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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说
文本（texte）这个词在西方语言中本来是一个常用词，与“作品”（oeuvre）构成相

互关联的一对概念：前者指文学的客观的、物质的层面，后者指向主观的、价值的和精

神的层面，传统的文学观众，毫无疑问是以“作品”这个概念为核心。这个看似理所当

然的对立和层级划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遭遇到强烈的挑战：一方面，结构主义文论

要求文学研究的科学性（recherche scientifique），因此把带有主观价值色彩的“作品”

置于一边，重点转向研究文学文本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兴起后的法国

理论虽然继承了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但是却否定了文学研究的“科学性”追求，巴特

（Roland Barthes）、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德里达等人转向文本的实践，文本又

重新具有了价值性，只不过文本的价值性与作品的价值性恰恰相反，它体现为对价值

本身的颠覆。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文本的价值是对价值的颠覆，其意义就是不间断

地颠覆意义。这一次的文学价值革命与以往的文学运动有根本上的区别：过去的文学

运动都是在破除和批判一种价值体系的同时试图建立起一种新的价值和意义体系，而

这一次的文论运动是试图永远颠覆，而不建立。

“永远革命”（révolution en permanence）也许永远只能是一个理想，法国理论的

革命也是一样，今天使用的文本概念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已经失去了强烈的革命和造反

色彩，逐渐成为各类人文学科的通用词。一切被视为意义载体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文

本，并打破了不同表意方式的区隔，图像、声音、文字和非文字形式都可以被视为文本。

综述
今天，文本这个术语已经是文学和其他领域的常用词，但是它在汉语中的历史相

当短，并非一个传统的中文词汇，而是源自西语的翻译。然而在西语中，无论法语的

texte 还是英语的 text，它们本来都是几个世纪以来日常语言中的普通词，同时也是文

学批评的常用词，常常与作品（œuvre/works）这个词配合在一起使用。因为它们都是

常用词，所以文本与作品的区别在传统上并不是文学理论和批评讨论的焦点，各安其

份。但是二战后的文学理论浪潮，尤其是法国理论使它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涵义的

概念，甚至成为区分法语的新批评 a和传统批评的关键词：新批评研究文本，传统批评

谈论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六七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的话语中，一个非常突

出的现象就是，“作品”这个词语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迅速式微，而“文本”则取代了

“作品”成为中心词汇，它不仅仅是一个术语，而且成了文学的核心概念。巴特在 1971

年发表的《从作品到文本》（“De l’œuvre au texte”）宣告了这个事件。要想说明白文

本，必须把它与作品的概念放在一起讨论，否则就无从谈起。

a 此处所说的新批评不是英美的新批评，而是指法国二战以后兴起的各种新的批评潮流（nouvelle 
critique），尤其以结构主义声势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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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中的文本和作品

文学是什么？当我们面对很多本完全不同的书的时候，是什么让我们把它们都归

类为“文学作品”？或者当我们面对不同出版社出版的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的时

候，作为买书的消费者，我们会考虑装帧和印刷，但是作为文学研究者和批评者，我们

必须承认，仅仅印刷不同而文字一致的书，其内容和实质是完全一样的。文学作品不

是书，书有形，而作品则是纯精神性的。作品是文学体制的产物，在这个体制中，只有

某一类文本才能被认定为作品。

传统观念中的文本是一个显得更加物质的概念。许慎在《说文》中定义文：“文，

错画也。象交文。凡文之属皆从文”（185）。拉丁语中的文本（texus）原意是纺织物，

是纺织行为（texere）的产品。西语中与 text 相关的词都与纤维的交织有关。中文和

印欧语系的词源都指出，文与纺织物的相同之处是横竖交织的结果，这与语言文字本

身的性质也密切相关。索绪尔（Ferdinant de Saussure）的语言学把纵横两种方向的交

织称为组合关系（syntagmatique）和聚合关系（paradigmatique）。a法语《小罗贝尔词

典》（Le Petit Robert）中，对文本定义如下：“文本：构成写作和作品的词句”（2544）。

然而词典没有指出是什么构成了文本。巴特在为《大百科辞典》（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写的著名的词条中这样描述通常意义上的文本概念：

