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第 2期 

甄 丽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总第 235期 ) 

反思文艺学研究中的两种不良倾向 

王 洪岳 

摘 要： 当前文艺学研究存在着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打着所谓的审美主义和本体研究 

的旗号，来抵制和批判其他的文艺学研究方式；二是采取民粹主义的理论和话语，来推 

行其逼仄化、狭隘化的文艺理论价值观 。其实，在 当代世界 文化研究兴盛的大背景 下， 

上述做派无疑画地 自牢、作茧 自缚 ，对 当代 中国文艺学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因此 ，我们 

应该恢复或重建文艺学研 究之于文学艺术、之 于人性、之 于社会的开放 心态和 自由境 

界，以真正适应和引领文艺学本身和文艺创作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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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文学 自有其专属于自 

身的独特性。自古迄今关于文学的形式主义研究 

就是对于文学这 种语言 的艺 术性 即特 殊性 的研 

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文学又作为人类 

所创造的关于人的整个存在世界的言说和表达， 

它必然又具有和人类其他领域息息相关的关联性 

或“间性”。文 学 的道德伦 理之 维 、社会 历史 之 

维 ，乃至隐秘心理之维等维度的研究 ，则试图把文 

学当作其他领域的友军，来一起构筑文学研究和 

文学理论的大厦。实 际上 ，无论哪种研究方法或 

思路，都是对于文学这一人类文化的主要形式的 

有效探索。20世纪以降的作家传记(生平)研究、 

作品形式研究、读者接受研究和文学世界来源研 

究，都是对于文学 的某一方 面存 在特征的揭示。 

而作为既古又新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依然有 

效，文学离开了人及其周围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 

然而，近年来文艺理论领域却出现了两种倾 

向。其一是文学研究唯有回到所谓本体领域，才 

是真正文学的、审美的，而所谓文学的本体就是文 

学的形式存在或存在形式 ，因此只有研究文学存 

在的本体即文学的形式以及文学的独特的审美价 

值，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否则，任何其他的研究 

和探索就是阐释不当，走入歧途。我们可以简约 

为新世纪的新审美主义。其二是文学研究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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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只应关注其特殊的存在，因为不同时代和社 

