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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语言本体论

【内容摘要】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艺术性表现在语言之中。文学之所以不会被哲学、历史学、

社会学等替代，并且能够在思想上产生长久和深刻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文学语言的艺

术性。文学研究始终不能脱离语言，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文学，首先要对文学史进行文

学语言层面的梳理，恢复文学语言学研究传统，从语言的角度重新叙述文学史和研究文

学。文学语言本体论不仅包括对文学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从语言的角度进行研究，

还包括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并建构文学理论问题。文学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关键词”研究，

即重视词义差异性、复杂性和丰富性的词语体系研究，通过研究关键词来研究文论体系，

研究文艺理论思想深层的语言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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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玉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思想和艺术性

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并且深深受制于语言。

汉语言具有民族性和国家性，所以从语言的角

度来研究文学又是文学的深层研究，具有民族

性、中国性，是纯正的中国学术，是外国人不

能做或者说不能做好的学问。

对于文学语言，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持

有一种工具观，主要是从语言风格、语言表

达、修辞等角度来研究文学的语言，也即从文

学形式上研究文学语言，把语言看作文学的一

个因素或者组成部分，这种研究显然是不得要

领的，所以长期以来文学语言学研究非常薄弱。

21 世纪初，西方语言哲学、语言学理论开始

传入中国并为中国学术界接受和借鉴，中国人

对语言的本质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语

言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仍然是阶段性的。

我认为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学，是真正的文学

本体研究，文学研究本质上就是文学的语言研

究，文学语言学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本

文主要探讨文学研究语言本体论问题，并以此

为基础探讨如何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学及文学

理论。

·中国知识体系建构（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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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机能，人用语言来描述

世界、记录经验、表达思想，并最终形成一个

用语言呈现出来的独立世界，因而每个人的精

神都是建立在前人和别人的基础上，而不是如

身体一样自然地“从头开始”。我们也说其他

动物有语言，但这是在隐喻意义上而言的，也

即就交流的方式而言，没有任何动物能够把它

们的行为过程和心理活动用语言记录下来，作

为语言书写的“历史”仅在人类才有。语言让

人最终进化为人，并和动物区别开来。因为语

言，人类才能构成社会并发展出各种文化，某

种意义上说，人类所有的文化都与语言有关，

有的语言是直接的，有的语言是深层的。

文学不仅是用语言表达，它还是语言的艺

术，文学的艺术性表现在语言之中。我们讲文

学反映生活、表达情感、刻画人物形象、令思

想深刻、具有历史的深度、具有民族性和现代

性等，这一切都是通过语言呈现出来的，文学

的好与坏就是语言表达的好与坏。王彬彬指出 ：

“世间不存在语言很好的坏作品，也不应该有

什么语言很差的好作品”“一部作品如果语言

好，那它就是好作品 ；同样，一部作品如果语

言平庸，那它就是平庸的作品 ；而一部作品如

果语言低劣，那它就是低劣的作品。”①我非常

赞同这一观点，对于文学来说，语言和内容是

一体的，没有脱离于语言的所谓“思想”“结

构”“形象”“历史”“社会”等，所有的所谓

“深刻”“感人”“典型”“意境”等都是语言的

形态，或者是我们通过语言呈现的一种概括和

分析。过去我们讲文学的“内容”与“形式”，

把“社会生活”“思想”“主题”“题材”“情感”“意

义”“价值”等称作“内容”，把“结构”“体裁”“表

现手法”“创作方法”“语言”“修辞”“叙述”“描

写”等称作“形式”，现在看来，这种二分法

以及“二元对立”思维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这

里并不是否定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区分，

特别是其在方法论上的作用和意义，而是说这

种区分不利于文学研究，因为不论理论上还是

实践上，我们都无法把“思想”与“语言”、“主题”

与“语言”分割开来，无法把“语言”与“叙述”、

“语言”与“描写”分割开来。对于文学来说，

没有语言之外的“思想”与“主题”，也没有

语言之外的“叙述”与“描写”。我认为汪曾

祺先生的说法是很精辟的，他说 ：“语言不是

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

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

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

有没有思想的语言。”②语言之外没有思想，思

想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思想即语言的思想，

现代分析哲学以及语言哲学已经充分论证了这

一点。文学也有“形式”，但这“形式”不是“体

裁”“语言”等，而是外表，包括文字、印刷

方式（如版式开本）、网站帖文、版本、手稿等。

“好”的文学语言不只是语言优美、辞藻

华丽、富于抒情，还包括精练、准确、含蓄、

蕴藉、个性化、有张力、富于表现力等。优秀

的作品一定是好的语言的作品，特别是那些经

典作品，语言上一定非常独特，具有创造性，

能够超越时代和地域，具有范本性。这里所说

的作品的“好”“优秀”“创造性”等都是语言

意义上的，而不是语言之外的。就“深刻性”

