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版!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预告

重新定义!文论"

王德威将自己的讲演冠以
!现代中国文论刍议"这一总标
题# 是为了向整整一百年之前
北大教授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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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发表在 '新青年(

上的那篇名文'文学改良刍议(

致敬) 众所周知# 它与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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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发表在同一
杂志上的言辞更加激烈的 '文
学革命论($

!"!#

年
$

月&一道#

揭开了白话文学革命的序幕)

王德威将!文论"一词注译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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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文学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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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颇引人注目#

因为这与国内文艺学学科对
!文论"这一名词的习惯理解明
显不同)在国内的惯常理解中#

!文论 "亦即 !文学理论 "*或者
至多是 !文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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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称#单

就文学一种艺术形式而论#!文
论 "与 !文学理论 "并没有任何
区别) 但显然!文论"一词对王
德威而言却别有所指)

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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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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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当朱
自清先生为郭绍虞的 '中国文
学批评史($上卷& 撰写书评的
时候# 就已经敏锐地指出了当
时学术界一个 !不可避免的事
实 "+!往往以西方观念 $如 !文
学批评"&为范围选择中国的问
题")王德威显然是想以!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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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译为 !文
学思想" 来特别意指中国传统
本有的对 !文 "的思考和论述 #

而中国传统 !文 "的涵义 #也远

远超出西方近代的 !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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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念 #它既可
以是 !文饰符号 "!文章学问 "

!文艺书写"# 也指称 !文化气
质"和!文明传承")

顺着这一脉络# 现代的中
国作家和读者对 !文学" 的理
解# 也就不仅仅是简单依循西
方 的 模 拟 与 再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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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而是倾向
于将文心 *文字 *文化与家国 *

世界做出有机连锁# 并且认为
文学创作是一个持续铭刻 *解
读生命自然的过程# 一个发源
于内心并在世界上寻求多样
!彰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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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的

过程)

与此广义之 !文 "相对应 #

中国的 !文论 "#也就自然呈现
为 !不同体裁的具有丰富多样
性的文本 "#用以 !解释文学在
文明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

!描述文学和文学作品在思想
和社会生活领域引起的回响")

如果说西方专门的!文学"

之!理论"逻辑严整*形式统一#

那么中国宽泛的!文"之!论述"

其相应的实践形式则表现出更
多的随机性和多样不拘) 正如
王德威所言# 中国文论常常以
!信件*序言*讲演,,政论"甚
至虚构性写作等种种方式 #串
联!作者*文本 *世界 *读者 "各
个领域#形成独树一格的论述)

但另一方面# 相较于西方文学
理论的学科自足性和学院限
制# 中国文论也显示出更强的
参与性和媒介性)因此#着眼于
自己长期致力的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领域# 身兼哈佛大学比较
文学系教授的王德威得出了这
样的结论+即如现代#从鲁迅的
杂文到王国维的词话# 从梁启
超的演说到梁宗岱的随笔 *沈

从文的 !抽屉里的文学 "#中国
文论所显示的随机性* 多样性
以及衍生的政治*伦理*审美关
系如此生动繁复# 西方学院的
理论模式或传播方法$期刊*专
书*会议&难以相提并论)

王德威对 !文论 "的定义 #

一言以蔽之# 就是对文学作品
具有思想深度的阐释和论述 #

加上他对!文论"参与性和媒介
性的强调 #表现出了他试图坚
持西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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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介
入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关注 #而
又同时不失去自己作为文学
研究者的专业立足点的学术
抱负)

重新定义 !文论 "#隐约也
透露出了王德威意图重新撰写
不唯 !西方观念 "马首是瞻 *更
加!中国的"现代文学理论史的
学术雄心)这一点#正如他所套
用的胡适!刍议"这一低调的用
词一样#!刍议" 或许是当年性
情相对温和的胡适!谦虚"的表
示# 但当我们回首百年前胡适
所揭橥的文学改良!八事"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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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受北京大学中文系的

邀请"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

系暨比较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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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教授王

德威先生在北京大学主讲

第五届#胡适人文讲座$%

新世纪以来" 王德威

教授的每一次学术演讲总

是能够激起国内学界的很

大反响" 其提出的学术议

题经常成为其后几年中国

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前沿课

题或者学者讨论的焦点%

此次系列讲座以 &现代中

国文论刍议$为总题"下分

四讲% '文汇学人(分两期

刊发%

!!!王德威教授"现代中国文论刍议#系列讲演侧评$上%

王丽丽

将陈寅恪和钱锺书并置研究也是一次比较文学研究的娴熟实验! 王德威引入同一时代的多位西方
学者在不同的危机时刻所作的文学或文化论述作为对照" 再一次检验中国文论加入世界知识体系
的流转对话并做出独特贡献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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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很是关心# 而我在工作中若
发现他感兴趣的事情也会告诉
他)如