对于一般的意见来说，文本是什么？它是文学作品的表面现象；它是在作品

中的词语交织形成的纺织物，它的组织是为了尽可能确定独一无二的稳定的意

义。尽管这个概念是谦卑和部分性的（无论如何，它仅仅只是视觉的对象而已），

文本还是参与了作品在精神世界取得的荣光，文本是作品的平庸但不可或缺的仆

人。由于它构成了书写（文本，就是被写成的东西），也许因为，文字的形状虽然依

然是线性的，但是它还是比口头语言和纯粹的编织（文本 texte 在词源学上的意义

就是编织物 tissu）有更多的意味。在作品中，它意味着所写出来的东西的保证，

它身上集中了保护者的功能：一方面，它是固定不变的，文字书写可以用来纠正不

准确的靠不住的记忆；另一方面，通过具体有形且不容抹杀的文字的不容置疑的

合法性，人们会认为作者在这里按自己的意愿表达了意思；文本是打败时间和遗

忘的武器，口头语言是容易磨损的，很容易就改口、变化、自我否定，而文本则是战

胜这一切的武器。因此，文本的概念从历史上就与一系列制度联系起来：法律、教

会、文学、教育；文本是一个伦理道德的对象。（“(Théorie du) Texte”）

在西方传统中，文本就是文字编织起来的那个东西，是保证作品的物质基础；它是

中性的，本身没有价值色彩，它总是“某某作品的文本”；在文学领域，文本没有独立性，

a 后来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对“文本”概念的理解与发展都能在索绪尔的理论中找到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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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走向作品，后者才是它的归宿。而作品完全不同，它属于精神世界。 
还是在《小罗贝尔词典》中，作品被定义为“被符号或属于某项艺术的材料组织起

来的整体，由创造者的精神使它成型；文学或艺术的产物”（1732）。与文本不同，一

切艺术门类的产物都可名为作品，并不局限于文学。在文学领域，作品与文本的关系

很特殊。它们似乎是同一的，例如“《红楼梦》这个文本”与“《红楼梦》这部作品”在某

种意义上完全相同；然而它们又处于不同的层面：作品是文本的“彼岸”，是有意味的

东西，如果说文本意味着书面上的文字，那么作品就意味着超越于文本之上的意义和

价值，正是这种超越性让人们把它称为“文学作品”。杜夫莱纳（Mikel Dufrenne）认为 
“作品”这个概念有三个方面：第一，作品的背后有某种价值体系，它能够“把古希腊的

雅典娜神庙与其他废墟区分开”；这个价值体系总是被那个时代的人视为理所当然，

是一个给定的必然的东西：“作品之完成似乎总是遵循某种内在的必然性，是某种自

足的东西，它以一种确定无疑的方式出现在那里，让人们接受，而这都是为了观赏者的

快乐”。第二，作品的背后有一个作者，它必须是一个精神性主体的产物；人们根据作

品的价值来评价作者，反过来也是一样；作者是作品的源头，而作品则表现了作者的情

感、思想和艺术品位。这是一个同义反复的循环：鲁迅之所以伟大，因为他的作品是伟

大的；反过来，鲁迅的作品之所以伟大，因为作者有伟大的精神和艺术。因此当读者面

对作品的时候，不在场的那位作者总是以某种方式在场。第三，一个文本总是在有超

出其字面意思的时候才会成为作品，如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所说，“对作品的

描述所针对的是文学的要素；批评家试图给它们一个阐释”（126）。作品是一个召唤

结构，期待着读者在它的所谓空白处寻找更深远的意义。换言之，真正的交流是在言

辞之外，在精神的彼岸达成，文本只是帮助读者和作者在这个彼岸相会的工具。总之，

在传统的文学体制中，作品就是文本加上价值、作者和阐释。

文学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构成了文学的制度，“作品”和“文本”这两个概念建

立了一个价值等级：文本是低级的，同时也是基础的、物质的；作品则是高级的、精神

的——而文学最终之所指是精神。欧洲自文艺复兴以后，各种文学思潮轮流走上舞台

的中央，川流不息，然而作品和文本之间的价值秩序却稳如泰山，而且无需定义和明

言，也不可思考（impensable）。在福柯看来，正是这种不可思考的、理所当然的秩序才

是文化中最底层的秩序，它制约着其他一切可思考的东西（Mots 314-54）。直到 20 世

纪六七十年代，法国文学理论的革命从根本上对这两个传统概念的意义和关系提出全

新的理解，造成了文学观念的一个重大断裂。

文本作为文学科学的对象

结构主义兴起之后，作品和文本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从当

时的语义混乱中可窥一斑而知全豹。例如福柯，在某些文章中，他以传统的方式使用

这两个概念。在谈及结构主义的时候他说：“在文学分析领域，不能不提到巴特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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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辛的作品”（“philosophie” 612）。然而 1970 年，在进入法兰西学院的首场演讲中，