来说，文学根本不能和哲学相比，就是最经典

的文学作品也不能和一般哲学著作相比 ；就

“真实性”来说，文学根本不能和历史相提并论，

最经典的文学作品也不能和普通的历史学著作

相比 ；就对社会的敏锐和反映的广度来说，文

学根本就不能和社会学相比，最有社会效应的

文学作品也没有普通的社会调查敏锐、准确。

但文学不能被替代，人类除了需要哲学、历史

学、社会学以外，还需要文学。自古以来，文

学读者数量就比哲学、历史、社会学等加起来

的总数还要多，根本原因在于文学的独特性、

不可替代性，这种“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

就是语言的艺术性。人们阅读文学就是阅读文

① 王彬彬 ：《一

个 批 评 家 应 该

从语言中得到快

乐》，《新文学作

家的修辞艺术》，

上海 ：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7 年，

第 356 页、357 页。

② 汪曾祺 ：《中

国文学的语言问

题——在耶鲁和

哈佛的演讲》，《汪

曾祺全集》第 4

卷，北京 ：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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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语言，享受文学就是享受文学语言，人们从

文学作品中得到的直接结果也是语言，包括用

语言叙述的故事、用语言表达的思想和情感、

用语言刻画的形象等，然后才从语言中蔓延开

去。文学的本质就是用诗意化的语言叙述故事、

刻画形象、表达情感，从而打动人，深刻地影

响人的思想、情感和灵魂，文学首先给人审美

享受，在享受的同时对人发生作用，所谓“寓

教于乐”，它比哲学、历史、社会学等更有效果，

而这一切，始终都不能脱离语言。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曾经对“文学内容”进

行探讨，他认为，“一般而论，文学内容，若

要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F+f），其中，F

表示焦点印象或观点，f 则表示与 F 相伴随的

情绪。”①夏目漱石把“平常我们所经验的印象

和观念”分为三种类型 ：“有 F 而无 f ”“伴随

着 F 而发生 f ”“只有 f ”，他认为三种情形中

只有第二种属于“文学内容”，也即文学内容

既是现实生活，同时又具有情感性。夏目漱石

特别区别“科学之真”与“文艺之真”，认为“‘文

艺之真’的作用，在于作品如何打动读者的

情绪”，而打动读者情绪的方法就是语言艺术，

夏目漱石称之为“文学修辞法”，具体包括“投

出修辞法”“投入修辞法”“以物拟物的联想”“滑

稽的联想”“调和法”“对置法”“写实法”“间

隔法”等。由此可见文学的语言本体性。

事实上，在思想和哲理上，文学大多数时

候都是在讲一些普通的观点甚至常识，即使最

伟大的作品也是如此，比如托尔斯泰的《复

活》，作者宣扬“不以暴力抗恶”，主张内心的、

精神上的自我“复活”，这在宗教中不过是一

些基本的观念，和《圣经》中的宗教思想相比

不过是“小儿科”。列宁称赞托尔斯泰是“俄

国革命的镜子”“表现了俄国革命是农民资产

阶级革命的特点”②，也就是说，《复活》揭

示了俄国革命的道理，从中我们可以找到俄国

革命的理由，但俄国革命的理由在普列汉诺夫

的著作（特别是列宁本人的著作）中讲得比这

充分多了，也清楚多了，仅就这一点而言，托

尔斯泰的小说根本就不能和列宁的著作相提并

论。我们可以说鲁迅的《阿 Q 正传》反映了

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反映了中国人的“精神

胜利法”，反映了清末中国农民阶级的愚昧与

麻木的状况，但《阿 Q 正传》显然不是因为

这种思想而成为经典。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也

好，中国农民的愚昧与麻木以及疗救也好，在

当时都是普遍的观点，鲁迅的伟大在于它用诗

性化的语言把这种观点和现象形象生动地表现

出来，使大众都能够理解和接受。20 世纪 20

年代末，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

一次大讨论。茅盾没有写理论文章，而是用小

说《子夜》表达了他的观点和态度 ：民族资产

阶级在买办资产阶级面前是软弱无力的，民族

工业的必然结局是失败，中国并没有走上也不

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论是社会性质的观

点，还是经济学的观点，《子夜》都是非常基

础甚至是常识性的，但这个故事却非常有力量，

影响了无数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影响

了无数人对于中国经济的理解，这是很多哪怕

是很经典的经济学、社会学著作都无法相比的。

文学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根本原因就在

于它的艺术性，在于它以极富表现力的语言深

刻地影响人的心灵，从而让思想和观念深入骨

髓。我们可以看到，对语言越敏感的人越能够

很好地欣赏和理解文学作品，也可以说语言能

力越差，文学理解与感悟能力也就越差。文学

的文学性就存在于语言之中，比如“外国文

学”，同样一部作品，读原文我们明显是在听

一个外国作家表述，表达的是异域的风情与故

事 ；但读翻译作品，我们感觉是在听中国作家

讲故事，描写异域风土人情 ；如果翻译成纯正

的古文，我们会感觉那是中国古人在讲故事 ；

如果翻译成白话文，我们会感觉到那是今人在

讲故事。同样一部作品，不同的译者翻译出来

的艺术效果也是大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不是

故事不一样，也不是思想呈现不一样，而是语

① 夏目漱石：《文

学论》，王向远译，

上海 ：上海译文

出版社，2016 年，

第 3 页。

② 列宁：《列夫·托

尔斯泰是俄国革

命的镜子》，《列

宁选集》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

社，1995 年， 第

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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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艺术性不一样。同样的外文表达，中文可