会的文学具有特殊性 、国情性 ，而不能通过这种研 

究和理论探索来讲求普遍价值或普世价值，或者 

说 ，并不能通过特殊的文学研究 而得 出具有普适 

性的共同价值。我们将其简约为新民粹主义。细 

究之，这两种倾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否认文 

学及文学研究实际上所具有的关于人性或人的存 

在的普遍性问题。如果说审美主义或形式主义在 

近现代中国文论的转型中尚具有某些重要的促进 

作用的话 ；而民粹主义 自近代以来就在 中国的现 

代化进程中更多地起着或强或弱的搅局的负面作 

用 ，值得我们警惕。 

文学 的本体研究或 文学艺术 的审美 特性研 

究，在某种程度或某些时期具有拨乱反正、正本清 

源的重要作用，比如在上个世纪之初，王国维倡导 

“无用之用”的美术观 、艺术 观 、文学观 ，倡 导“无 

功利的”美学和美育来取代特别注重经世致用的 

功利主义文艺观。这一观念无疑具有冲破几千年 

来正统文 以载道 、文 以明道文艺观 的重要学术 和 

思想意义。再比如 ，文革刚刚结束的上世纪 70年 

代末80年代初，文学理论上的审美论虽然夹杂着 

意识形态论而形成 了文学 的审美意识形态论 ，或 

审美认识论，但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倡导审美论或 

形式本体论，自然具有冲破僵化 的政治意识形态 

禁锢的重要学术价值和作用。随之而来的形式主 

义文论 、小说零度叙述理论 、语言乌托邦论等作为 

纠偏的理论倾向，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简而 

言之 ，文学审美论 已然成为一个学术 的共识或常 

识，已经不是今天的文学研究 的学术 问题 了。尤 

其是在改革开放进行了将近四十年的今天，文学 

研究同一般文化研究、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化、精英 

文学和大众文化 的界限 日益趋 于消弭 的情况下 ， 

再片面强调文学的审美性 ，就与时代有了很大 的 

隔阂，也有不食人间烟火之嫌 了。这种新式 审美 

主义和民粹主义合流 ，构成 了一种缺乏理性 的新 

左派激进幼稚病。 

笔者认为这种倾 向实际上反映了当中国的经 

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而相应 的政法配套改革并不 

到位的情况下，人文学界一部分人士要强行 推出 

自己的理论纲领和主张的急迫心态 。经济发展与 

人文精神正在醒目地构成悖论。就经济总量而言 

中国GDP已经是世界第二，而我们的精神领域尤 

其是人文研究包括文学研究领域并没有一种实质 

性 的跃升 ，在人文产品产量大跃进的表面 ，隐藏着 

的是人文指标 的下滑 ，按 照 2009年 的数据 ，中国 

人文发展指数排在世界第 92位①；而到了2014年 

的数据，则下降到了 101位②。这种经济指标和 

人文指数的不对称现象 ，近年来不断加剧 ，强拆 、 

严重污染、严重贪污腐败、极度不公平、虚假选举 

等等，层出不穷 。而真正 的文学家和伟大 的文学 

作品恰恰是要关注 、揭示 和批判这些不公正 和邪 

恶的存在，以“引起疗救者”即当今的政治家的良 

善治理。但是 ，在这种 GDP至上 的思维 引导下 ， 

某些人文研究者就产生了超过 自身应有的理性的 

思维膨胀症 ，或者类似于列宁所批判过 的共产 主 

义左派“幼稚病”，只不过讲这种所谓文化自信的 

大跃进所采取的是所谓“政治正确”的方式 ，在 目 

下是绝对安全的。其巧妙和“智慧”也正是在这 

里。在中国，长期以来往往学人们如果采取左的 

姿态 ，宣扬左的话语 ，是政治正确 的，也是安全的。 

而右派或 自由主义 的思想则往往受到抑制甚或取 

缔，其命运往往是多舛的、坎坷的，甚至是悲剧的、 

毁灭性的。所以，某些依然遗传了左派幼稚病基 

因的人士，宁左勿右，其行为往往是见风使舵、媚 

上欺下 的，体现在其文章 中，往往就是不顾事实 、 

不讲逻辑、假大空冒、强词夺理，反正有政治正确 

罩着做护身符。前些年的输出中国模式，在社会 

学和政治学领域 曾经引起 了很热烈的讨论 ，最后 

似乎偃旗息鼓。然而没想到它蔓延至文艺学和美 

学研究 领 域 ，目前 正 在 这 些 领 域 里 继 续 发 酵 、 

盛行 。 

这种民粹 主义具有一定的基础。笔者 曾经针 

对莫言小说的阅读情况在一些乡镇科局、县处级 

以及少数厅级领导干部当中做过调查。他们一般 

知道或看过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有的还看过 

莫言的《丰乳肥臀》这一名称让人有些诧异的长 

篇小说。然而，十有八九他们会认为，莫言获诺贝 

尔奖无非是因为他把中国描写的愚昧、落后 ，写得 

① 李敏 ：《中国人文发展指数世界排位提前》，《中国统计》，2009年第 12期。 

② 杨家亮 ：《中国人文发展指数比较分析》，《调研世界》，2014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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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美，甚至丑陋、恶心、恐怖，这哪里是什么好作 

家?简直是十足的低俗的坏作家 !瑞典给他这个 

大奖简直是寒碜中国，云云。等到你问，读过莫言 

上世纪 80年代就出版过的《天堂蒜薹之歌》吗? 