他却把“文本”与“作品”在同一个层面上对立起来：“一个人写作文本，在这个文本的

视野之中总是徘徊着一个可能的作品，他自己又重新承担起作者的功能”（L’ordre du 
discours 30）。如何来理解文本受到“可能的作品”的威胁？我们看到，价值的方向在

这里翻转过来，“作品”从一个肯定的价值变成负面的价值，从闪烁荣耀光芒的精神变

成威胁，因为福柯所要提防或者说反对的正好是“作品”这个概念所暗涵的“作者的功

能”（fonction de l’auteur）。如果说传统文学概念的作者保证了作品的精神价值，那么

在这个时期的福柯看来，作者的功能则相反体现为对文本意义的控制，破坏了文本的

丰富性。

这个转折发生的时期，恰恰是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也许法国六八年的社

会革命与文本概念的影响并不那么直接，然而青年学生运动营造的社会氛围，毫无疑

问有利于通过质疑和颠覆传统的思潮在文化圈赢得掌声（Dosse 384-414）。巴特两篇

重要的论文《作者之死》（“La mort de l’auteur”）和《从作品到文本》（“De l’œuvre au 
texte”）分别发表于 1968 年和 1971 年，这个时期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作品”这个词

开始逐渐退出文学研究和批评，“文本”却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与“作品”相关的

一系列概念也遭遇危机，例如作者、阐释、品味、美、精神等等。福柯宣告“人的死亡”，

巴特宣告“作者的死亡”，此后作品也被驱逐了。

此时的文本概念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内涵，这个区分对于理解“文本”来说极为重

要。首先是结构主义的影响。20 世纪人文学科最重大的事件是现代结构主义语言

学的兴起，其方法构成人文学科的范式，青年学者们雄心勃勃，试图以语言学模式为

基础建构起可以与自然科学媲美的“科学的文学研究”。托多洛夫总结他们的追求时

说：“目标是研究文学性（littérarité），而非文学……人们所研究的不是作品，而是文

学话语的潜在可能性，什么使文学话语成为可能：这样的文学研究就可以成为文学科

学”（125）。托多洛夫和其他青年学者并没有否定具体文学作品的价值，只是把它

们轻轻放在一边；他们并不否定马拉美诗歌或者福楼拜小说的价值，只是不再讨论这

个问题。

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Morphologie du conte）被介绍到法国之后，引起法

国学者对叙事进行形式分析的极大兴趣。1966 年，《交流》（Communications）杂志专

门发表了一期“叙事的结构分析”专刊，引起轰动。然而，在这一期的文章中，研究的

对象多半都是类似 007 小说和电影之类的平时难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艺。“作品”这

个词不见了，满眼所见皆是语言学术语：信息、编码、组合，等等。这些文章不再像传统

的文学批评那样臧否作品的价值，也不提出美学和精神问题，而是寻找对所有叙事作

品都有效的话语功能和运转原则。文学科学不得不把它的研究对象设定为价值中立

的“文本”，不管所研究的是莎士比亚，还是通俗小说；在科学面前，它们都是文本。这

里的文本可以被称为对象文本（texte-objet）。
要注意的是，对象文本的每一个具体文本本身并不重要，结构主义超越具体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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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者文本，如自然科学那样，寻找文学性的普遍规律，而不是只能对某个特定的对象

才有效。巴特在《批评与真理》（Critique et Vérité）中强调：“必须重新分配文学科学

的对象。作者、作品仅仅是以语言为视域的分析的起点而已：不可能有但丁的科学、莎

士比亚的科学或者拉辛的科学，只可能有话语科学”（42）。因此，传统批评中的最重

要的“作者”烟消云散了。多斯（François Dosse）在《结构主义史》中总结道：

人们越来越用文本的结构性取代对作品产生过程的探究，功能的概念取代了

作品的概念，而且在文学分析中围绕内在性（immanence）的概念使用俄罗斯形式

主义的观点。把这些不同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是同一个规划，就是在语言学的

模式之上进行研究，一方面要消除直到那时为止文学中最重要的“创造者主体”