以进行不同的表达，其艺术性存在着很大的差

异，翻译水平之高低其实是由翻译的表达之是

否有艺术性决定的，读者如果对语言不敏锐，

很难真正体会与感悟其艺术之差别。

提出思想和观点是社会科学的长处，与文

学相比其不仅准确、清晰，而且简洁、明了、

直接，但让人接受思想并深刻长久地影响人的

行为则是文学的长处。今天还有很多人在读《复

活》《阿 Q 正传》《子夜》，这些作品中的思想

还在影响读者。

不能否定从思想上研究文学，不能否认研

究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哲学深度、历史厚度和

社会广度等，但文学的伟大源自语言，我们不

能脱离语言来研究文学的思想、精神以及形象、

意境等，这些内容都不是作家直接陈述的，而

是语言呈现的，如果撇开语言抽象地谈论情感、

思想、形象等，则会违反文学品性，也是没有

多少意义的。撇开语言研究文学，小说“内容

简介”和小说本身是没有区别的，同题故事是

没有差别的，不仅没有作者之间的差别甚至没

有文体之间的差别，这种研究会把一些很差的

文学作品说成是很好的作品。这其实也是文学

研究和文学批评不被作家认同、不被读者认同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伟大的作家都是语言

大师，但我们却把他们描述成思想大师，这怎

么能够得到认同呢？读者阅读文学是因为文学

的艺术性，是希望从中得到审美享受，但我们

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提供的却是社会思想判

断，这怎么能够得到认同呢？

文学研究其实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

研究者对文学有很好的感悟，对文学语言有很

好的理解和认识。一个成熟的学者一方面需要

长期的学术训练和学识积累，另一方面还需要

有一定的天赋。文学研究的天赋集中体现在语

言的感觉上，学者不一定要有作家的语言能力，

但要有欣赏作家语言的能力，学术文章不一定

需要诗性化的语言，但学者要能够理解诗性

化的语言。但现实却不是这样，现在似乎是谁

都可以研究文学，谁都可以对文学发议论，似

乎谁都可以指导作家创作，似乎只要有话可说

就是在研究文学。哲学研究可以“得鱼忘筌”，

通过语言而得到某种抽象的思想，但文学的思

想和情感就是语言本身，文学研究始终不能脱

离语言。

目前，文学语言与文学思想、文学情感、

文学形象、意境等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深入

研究，相应地，如何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学思

想、情感和形象等也缺乏深入的探讨。20 世

纪，世界学术模式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语言学

研究，即所谓“语言学转向”，哲学、历史学、

社会学、文学理论都在语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

突破，反而是对以语言为本体的文学其研究在

语言的角度或层面最落后。在这一意义上，笔

者强调文学研究的语言本体论，提倡从语言的

角度研究文学，把握文学的诗性本质，并在语

言批评的层面上开展文学批评。文学语言研究

本体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从语言的

角度研究和解读文学作品，包括文学语言的建

构、语言的诗性、语言与作品的构成等问题 ；

二是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学理论问题，特别是

研究术语、概念、范畴以及话语方式问题，话

语体系之建构问题。

如何研究文学语言

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其重要性及其

价值学术界都认识到了，现在关键的问题在于

如何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学，如何推进文学语

言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我认为文学语言研究首先要对文学史进行

文学语言层面的梳理。胡适曾经写过《国语

文学史》和《白话文学史》两书，《国语文学

史》是一个讲稿，不足 10 万字，《白话文学

史》是对《国语文学史》的修改和扩充，出版

时标“上卷”，但胡适后来再没有写下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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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两本书其实是一本书，只不过观点前后略

有差别。胡适这里所说的“国语”其实就是白

话，他认为中国古代白话文学可以分为四个时

期 ：唐以前、唐朝到北宋、南宋到金元、明朝到

清末①，原计划写 10 章，但《国语文学史》讲

到南宋，而《白话文学史》则只写到北宋。现

在看来，胡适关于白话文的观点有很多都值得

重新反思，比如他说 ：“‘古文传统史’乃是模

仿的文学史，乃是死文学的历史。”②又说 ：“《国

语文学史》，就是中国的文学史。除了国语文

学以外，便是贵族的文学。这种贵族的文学，

都是死的，没有价值的文学。”③否认文言文学

史及其价值，把中国古代文学史简化为国语文

学史，这显然是错误的。胡适这里明显把“白话”

即“国语”泛化了，他这里所说的“白话”和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说的“白话”显然不

是同一个概念，比如他说 ：“唐诗大部分都是

用白话做的，如大诗人杜工部、李太白等人的

作品，差不多都是白话的”。④这和我们今天所

说的白话以及所理解的五四白话显然有巨大的

差异。白话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但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也即胡适所说

