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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
审美性碰撞

——以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为人物表

夏　伟

【内容摘要】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大陆高校的学科设置，始于 1949 年后。该学科的七十年历史，大

体可以 1980 年为界。1980 年前为“一体化” 学科（以下简称“80 前”学科），而 1980

年后，则渐趋多元与开放。其中尤以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三位美籍华人影响最大，

分别于 1980 年代、1990 年代、21 世纪初造成三波审美性碰撞，并引发争议与讨论。

面对美国汉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何评价诚然可见仁见智，但夏志清、李欧梵与王德

威三人，委实从“道德审美”“历史审美”“现代性审美”三方面，切实弥补了“80 前”

学科的疏漏或匮乏。

【关  键  词】　中国现代文学　美国汉学　学科史　道德审美　历史审美　现代性审美

【作　　者】　夏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240）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大陆高校的近七十年历史，大体可以 1980 年为界。1980 年前为“一体化”①

学科（以下简称“80 前”学科），而 1980 年后，则渐趋多元与开放。“80 后”学科一方面包容学

科内部的种种探索，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重写文学史”等 ；另一方面迎来了西方汉

学的参与共建。其中尤以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三位美籍华人影响最大，分别于 1980 年代（“打捞”

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1990 年代（重估鲁迅，反思“现代”）、21 世纪初（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造成三波审美性碰撞。

自 1979 年繁体版《中国现代小说史》问世以来，美国汉学介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逾四十年。

作为回应，大陆学科亦不断寻求对美国学者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更专业化的理解与批评。这

些批评回应中，有的渐成共识，也有不少分歧。其共识是，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三人可被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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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为一个学术共同体，他们强调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且与大陆学术界主流呈现出对话、

对峙、对抗诸关系。分歧则主要体现在如何解释“对话、对峙、对抗”诸关系。郑闯琦撰文《从

夏志清到李欧梵和王德威——一条 80 年代以来影响深远的文学史叙事线索》提示读者，夏志清

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本来就是服务于政治目的而写作的，“并且这一目的也在小说史中得到了

切实的体现”②，并暗示，这才是美国汉学“始终把五四叙事传统和左翼叙事传统当作有着内在

联系的叙事传统来进行反对”③的原因所在。对此，程光炜却有另一番叙述，程发现在这三位美

国汉学家的灵魂深处仍藏有一个“老中国”的“文化规约”，妨碍其透彻履践理想的“纯粹学术”，

但他仍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政治无意识”，并认为对“学院传统”，即“‘学术研究’只有置

于‘文化政治’之上才能使其拥有永远和无限的生命力”④的尊重与信仰，才是他们取得成就与

影响的关键所在。

上述三位美国汉学家与“80 前”学科间，确实存有某种对立。夏志清曾说其构思《小说史》时，

“中外人士所写的有关中国现代小说的评论，我能看到的当然也都读了，但对我用处不大”⑤，其

中或许就包括“80 前”学科的成果。李欧梵也提到他之所以在 1980 年代着手研究鲁迅，是因为

发现鲁迅“有些东西在神化的过程中被扭曲与误解了，有必要重新加以阐释”⑥。王德威则提醒

学科内的“批评家与学者现在仍须学着去忘记‘五四’为中国之现代所立下的界线”⑦，而“五四”

一词在王德威处，确如郑闯琦所言，与“左翼叙事传统”呈互文之态。对美国汉学的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做何评价诚然可见仁见智，然而美国汉学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否切实地弥补了“80 前”

学科的疏漏或匮乏，这或许是更关键或更基本的。若想考辨这一点，就应该将这些研究置入学科史，

直接与“80 前”学科进行审美性比对。

修史 ：“80 前”学科的非审美背景

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学科来研究，最早可追溯到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部指令“中国新文学史”位列高校中文专业必修课程，“真正从

其所附属的古典文学框架中独立出来”⑧，成为新学科。这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确立

前已不乏学术积累，但真正推动其自立门户的乃是体制性“修史”之需。温儒敏在《王瑶的 

〈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一文中写道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把历史

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很自然也就提出了为前一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修史的任务，研究‘五四’

