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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中作家 

合法性问题 

张光 芒 

“创作谈’’ 的 

摘 要： 对于创作谈的重视本来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近年来出现了一种不良的倾向， 

不妨将其称为文学批评中的“创作谈”崇拜情结，或者“创作谈”泛滥现象。这种现象在 

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各个层面都有鲜明的表现。批评家在解读文学作品时，一方面将作 

家的创作谈视为重要线索和重要依据；另一方面，也常常将创作谈上升至价值评判的最 

高旨归。这种现象对文学批评 自身的伤害，首先表现为过分倚重当时作家本人的“证 

词”作用，盲目夸大作家创作谈的真实性，使文学批评陷入了“证人的记忆”效应或窠 

臼。其次表现为思想与理论上强大的牵引力。这种伤 害从本质上导致的是批评主体性 

让渡的问题。文学批评中的作家创作谈，在“证词”和“标准”两个层面上都不具备合法 

性。只有打破“自传契约”，克服创作谈崇拜情结，才能最大程度地唤回文学批评的主 

体性和创造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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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相结合 的形式谈论 自己的生活经 历、人生感 
一  悟或者文学追求等等。因此，这里所说的“创作 

谈”是一种广义的说法。除了比较典型的作家创 

作家谈论 自己的写作过程、创作体会、文学理 作谈、作家访谈、作家对话外，还应包括作家撰写 

念等等的文字，我们一般都称之为“创作谈”。有 的“自序”、“后记”、“书话”等，作家的书信、随 

时候，创作谈类的文章是就自己的某一文本或者 笔、散文、自传类文字，只要涉及到与其创作的关 

某些作品甚至整体性的创作发表体会与感想，有 系，也可以视为变体的创作谈。 

时候则不针对 自己的某些创作 ，主要是 以记叙与 自上个世纪初 中国新 文学诞生 以来 ，文学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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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活动便相伴而生并 日益发达。文学批评史历经 

百余年发生了多次转型，但是有一个特点却始终 

不改 ，并且 日益突出，那就是批评家在文学批评 中 

对于作家创作谈 的高度重视。当然 ，这里所说 的 

文学批评也是广义上 的概念 ，包括文学评论 以及 

与文本解读相关 的作家论 、文学现象研究和文学 

史写作等。像鲁迅 《(呐喊)自序》、钱钟书的 

《(围城)序》、郁达夫的《(沉沦)及其他》《忏余独 

白》等等，不仅在相关的文本解读中几乎每评必 

引，甚至直接影响并框定了后人进行作家作品研 

究 的思想理路和阐释模式。 

对于创作谈 的重视本来是正常的现象 。通过 

对作家不同文本之间内在联 系的挖掘 ，通过对作 

家理性观念与感性 审美 的互文性的考察 ，知人论 

世 ，见微知著 ，这原本也是深入阐释文本 、理解现 

象、重写文学史的必要途径。但是 ，如果过度信任 

作家创作谈的真实性，如果过份夸大作家创作谈 

对于理解文本的“论据”作用，甚至将作家的创作 

谈视为进入作家审美世界 的解读码 “按图索骥 ”， 

那就会带来相当多的问题和误区。问题就在于， 

这已经成为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界越来越突出的 
一 种趋势，不妨将它称为文学批评中的“创作谈” 

崇拜情结 ，或者“创作谈 ”泛滥现象。 

这种现象在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各个层面都有 

鲜明的表现。从创作主体来说，作家们似乎越来 

越热衷于发表创作谈。我们经常看到，某个作家 

有新书要出版了，或者他的作品刚刚问世之际，总 

是要抓住一切机会发表关于新著的创作谈。从文 

学传媒来说，报刊杂志越来越刻意开辟更多的栏 

目、版面发表创作谈。像《小说选刊》《长篇小说 

选刊》《小说月报》等，越来越喜欢在小说文本后 

面附加上更有针对性的作家 “创作谈 ”，这也往往 

被视为编辑办刊努力程度更高、敬业精神更强的 

表现。包括报纸、网站在内的许多媒体在宣传介 

绍新 出版的长篇小说时 ，也 往往采用 “著名作 家 

X X×谈新作 X X X”这样的方式，如果再加一 

个新奇而醒目的正标题，那传播效果与影响力自 

会更大。近年来，不但文学刊物如此，有些文学研 

究类的杂志也开辟创作谈或作家访谈栏目，以此 

加强文学批评的现场感与互动性。从文学活动方 

式来说 ，像作家协会 、出版社、研究机构等 ，在组织 

作家作品研讨会或者新书发布会的时候，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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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 向于将作家与批评家集 中在一起进行讨论。这 