的“中心”还是文言文学。到了五四这样一个

时代，文言文学可以说是“已死”的文学，没

有什么价值，但在中国古代，它却是“活”的

文学，“正统”的文学，并且繁荣昌盛。我们

看到，胡适写《白话文学史》具有很强的目的

性，那就是为五四白话文“正宗”地位寻找“历

史根据”，也即胡适所说的“我要大家知道白

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

的。我要人人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进

化的产儿。”⑤“我要大家都知道白话文学史就

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⑥

今天如果我们要了解中国古代白话文学

史，这两本书明显过时了。但胡适实际上是倡

导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学，开创了从语言的角

度来梳理和叙述中国文学史之先河。其对中国

现代思想文化的重大贡献在于他在确定中国现

代学术范式、话语方式、学术模式等方面具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白话文学史》的思想文

化与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它的学术范式、学术

方向以及所确定的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叙述

的框架。在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还处于

建构期的五四时期，胡适这一定位是非常准确

的，它是真正的文学本体研究。胡适的很多思

想、观点以及话语方式都被继承下来并被发扬

光大，当今每年都有大量研究胡适的论文、著

作发表与出版，但奇怪的是，胡适强调从语言

的角度研究文学和叙述文学史的观念和方法以

及体例并没有被继承，学术界对《国语文学史》

和《白话文学史》两书的关注非常不够。中国

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叙述后来实际上背离了胡适

所开创的方向，不再坚持文学语言本体论，而

把文学看作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从历史、社

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来书写文学史，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叙事

开始强调审美性，但不管是审美研究还是历史

文化研究、社会研究以及思想研究，对于文学

研究来说都具外围性和间接性，也即没有深入

文学的核心，这种研究和一般社会学研究、文

化性研究以及美学研究没有实质的差别。审美

研究虽然非常逼近文学本真研究，能够揭示出

文学的特质，但仍然没有切中文学内核，因为

绘画研究、书法研究以及建筑研究等都是审美

研究，审美研究并不能把其他艺术和文学真正

区别开来。我们说音乐、绘画也有自己的语言，

但这里的“语言”是隐喻意义上的，只有文学

才是真正的语言艺术。当然，笔者并不是否定

文学社会学研究、文化学研究以及审美研究等，

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揭示了文学的本质以

及价值和规律，我只是想说，在文学社会学研

究、文化研究以外，不能忘记了文学最核心的

内容，文学首先要进行的是语言研究，然后才

是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回顾历史，新文学之初，

胡适开创的文学研究是语言学模式，之后转变

为一般社会学、文化学等模式，再之后，文学

①③④ 胡适 ：《国

语文学史》，《胡

适文集》第 8 卷，

北京 ：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8 年， 

第 136—137 页，

第 133 页，第 136

页。

②⑤⑥ 胡适 ：《白

话文学史》，《胡

适文集》第 8 卷，

北京 ：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8 年， 

第 151 页，第 149

页，第 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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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问题越来越让位给语言学，而语言学最初

还以文学语言为标准，慢慢转换为以新闻语言

为标准语言学，文学语言和文学语言学研究就

慢慢成为被遗弃的领域，现在我们需要恢复胡

适文学语言学研究传统，重新从语言的角度叙

述文学史和研究文学。

一旦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我们就

会发现，不论是文学史还是文学批评都有很多

值得重新认识和研究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是古代汉语的文学，但古代

汉语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其内在构成是什么样

的？在古代汉语中白话文与文言文是什么关

系？口语与书面语是什么关系？如何区分古白

话与文言？古代汉语与中国古代文学是什么关

系？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

的研究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特征

和本质应该是有帮助的。也许从语言的角度重

新研究古代文学，对于楚辞，对于骈文，对于

汉赋等特别注重词藻的文体我们会有不同于传

统的看法，对于它们对汉语的形成以及丰富和

发展也会有重新的评价，这种评价也会有助于

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

型的过程中非常重要，是过渡性的文学，因为

过渡性，所以文学史过去对它一直不重视，也

缺乏充分的研究。仅从文学成熟形态以及成就

和影响来说，中国近代文学的确不能和中国古

代文学相比，也不能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相提并

论，它既没有非常经典的文学作品，也缺乏承

前启后影响深远的文学大师。从文学欣赏和文

学影响来说，中国近代文学没有地位是可以理

解的。但从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来说恰恰相

反，它比单纯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或者中国现

当代文学研究更具有价值，我们可以从近代文

学的混杂中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文学、中国

现代文学的特质，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文学

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历史过程以及导致转型的决

定性因素即语言。读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现

代文学史，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中国文学的语言

从文言向白话的转变是突然完成的。但实际上，

中国文学语言变革自晚清就开始了，近代文学

在语言上进行了各种尝试，所以，近代文学在

语言上是最丰富的，多层次的，有最正统雅致

的古文，有浅近文言文，有半文半白的过渡性

汉语，还有文言化的白话。就白话来说，有古

代口语化的白话，有近代口语化的白话，还有

近代西化的白话，非文学期刊的白话报甚至使

用方言俚语，是极端口语的白话。在清末民初，

文学和新闻领域甚至合作发起了一次范围非常

大，参与人数非常多的广泛的白话文运动，为

五四新文学运动在语言上奠定了心理基础。

但晚清白话文运动丝毫构不成否定五四

白话文运动的理由，也无法否定胡适从白话

文入手倡导文学改良并最终建立新文学的贡

献。美国学者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

五四？”影响非常大，现在似乎是一种学术“公

式”：没有什么，何来什么？比如，没有“文革”

