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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总第 ２４５ 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反思

“强制阐释”与“文学”的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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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剑华

摘　 要:　 张江教授将“强制阐释”视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界的一种乱象ꎬ并认为西

方理论的“过度征用”ꎬ完全背离了文学话语ꎬ进而导致了文学自身因素的严重缺失ꎮ
然而“强制阐释”并非是中国当代文学才发生的个案现象ꎬ从五四时期开始ꎬ“强制阐

释”就已经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精神因子ꎮ 中国现当代文学其实都是一种

“强制阐释”的历史产物ꎬ它们之间的差异只不过是“场外征用”理论的不同罢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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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江:«强制阐释论»ꎬ«文学评论»ꎬ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ꎮ

　 　 ２０１４ 年ꎬ张江在«文学评论»发表了«强制阐释论»一文ꎬ表面上是在反思西方当代文论偏离文学本
质的错误做法ꎬ其实却是在痛斥国内学界滥用西方理论的社会乱象ꎬ于是便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ꎮ 张文
认为ꎬ由于西方当代文论打破了传统的文学疆界ꎬ无休止地“跨界”去“强制阐释”文学现象ꎬ对于一些文
学的“基础性、本质性”问题ꎬ已经造成了“致命的伤害”ꎮ “特别是在最近三十多年的传播和学习过程
中ꎬ一些后来的学者ꎬ 因为理解上的偏差、机械呆板的套用ꎬ乃至以讹传讹的恶性循环ꎬ极度放大了西方
文论的本体性缺陷”ꎮ 在张文看来ꎬ这种“强制阐释论”ꎬ主要体现为“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
证明”和“混乱的认识路径”四个方面ꎬ它不仅导致了文学研究“背离文学话语ꎬ消解文学指征”ꎬ同时更
是导致了文学批评中“文学”自身因素的严重缺席ꎮ①张文的主观意图ꎬ是想消除新时期以来ꎬ人们盲目
崇拜西方话语的错误倾向ꎬ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文论的失语症ꎬ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ꎮ 但反复阅读
«强制阐释论»一文ꎬ我发现论者人为地设置了一个时间门槛ꎬ那就是“当代”西方文论ꎻ这样一来ꎬ新时
期以前的中国文学研究ꎬ都被排斥在了反思与批判的范围之外ꎮ 换言之ꎬ“强制阐释”只是新近才出现
的文学现象ꎬ仿佛新时期以前的文学研究ꎬ并不存在什么“强制阐释”ꎮ 难道事实果真是如此吗? 答案
应该是否定性的ꎮ

如果说ꎬ“强制阐释”的确是危害不浅ꎬ那么我们就应该去追根溯源ꎬ深挖其历史源头ꎬ仅仅是剑指
“最近三十多年”ꎬ恐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ꎮ 我个人认为ꎬ“强制阐释”是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通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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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自五四以来ꎬ人们对于“文学”本质的理解认识ꎬ就是一种“场外征用”的“强制阐释”ꎮ 回归历史现
场ꎬ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ꎬ完全受制于救亡图存的启蒙使命ꎬ发生于中国现代文
学的一切现象ꎬ不是被西方话语所“强制阐释”ꎬ便是被苏俄话语所“强制阐释”ꎮ 我们姑且不论民族的
自信心哪里去了ꎬ这种“强制阐释”所产生的实际效果ꎬ则是社会意识远大于文学意识ꎬ文学本体论当然
遭受了“致命的伤害”ꎬ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ꎮ 此外ꎬ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注意:在“强制
阐释”一词当中ꎬ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强制”而非“阐释”ꎬ无论是西方话语还是苏俄话语ꎬ只要是因其介
入而导致文学背离了自身的内在规律性ꎬ都应是理论界一视同仁的批判对象ꎮ 用“最近三十多年”去开
脱“过去”ꎬ无助于我们去理性认知“强制阐释”的历史弊端ꎮ