时候，批评家不仅要讨论作家的创作文本，而且还 

要认真地倾听作家的“现身说法”。 

上述现象还不是最重要 的，“创作谈”崇拜情 

结更加突出地反映在批评文章 中。批评家或研究 

者在解读文学作品时，一方面将作家的创作谈视 

为理解人物形象、分析故事情节或者索解创作 目 

的的重要线索和重要依据；另一方面，也常常将创 

作谈上升至价值评判的最高 旨归。比如 ，我们在 

大量 的评论文章 中会发现 ，作者对文学作 品进行 

了充分的文本细读之后，在总结 自己对于作品的 

整体评价的时候，经常会用这样的句式加以概括： 

“正如作家本人所说”云云。也就是说 ，研究者对 

于 自己通过文本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否有理有 

力是不自信的，这时候他就会 自觉不 自觉地以创 

作谈为最高标准：文本分析一旦印证了作家创作 

谈所标榜的思想艺术高度，那么这篇评论文章在 

逻辑上就站住了，在理论高度上就勿庸置疑了。 

这样的批评句式，这样的批评逻辑，这样的批评文 

体结构，在当下的硕、博士论文中，在大量的文学 

批评文章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对此，批评家 

们基本上是习以为常，文学批评已经形成 习焉不 

察的思维模式 ，乐此 不疲 。可以说研究 界完全没 

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忽视了它对于文学批评 

自身的伤害。 

文学批评中的创作谈崇拜情绪和泛滥现象对 

文学批评 自身的伤害，首先表现为过分倚重当时 

作家本人的“证词”作用，盲目夸大作家创作谈的 

真实性 ，使文学批评 陷入 了“证人的记忆 ”效应或 

窠 臼。心理学上有一个现象 ，叫“证人 的记忆”效 

应，人们通常难以抗拒。即是说，由于我们想当然 

地把证人视为惟一能够提供 客观证据 的人 ，因而 

相信他的证词就是他 自己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并 

如实讲出来的东西，而事实上，心理学研究发现他 

们的证词并不准确，仍然带有个人倾向性，充满着 

个人的观点和意识。甚至，在证人回忆的精确性 

问题上 ，那些对 自己回忆 的准确性信心十足 的人 

并不 比那些缺乏信心的人更高明。但现在的批评 

家在解读创作文本 、分析人物形象的时候 ，特别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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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以作家创作谈中涉及到的历史回忆为根据，索 

