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否承担起了这样的使命？ 而与

之相关的是， 现代文学与当代

文学的经典性应当如何定义？

吴晓东：在理查德·罗蒂看

来， 美国历史上的经典是那些

从各个层面影响了美国人自我

想象与认同的经典书籍。 其中

那些文学类经典 “并不旨在准

确地再现现实， 而是企图塑造

一种精神认同”，讲述美国人应

该是什么样子， 或者应该成为

什么样的人。理查德·罗蒂还认

为： 文学经典不仅关系到每个

人关于现实的具体认知， 甚至

也关系到整个人类的未来。 这

些文学经典的标准 “规定了一

生的阅读的范围”，而制定标准

的主要目的是告诉年轻人去哪

里寻求激情和希望， 因此他所

理解的文学经典与永恒、 知识

和稳定毫无关系，却“与未来和

希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它

与世界抗争， 并坚信此生有超

乎想象的意义”。对当今的青年

学生而言， 罗蒂关于文学经典

的界定和阐释， 他所强调的激

情、希望、抗争等字眼儿 ，尤其

具有弥足珍视的现实意义。

这就涉及到对现代文学经

典的界定。 西方的通识课程中

讲授了更多古代的经典， 或者

是那些经过长时间历史检验的

经典文本。比如亚里士多德、柏

拉图、荷马或者是莎士比亚。但

是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现代文

学 ， 时间段是从 1919 年 到

1949 年， 处理的是 20 世纪上

半段的经典文学的范围， 所以

需要一个对中国现代经典的界

定。 为什么要学习现代文学经

典？ 因为现代文学经典有着古

代经典不可替代的特质。 我总

觉得其实 20 世纪还未过去 ，

“20 世纪的现代性” 规定了我

们如何成为一个现代人。 现代

传统对我们的塑造作用都可以

在现代文学中得到求证。 所以

要理解作为现代人的我们是怎

样走到今天的， 通过现代经典

来认知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无

论是今天的中国还是世界 ，都

走在现代性的一个延长线上 。

选择现代经典的重要意义就在

于它跟我们今天的生存依旧息

息相关， 因此对于我们理解中

国现代历史， 理解中国现代社

会究竟是怎样的， 这些经典有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像鲁迅、周

作人、老舍、沈从文、钱锺书、张

爱玲这些人所提供的对人对世

界的感悟， 对于理解我们怎样

成为现代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

是怎样生存的，有很大作用。所

以现代经典具有一种切身性 ，

讲授现代经典就是要让学生意

识到，现代还没有走远，现代作

家的心灵、情感、对世界的认知

与呈现都跟我们今天的中国人

有密切的相关性。 譬如鲁迅当

年的许多论断似乎都可以在每

个时代以及今天的社会现实中

找到可以与之互证的关联性 ，

很多今天的中国人是通过理解

鲁迅对现代中国的认知来理解

我们今天的现实生存的。 在这

个意义上至少鲁迅没有离我们

远去， 现代经典也没有离我们

远去。

但是理查德·罗蒂似乎更

强调的是文学经典 “并不旨在

准确地再现现实， 而是企图塑

造一种精神认同 ”，并强调 “与

未来和希望”的关联性。而中国

现当代文学似乎过于受到文学

反映和揭露现实的观念的制

约， 虽有助于我们认知历史与

现实，但在塑造中国人的“精神

认同” 以及展现 “与未来和希

望” 方面， 却似乎一向有所不

足。当然，也许是历史和现实并

未许诺给作家们以未来性 ，因

此即使刻意在作品中呈现远景

和愿景， 也是虚假与肤浅的乌

托邦。 但是我们仍然愿意相信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前南斯

拉夫作家安德里奇的一句话 ：

“非常可能，在将来，只有那些能

够描绘出自己时代，自己的同时

代人及其观点的最美好图景的

人，才能真正成为作家。 ”我不知

道他所谓的这个“将来”是否已

经来临，还是永远不会来临。

文汇报：谈到“经典性”，自

然便说到“文学性”的话题。 而

您正是在当代学者中为数不多

的始终坚持为“文学性”辩护的

一位。关于这一话题，您先后与

洪子诚、 薛毅展开对话。 您的

《文学性的命运》（2014）一书收

录了这两篇对话。 您说，“文学