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强调历史的延续

性，这是绝对正确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

把时间上的先后简单地认作历史的因果，历史

的差异性以及发展演变则是更重要的。现在学

术界重新“发现”了晚清白话文运动，并重视

对其意义的发掘，从而让五四新文学运动有充

分的历史背景，这是正确的。但是，从晚清白

话文运动到五四白话文运动，这不是历史的由

“量变”到“质变”，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

话文运动具有质的区别，它们遵循的是不同的

理路，性质不同，目标不同，方式也不同，事

实上结果也具有根本性的差别。胡适、陈独秀

都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对于其性

质以及价值和意义他们自然非常清楚，五四新

文学运动当时以及后来的叙述中，他们不是有

意回避它，而是它的确与五四白话文没有延续

性的关系。五四时期，林纾以及“学衡派”激

烈否定白话文，以他们的学养，当然是知道晚

清白话文运动的，但他们都没有用晚清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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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否定五四白话文运动，不是不愿而是不能。

20 世纪 50 年代初，王瑶等人建构中国现代文

学史，他们当然也是知道晚清白话文运动的，

他们不叙述它肯定是有自己的思考。

五四新文化运动伊始，胡适提倡白话为什

么能一呼百应？原因是多方面的，广泛的社会

需求和认同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胡适留学时，

学习并接受了大量的西方文化知识，这些知识

都是英语形态的，要把它转化为中文很麻烦且

困难，因为当时正统的汉语是文言文，特别是

桐城派古文，这种典雅的古文非一般人可以掌

握，而根本还在于西方的术语、概念和范畴以

及话语方式无法在古文中找到相对应的表述，

所以胡适主张直接用白话表达，对于汉语来说

就是新增词语和改变表达方式，这是胡适提倡

白话文的深层理由，也是五四白话文得以成立

的最深层的理由，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五四白

话文不同于晚清白话文之所在。还有其他的需

求，比如明末开始的西方传教士，为了让中国

普通百姓明白教义，他们说白话，用白话表述

圣经，这是中国比较早的口语白话书面化。晚

清思想文化运动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知识启蒙，

启蒙的对象包括民众以及中下层知识分子，白

话是最好的工具，所以梁启超这样的旧知识分

子，为了把文章写得通俗易懂，也一定程度上

使用白话。而官场因为来自五湖四海，白话是

最通行的语言，所以官场也需要白话。至于普

通百姓，他们根本就不懂文言，当然只能接受

白话。还有年轻知识分子，因为接受新思想新

知识，加上他们的传统学业训练没有达到熟练

使用文言文的程度，他们更愿意接受白话。清

末民初汉字改革也指向白话，因为文言文无法

拼音化，汉字拉丁化只适用于白话。我们可以

看到，除了林纾、严复、章太炎这样的古文大

师或者说古文受益者、既得利益者且思想趋于

保守的少数人以外，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

愿意接受白话、使用白话的，所以白话通行在

当时可以说是“指归”，有民主性，是民心所向，

胡适不过是登高一呼而已。但五四所建立起来

的白话，即后来的现代汉语，并不是所有人所

期望的那种白话，所以五四之后不断有人批判

这种白话，比如瞿秋白就认为它是“新文言”，

也即认为它过于欧化。

事实上，现当代文学史很多重要的问题都

可以从语言的角度进行重新研究，很多长期有

争议的问题也可以从语言的角度得到更深入的

解释。比如晚清汉字汉语“危机”的问题，清

末民初的汉字改革方案实际上暗含了白话文倡

导，汉字改革的实验文本多是用白话文或者浅

显的文言，如三字经、百家姓等。再比如晚清

文学改良运动，晚清的文学“革命”本质上是

改良，黄遵宪所说的“我手写吾口”，在语言

观念上已经有所突破，强调口语入诗，但问题

的关键是黄遵宪的“口”仍然是旧的，实践上

并没有真正突破。而整个晚清文学改良本质上

是用旧的语言说新的思想，新思想在文言的表

达和言说中变成了中国传统的东西。现代思想

和文言文表达在近代已经构成了强烈的冲突，

这在严复的翻译中尤其突出，文学因为相对日

常化，冲突相对较小，但也非常明显。其他如

“文学的国语”与“国语的文学”问题，晚清

大众语与文学通俗化运动问题，“五四”时期

的“民众文学”问题，“大众文艺”中的语言

问题，20 世纪 30 年代大众语文运动与新文学

发展问题，都可以从语言的角度进行新的研究。

另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语音、语法问题

其实也是值得重新研究的。过去，这些问题

我们简单地把它交给语言学，或者简单地套用

语言学的模式进行研究，我认为，文学研究对

这些问题应该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方法以及模

式，比如方言问题，方言在中国文学中自古就

有传统，中国近代以来的方言文学从未间断过。

清末韩庆邦的《海上花列传》就是用吴语写作

的，张爱玲特别喜欢，后来把它翻译成普通话，

改名《海上花开》和《海上花落》。五四之后，

倪海曙还曾把《诗经》翻译成苏州方言。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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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小说中有很多湖南方言，可以称之为“泛