解文本审美与历史的关联 。也就是 说 ，文学批评 

在正确地将作家的创作视为主观的创造物的同 

时 ，又错误地将创作谈视为客观的事实。 

法国 自传理论家菲力蒲 ·勒热讷提 出过一个 

理论，认为自传的作者同读者、出版者之间有着一 

个约定，即自传者向读者和出版者承担着诚实并 

准确地叙述 自己的义务 ，这 就是 著名的 “自传契 

约”。它虽然是一个无形 的“契约 ”，但其心理暗 

示作用却是巨大的。当作家标示 自己写的是创作 

谈、是个人回忆录、是自传的时候，人们便信任了 

真实性的承诺。比如作家笔下同样的故事甚至同 

样的叙述方法，如果标示为自传，那就被视为客观 

的；如果标示为自叙传小说，那就是虚构的。但实 

际上，无论是自传，还是小说，都是主观的和想像 

的，虚构的和虚假的。正如《魔鬼夜访钱钟书先 

生》里所说：“你要知道一个人的 自己，你得看他 

为别人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作家的创作谈 

其实仍然是作家的创作，仍然是文学叙事，只是有 
一 个无形的“自传契约”误导了批评家和读者。 

在这样的误导之下，批评家既难 以抵达历史的真 

实，也无法真正呈现文本与历史的关系。 

创作谈对于文学批评的伤害之二表现为思想 

与理论上强大的牵引力。当我说批评家将创作谈 

视为证词的时候 ，实际上包含着双重含义 ，一方面 

是历史与事实层面上 的，即上面提 到的将其视为 

准确的和客观的证词 ；另一方 面则是思想与理论 

层面上的，即把作家创作谈视为进入作家文本的 

思想导引与美学导引 ，视为思想与美学上的证词 。 

前者多见于侧重于叙述的自传性创作谈，后者在 

以议论为主的创作谈 中屡见不鲜 。当然 ，绝大多 

数创作谈都同时包含着两个方面，只是侧重点不 

同而已。 

小说家和诗人之所以成为作家要归功于他们 

形象思维的发达或者叙述能力的强大，与他们的 

理论水平 、美学 主张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 系。即 

使对于像鲁迅、萨特等那样的将理论家与作家集 

于一身的大师，我们也需要将其理论与文学创作 

分开来研究。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作家越来越不满 

足于让作 品本身说话 ，越来越失去 了对于批评 家 

和读者的信任，也似乎越来越惧怕 自己的创作价 

值被遮蔽 ，文学高度被低估 。有 的研究者在撰写 

作家论或者作 品评论的时候 ，习惯 于找作家对话 

和请教 ，想 当然地认为这样才能更好地 占有第一 

手材料 ，才能作 出更具权威性 的评论。笔者不时 

在作品研讨会上遇到作为当事人的作家在评论家 

面前诚恳、认 真、细致地详述 自己为什么如此塑造 

某一人物形象 ，为什么在 故事情节上有如此这般 

的设计等等。批评家有时候也乐意听到这样的自 

我阐释 ，甚至会主动向作家询问相关的疑问，这时 

候，作家在强烈的要求和鼓励下便会更加眉飞色 

舞地进行自我阐释，表达自己高深的创作意图和 

崇高的审美理想。在这些创作谈的牵引之下，评 

论家们往往不 得不将评论文 章“努力地 ”拔高到 

作家明言的追求高度，否则就似乎显得评论不 

到位。 

牵引力的强大除了让评论帮作品揠苗助长 

外，另外一种表现则是对于研究者批评思路、研究 

方法 、理论思 维的暗示性导引和禁锢。陈平原在 

梳理学术史上 “现代文学”这一概 念的形成机制 

时，就发现这样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倘若不考 

虑各家命运的荣衰与升降，单就学术思路而言，新 

文学创立者的自我总结，始终规范着研究者的眼 

界与趣味”，“当事人的证词与研究者 的成果 ，二 

者过分一致，既可喜，又可忧。当人们再三引证胡 

适、鲁迅等人的精彩论述时，很少追究其立说的文 

化背景及心理动机”。① 这里所说的“当事人 的证 

词”与本文所说的创作谈并不完全重合，但指出 

研究者的观点结论与当事人“过分一致”确是抓 

住了研究界长期存在的一大症结 。 

如果我们把一个文学流派视为一个有着强大 

向心力的作家群，同时把这个流派的理论主张或 

者文学宣言视为这个作家群的“创作谈”，那么我 

们会 同样发 现这 一 问题。 比如 ，我们 习惯 于 以 

“为人生”的理论分析并概括文学研究会的创作， 

以“为艺术 ”的主张 阐释并 总结 创造社 的文本 。 

两个流派在艺术主张上也许有着较为尖锐的对立 

性，但他们的创作实际上在五四时代氛围之下有 

着相 当程度的互文性 、共振性乃至相通性 。在其 

创作谈的牵引下 ，文学研究不仅人为地夸大 了两 

① 陈平原：《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 l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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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流派在创作实践上的对立 ，不客观地拉大 了二 

者的精神距离，而且也落人“为人生”或“为艺术” 

的思想路径中，难以达到有效 的理论深度 ，自然也 

难以取得突破性的研究进展 。 

文学批评中的创作谈崇拜现象对于文学批评 

自身的伤害，从本质上导致的是批评主体性让渡 

的问题。在笔者看来 ，批评家面对 的惟一研究对 

象是文学作品，而且是脱离了作家母体而具备了 

相对独立性 的文学文本。面对这一对象 ，批评家 

必须保持历史的分析与美学的分析相结合的独立 

性，必须坚持从文本出发进行思想艺术考察的个 

体立场，必须具备独立进行价值判断与文学史评 

判的主体性。这也是文学批评存在的根本价值之 

所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批评中的作家创 

作谈，在“证词”和“标准”两个层面上都不具备合 

法性 。它只是在重观点不重论证 、重煽情 不重逻 

辑的浮躁学风之下 ，被无限地拔高和提升 ，披上 了 

合法性的外衣。于是，文学批评不但无限信任了 

当事人言说 的真实性 ，而且将批评标准的制订和 

裁判的权力拱手送给当事人 。从而进一步遮蔽了 

批评家的主体性，消弥了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并最 

终解构了文学批评 自身的存在价值。当然，笔者 

并不认 为批评家不应该重视创作谈 ，只是在特定 

的层面上否定文学批评中创作谈的合法性，提醒 

人们打破“自传契约”，克服创作谈崇拜情结，从 

而最大程度地唤 回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和创造 

本质。 

On theLegitimacy of“Creative Experience”in Literary Criticism 

ZHANG Guang—mang 

Abstract：Emphasizing writers’ creative experience is normal，but the worshipping of it，as becomes 

trendy and flooding in recent years， is bad． This is manifested at all levels in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So while the critics brag that creative experience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clue to and the basis 

of a writer’S creative activity，the jargon of creative experience rises and sits as the judge of literary values． 

The harm it does to literary criticism is twofold：first，it leads to an over—reliance on the writer’S“testimony’’ 

and blind exaggeration of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writers’ talk，SO that literary criticism becomes a mere 

“

witnesses’memory” account；second，it dramatizes a way too strong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traction． 

This injury has led to the loss of the subject in criticism．In literary criticism．neither“testimony”nor 
“

standard” boasts legitimacy． So it is only by breaking the “contract of autobiography’’ and overcoming 

“

creative experience”worship that literary subjectivity and creativity can be restored to their proper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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