性 ”是一个大于 “艺术性 ”的概

念，“文学性概念的可生长性就

在于它其实和它外部的视野 ，

包括现代性的视野是纠缠在一

起的 ”，“把文学性问题作为一

种视野， 向历史情境以及文学

性周边保持某种开放 ”，“这样

构成的视野， 可能会使问题更

为复杂， 使文学性面临的语境

也更复杂， 从而才能成为一个

更有效的视野”。您当时说，“现

在我只是有这么一个念头 ，至

于如何深入下去展开这个问

题，还是以后的事情。 ”如今，伴

随着您的两部新著的出版，不知

您在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中“深

入下去展开” 文学性的视野方

面，是否又有新的思考与见解？

吴晓东： 关于 “文学是什

么”的定义有很多种，但我认为

“文学性”是定义文学的唯一的

简练和有效的范畴，即“文学性

是使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本

体规定性”，不过它显然也是一

个不失深刻的同义反复。 而我

后来的研究转向了所谓的诗学

研究视野， 正是试图为文学性

研究寻找更可行的路径。 具体

的研究方向是从形式诗学———

即专门研究文本内部的形式要

素 ，如语言 、结构 、修辞———扩

展到所谓的文化诗学， 去研究

文本和历史以及外部社会的关

系， 借此希望把文学的内外打

通， 这个思路到今天基本上是

一以贯之。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

现诗学研究所具有的内在的潜

力，或者说可能性，到今天学界

也没有穷尽。

与诗学研究相关， 我认为

文本的细读和文学的审美研究

也仍然有较大的空间。 因为这

些年， 虽然文学好像寻找到了

历史化的研究途径， 但是有些

过于偏重文学的外部研究 ，比

如文学和历史、文学和出版、文

学和传媒、文学和接受，或者文

学和学术的关系。 但对文本的

细读和文学的审美研究反而有

些削弱， 文学审美解读的透彻

性在今天越来越欠缺。 而文本

解读、审美研究，在某种意义上

正需要诗学视角的引入。 形式

诗学研究恰恰倾向于关注文本

的内部构成、 文本的感染力的

生成， 试图解答为什么某些作

品能够成为经典， 而另一些作

品却只能沦为三流四流。 但诗

学研究又必须把形式研究和外

部的历史研究相结合， 这就是

所谓文化诗学的视野。

文本的感染力、 文本的审

美以及形式要素， 看上去好像

是一个作家依靠文本内部自足

的形式性因素来完成的， 但是

形式中永远积淀着历史， 积淀

着文化。 而这些社会、文化、历

史因素在文本中是可以透视到

的，是能够捕捉与挖掘的。从某

种意义上说， 作品的审美动力

或者文化动力， 恰恰是文本的

外部历史、 文化因素渗透到文

本内部的结果。 这就是文化诗

学想要解决的问题。 文化诗学

最有魅力之处就是追求打通内

外， 既可以扎扎实实地做文本

的内部研究， 但同时也能够跳

出来， 走进一个更大的历史文

化视野， 再回过头来考察文本

内在的审美性是如何生成的。

为什么一代写作者会选择

这种文本形式， 另一代写作者

又会选择另一种流行风格？ 在

某种意义上说， 诗学研究能够

将所谓的本质论和历史论结合

在一起， 这反而可能是接近所

谓的文学性的最有效的途径 。

笼统地说，“文化诗学” 倾向于

认为： 文学文本并不是一个作

家闭门造车就可以创造出来的

孤立的产物， 而是作家经由自

己所身处的时代、历史语境，濡

染了时代的审美风尚， 也同时

受到了一个时代的审美机制的

制约的产物，甚至要兼及出版、

消费、 读者阅读等一系列综合

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诗

学可以建构一种关于文学性的

总体性的视野。

文学史书写的 “生

命性 ” 与北大现当

代文学研究

文汇报： 您最近几年最为

主要的学术工作之一大概是参

与了钱理群主编的三卷本 《中

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

广 告 为 中 心 （1915—1949）》

（2013）的写作。 您的新著《1930

年代的沪上文学风景》 即是这

一过程的产物。 该书与《梦中的

彩笔》《废墟的忧伤》既有联系，

也有区别。在《1930 年代的沪上

文学风景》中，您有意从诗学研

究突围到对于文学的 “外部世

界”的关照中去。 这是否也是您

自觉实践 “文学性概念的可生