“强制阐释”是五四以来ꎬ中国新文化运动追求现代性的一种表现ꎬ而不是一种新文学的自觉行为ꎮ
因为“文学革命”的发难者ꎬ其主观目的无非是要借助文学这一“工具利器”ꎬ去实现他们思想革命的启
蒙诉求ꎬ故文学是被文化裹挟着走向了救亡图存的历史前台ꎮ 胡适与陈独秀等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文学家ꎬ他们都是以西方的哲学或社会学理论ꎬ去率先对新文学的性质进行“强制阐释”ꎬ以便使新文学
能够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ꎬ尽快地与世界先进文化实现接轨ꎮ 这样一来ꎬ五四新文学的“西化”主张ꎬ势
必要突出强调其功利主义的实用倾向ꎬ而现代文学所应具备的美学内涵ꎬ自然也就被人为地忽视了ꎮ 比
如ꎬ五四新文学最时髦的口号ꎬ是“为人生而文学”ꎬ倡导者一直认为“为人生”是西方现代文学的主要标
志ꎻ可是我们查遍了西方现代文论ꎬ也没有找到“为人生”这一概念ꎬ它无非就是“实验主义”哲学ꎬ在新
文学领域中的强制“征用”ꎮ “实验主义”哲学ꎬ又名“工具主义”哲学ꎬ它强调解决问题的实用性与功利
性ꎬ即只注重事实和效果而不计手段ꎮ 新文学所倡导的“为人生”主张ꎬ同样是讲求文学的实用性与功
利性ꎬ即一部作品的优劣好坏ꎬ不是看它有没有“美感”或者“好看”ꎬ而是要看它具不具备改造社会的实
际能力ꎬ用茅盾本人的话来说ꎬ即“唯其是注重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ꎬ所以我们要注重思想ꎬ不重格
式”①ꎮ 这使我们揭开了一个历史谜团ꎬ中国现代文学从其创立伊始ꎬ便呈现出“功利性”大于“审美性”
的基本特征ꎬ这应与社会学理论的文学“征用”ꎬ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ꎮ 重“功用”而轻“审美”ꎬ无
疑会导致对文学自身的“致命”伤害ꎬ故“听将令”的鲁迅ꎬ后来也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说到‘为什
么’做小说罢ꎬ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ꎬ以为必须是‘为人生’ꎬ而且要改良这人生ꎮ 我深恶先
前的称小说为‘闲书’ꎬ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ꎬ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ꎮ 所以我的取材ꎬ多
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ꎬ引起疗救的注意ꎮ”学界对于鲁迅这段话多有引用ꎬ
且都认为这是鲁迅肯定以文学去进行思想启蒙的合理性ꎬ其实鲁迅的本意却并非是如此ꎬ否则就不会有
接下来的一番话:“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ꎬ批评界更幼稚ꎬ不是举之上天ꎬ就是按之入地ꎮ”②鲁迅
说五四时期创作界“幼稚”ꎬ是指作家将文学改变社会的功能作用看得过重ꎬ他们不但没有实现“为人
生”的宏大理想ꎬ反使文学丧失了美感而脱离了读者大众(鲁迅为其母亲购买张恨水的小说就是一个很
好的注解)ꎮ “批评界更幼稚”ꎬ是指那些理论家们一旦感觉到文学不能发生救世效应ꎬ便对新文学作家
出言不逊、横加指责ꎬ最终极大地干扰了新文学作家的创作积极性ꎮ 毋庸置疑ꎬ新文学背离审美而去追
求实用的功利态度ꎬ令鲁迅开始对“批评”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反感ꎬ甚至“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③ꎮ 沈
从文也直言不讳地说ꎬ他也从不相信理论家的说教ꎬ如果按照那些所谓的“理论”教条ꎬ恐怕根本就写不
出有文学意味的“像样”作品ꎮ④