以来的新文学发展历程，也就被看作是这修史任务的一部分。”⑨黄修己在《中国新文学史编撰史》

中解释得更为具体 ：“中国共产党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又有重视理论宣

传工作的传统，因而在取得政权之后，必然也要从意识形态的各个部门，来总结自己领导的革命

历史。”⑩据马越编著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记载，1952 年间，仅包含三十年跨度的北大“新

文学史”课程，所占课时几乎与数千年跨度的古典文学相当。⑪各方对现代文学学科之重视可见

一斑。

非审美性“修史”作为学科的诞生背景，既赋予其地位，又设定其任务或限度 ：将中国

现代文学史梳理、构建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文化战线的一个分支，即“无产阶级领导的

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史。1949 年 7 月，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

大会（“第一次文代会”）作总报告，确认“新民主主义论”是对现代文学之性质“最科学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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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⑫ 1951 年 9 月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出版，当为将现代文学史阐释为“新民主主义

革命底有力的一翼”的首次实践，此书因此被公认为学科奠基作，即开启了郑闯琦所说的“左翼

叙事传统”。1979 年，教育部重新组织统编教材，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下简称“唐弢本”）

三卷本应运而生。“唐弢本”将 “与人民革命事业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彻底

揭露、坚决斗争，对社会主义前途衷心向往、热情追求” 视作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标志”⑬，成为“左

翼叙事传统”最具权威性的总结，堪称“80 前”学科的收官之作。

上述“三十年一贯制”的现代文学史是1919年“五四”为起点的革命史的分支，其时政分量极重，

以至“现代文学史”学科应有的“历史性”“审美性”险些没了立足的地盘。比如“历史性”，鲁

迅 1918 年发表《狂人日记》，这明明是标志现代文学史的经典性开端的“第一篇小说”，但因比

1919 年“五四”早了一年，故现代文学史的门槛仍得被延后一年。再如“审美性”，“审美性”在

“现代文学史”中的弱势定位，是王瑶早在写《中国新文学史稿》时就颇费心思斟酌的。其特点

是，对艺术上有欠成熟的左翼文学充满“同情之理解”，但仍为文学艺术与技巧留下讨论空间。

比如王瑶批评沈从文的故事偏向野蛮，“脱离了它的社会性质”，人物也不典型，“只有一个轮廓”，

但同时也不忘承认“他的文字自成一种风格，句子简练，‘的’字用得极少，有新鲜活泼之致，

作品甚多而结构并不如张资平似的彼此雷同，运用文字的能力是很强的”⑭。又如他质疑徐志摩

的诗歌“内容贫乏”，不过“在写作技巧上，他是有成就的，章法的整饰，音节的铿锵，形式的

富于变化，都是他的诗的特点”⑮。王瑶还别具一格地选用胡适《尝试集》作为现代文学史的开

篇作品，⑯因为 “新诗”是文学革命中“最早结有创作果实的部门”，《尝试集》的发表和出版都

早于鲁迅的现代白话小说，⑰且胡适对诗歌形式的讨论，还颇有影响力。⑱王瑶觉得政治立场固然

重要，但纯文学上的才华与创见亦值得珍惜。

王瑶如此低调地呵护文学史中的审美性，在当年语境中不无嫌疑。1952年 9月《文艺报》召开《中

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批评王瑶将胡适、徐志摩、周作人与郭沫若、蒋光慈等革命作家并

列评述，属于“不分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主流与逆流”，更指出王瑶重视“文学形式”是“资

产阶级趣味”⑲。1978 年后，语境回暖，思路渐宽，但即便是万众瞩目的“唐弢本”也未能在“历

史”与“审美”层面取得突破。“唐弢本”原则上“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个人见解即

使精辟，没有得到公众承认之前，暂时不写进书内”⑳，还是担心重蹈“王瑶本”自说自话、特立

独行、引火烧身之覆辙。㉑

夏志清的“道德审美”：从规训到兴味

上文概述了“80 前”学科在 1949—1979 年所定型的非审美背景，因为舍此无法解释美国汉学

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于新时期登陆中国后所发生的三波审美性碰撞，为何对大陆学界冲击甚大。