方言写作”。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用了大量

的湖南方言，非两湖人，读起来有很多语言

障碍。所以方言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

现象，或者说方言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始终是

一个重要的内容。“五四”新文学运动，废除

文言改用白话，而白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

是方言。20 世纪 30 年代之后，“文学大众化”

是中国文学的主流方向，“文学大众化”的一

个重要途径是用方言，也即方言是大众语的一

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新文学自“五四”

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从题材上来划分，乡

土文学是最大的门类，而乡土文学最重要的语

言表达方式就是方言。所以，方言在中国近现

代文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研究中国现当代文

学，特别是研究语言变革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

展之间的关系，“方言”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或

维度。方言是一种很特殊的表达，它可以弥补

普通话表达的缺陷，从而大大丰富中国文学的

语言特色和艺术内涵。方言背后是乡土风情，

是无限丰富的乡土生活，还有特殊的风俗人情，

是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方言还具有

一种特殊的审美效应。

如何研究文学理论话语

文学语言本体论不仅包括对文学作品、文

学思潮、文学现象等从语言的角度进行研究，

还包括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学理论、建构文学

理论问题。而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学理论最重

要的就是研究文学理论术语、概念、范畴和话

语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

文论的差别不是体系不同，不是谈论的对象不

同，也不是具体观念上的差异，而从根本上是

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的不同。相应地，

建构文学理论体系最根本的就是建设文学理论

话语方式、言说方式，也即构筑文学理论术语、

概念和范畴体系。而言说文学问题的术语、概

念和范畴，很多都是借用哲学、政治学、法学、

伦理学、历史学等，或者说与这些学科共术语、

概念和范畴，而属于文学研究的专业性的术语、

概念和范畴则是文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也即文

学理论“关键词”，在这一意义上，文学理论

的最核心内容就是“关键词”研究。

“关键词”研究已经事实上是一种新的文

论研究范式，它与传统的文论研究最大的不同

即通过术语、概念和范畴研究来研究文论的核

心思想，来研究文论的演变与发展变化。通过

研究关键词来研究文论体系，研究文艺理论思

想深层的语言规定性。事实上，当我们用“典型”

来言说文学作品时，我们实际也是以“人物性

格”“真实”作为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当我

们用“阶级”来言说文学作品时，我们实际上

就强调了文学的政治性，文学的意识形态性，

以及相应的文学的服务性。文学批评关键词研

究是学术研究“语言学转向”在文学批评领域

的应用。

究竟如何研究文学理论包括批评关键词，

我认为，文学理论关键词研究不能回到过去的

“文学理论术语”词典或者文学理论“名词解释”

的旧路上去。过去的“文学理论术语词典”本

质上是术语意义的“共时”罗列，也即主要是

介绍文学理论术语在当下的意义状态，也会介

绍其出处和初始意思，但主要是介绍其当下使

用意义上的基本内涵。“名词解释”主要是名

词一般性的意义，或者说使用意义，本质上具

有词典性。而关键词研究则不一样，它更重视

术语、概念的形成过程以及变化发展，也即更

重视“历时”研究。它不是简单地探寻词义的

公共性，而是更重视词义的差异性，比如时代

的差异性，阶级的差异性，地域的差异性，民

族或国家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的语言学、

文化传统的根源，比如西方术语在翻译的过程

中变异，进入中国语境中之后被“归化”等。

更重视词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实际上，术语

使用的范围越广，使用的时间越长，其内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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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越大，也即越具有歧义性。有些词如“文化”、

