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引发的深远历史后果! 仿佛
还能听出隐隐内含其中的 "石
破天惊#的意味$

换言之!"现代中国文论刍
议%八个字!表面看来最平实不
过!但其组成的四个词!每一个
都值得重新加以仔细端详$

说到 "现代 %一词 !就必然
要涉及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问
题 !说得再具体一点 !亦即 "中
国 文 论 如 何 才 能 成 为 现 代
的& % 这也是系列讲演第一讲
'鲁迅!新儒家!(幽暗意识)*论
(文 )与 (心 )%所关注的主要问
题+ 中国向来有以,心#-

!"#$%&

'()*

.释"文%和论"文%的传统+

最直观的如刘熙载的"文!心学
也%!"游艺约言#$/更早的扬雄
亦在0法言1问神2里有言*,文!

心声也/书!心画也+ %中国古代
第一部体大思精的文论作品
0文心雕龙 2!更是在 0原道 2篇
中写道*,心生而言立! 言立而
文明!自然之道也+ %刘勰将文
心与天心相合并因而体显了自
然之道的 ,文 %之产生 !清晰地
描述成了,道3心4言4文%这
样 一 层 一 层 浮 现 和 彰 显
-

'#)(+",%#%(-)

.的过程$ 中国思
想文化中源远流长5 绵延不绝
的 '心学 #传统 !甚至在不遗余
力的决绝反传统骁将5 五四新
文化斗士鲁迅身上! 都有顽强
的体现!由此!原本在文化态度
和立场方面似乎截然相反的鲁
迅和现代新儒家! 就在这一点
上发生了联系 *对 '心 #的关注
和对'心学#进行现代转化的尝
试和努力6 只不过'心学#遗存

在鲁迅身上不大为他自己明确
意识到! 而现代新儒家唐君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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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徐 复 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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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对中国文化
的肯定和阐扬!则是明确以'灵
根自植 #-唐君毅 %

!"#$

. 为基
点6 鲁迅与现代新儒家诸人的
深刻相通还突出体现在双方对
诗人作用和地位的理解之上 6

鲁迅宣称*'盖诗人者! 撄人心
者也6 #!&摩罗诗力说#%

%"&'

$

而徐复观则表示*'中国文化最
基本的特性! 可以说是心的文
化6 #不仅如此!其中的诗人!甚
至可以'览一国之心以为己意#

!&孔颖达 '毛诗正义( 大序疏

释)$ 在徐复观等新儒家看来!

诗人甚至可以通晓并且代言
'一国之心 #!用更 '现代 #的话
说!也就是代言民族之心7国家
之心8

无论激进还是保守! 心都
成为现代学者思考主体与世界
关联性的场域+ 鲁迅和新儒家
最值得注意的是! 不仅在于延
续 -或反驳. 朱陆到王学的论
述!更在于发掘现代的,黑暗之
心%*那就是心不再是本体的内
化或外化的纯粹存在! 心必须
堕入历史的流变! 甚至彰显其
幽暗面+徐复观将心连锁到,忧
患意识%!而王德威则提议关注
美籍华裔学者张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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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幽暗意识%+因为,幽
暗意识% 不仅可以更好地解释
鲁迅及其作品所体现的 ,现代
性%!同时也有助于现代新儒家
的,心性之学%向现代的转型趋
于最终的完成+

,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
人性中或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

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 *因
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 !这
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

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 5

种种的遗憾+ %简言之!,幽暗意
识%也就是对人生和宇宙的,正
负两面都正视的了解%的意识!

尤指对 ,双面性 %中 ,人世的黑
暗和人类的堕落性% 一面的体
验与警惕+ 张灏认为!,中国从
周初人文精神开始跃动时 %就
出现的 ,忧患意识% 可以视为
,幽暗意识的前驱%! 因为它意
味着 ,当时的人已经意识到时
代的艰难和环境的险恶%!但只
有,忧患意识%在孔子等原始儒
家身上完成内转!将,外在的忧
患归源于内在人格的昏暗 %之
后!,忧患意识% 才逐渐演变成
,幽暗意识%+

从思想源头来说! 张灏先
生的,幽暗意识%深深植根于西
方基督教的 ,原罪 %意识 !用以
借镜和反思中国儒家的人性论
和政治思想传统! 则不得不承
认!尽管,忧患意识%与,幽暗意
识%本质上可以相通!但儒家思
想的主要方面!仍然,是乐观精
神所凝聚而成的道德理想主
义%!其最高理想是儒家中的君
子 ,由成德而成圣 %!由内圣而
外王!,幽暗意识% 在儒家传统
中的表现则终究不过是 ,间接
的衬映%和,侧面的影射%而已+

着力在儒家传统中挖掘和
凸显 ,幽暗意识 %!也可以理解
为致力于将中国文化进行现代
转型的一种努力和可能进路 !

因为西方现代性在政治哲学方
面的体现! 就是政制理想从古
典和前现代时期对柏拉图式的
道德和人格皆臻于至善的 ,哲
学家%为王的期待!转变为用严
明的法律和完善的规章对人性
的不完美和世界的非理性进行
约束和防范的制度设计+或许!