（sujet créateur）的角色，另一方面赋予文本的整体结构以最重要的地位，这个整体

结构的内在合理性与作者的主观性没有关系，因为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对此并不明

白。（244）

价值、作者和美学这构成“作品”的三个方面都被结构主义抛弃了，文学领域内就

只剩下文本，它无关价值、作者和美学，而只有客观的确定性，是“科学”的理想研究对

象。新范式抛弃的不仅仅是作品这个概念，还有与此紧密相连的整个系列：美、激情、

感受、天才、创造等等，并把另一系列概念引入文学理论和批评之中：文本、信息、编码、

交流、话语、发话者（énonciateur）等等。上述两个系列的关系是相互取代的，它们之间

很少会产生交集。必须指出，虽然结构主义者不再判定“作品的价值”，他们也并没有

否定作品的价值，对于他们来说，这两个概念处于不同的层次。作为一个文学读者的

时候，《悲惨世界》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而作为一个文学科学研究者的时候，《悲

惨世界》又会被看做一个“文本”。

文本作为书写实践

上世纪 60 年代末，有一股新的潮流从结构主义营造的科学乌托邦中兴起。克里

斯蒂娃于 1966 年在巴特的研讨会上做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演讲，并以《词语、对话和小

说》（“Le mot, le dialogue et le roman”）为题发表，引起巨大反响。这篇文章也深刻影

响了她当时的博士导师巴特，后者在为大百科全书写作《文本概念》这一词条的时候，

所依据的思想其实主要来自克里斯蒂娃，虽然他没有明确使用他的学生新造的互文性

（intertextualité）这个词。

结构主义的旗手巴特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重大的转向，常常被人称为从结构主义转

向了后结构主义。他放弃了文学科学的雄心壮志，形而上学的一元化世界容不下色彩

斑斓的文学，科学的终点是简化的公式，这不符合巴特作为一位“写作者”的性格，或

许这也违背了文学自身的享乐主义（黄晞耘 127-35）。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文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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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写的单一的 Texte（巴特自己前期也常常使用大写），而文学则是复数的小写文本。

在《从科学到文学》（“De la Science à la littérature”）中，他反省了自己的科学狂热，回

到了感性世界，科学无法解决“快乐”的问题，而“文学的作用就是积极地向科学体制

表现其拒绝的东西”（433）。 
在《S/Z》中，他的批评方式可以说前无古人，罕有来者——他把巴尔扎克的所谓古

典文本变成一个先锋的可写文本。他在谈及这本书的时候说，“应当把这场战斗推向

更进一步，不仅仅要打开符号的缝隙，一方面是能指，一方面是所指；而且还要打破符

号的观念：人们可以称之为符号破坏学（sémioclastie）”（“Sur S/Z”1015）。其目标的

指向不是“真”的世界，而是如儿童般破坏性的快感和喜悦，这种高潮（jouissance）a不

是凡人世界中常见的满足占有欲的快感。作品使读者得到快乐，而文本性则通过越界

和破坏现存的秩序对读者发起挑战。快感是美感的重复，而高潮则打破一切成规；满

足我们期待的文学作品带来的是愉悦，而高潮则来自越界（transgression）：

我坚信，没有意指过程（signifiance；没有高潮）会出现于一种大众文化内（它

与主体文化完全不同，水火不容），因为此文化的模式是小资产阶级的。这恰是属

于我们（历史性的）矛盾特性，意指过程（高潮）完全处于一种极端的二选一的状

况中：要么是在权势的运用之中（资产阶级文化衰弱的结果），不然便是在某种乌

托邦的观念之中（一种未来文化的观念，源自彻底、闻所未闻、无以预见的革命，现

今无论何人写及此，只知晓一桩事情：便是如摩西一般，不会进入其中）。

高潮的非社会性。它是社会性的陡然消失，并且也不重新落入主体（主体

性）、个人、孤独者：一切都迷失了，不剩点滴。这是隐秘的极端状态，在电影院里

的黑暗之处。（Plaisir du texte 1514） 

实际上，巴特等后结构主义者们虽然以“文本”为名对传统的文学价值和体制提

出了挑战，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确立起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或者说，他们陷入了一个