过分“强制阐释”文学的非文学性意义ꎬ使新文学作家表现出了一种既痛恨又无奈的复杂心理ꎮ 这
里有着一个历史背景问题ꎬ我们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ꎮ 五四时期由于军阀割据ꎬ国家实际上是
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ꎬ精英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启蒙话语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家或民族意志的间接体
现ꎮ 启蒙精英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之际ꎬ敢于去自觉地担当起历史的责任ꎬ并要求文学对于启蒙必须
无条件的绝对服从ꎬ这在当时自然是具有其积极意义的ꎮ 但仍旧有一些不识时务者在奋起抗辩ꎬ比如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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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铎为了纠正新文学的功利观ꎬ强调“文学以真挚的情绪为他的生命ꎬ为他的灵魂”ꎬ文学的本质“就在
于通人类的感情之邮”①ꎻ而周作人也一再警告说:“人生派说艺术要与人生相关ꎬ不承认有与人生脱离
关系的艺术ꎮ 这派的流弊ꎬ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ꎬ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ꎬ变成一种文坛上的说教ꎮ”②

然而他们为文学正名的微弱呼声ꎬ面对救亡图存的历史大潮ꎬ早已变得不堪一击了ꎮ 由于倡导社会变革
的知识精英们ꎬ早已借助启蒙话语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形象代言人ꎬ故新文学的作家群体ꎬ便不得不
去面对这样一种选择:或是坚持以审美为目的而同普通大众读者为伍ꎬ或是认同启蒙话语而成为社会精
英群体中的一员———当新文学的创作主体大多都选择了后者ꎬ“强制阐释”的话语霸权ꎬ也就显现出了
它锐不可当的巨大威力ꎮ 左翼革命话语对于五四启蒙话语的全面取代ꎬ其实就是苏俄理论体系对于西
方理论体系的全面取代ꎬ它同样是知识精英寻求进入社会中心的一种自我表现形式ꎬ只不过是用“革
命”字眼代替了“启蒙”字眼而已ꎮ 左翼对于文学的“强制阐释”ꎬ要比五四有过之而无不及ꎬ他们赋予文
学的唯一使命ꎬ就是必须去负载其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ꎮ 他们还特别强调说ꎬ摆在新文学作家目前的ꎬ
“只有两条路径:走革命的大道呢? 否则ꎬ就陷落在反革命的泥坑之中!”③显而易见ꎬ“走革命的大道”
就是要求新文学ꎬ必须去服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意识形态ꎬ这种“强制阐释”的“场外征用”ꎬ更值得我
们去认真地反思ꎮ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ꎬ“启蒙”与“革命”两大作家群体ꎬ都聚集在了新的国家体制之下ꎬ那么有
关“文学是什么”的意义阐释ꎬ也都得到了不同身份作家的一致回答———用邵荃麟的话来说ꎬ就是“文艺
服从政治”ꎬ如果文学脱离了时代政治ꎬ那么“你的艺术观点就靠不住”ꎮ④ 我们充分意识到ꎬ新中国十七
年的文学理论ꎬ基本上都是“强制阐释”的“场外征用”ꎬ其“主观预设”性更是异常地明显ꎮ 建国初期中
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编写ꎬ便足以说明问题ꎮ 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ꎬ顾名思义ꎬ理应是以现代文学为研
究对象ꎬ去探索其自身演变规律的文学史ꎻ但从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新建设»杂志第 ４ 卷第 ４ 期所发表的«‹中
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由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联合署名)来看ꎬ其“绪论”部分对于中国新
文学本质属性的理论表述ꎬ却完全不是这样:

第一章　 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和方法

第一节　 目的:
一、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

二、总结经验教训ꎬ接受新文学的优良遗产

第二节　 方法:
一、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二、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第二章　 新文学的特性

第一节　 新文学不是“白话文学”“国语文学”“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等ꎮ
第二节　 新文学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