第一波冲击，是夏志清的“道德审美”。

1979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小说史》）由香港

友联出版社汉译发行，迅速在内地引发回响。㉒ 1983 年《文艺报》组织座谈，“研究探讨”这部

文学史著。会议质疑夏志清的政治倾向与历史见解，也谨慎认可他对扩充文学史视野不无贡献。

唐弢坦言 ：“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实际上等于进步文学史，或革命文学史，而不是真正的现代文学

史。左、中、右的文学，我们只谈了左，中就谈的很少了，右的更少。知己知彼，我们没有知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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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毛病。”㉓王瑶也说即便“解放了思想”，文学史研究仍大多围绕“鲁迅、郭沫若、茅盾、

巴金、曹禺、老舍等作家”展开，这“确实与‘左’的影响有关系，是我们研究工作中的缺点”㉔。

唐弢、王瑶所说的被“80 前”学科所排异的作家，首先是指《小说史》盛赞的张爱玲、钱锺

书与沈从文。㉕可以想象，若没有夏志清的文学史“考古”，让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的佳作像

出土文物般重见阳光，上述三人怎会在当今享有盛誉。但夏志清对“80 前”学科的实质性刺激，

恐还不仅在于“打捞”名家名著，更在于他为现代文学研究拓宽了“道德审美”幅度。

《小说史》认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即在其受范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不便从事于道

德问题之探讨”㉖。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80 前”学科。所谓“道德”，实指人类对情感体验

及行为评判所持的伦理准则，它像埋在人心里的指南针，驱动个体面对复杂的现实人生时的所

思所为。“80 前”学科用来遴选作家作品的道德尺度太倾向时势，仅视如下三种情感为正当，

即对革命的“信心”，对人民的“同情”（或“热爱”）及对旧社会的“仇恨”。除此之外，要么

无所谓，要么入另册。

这套道德阐释尺度，在“唐弢本”中体现得最典型，以鲁迅一章为例，“短篇小说《狂人日记》

刊登于第四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五月），这是一份最激烈的向封建主义宣战的檄书，以文学的形

式揭露‘礼教吃人’的罪恶，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鲁迅接着又发表《孔乙己》、《药》

等短篇，集中力量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进攻，大大地激动了处身于革命浪潮中的青年，引起社

会广泛的注意”㉗，这就形同将“文学创作”转化为“战斗行动”，而鲁迅小说创作的复杂的审美

性交响，则被简化成“信心”“同情”“仇恨”三重奏。鲁迅小说《药》尾声“出现在革命者坟上

的花环就‘显出若干亮色’，透露了代表时代特征的革命的希望和力量”，体现“信心”㉘ ；小说《故乡》

则“写出中国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层层逼迫下的深重的灾难”，表达“同 

情”㉙ ；“‘三一八’惨案发生，……他（鲁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痛切地觉得 ：一般的斗争方式

不足以对付统治阶级的暴戾，‘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可鉴“愤

怒”㉚。再看“唐弢本”中的郭沫若一章 ：“《女神》对于封建藩篱的勇猛冲击，改造社会的强烈要求，

追求和赞颂美好理想的无比热力，都鲜明地反映了‘五四’革命运动的特征，传达出‘五四’时

代精神的最强音”㉛，这也是把创作阐释为“战斗”；《女神之再生》中“描写了人民的灾难”，“表

达了诗人对历史上反动统治者的强烈的憎恨”，“在黑暗中，终于传来了代表人民意志的声音”㉜，

这又分别与“同情”“愤怒”“信心”一一对应。

同时，“怀疑”“踌躇”“软弱”等不利于“战斗”的情感（相当于“同情”“愤怒”“信心”的

反义词），往往会遭到批评。㉝比如许地山的作品被认为“带着宗教的虔诚和命定论的思想，很少

对不合理现实进行正面反抗”㉞ ；叶绍钧“在估计当时革命形势方面所存在的某些疑虑，也妨碍

了他对倪焕之临终前的悲观情绪作出更为有力的批判”㉟ ；沈从文更是“对于黑暗腐朽的旧社会，

缺少愤怒，从而影响了作品的思想艺术力量”㊱。有趣的是，“唐弢本”评价郁达夫小说则如过山

车般跌宕，一方面作家“通过大胆率真的描写……控诉了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封建势力统治