深刻的价值悖论。在《S/Z》中，巴特把文本确立为“经典”（classique）的反面，但是在

他自己死后，其文本也逐渐变成经典。因为文学必然是一个价值体系，反价值作为一

种姿态，最终也会变成某种价值。这是 20 世纪以来，各种以“反”为特征的文艺思潮

难以摆脱的命运。后结构主义所说的文本与结构主义不同，不是一个单纯的研究对

象，而是一种文本实践（pratique textuelle）。这种实践的目的不再是达成一个具体的结

果——作品，而是更加神秘的语言革命，它没有确定的程序和方法，也不是文字组成的

书；它变动不居，或者说是使整个文本的世界变动不居的过程。在关于“文本”的词条

中，巴特引用了克里斯蒂娃：

a Jouissance 这个词在文论中常常被译为狂喜，然而也许其本意“高潮”更符合其原义，巴特等人在使用这个
词的时候，也是在比喻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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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对文本的定义基于认识论的目标：“我们把文本（Texte：
大写）定义为一种超语言学的装置，它重新分配语言的范畴，把本来用于直接传递

信息的言语与以前或同时代的其他言辞联系起来……”此后，人们就不再从文本

走向作品，而是从作品走向文本，因为是文本确定了作品的位置……文本使人们

可以根据作品的意指活动（signifiance）的强度来确定作品的价值。（“(Théorie du) 
Texte”）

这里所说的意指活动不是制造和确定意义，而恰恰是颠覆意义并使意义总是处于一种

不断重新分配的可能性中。文本重新与价值发生强烈的关联，因为人们不再按照文学

科学家那样，“无论什么批评都可以挑选任意一个对象”，甚至会说出在法语中非常

奇特的表达：在某个作品中有一些文本（il y a du texte）。a文本概念像过去的作品概

念一样被神圣化了（consécration）。克里斯蒂娃在《文本的生产力》（“La Productivité 
dite texte”）中认为作品只是消费品（215），文本才意味着真正有价值的生产。“作品和

文本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作品曾经是文学的实体，而文本是现象；现在文本变成实

体，而作品成为现象。后者是可触摸的，物质性的，它占据的是具体的空间，而前者反

而是不可见、不可触的，因为它只是处于语言之中，而且文本不是一个产品，而是生产

（production）”（钱翰 30）。
总体而言，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的文本概念，都是人文学科中语言学

转向之后的产物，后者的文本观念也是以前者为基础的。索绪尔的语言学和结构主义

诗学试图分离话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后结构主义的文本概念才得以建立起来。

梳理了“文本”概念在文学理论领域的兴起的轨迹之后，我们会发现今天在人文

学科中对文本这个词的使用比过去泛化得多，而且也很少有比较强烈的文学革命或者

造反的色彩。理论的时代已经日暮黄昏，上世纪文本这个词语取代作品的时候所蕴涵

的革命性观念要么已经成为理论的遗产，要么已经淡化，甚至有时只是作品这个词语

的另一个替代而已，并不一定意味某种方法或者文学观念的变革。它也逐渐成为各类

人文学科中的通用词，并且不局限于文学领域，电影、音乐、绘画、摄影等一切被视为意

义载体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文本。这个词打破了语言文字表意与其他表意方式之间

的区隔，符号学把它们都当作符号来对待，文本这个概念被建构成一个意义相互转换、

交流和变异的平台，为不同学科的话语进行跨学科对话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它一方面

可以涵盖一切有意义的现象，同时又不像“作品”那样已经有了预设的价值判断。文

本这个词的预设是“意义”，所以文本意味着对“阐释”的召唤，尤其是当人们在非语言

文字领域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例如，当人称呼一幅绘画作品为“文本”的时候，就意味

a 法语的部分冠词性质上是不定冠词的一种，它的意义是部分和不确定的概念。可以使用单数的部分冠词
意味着它是“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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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强调了这幅绘画的意义以及与其他意义系统之间的关联，而不仅仅是对外观的欣

赏和审美。

中文语境中的“文本”概念

Texte 这个概念翻译为“文本”，并随着结构主义的浪潮进入中国的文论话语是在

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直到 90 年代以后才逐渐成为关键词。文本概念的接受在中国的