,幽暗意识%本身就是现代政治
哲学家和思想史的研究者对西
方人性观和世界观的概括和命
名! 因为它的精神与现代社会
学 的 奠 基 者 之 一 韦 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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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现代
性% 的核心事件及其特征的概
括444对,神%和,圣%的,祛魅%

-

?(,")@A#)%B")%

.和 ,世俗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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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是 如 此 地
契合+ 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
现代面临的主要困境和批评之
一 !就是其 ,天人合一 %的入世
设计太过于理想化! 除非能够
超凡入圣! 世俗的普通人几乎
难以真正企及+

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 !鲁
迅无疑是具有较深刻的 ,幽暗
意识%的一位+而由鲁迅为发端
的一脉现代文学正是演绎这一
意识的场域+ 这是文学对中国
现代性的重要贡献+ 因此!,幽
暗意识% 也可以丰富我们对中
国文学现代性的理解 * ,现代

性%-

G-*"$)(%H

.必然包含,怪兽
性%-

G-),%$-,(%H

.+事实上!在他
既往的一本研究专著 0历史与
怪兽*历史!暴力 !叙事 2中 !王
德威就已经深入触及了文学
,现代性

I

怪兽性% 之间的复杂
辩证+

把陈寅恪和钱锺书

并置研究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王德
威提倡对中国文论及其现代性
的重新考察! 恰恰是要将中国
现代文论置于世界文学的版图
中! 甚至作为反思自己多年研
习和教授的西方理论的资源 +

系列讲演的第二讲以,钱锺书!

陈寅恪! 与危机时刻的文学批
评*论(诗)与 (史 )%为题 !试图
以两位中国现代的文史大家为
实例! 展现和佐证中国现代文
论所内含的发展潜力与未来的
可能+

,危机时刻 %一语 !取自德
国犹太裔文学批评家本雅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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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但王德威并不完
全拘泥于本雅明的原义! 而是
做了相当程度的理论拓展和发
挥!赋予这一短语多层意涵*第
一! 当然是指历史上的大变动
时刻及其所带来的文明震动 !

以及不同的生命主体在动荡世
代里以肉身所遭遇和经验的各
种乱离/第二!意指学院范式里
方法学上的辩难+ 这与批评的
本义相关! 因为批评作为一种
褒贬高下的文化实践! 本身就
是一种容易触动危机的方法 /

第三! 它也可以体现为研究者
或批评者所使用的修辞上的各
种表征+ 总之!王德威说!不必
把,危机%简单地历史化或具体
化! 它应该被理解为文学领域
从业者一种念兹在兹的生存状
态+这或许也即意味着,危机时
刻%进入生存本体论的层面+

王德威赋予,危机时刻%的
多层意义结构与他对,文论%表
现方式的多样性描述高度一
致 + 事实上 ! 钱锺书完成于
2360

年代的 0谈艺录 2和陈寅
恪在

2390

年代初期写作的0论
再生缘2!作为两个文学批评的
文本吸引了王德威的注意 !首
先就是因为两者在修辞和方法
层面! 均表现出一种令人疑惑
的内在紧张性+ 就0谈艺录2而
言! 在新文化运动发生多年之
后! 钱锺书为什么仍然要选择
用文言写作! 并采用诗话和词
话的编排方式! 使自己的著作
回归古典的论述语境& 该书主
要论述唐宋以来中国诗歌类别
上的分野!以及前后所承继5召

唤或启发的传统! 作者在书中
征引的各种著作超过一千八百
余种!看起来散漫无章5满天花
雨! 实则形成一个百科全书式
的知识体系!他缘何这么做&这
样做出来的作品还是一个所谓
现代文学的文本吗& 在这样的
语言姿态和方法的姿态之下 !

作者在文本之中又可能潜藏了
何种心事呢& 0论再生缘2表现
出 来 的 张 力 更 形 触 目 * 在
2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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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 !当时目盲心
颓的晚年陈寅恪! 为什么开始
将自己的学术兴趣转向一种名
不见经传的文类 ,弹词 %!并对
弹词0再生缘2的作者陈端生这
样一位女性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和同情& 陈寅恪围绕着陈端生
这一皇皇大作所做的缜密周延
的史实考据! 所著成的考证文
本! 同时也可视为一个非常独
特的文学批评的文本+那么!后
来被人们追认为

70

世纪中国
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的陈寅
恪!出于什么原因!成为一名中
国文论不自觉的实践者和示范
者呢&

促使王德威把陈寅恪和钱
锺书并置研究的! 是两人在方
法上还存在着辩证或对话+ 陈
寅恪标举 ,以诗证史 %!而钱锺
书却慧眼独具 !在 ,诗具史笔 %

之外! 还看出了 ,史蕴诗心%+

,以诗证史%和,史蕴诗心%表面
看来似乎截然不同! 但两者实
有暗通款曲之处* 黄宗羲曾经
有,史亡而后诗作%的说法+ 黄
氏所谓的 ,诗 %!所承载的不再
仅是新文学的一个文类 ,诗
歌 %!而是 ,兴于诗 5立于礼 5成
于乐% 这种意义上的一个庞大
的文化以及政教体系的根本 +

王德威指出! 在一个历史危机
的转变时代!当我们视之为,信
史%的史书!不再成为经验记录
或评价的可靠依凭的时候 !我
们莫如回到 ,诗 %!这一直指人
心且彰显人心的重要文本 !以
,诗% 来证明自身的生命存在!

从 ,诗% 中寻求安身立命的意
义+在,诗%与,史%的辩证中!两
位大家似乎不约而同地都看到
了,诗%所蕴含的绵绵不绝的历
史能量+

两位大家对各自著作的自
述! 也显示出了惊人相似的张
力+在序言里!钱锺书开宗明义
地为自己的著作定位 *,0谈艺
录 2一卷 !虽赏析之作 !而实忧
患之书也+ %钱锺书当时身处的
的确是 ,忧患 %之时和世 *在抗
战中期战事最胶着的时期 !被
困,孤岛%,围城%+ 但,赏析%和
,忧患%在作者情绪的投射和发
抒上仍然存在着不可否认的矛
盾+ 这种矛盾紧张还体现在同
一篇序言中的另外两个说法之
上+其一云*,销愁舒愤!述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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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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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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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五 !"

学人
讲演

王德威将自己的讲演冠以 *现代中

国文论刍议+这一总标题%向百年前胡适

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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