的罪恶社会”而可进入“文学史”；另一方面《沉沦》却“笼罩着一层悒郁颓丧的气氛”，说明郁

达夫“沾染了中国士大夫‘怀才不遇’式的哀愁”，“就构成了严重缺点”。令“唐弢本”欣慰的是，

郁达夫在《出奔》中终于“怀着十分憎恶的心情刻划了地主董玉林的形象，揭示其贪婪、刻薄、

阴险、残忍的阶级本性，暴露其丑恶灵魂”，在“小说创作上是一个可喜的进展”㊲。

有文学史家认为“80 前”学科评判作家作品的道德尺度之所以偏紧，还与大学课程的体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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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关。陈平原认为，“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作为一种‘想象’，其确立以及演进，始终与

大学教育密不可分。不止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

这一百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㊳。温儒敏也有此类观察 ：“该学科建立伊始，就表现出两个

鲜明的特点，一是政治性强，二是与教学紧密相关，这种状况对后来现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学科

发展，影响都很大。”㊴这从另一角度表明左翼道德观确如主脉般贯通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所以

夏志清才批评“80 前”学科所遴选的大多数作品“对问题的看法和见解人云亦云”，仿佛“真理

之意义已经确定，他的工作只是用他自己晓得运用的语言将它宣示出来而已”㊵。在夏志清看来，

文学作为审美性语言艺术，即使含有影响读者心灵的道德元素，也不宜诉诸强制性规训，而应艺

术地弥散道德兴味之魅力。

所谓道德兴味，是对道德本身的兴趣。大凡兴趣便无法像指令一般生硬地颁布，而只能凭借

叙事，让读者进入审美情境后设身处地领悟与选择，从而确立、强化、冲击或更新自己的道德取

向。比如沈从文笔下的萧萧虽是童养媳，却未如“封建（宗法）范式”般遭受婆家的虐待，这是

第一层兴味 ；萧萧虽被婆家喜爱，却未守贞操，被帮工花狗骗取了身体，还怀了孕，这是第二层

兴味 ；萧萧怀孕暴露后，按传统道德，应当沉潭淹死，或卖给人家做妾，可伯父竟不忍心，仍让

萧萧住下，“这件事情既经说明白，照乡下规矩，倒又像不甚么要紧，只等待处分，大家反而释

然了”，这是第三层兴味 ；最后，一家人都欢喜萧萧的儿子，“到萧萧正式同丈夫拜堂圆房时，儿

子已经年纪十岁，已能看牛割草，成为家中生产者一员了。平时喊萧萧丈夫做大叔，大叔也答应，

从不生气”，这构成了第四层兴味。㊶萧萧的命运故事多少有些理想化，但沈从文的问题却提得好 ：

那些经历史扭曲而成的顽习固然丑恶，但“五四”主流在“激烈反传统”之余，是否也有碍文学

体恤人心中的纯美呢？

张爱玲的市井叙事也颇善于让读者为难，《倾城之恋》的白流苏与范柳原算不算真心相爱？如

果不算，现实中又有几人敢说自己的爱情比他俩的纯粹？《金锁记》的“七巧是特殊文化环境中

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女子。她生命的悲剧，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引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 ；事实上，

恐惧多于怜悯”，“七巧是她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种巴望、考虑、情感

的奴隶。张爱玲兼顾到七巧的性格和社会，使她的一生，更经得起我们道德性的玩味”㊷。

同样，钱锺书的《围城》深受夏志清喜爱，除结构精彩和语言俏皮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