第三章　 新文学发展的特点

第一节　 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发展

第二节　 新文学运动的统一战线的发展

第三节　 大众化(为工农兵)方向的发展

第四节　 新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

第四章　 新文学发展阶段的划分

第一节、五四前后———新文学的倡导时期(１９１７—１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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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新文学的扩展时期(１９２１—１９２７)
第三节、“左联”成立前后十年(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第四节、由“七、七”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１９３７—１９４２)
第五节、由“座谈会讲话”到“全国文代大会”(１９４２—１９４９)

毫无疑问ꎬ«‹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ꎬ直接定性为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ꎬ文学本身并不是它所要论述的主要对象ꎬ文学的意识形态革命化才
是编写者的真正意图ꎮ 这部«‹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讨论稿”的高调亮相ꎬ有两个问题非
常值得我们去高度重视:首先ꎬ它是一部受教育部委托所编撰的教学大纲ꎬ是国家意志在高等教育领域
的集中体现ꎬ因此教材的内容必须要同国家意志保持一致ꎬ故“强制阐释”也就成为了它最典型的时代
特色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也曾出现过一些“个性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ꎬ比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
稿»ꎬ就曾试图对“大纲”稍有突破ꎬ但却受到了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与攻击ꎮ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ꎬ国家出
版总署和«人民日报»编辑部ꎬ专门为«史稿»组织了一场研讨会ꎬ表面上是学术交流ꎬ实际上却是一场批
判会ꎬ众多文艺界的大腕人物ꎬ都对«史稿»的政治思想性“不强”深表不满ꎮ 其中蔡仪的发言颇具代表
性ꎬ他认为一部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ꎬ其底线是“要明白哪是革命的、进步的和反动的ꎬ哪是主流、支
流和逆流ꎻ要明白主导倾向、主要流派的发展脉络ꎬ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的思想根源ꎻ更要明白这些和社
会基础、革命运动的关系”①ꎮ 而王瑶本«中国新文学史稿»在这一方面ꎬ显然是认识模糊的ꎮ 其次ꎬ
«‹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的编写者阵容ꎬ更是耐人寻味ꎮ 排在第一位的竟是作家老舍ꎬ他是
一位非党派的自由人士ꎬ五四末期才开始问鼎中国文坛ꎬ让他领衔担纲去编写«‹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
纲»(初稿)ꎬ好像是尊重新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ꎬ但实际上他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种政治策略ꎬ与现代文
学史编写并无直接的关系ꎮ 我的疑问就在于ꎬ为什么不让郭沫若或茅盾去担纲ꎬ而偏偏要去选择老舍
呢? 唯一的答案则应是:郭沫若与茅盾两人都太“左”了ꎬ由他们担纲恐怕很容易令人联系到意识形态
的“强制阐释”ꎮ 老舍则有所不同ꎬ他既无政治立场ꎬ在文坛人缘又好ꎬ故由他出面领衔ꎬ方方面面都可
以接受ꎮ 然而ꎬ«‹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的真正操刀者ꎬ却是后面那三个人———蔡仪是无产
阶级文艺理论家ꎬ王瑶和李何林是无产阶级文学史家ꎬ他们自身的身份ꎬ足以保证«‹中国新文学史›教
学大纲»(初稿)去全面体现国家意志ꎮ 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ꎮ