看过莫言的《酒国》《生死疲劳》《十三步》《檀香 

刑》等长篇小说吗?看过莫言的《长安大道上的 

骑驴美人》《师傅越来越幽默》《欢乐》等中篇小说 

吗?他们基本上大摇其头。或许他们办公室的书 

架上摆放着《莫言文集》之类的图书，但这些掌握 
一 定权力的基层干部没有时间或不屑于去读 ，因 

为早在他们看 了《红高梁》之后就业已形成印 

象——亵渎我们中华民族，从此就有一种拒绝看 

莫言作品的思维定势。这种受到传统媒体意识形 

态宣传所形成的观念根深蒂固，再加上他们大小 

是个领导的保护意识，就拒绝认真地、深入地阅读 

和评价莫言作品。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 

存在于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领导干部心中的民粹 

主义作祟。另外，受到某种意识形态全天候的宣 

传而在一般底层百姓中也会产生民粹主义更深厚 

的群众基础。正是这种官员和基层的民粹主义思 

想意识作为理论性的民粹主义的基础，使其在近 

现代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批评中，在现代文化的建 

构 中，甚或在走 向现代化 的过程中，一再地在关键 

时刻阻遏这一过程 。 

有学者认为：“在民粹主义者看来，民众有且 

只有一个纯洁的愿望。而自由民主的假设则正好 

相反 ：要容忍不同观点 和不 同的政治选择。⋯⋯ 

在 民粹主义者的想象中，社会 的最顶层和最底层 

都不属于他们‘民众’这个群体。”①问题的实质出 

来了 ，即想象性的虚假的意识形态的进一步演化 ， 

就变为打着基层 民众旗号 的民粹主义 ，它拒斥不 

同的观点，更拒绝不同的政治选择。在文学研究 

中，民粹主义表现为不能容忍那种借鉴 自其他领 

域行之有效的方法 和理论 ，也 拒绝认 同和认真对 

待不 同于 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近年来的新式形式 

论或审美论其实就是这一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思 

维定势的反映。 

这与前些年盛行的文学批评的犬儒主义有不 

谋而合的效果。犬儒主义往往陷于身体感官之 

维 ，打着所谓“自由”的幌子 ，行的是将人 的 自由 

降低为动物本能 肉欲的勾当。文学批评的犬儒主 

义者其实清楚 自己是作为搅局者而 出现的 ，那种 

所谓的下半身写作、本能写作、力比多写作，和清 

代色情小说《肉蒲团》之类又有什么区别呢?在 

动物(狗 )的器官上再敷上一层皮 肉，以强化身体 

器官的粗壮?糜烂如《肉蒲团》的性解放，也表征 

着产生这种文化的基因有着根本性的问题。在每 
一 个时代的晚期，在中国文化的演变过程中，都会 

出现这种糜烂透顶的所谓审美文化现象。上世纪 

90年代 中国文学及批评 中的这种纵欲 主义 和犬 

儒主义，就是时代晚期病症的体现。② 好在近些 

年来这种喧嚣的声音不再为文学研究界和批评界 

所关注。 

文学是一种表现人 的 自由本性 的语 言 的艺 

术，这种自由本性是渗透于人与世界方方面面的 

关系上，文学就是要充分表达出这种种关系的复 

杂性和全息性 ，由此就产生了不 同的研究文学的 

方式方法和理论观点。这方面，上世纪 80年代所 

流行的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文论已经做出了 

卓越的阐释和贡献。而古今中外所诞生的许许多 

多堪称经典的伟大作 品所呈现出来的思想和艺术 

可谓代表了人类生活／生存世界所构建的立体的、 

全息的价值体系，也就是普世价值观念。因此，好 

的、伟大的作品必须基于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 

但是又必须超越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所可能具 

有 的局限性和狭 隘性 ，从而达到人类在知情意或 

真善美价值方面的普适性。这本来是毋庸置疑 

的。可是近些年来 ，打开一些报章则会发现：反普 

世性(普适 性)价值观 的言论 和观 点铺天 盖地。 

这里我们就需要返顾康德美学理论。康德在《判 

断力批判》中力图寻找到一种可以超越个体或特 

殊性的审美的普遍性的依据，他为此从质、量、关 

系和模态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由此审美是一种 

非功利的，无 目的的合 目的性的形式 ，同时是不用 

概念而普遍令 人愉快 的，而且具有必然性 的感性 

或感觉形式。这是康德对于狭义的美即优美(纯 

粹美)的鉴赏的分析和判断。然而康德并没有停 

留于此 ，他其实更注重 于分析和判断的是依附美 

① 扬·维尔纳·穆勒(Jan—Werner Mueller)：《民粹主义里没有“人民”》，《南风窗》，2013年第 1O期。 

② 王洪岳：《当代文学中的欲望叙事与犬儒主义》，《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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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道德美。所 以他在《判断力批判》的上 卷倒数 