“现代”以及“话语”本身，其意义非常复杂，

不同的人，不同的语境，不同的领域其含义存

在巨大的差异，乃至可以说构成一个系统。只

有“私人术语”（假如有的话）其含义才是固

定的，因为它只有一个人使用或者几个人使用。

所以，“关键词”研究往往既具有历史的深度，

又具有哲学的广度，纵深感特别强，非常复杂。

例如，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中仅“封

建”这个词的考证就达 52 万字，这是开创性

研究，但从话语的角度来说也是初步研究，还

有拓展的空间。文论中也有很多很厚重的关键

词研究著作，比如日本铃木贞美的《文学的概

念》翻译成中文 27 万字，能势朝次和大西克

礼的《日本幽玄》、大西克礼的《日本风雅》、

藤本箕山等的《日本意气》、本居宣长的《日

本物哀》等都是典型的文论关键词研究，翻译

成中文都在 30 万字以上。其他如“文”“气”“意

境”等关键词，意义都非常复杂，值得从语言

的角度进行重新研究。

关键词研究并不是孤零零地研究某个关键

词，索绪尔认为，词的意义是在词与词的相互

关系中确定的。关键词也可以说是“核心词”，

核心词有核心义，关键词周围有一群“次关键

词”，这些次关键词是“铁杆词”，然后是普通

词，再然后是有点关系的词。关键词研究是词

语体系研究，不仅仅只是研究关键词的演变发

展，同时还要研究关键词的周边词。为什么中

西方文论在概念上不能交叉使用，不能混合起

来使用？为什么现代文学批评只能以西方术语

和概念作为主体，适当吸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

术语和概念？为什么文论从体系上来说只能采

取一种主体言说方式？道理也就在这里。从这

里也可以看出，关键词研究完全不同于语言学

中的词义学研究，关键词词典完全不同于传统

的术语词典。近年来有很多文学理论关键词研

究，我认为选题很好，但不论是语言理论上还

是文论模式上，都还有待于深化，相信这种研

究能够极大地推动文学理论向纵深发展。

与此相关，从语言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

文学批评话语类型与体系也是非常有价值

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是文学批

评，中国古代文论主要是在文学批评的基础上

形成的，除了《文心雕龙》因为特殊的原因

具有严密的体系，并且理论性很强以外，其

他文论思想和观点大多都是在品评作品中提

出来的。与文言文的单字词相一致，中国古

代文论术语、概念和范畴多为“单字”，比如

“气”“韵”“味”“境”“文”“质”“真”“趣”

等，组合起来千变万化，介于表达和术语之

间，比如“气韵”“虚实”“巧拙”等，既可以

看作是专门术语，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表达，所

以，其内涵多不严密，需要读者去意会。实际

上，《文心雕龙》中很多表达后来都变成了“术

语”，变成了双音词比如“风骨”“章句”“比

兴”“情采”等。其实在中国古代文论体系中，

最初“风”“骨”“章”“句”“比”“兴”“情”“采”

是独立的词，因为《文心雕龙》的“骈文”体，

因“骈”的需要而把一些相近的概念放在一起

构成“骈体”，并进一步演化成“词”。

中国古代文论缺乏体系性建构，有很复杂

的“史”，但没有理论框架，刘勰《文心雕龙》

所建立的系统并没有被后人认同和沿用，刘勰

之后的中国文学批评仍然是“诗话”“词话”“对

联话”“文话”以及“小说点评”之类的，相

当于今天的“散论”和“鉴赏”之类的，在“品评”

和“欣赏”之中会有一些重要的观点，但中国

古代文论不会对这些“观点”展开论述，有时

也就是一句话，有些观点表达清楚明白，没有

歧义，而有些观点本身比较模糊，加之没有展

开论述，所以充满了歧义。今天我们把中国古

代文论分为“本体论”“发展论”“构成论”“创

作论”“鉴赏论”“批评论”“风格论”等，这

其实是按照西方的文论体系和言说方式对中国

古代文化的一种归纳和分类。所以，现在我们

所说的中国古代文论体系其实是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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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和思想纳入西方文论逻辑框架而建立起来

的，中国古代本身没有这样一种体系。

但中国虽然没有文论逻辑体系，中国文论

话语却是系统性的。古代汉语是高度发达的语

言体系，概念、术语和范畴非常发达，能够表

达非常细腻而丰富的思想与文化。文论上，古

代汉语特别富于表达情感，在情感和趣味方面，

词汇特别丰富。古代文学批评话语属于中国古

代文论话语的一部分，而古代文论话语属于更

大的中国古代思想话语的一部分，它和中国古

代哲学话语、历史话语在相联系中而又有所区

别。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话语是在对于中国文学

现象的言说中建立起来的，反过来，它对中国

古代文学的言说更贴切，也更准确。西方文论

虽然理论术语发达，逻辑性强，但用来言说中

国古代文学有时其实是很不准确的。比如，用

“创作方法”来言说李白、杜甫的诗歌，不管

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其实都是

很勉强的。早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但从来没

有人从语言和话语的角度来论证这个问题。

同样，从语言的角度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

理论的体系和特质会有更清晰的认识，中国现

代文学理论诞生于中国从“四部”到“七科”

的转变。“四部”和“七科”是两种完全不同

的话语体系。现代文论中的“文学”和中国古

代文论中的“文学”其实不是一个概念。作为

学科的“文学”和作为艺术作品的“文学”其

实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古代没有“学科”概念，

“经”“史”“子”“集”“四部”其实是图书分类，

当然也是知识体系。近代以后，中国向西方学

习，西方的“科学”输入中国，才开始有“学

科”概念。20 世纪初，清政府教育上改革科举，

试办新式学堂。1903 年张百熙主持制定《奏

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并颁布实施。

《钦定学堂章程》涉及大学的有《钦定高等学

堂章程》和《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均按照

日本大学分科，设“政治”“文学”“格致”“农

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其中“文学”

相当于今天的人文学科。《钦定京师大学堂章

程》“第二章功课”介绍各科的具体课程设置，

其中“文学”设“词章学”，就是后来的“文学”