为了充分说明«‹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编写的指导性意义ꎬ我们不
妨仍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例ꎬ去做一个简单的抽样分析ꎮ «史稿»在“绪论”部分ꎬ开篇便以对
«新民主主义论»的大量引用ꎬ奠定了它“强制阐释”的主体格调ꎮ «史稿»毫不掩饰地一再申明说ꎬ新文
学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附属品ꎬ它“决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文学”ꎬ“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
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ꎬ其“领导思想当然是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思想”ꎮ② 将新文学彻底政治
革命化并打上无产阶级的鲜明烙印ꎬ«史稿»的指导思想自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ꎬ去凸显新文学阵营
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冲突ꎬ那么原本属于是作家创作态度的文学史现象ꎬ也就变得誓不两立、
泾渭分明了ꎮ 比如“文学革命”明明是始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ꎬ但«史稿»却偏偏要先谈李大钊传
播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贡献ꎬ以及陈独秀改版«新青年»杂志的历史意义ꎬ然后再推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
议»ꎬ让人感觉他就好像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追随者ꎮ 历史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的“强制阐
释”中ꎬ被改变了它的原来面貌ꎮ 在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过程中ꎬ«史稿»熟练地使用着“小资产阶级”、
“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政治语汇ꎬ分别对其冠以“脆弱”、“热情”、“反动”、
“革命”等名头:“小资产阶级”作家给予批判性肯定ꎬ“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给予部分肯定ꎬ“资产阶
级”作家给予彻底否定ꎬ“无产阶级”作家则给予充分肯定ꎮ «史稿»这种意识形态价值观ꎬ完全不以文学
成就与影响去排座次ꎬ从而使许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的知名作家ꎬ都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ꎮ
即便是对“鲁、郭、茅、巴、老、曹”等著名作家ꎬ也是政治思想认同大于艺术审美认同ꎮ 可见ꎬ用“场外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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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开“强制阐释”中国现代文学史风气之先ꎬ应该说«史稿»是难辞其咎的ꎮ 看来ꎬ蔡仪认为«史稿»的
政治思想性不强ꎬ大有冤枉王瑶和«史稿»之嫌ꎮ «史稿»奠定了王瑶在体制内的权威地位ꎬ同时也开创
新文学史“强制阐释”的历史先河ꎬ无论人们去做如何辩解ꎬ其负面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ꎮ «史稿»的全
部价值ꎬ无非就是在告诉读者ꎬ新文学之“新”的真实意义ꎬ就是它鲜明的革命立场和政治色彩ꎬ至于新
文学的审美现代性ꎬ却草草带过、很少提及ꎮ 后来盛行至极的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ꎬ无非就是王瑶
«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扩充版本ꎬ除了让学生们了解了新文学 “斗争”的尖锐复杂性ꎬ也是味同嚼蜡、难
以让人领略到新文学的文学美感ꎮ

进入到新时期以后ꎬ伴随着思想大解放的社会背景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ꎬ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巨大变化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ꎬ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ꎬ人们对文学的热情空前高涨ꎮ
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的解禁和翻译ꎬ一下子便打开了中国读者的阅读视野ꎬ从«红与黑»到«基督山伯爵»ꎬ
从«老人与海»到«百年孤独»ꎬ中国人走出了文学审美的单一性ꎬ认识到了艺术世界的多样性ꎮ 与此同
时ꎬ大量新文学作家作品也被重新挖掘出来ꎬ比如像沈从文、张爱玲、李劼人、张恨水、“九叶诗派”等重
新回归社会ꎬ人们突然发现中国新文学原来竟是如此的五彩缤纷ꎮ 惊愕之下ꎬ便是青年学子的深刻反
思ꎬ为什么新文学的历史真相ꎬ我们会全然无知? 这就是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ꎬ之所以能够取得全
面突破的重要原因———“重写文学史”一词ꎬ恰恰代表了那一时代青年学子的共同心声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的文学激情ꎬ自然又与大量译介西方的文艺理论有关ꎬ这些译介就像一种助燃剂ꎬ为学界提供了破旧
立新的强大动力ꎮ 像«文化:中国与世界»、«走向未来丛书»、«猫头鹰文库»、«西方现代学术文库»、«现
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等等ꎬ每一套丛
书的发行量都在数万册ꎬ足见国人翘首期盼的求知欲望ꎮ 不过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ꎬ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
初、中期ꎬ文学研究界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方面ꎬ还是比较遵守“规矩”的ꎬ即主要是吸收西方文学的
“主体论”思想ꎬ很少“跨界”去“强制阐释”文学现象ꎬ所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各个领域ꎬ都取得了超
越前人的突破性成果ꎮ 比如王富仁的鲁迅研究、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凌宇的沈从文研究、吴福辉的沙
汀研究、陈思和的巴金研究、朱东霖的曹禺研究等等ꎬ都堪称经典、影响深远ꎮ