'#"&

年我写过'-宋稗类
抄.作者*版本考辨(一文#认为
该书的作者是李宗孔而非潘永
因#这是他先前研究'西厢记演
剧( 连带考证李宗孔时未及注
意者)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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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应邀赴美
撰写 '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
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发现
臧懋循删订汤显祖所撰四种传
奇的书名应为 !玉茗新词四
种"#柏克莱藏本尚保留着万历
四十六年臧氏雕虫馆刻本的书
名叶)之所以称作!新词"#是臧
氏强调由于通过自己的改编 #

方使汤氏'还魂记(等四种案头
之曲变为场上之曲) 今人不知
有此名称#各家书目著录为!玉
茗堂四种传奇"者#或据失却书
名叶之后印本# 或为后来翻刻
者的自题书名# 不能确切反映
臧氏改编面貌) 星煜丈于此亦
首次听说# 便勉励道+!版本目

录确实重要# 侬能将古籍目录
编成这样#也勿容易) "此外#我
编撰过的几种书# 印象中他都
写过介绍文章# 而事先我皆一
无所知#之后看到殊为感动#一
直将这份长者爱护后学之深情
厚意视作工作动力)

他
曾想和某出版社编辑
合作编纂一部 '西厢

记(的版画集#这是他全面研究
'西厢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但未悉何因中辍)由于
有些图片是我协助采集# 他便
提出以我的名义编纂) 我知道
他是为了帮我# 至少多一项成
果有利于职称评定) 可这是他
的专门# 我岂能染指) 我对他
说#将来有可能的话#就以上图
所藏稀见明刻本'西厢记(版画
结集出版#规模虽小#但在可控
范围# 容易成功) 机会终于来
了#

'###

年# 上图欲选馆藏精
品制作高档礼品书# 我便申报
了明刻本 '西厢记( 版画的选
题#以上海图书馆编纂的名义#

请星煜丈撰写鉴赏文字# 线装
出版)领导马上同意#并纳入馆
属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当年出
版计划)星煜丈十分高兴#将此
书定名为 !西厢俪影集 "/书名
请龚学平先生题署# 我担任责
任编辑)该书一函两册#就当时
的印制水平#堪称精良#图文双
美 #大受欢迎 #印数无多 #转瞬
即成稀罕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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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们又有过一次
合作# 上图要影印乾隆御览之
本 '江流记 ('进瓜记 (#出版前
言之撰写非星煜丈莫属)

@

月
初我上门相请#他一口答应)保
姆悄悄对我说# 老人家近来健
康欠佳# 已有较长日子闭门谢
客#电话也不让接听)我闻之惶
恐不安#谓可俟康复后再动笔#

他连说勿要紧#勿要紧)不数日
接到他来稿 #曰 !文章乃急就 #

外来应酬#已一概谢绝#精力不
济也) 阁下嘱托# 自当全力以
赴# 但极其不理想) 想你们修
正)实在不行#另请高明亦可")

我立即将其手稿整理成电脑文

本#并稍作改动#呈其审阅) 之
后于

@

月中下旬又三度书信往
返#遂成定稿)迨至

&

月该书由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 我想
到上图的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
尚无星煜丈的墨宝# 便将其前
言手稿及连同给我的四通相关
信札捐给了手稿馆)

他知道后# 表示要将一批
文化界人士给他的信件捐给上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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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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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星煜丈
将四十余位文化* 戏曲界人士
共两百余通信札捐赠上图文化
名人手稿馆) 之前特地招我到
其府上一起挑选# 除有涉及写
信者的个人隐私不宜捐赠者
外# 哪怕有对其学问提出不同
意见及批评者 # 皆不作保留 #

全部捐献) 他于不少信件# 或
对撰写者作了特别的介绍# 如
称徐朔方先生于 !不同学术观
点的讨论# 十二万分坦率) 任
何事情绝不顾情面# 一概秉公
处理)两次纠正我的错误)我认
为我们的相处在当代学术界是
少见的"/或提示信的文献价值

不能忽略# 如于卢豫冬先生之
札 #谓 !彼此一直联系 #到他逝
世)信三件#内有左翼剧联重要
史料")其坦荡*认真有如是者)

同时他还捐赠了一迭手稿 #带
有歉意地说 +!过去随写随扔 #

未及处理的稿子被档案馆要
去#就剩这点了#以后会给上图
留着) "然而#再也没有以后了#

惜哉)

星煜丈生前有一个心愿 #

希望上图所藏清初朱素臣校刻
'西厢记演剧 ( 这部孤本能够
影印出版# 这是他研究 '西厢
记( 的一大发现# 惜皆以各种
原因无果 ) 我去六院探望时 #

向他表示会继续想办法出版此
书 # 他说现在没精力写前言
了# 我说可以用发表过的论文
代序 ) 窃以为 # 书是有魂的 #

要在识与不识 ) 现在他走了 #

书魂也被勾走了# 留下的# 是
我对长者无尽的思念)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研究

馆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