专业。后来，“中国文学门”又从“文学”中

分化出来，但这时的“中国文学”还包括“音

韵学”等，相当于现在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直

到五四时，文学才和语言分别开来，成为独立

的学科。

“文学”“学科”进一步分方向，就产生了“文

学批评”。所以，文学批评从学科的角度来说，

本质上是西方学术分科的产物，其背后的思想

基础是科学、知识和大学等。从语言上来说，

现代文学批评的核心词汇是文学理论术语，而

现代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词汇是

它的基础词汇，它的性质可以从现代汉语的角

度进行阐释，现代文学批评话语属于整个现代

汉语，具有自己的体系。在学科分工中，文学

被分割为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分属于不同的

学科，但“文学”这一概念具有统一性，既涵

盖中国古代文学，也涵盖中国现当代文学，同

时还包容外国文学。现代“文学”实际上是综

合了古今中外各种文学而成。现代“文学”概

念不同古代汉语中的“文学”概念，对象也存

在巨大的差异。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生与西

方文论有关，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同样与西方

文论有关，比如中国文学批评“当代转变”就

与 20 世纪西方文论术语、概念、范畴以及话

语方式的输入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从建立到今天的状况，

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国现代文论随中国新文

学建立而建立，其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是同步

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现代时期一直向西方

学习，又有非常优秀的文学创作实践作为实践

基础，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可以说非常成熟，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这

种成熟的表现。但“十七年”时期，中国文学

的成就明显退步，文学批评也是这样，此时的

文学批评主要是向苏联文学批评学习，话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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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单一，再加上强烈的政治功利性，现在看来

有很多经验和教训。“文革”时期的中国文学

批评，出现极端化趋向，在话语上不仅排斥西

方，也排斥苏联，中国文学批评陷入低俗。新

时期，中国开始四个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

放的政策，思想解放，恢复向西方学习的传统。

所以，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各种学术思潮被

介绍进中国，这些学术思想对中国的学术思想

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是 90 年代之后中国学

术繁荣的很重要的原因。

文学理论也是这样，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

西方各种文学理论思潮输入中国，诸如意象派、

表现主义、象征主义、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

析批评、意识流、直觉主义、语义学、新批评派、

存在主义、现象学、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符

号学、解释学、叙事学、接受理论、解构主义、

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

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这些文论有的纯属文

学理论，有的属于文学批评流派，有的和哲学

思潮有密切的关系，有的和文学思潮有非常直

接的关系。这些文论思潮在时间上都是 20 世

纪的，绝大多数都产生于 50 年代之后，在内

涵上它们迥异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论、浪漫主

义文论以及古典主义文论，有大量的新术语、

新概念、新范畴，是新的话语方式。其进入中

国现代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发生了深刻

的影响，造成文学理论一次巨大的变化，也可

以说中国文学理论从“现代”时期进入“当代”

时期。

中国文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也发生了

巨大的转变，并且越来越丰富多元，终至新世

纪呈现出大繁荣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主

因是中国社会的变化，中国人生活的变化，但

与文学批评显然也有很大的关系。当“宏大叙

事”“解构”“建构”“后殖民”“东方主义”“元

历史”“延异”“无中心”“无主题”“反讽”“互

文性”“女权主义”等这些术语、概念和范畴

进入我们的文学批评时，我们的表述、言说、

思维方式、思想等其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中国先锋文学与学

习和模仿西方包括拉美的先锋文学有很大的关

系，但文学批评的理论先行以及从评论上予以

认同，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20 世纪 80 年代

先锋文学和先锋文学批评其实是一同前进的，

没有文学批评界对先锋文学的有效批评，先锋

实验小说得不到理论阐释，得不到理论上的论

证，它是很难走到今天的。“朦胧诗”出来之后，

不仅普通读者，甚至连诗人、诗评家都说读不

懂，但经批评家的解释和言说之后，读者和学

术界最终接受了朦胧诗，直至今天所有的读者

都习以为常了。20 世纪 80 年代先锋小说出来

的时候，很多人都称读不懂，但正是批评家的

解读让读者理解了先锋小说，同时也改变了很

多人的小说观念和审美趣味，从而使先锋小说

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新写实”小说最初产

生的时候，敏锐的编辑、读者都感觉到了它的

新异，却找不到术语和概念来言说它，正是批

评家用“新写实”概念以及相关言说，把它解

释清楚，并得到作家以及读者一致的认同。

总之，文学语言本体论对于中国文学研究

来说，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会改变我

们的文学理论，推进文学理论、文学史以及文

学批评的发展。过去我们讲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但只讲艺术，不讲语言。研究文学则是通过语

言或者透过语言研究其艺术，而不是研究语言

从而研究文学，也即语言作为工具，所谓“得

鱼忘筌”，语言是筌，艺术是鱼，似乎艺术在

语言之外，而不是在语言之中。文学研究语言

本体论就是强调语言即艺术本身，套用海德格

尔的话 ：“语言是文学之家”“文学诗意地栖居

在语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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