然而ꎬ到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却风向大变ꎬ随意用西方哲学去“强制阐释”作
家作品的社会乱象ꎬ也愈演愈烈、蔚然成风ꎬ文学研究论文写得像哲学论文ꎬ如果不去大量引用西方哲学
知识ꎬ仿佛就会变得“老土”、“落伍”和没文化ꎬ张江的«强制阐释论»ꎬ明显是对此不正常现象有感而发
的ꎮ 我个人认为ꎬ用西方哲学理论去“强制阐释”文学现象ꎬ固然有拓展与深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积
极意义ꎬ但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失衡心态在作祟ꎮ 因为在许多学者的主观意识里ꎬ中国现代文学也就那么
３０ 年时间ꎬ该开垦的领域早已被前辈学者所开垦完了ꎬ而学科人数却从 ８０ 年代初期的数百人ꎬ急遽膨
胀到了数千人ꎬ可供后人研究的领域似乎已寥寥无几ꎮ 这一说法绝不是空穴来风ꎬ根据中国知网的数字
统计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章有 １１０００ 余篇ꎬ研究鲁迅的文章有 ６７０００ 余篇ꎬ研究郭沫若的文章有
１４０００ 余篇ꎬ研究茅盾的文章有 ９０００ 余篇ꎬ研究巴金的文章 ６５００ 余篇ꎬ研究老舍的文章有 ８０００ 余篇ꎬ研
究曹禺的文章有 ５０００ 余篇ꎬ研究沈从文的文章有 ８２００ 余篇ꎬ研究张爱玲的文章有 ８５００ 余篇ꎬ其他只要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所提及的作家ꎬ研究文章基本上都在 １０００ 至 ３０００ 篇上下ꎬ加起来总数已经超过了 ２５
万篇ꎬ还不算数千本研究专著ꎮ 其实这些数量众多的研究文章ꎬ真正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ꎬ
张梦阳曾说鲁迅研究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ꎬ“其实占 １％ 就不错ꎬ即一百篇文章有一篇道出真见就已
谢天谢地了”①ꎬ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后起的学者被这一庞大的数字所吓倒ꎬ他
们不去认真分析和区分前人成果的优劣之处ꎬ加之为“出人头地”而做研究、为“评职称”而写文章ꎬ浮躁
情绪与功利意识的必然结果ꎬ便是以“强制阐释”去另辟蹊径ꎬ“文学究竟是什么”对他们而言ꎬ同样是显
得并不那么重要了ꎮ 如果说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强制阐释”ꎬ阐释者还具有一种崇高而纯洁的政治信
仰ꎬ那么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兴起的“强制阐释”之风ꎬ则完全是随心所欲的文字游戏———他们既不懂
哲学又缺乏文学素养ꎬ“强制阐释”是他们唯一值得骄傲的立世之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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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十多年”的“强制阐释”ꎬ到底是怎样抛弃文学的? 我想举几个具体的实例ꎬ来做一番概要
分析ꎮ