语境有独特的旅行路径。首先，汉语中本来不存在与 texte 对应的词，汉语的文论制造

了两个词来翻译，一是“文本”，另一个是“本文”。经过了将近二十年的讨论和争议，

学术界主流最终选择了“文本”作为 texte 的翻译。a这些现象表明，在汉语中并没有一

个在意义上与 texte 完全对应的词汇，而且更麻烦的是，在传统汉语语境中也没有一个

与 texte 对应的范畴。有学者曾试图讨论中国的“文本思想”（傅修延），然而这是一个

误读。因为西方六七十年代的文本观念得以形成的语义基础是“文本”与“作品”的差

别与对立，倘无这种对立，就不可能发生“从作品到文本”的转变。而汉语中原本没有

与“文”区别和对立的“作品”，这不仅造成翻译上的困难，同样还使我们难以理解法国

理论中的文本观念的革命性意义。

文本概念一方面是随着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译介进入中国文论界，另外的路

径则是接受美学和新批评。事实上接受美学与新批评对“文本”概念的使用基本上符

合西语传统的用法。1983 年《文学理论研究》发表《论文学接收》，译者特别对“文本”

做出注释：“接受理论把没有经过读者阅读和检验的作品称为‘文本’（texte），经过读

者阅读和检验才称‘作品’”（梅雷加利 103）。这大约是第一次在文论译介中明确指

出使用“文本”和“作品”概念的不同。接受美学从上世纪末之后在中国相当流行，它

对文本与作品两个词语的划分是中国当下文学批评所接受的主要方式。

英美新批评在 80 年代重新进入中国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新”，只是在经历了与西

方思想的长期隔绝之后，让中国的文学批评界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1984 年，韦勒克

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译介至国内，并迅速获得了崇高的地位，随后赵毅衡的《新

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系统介绍了新批评。文本概念与新批评的关联在

于国内普遍把 close reading（细读）译为“文本细读”，并且认为新批评“更加强调了作

品的本文分析，深入到了文学作品的内部，达到了细致深入之境地”（王宁 114）。然

而这个词的英语原文本身跟“文本”没有什么关系，与结构主义的文本概念更是风马

牛不相及。新批评的文学观实际上比较保守，与法国理论在价值观上的颠覆性恰恰是

对立的，对于前者来说，表现美和精神的作品才是文学的核心。

a  当然，这种选择并不是得到所有人的承认，“本文”的翻译依然还有一定影响。例如，《文艺理论研究》
2008 年第 3 期发表的文章《“本文诗学”论》使用“本文”作为 text 的翻译。屠友祥翻译的《S/Z》和《文之悦》则都
采用“文”这个单音词来翻译 text，因为他对文本和本文这两个翻译都不满意，而且他希望与中国传统的“文”的
概念建立起某种联系。虽然应当肯定这种试图沟通中西古今的努力，但是中国古代的“文”与西语中的 text 在涵
义上有很大差异，完全不是一回事，这种翻译可能会进一步误导中国学界对文本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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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西方在隔膜多年之后，新批评、接受美学与法国理论同时携带着“文本”这

个新概念进入中国文论与批评话语之中，很容易使中国文论界在接受时产生混乱。中

国学者也常常在不同的语义上使用这个词，虽然可以找到与西方理论的对应，但是也

不无差别。在大多数时候，如果不是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框架内使用文本这

个词，其实只是“作品”的有些时髦的近义词，强调了对文学作品语言本身的关注和细

读，既不是如接受美学那样把文本当作审美发生之前的客观基础，也不像后结构主义

那样意味着颠覆性的价值。

结语
经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理论的革命性冲击，文本与作品两个概念之间的关

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随着理论的退潮，文本概念也不再是一个具有强烈价值意义

的词汇。而在当代的汉语文学批评的话语中，它常常是作为“作品”的同义词使用，只

是更强调文本的细读。汉语传统中没有文本与作品的对立，为我们理解文本兴起的意

义制造了某种隔膜。因此厘清此概念的源流有助于我们把握这一理论和话语现象，也

能使我们理解与文本概念相关联的一系列概念，诸如“书写”（écriture）、“互文性”、

“颠覆”（subversion）、“重写”（ré-écriture）、“现象文本”（phéno-texte）、生成文本

（géno-texte）等等。与此同时，文本概念又承担了文学批评话语向外的扩张性，一切可

以“表意”之物都可以当作文本，世界就是文本，这样就为文化研究的批评话语提供了

跨领域的可能性，使交叉学科的汇聚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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