第二节即第五十九节专门论及“美是道德 的象征 

(形式)”(“论美作为道德性的象征”)，其 旨在从 

自然走 向社会 ，从 自然美走 向社会 美 (道德美 )， 

从而从优美走 向崇高，崇高正是社会美或道德美 

的范畴。如此理解康德美学，才能较为完整和准 

确 。而仅仅 局 限于所谓 狭 义 的美 (优美 )、形 式 

美 ，而忽视其崇高论 或道德美论 ，很 显然是片面 

的。康德美学既强调了美学研究和审美的形式 

性、自律性和神圣性，又顾及到美学和审美与人类 

的生存世界 、生命世 界息息相关 的现 实，并将美 

学、审美和艺术放置在人类文明和价值的普遍性 

的大背景下去观 照，因而 ，才显得绵密严谨 、深沉 

深刻又高屋建瓴 、视野开阔。 

康德美学正是把 自己关于美和审美鉴赏的理 

论建 筑于人类的共 同感 、必然性 、普遍性基础上 ， 

所以才取得了为审美和艺术立法的哲学 、美学价 

值。马克思主义美学正是在康德美学等德国古典 

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基本的精神虽然与康 

德美学有所不同，但是同样有一个指 向共 同感的 

思维方式 ，即“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统一”既作 

为文艺批评的原则，也作为美学建构的原则，这里 

“历史”亦可理解为“实践”，由此马克思主义美学 

就是遵循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 

论美学。这同样是具有人类普适性和普遍性的美 

学思想，而且在一百余年的美学理论话语建构中 

吸引了许许多多的学者参与而 日益得到壮大。无 

论从两百多年来的康德美学，还是一百多年来的 

马克思主义美学 ，世界美学和艺术发展 的实 际表 

明 ，康德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极大地解放 了艺 

术和审美领域 ，前者使之走向了自律的 、具有尊严 

和高度的地位，后者使之建基于社会实践之上而 

更接地气。与此同时，康德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 

义美学 ，并没有忽视美和审美 、艺术与社会、道德 、 

伦理维度的联 系，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了近 

现代审美和艺术的演变方 向。某个 国家或民族什 

么时候真正将康德的美学思想建立在马克思 主义 

实践美学的基础上，那么，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获 

得坚韧而颇富张力的文化艺术的繁荣和伟大作 

品、伟大审美精神的不断诞生过程当中；反之，背 

离 了康德美学及建立在实践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 

义美学，那么，这个国家、民族和时代的美学和艺 

术 ，就要陷于偏执的泥淖或混乱 的渊薮 当中。 

世界文明包括文艺学发展延续 至今 ，许多根 

本问题已然成为全人类 的共识 ，这背后 自然是 因 

为有人类所必然产生和依存的根本性的共同之处 

所决定的。在关乎人类生存世界尤其是情感世界 

的文学艺术 当中 ，人性的复杂性 、爱情 的复杂性 、 

社会 的复杂性、人和人关系的复杂性 、人与 自然关 

系的复杂性乃至 自我世界 的复杂性等 ，日益得 到 

充分的表现。在那些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中，上 

述的复杂性更是表达得淋漓尽致 。如果把文学当 

作本体、形式或审美的方面来观照，当然也可以做 

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是非常有价值的。然而仅 

仅局限于这种审美形式的研究，而断然否弃其他 

视域或路径的研究，比如社会学的、道德伦理学 

的、心理学的、文化学的、历史学的、信息学的、系 

统论的、控制论的、统计学的等等，则显然不能够 

全面地穿透和把握这种立体的复杂的文学世界。 

伟大作品之所以伟大的存在法则和标准正在于这 

种复杂性和全息性 。对此波兰现象学家英加登鲜 

明地指出：文学作 品除了具有字音及其高一级语 

音组合、意义单元、多重图式化面貌、再现客体等 

四个层面之外，还可能存在 “形 而上的特质” 

(metaphysical quality)，即作品中所表现的崇高、 

悲剧性、喜剧性、恐怖、震惊、玄奥、丑、神圣性和悲 

悯性等九大要素，这种 “形而上质 ”就是 “伟大 的 

文学”区别于一般作 品的特质。① 英 加登所涉及 

的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不但顾及了文学作品的形 

式层 、意义层 、形象层 ，而且 提出了不 同于一般 现 

实主义的再现客体——在某些文论家那里称之为 

“第二文本”，还进一步从哲学和美学 的高度提出 

了九大要素来评判伟大的文学。英加登所讨论和 

设立的 4+1分析批评模式和理论 ，尤其是后一种 

标准，对于我们这个不重视神圣性和悲悯性的民 

族及其文化来说，对于我们廓清种种狭隘的形式 

主义 、审美主义 、民族主义和民粹 主义迷雾 ，无疑 

都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① Roman Ingarden：The Literary Work of Art，Translated by George G 

University Press，1973，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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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认真地从康德美学到马克思主义 

美学汲取思想资源并 引导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 

文学理论，我们可以避免各种各样的陷阱或弊端， 

诸如唯我独尊 、张扬跋扈 、犬儒 主义 、民粹主义等， 

而能以伟大的气度、开阔的胸怀、坚定的目标、执 

着的作为、理性的态度，构建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 

相一致的伟大的学术思想包括文艺学思想出来。 

AReflection on Two Unfavorable Tendencies in Literary Studies 

W ANG Hong—yue 

Abstract：There are two kinds of bad tendencie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art at present．First，the 

SO-called aestheticism and ontology to resist and criticize other literary and artistic research methods；the 

second is to take populist theory and discourse，to push for the narrowing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eory va]ues． 

In f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rise of contemporary world cultural studies，it is unfavorab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Therefore，we should restore or reconstruct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literature and art，the human nature，the open mind and freedom of society to truly adapt to and lead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development itself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Key words：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aestheticism；popu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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