１９９０ 年汪晖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ꎬ一时间学界好评如潮ꎬ几乎把他捧到了天上ꎮ 殊不
知这部学术著作ꎬ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强制阐释”的集大成者ꎮ 汪晖说他博士毕业之后ꎬ兴趣转
向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ꎬ其实从«反抗绝望»一书开始ꎬ他就开始以鲁迅研究为范本ꎬ去阐释他对中
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主观认识ꎮ 汪晖一再强调说:“我对鲁迅的研究与别人有所不同ꎬ是因为我的起点是
他在 １９０７—１９０８ 年间的思想ꎬ特别是他与斯蒂纳、尼采以及他们在文学上的代表的关系ꎮ”①这使我突
然明白了ꎬ为什么«反抗绝望»那么晦涩难懂ꎬ原来它是一种哲学研究文本ꎬ徜若没有西方哲学基础ꎬ根
本就进入不了其“崇高”的思想境界ꎮ «反抗绝望»的大部分章节ꎬ都是在借鲁迅去阐释西方哲学的合理
性与正确性ꎬ论者对鲁迅作品文本的分析解读ꎬ也只不过是这种“强制阐释”的陪衬罢了ꎮ 比如«反抗绝
望»认为ꎬ鲁迅早期在其哲学思想中ꎬ“非常敏锐地觉察到尼采、基尔凯廓尔等人‘以改革而胎ꎬ反抗为
本’的哲学体系在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转换过程中的地位ꎬ并以此为出发点ꎬ批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
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移客观之大世界于主观之中’的认识论ꎬ批评以卢梭、沙弗斯伯利、席勒为代表的浪
漫主义和古典主义把人的感性纳入到理性之中以求‘知见情操ꎬ两皆调整’的和谐人格”②ꎮ 又如«反抗
绝望»认为:“２０ 世纪初年ꎬ早期鲁迅在欧洲近代哲学和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ꎬ他“对卢梭、尼
采、施蒂纳、拜伦、易卜生等个人主义大师们的推崇恰好体现出他那孤独而又自信的浪漫主义精神和英
雄主义气质”ꎮ③ 我想在此提两个疑问:１ 鲁迅本人ꎬ的确曾在他的几篇文言文章里ꎬ提到过这些西方先
哲的赫赫大名ꎬ但他是浮光掠影式的泛泛了解ꎬ还是系统化地阅读与研究? 如果只是对于西方哲学一知
半解ꎬ又何谈“影响”、“察觉”或“批评”呢? 信口一说不足为凭ꎬ这需要拿出充分的证据来ꎮ ２ 汪晖本
人ꎬ是否也全部读完了那些西方大师们的鸿篇巨制ꎬ并真正获得了他们哲学思想的理论精髓? 我敢说即
便是学哲学的专业人士ꎬ也不可能西方古典哲学和现代哲学全部精通ꎬ更何况我们是搞文学研究的人!
徜若我们仅仅花费几年的功夫ꎬ就把西方先哲们用毕生精力所建构起来的思想体系ꎬ轻而易举地都读懂
了ꎬ恐怕只有比他们更加聪明的天才方能做得到ꎮ «反抗绝望»完全是在以论者的“主观假设”ꎬ并借助
无师自通的西方理论去言说鲁迅思想ꎬ其混乱与轻佻的荒谬逻辑ꎬ最终只能是“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
系”ꎮ «反抗绝望»这种对鲁迅思想和文本的“强制阐释”ꎬ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起到了一种非常不好
的示范效应ꎬ紧接着王乾坤又以“‘避实就虚’读«野草»”为口号ꎬ推出了他“强制阐释”鲁迅的另一模
式ꎮ 王乾坤本人是学哲学出身的ꎬ后来才转向了文学研究领域ꎬ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因为不太满意
汪晖对鲁迅的哲学阐释ꎬ他便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ꎬ试图去重新解读“鲁迅的生命哲学”ꎮ 王乾坤本
人的哲学素养是不容置疑的ꎬ但读了他的一系列文章之后ꎬ我所感到的不是喜悦而是绝望ꎬ因为他用抽
象的哲学概念去诠释«野草»ꎬ把鲁迅的生命体验与«野草»文学意味全都消解掉了ꎮ 他自己的解释是ꎬ
«野草»是哲学的ꎬ“哲学就是形上ꎬ形上就是虚”④ꎮ 故在王乾坤的文章里ꎬ充满着高深莫测的哲学词
汇ꎬ比如他把«野草»与尼采的哲学思想对读ꎬ从中发现了«野草»的“酒神精神”ꎬ以及强劲的生命“意志
力的高扬”ꎮ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避实就虚读«野草»”ꎬ可以为“强制阐释”提供无限的
想象空间ꎬ即«野草»之“实”所不可能提供的事实依据ꎬ用“虚”则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加以解决了ꎮ 比
如«过客»一文ꎬ文学之“实”本应是鲁迅因遭受了种种人生挫折ꎬ所产生的一种孤独与绝望的悲凉情绪ꎻ
但哲学之“虚”则一下子就提升了它的思想高度ꎬ认为“过客显然有査拉斯图拉的影子”———两者都是在
阐释生命“就是‘一个过程’而非‘目的’”的人生思考ꎮ⑤