长性”的一种尝试？

吴晓东： 我参与的这部副

标题为“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

编年史，追求的是“接近文学原

生形态的文学史结构方式”。 所

谓“文学原生形态”当然只是一

种拟想和理想的历史图景 ，但

是编年史的体例显然更有助于

接近这一文学史家孜孜以求的

文学历史样貌的原生性， 背后

还承载着编著者某种 “大文学

史”的观念和眼光：不仅关注文

学本身， 也关注现代文学与现

代教育、现代出版市场、现代学

术……之间的关系， 关注文学

创作与文学翻译、 研究之间的

关系 ，关注文学与艺术 （音乐 、

美术 、电影……）之间的关系 。

可以说，《编年史》 是对这些年

来文学界一直呼吁和倡导的综

合性的“大文学史”写作的一次

有益的尝试。

而我更为看重的是钱理群

老师在《编年史》“总序”中所阐

释的“生命史学”。 在我看来，这

种对文学史书写的“生命性”的

强调， 为文学性的概念也注入

了更活生生的“生命”。 就像钱

老师概括的那样： 一旦文学史

集中关注于带有个人生命体温

的故事，关注于“文学场域里人

的思想情感、生命感受与体验，

具有个体生命的特殊性、 偶然

性甚至神秘性”，也就触及到了

“文学性的根本 ”， “这就意味

着， 我们要用文学的方式去书

写文学史， 写有着浓郁的生命

气息、活生生的文学故事，而与

当下盛行的知识化与技术化 、

理论先行的文学史区别开来”。

或许正是这一试图 “写有着浓

郁的生命气息、 活生生的文学

故事” 的设计初衷让我对这部

《编年史》 的畅想顿生兴趣，并

在参与写作的过程中全情投

入， 也似乎多多少少感受到了

文学史上过往的先行者们的

“个人生命体温”， 也丰富了对

文学性的体认 。 其成果就是

《1930 年代的沪上文学风景》一

书， 也为我激活了一些新的问

题意识和研究领域， 最终令我

感觉到文学史现象的驳杂之中

自有魅力。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史永远会以一种让你感到新鲜

的面目出现在研究者的眼前，只

要你能找到新的观照角度。 而

新的角度仿若一个探照灯，可以

重新照亮历史的某些以往不大

引人注目的角隅，进而发现以往

不会有意识去寻找的新材料。在

这个意义上，对文学性的理解，

是与不断回到文学史的具体实

践相互映发的过程。

文汇报： 在 《梦中的彩笔》

中， 有一组文章令我们印象深

刻，即您对于自己师长的学术经

验的总结。其实，关于孙玉石、钱

理群、 洪子诚与陈平原几位老

师，您都分别写过不止一篇文章

讨论他们的研究特色。而在您的

著作中，您更是经常引用这几位

老师的观点。我们从中看到了一

种学术传统的 “代有传人”。 那

么，最后能否请您谈一下您对于

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传统的理解？

吴晓东：这既是需要专门的

文章来探讨，也是我以往仅有具

体感受而没有专门研究的话题。

不过在前辈学人对王瑶先生的

治学风范的梳理和总结过程中，

已经呼之欲出。比如樊骏对王瑶

治学的“历史感”和“现实感”的

双重性的概括，对王瑶历史研究

中“知人论世”原则的注重；又如

夏中义所阐释的陈平原对王瑶

的两点“接着说”：一是“学在人

生”、一是“政学分途”；再如钱理

群强调王瑶身上的鲁迅传统，强

调学者与战士的统一性；还有陈

平原更倾向于用“学者的人间情

怀” 来整理王瑶的学术与社会、

历史、政治的关系……这些既有

的总结都可能是北京大学中文

系现代文学专业的学者们力图

从王瑶先生那里濡染和承继的

精神传统。我个人属于王瑶的第

三代弟子，只在大二阶段听过王

瑶先生的最后一次讲座，由于王

瑶先生的浓重的平遥口音，基本

上听不懂，但接下来读研究生阶

段跟随钱理群和孙玉石先生读

硕士和博士，从自己的授业恩师

以及其他前辈先生身上还是耳

濡目染地体悟到一些“学脉”。无

论是作为龙种抑或是跳蚤，先辈

学者奠定和沿承的学统都有春

风化雨之功， 也提供了我们这

辈学人乃至后来更年轻的研究

者多重选择的可能性。

（访谈分上下篇， 此为下

篇。 上篇见《文汇学人》2 月 15

日 9-10 版。 作者单位：北京大

学中文系、中国艺术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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