“强制阐释”的“潘多拉的盒子”一经打开ꎬ学界立刻呈现出一派乌烟瘴气的繁荣假象ꎬ像“主体论哲
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东方主义”、“符号学”、“复调理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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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说ꎬ“近三十多年”来已成为了文学阐释的重要工具ꎮ 我并不反对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ꎬ但前提
条件是要了解这些理论的真实意义ꎮ 可事实却恰恰相反ꎬ那些用西方理论去阐释中国现代文学者ꎬ没有
几个人真正懂得他们所引用的“理论”ꎬ至多不过是断章取义在那里自欺欺人罢了ꎮ 因为西方任何一种
哲学思想都有其历史上的渊源关系ꎬ就拿“主体论哲学”来说吧ꎬ从康德、黑格尔到尼采、叔本华ꎬ他们是
一个承前启后的完整体系ꎻ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专家学者ꎬ又有谁敢说他们读完了这些大师们的
全部著作呢? 仅用一个“个性解放”或“人格独立”去概括他们的思想要义ꎬ说得重一点其实就是对西方
哲学的严重亵渎ꎮ 另外ꎬ我们所读的那些西方理论书籍ꎬ全都是些翻译之作ꎬ汉语思维与西语思维的巨
大差异性ꎬ在词义转换过程中是很难保持“原样”的ꎬ再加上翻译者的理论水准高低不一ꎬ即便是翻译错
了我们也只能是将错就错ꎬ根本就没有用原文去求证的阅读能力ꎮ 我曾在给博士生上课时ꎬ讲过这样一
番话:不要轻易地去谈“西方”ꎬ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真正了解过“西方”ꎬ更没有真正系统化地读过什么
“西方”的理论ꎻ我们所看过的都是些“汉语”化的“西方”书籍ꎬ“西方”理论一经“汉语”翻译ꎬ它也早已
变成是中国的东西了ꎬ也就是我所说过的“化西”①ꎮ 如果我们一定要用这种“汉语”化的西式理论ꎬ去
解读文学作品ꎬ就必须去遵守一个原则ꎬ即:理论是为解读文本而服务的ꎬ绝不能把文本变成求证理论正
确性的辅助工具ꎮ 最近几年人们常常感叹说ꎬ文艺理论研究越来越像哲学研究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越
来越像文艺理论研究ꎬ这无疑是一种带有讽刺性的调侃语言ꎮ “跨学科”当然有益于开拓我们的学术视
野ꎬ但我们必须要具有一种捍卫文学的自觉意识ꎬ即文学研究重在“文学”二字ꎻ如果不懂装懂并以无根
基的“跨界”为时尚ꎬ甚至认为西方理论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ꎬ早晚都会闹出大笑话来ꎮ 所以文学研究
回到文学本身ꎬ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正经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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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

宋剑华　 “强制阐释”与“文学”的缺席

① 可参见拙文«“西化”与“化西”:对新文学现代性的重新思考»ꎬ«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６５７ 期ꎬ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