“方鸿渐”的形象颇具道德兴味 ：“他是一个善良和聪明的人，但正如他后来自己领悟到，又是一

个毫无勇气的懦夫。他明白自己和别人的关系，一来太懒，二来害怕因此伤害别人。……尽管为

迎合他人做了自觉羞辱的事，他实在也是书中好多骗子的一员。他怯懦的性质一直贯注全书。”㊸

钱锺书的小说像一面镜子，让人清晰地看到自己的灵魂。如果真如方鸿渐一般懦弱，又该怎么办？

夏志清认为，《围城》没有给出答案，或许这并非小说叙事需要担当的责任。

夏志清《小说史》的道德兴味使人想起艾玛·包法利，她死于贪婪，死于对露水姻缘与奇珍

异宝的迷恋，但她肤浅的恋物癖却又是对人生寡淡与无聊的孱弱反抗，所以福楼拜才会说，“艾

玛就是我”；又使人想起堂吉诃德，这个痴呆的骑士小说狂却拥有超乎常人的正直与公道，是否

因为这些美德只能存在于小说或痴人心中？甚至使人想起《白鹿原》主人公白嘉轩——夏志清写

《小说史》时，《白鹿原》尚未问世——白嘉轩或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最复杂也最具道德深度的人物

形象之一，曾引发批评界许多争议。

简言之，夏志清以“道德审美”为特征的文学观与左翼叙事传统差距不小 ：前者欣赏道德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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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的魅力，后者重视道德教训的功用 ；前者探寻真理，视引发反思为妙，后者自信真理在握，以

三心二意为忌。笔者在此无意简单定论，而只想说，“80 前”学科将左翼叙事视同道德寓言，且

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绝对主流，那么，那些被视为“支流”却不乏道德审美魅力的作家作品，就

不免被委屈地撇在“80 前”学科门外了。从这个角度上说，夏志清《小说史》确是给大陆学科的

一个提醒 ：中国现代文学本身比“现代文学史”学科有更多瑰宝值得珍惜。

李欧梵的“历史审美”：从单轨到复调

单从作家作品论角度看，1995 年问世的繁体本《铁屋中的呐喊 ：鲁迅研究》才堪称李欧梵之

代表作。不过真正使他被大陆学界另眼相待的却是下一部书《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以下简称《上海摩登》）。《上海摩登》以 1930—1945 年的沪上出版物为媒介，研

究西方现代文明如何影响殖民地的日常生活及被殖民者对殖民文化的吸纳与反应，无心插柳间，

为大陆学科追忆出一座五光十色、兼容并蓄、欣欣向荣的现代“魔都”。经李欧梵想象重构的摩

登年代，既疏离于“左联成立→国防文学→延安讲话→成功解放”这条“80 前”学科恪守的史述

线索，又迥异于对国统区堕落、腐败、屈辱的惯性阐释，也独立于西方“后殖民”话语所假设的

殖民权力结构，反而倒映出当代世俗生活的亲切回光（所谓“老上海”），进而触发反思——为什

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都市”成分如此淡薄，尽管“现代”本应与“都市”有血缘之亲。

学界大多认为《上海摩登》属文化研究，但其起点还是文学。1979 年，李欧梵对中国现代文

学中的“现代派”元素产生兴趣，受夏志清启发，得知施蛰存为代表的“新感觉派”才是中国的

现代派先驱。起先李欧梵“只是想写几个作家”，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却发觉“文学的背后还是历史”，

这才开始回眸摩登年代，最后“选择都市文化作为一个切入口”㊹。所以，尽管从叙事上说，《上

海摩登》是从物质都市写起，再写到世俗生活及前两者对文学主题与形式创新的影响，但论构思

之内驱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仍是其初心。可以说，李欧梵是从文学史中发掘了“摩登上海”

这座历史文化意义上的“新都市”。

不过，与夏志清《小说史》“打捞”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不同，海内外学界最先钩沉“新

感觉派”的，并非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而是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 

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以下简称《流派史》）中，对“新感觉派”的剖析与李欧

梵心有灵犀 ：相比刘呐鸥，两人皆更欣赏穆时英，尽管刘呐鸥才是“新感觉派”的旗手 ；他们都

关注“新感觉派”的弗洛伊德情结 ；甚至都捕捉到电影语言对其小说叙述的影响。严家炎认为，“像

《上海的狐步舞》这种场景组切的方法，那种跳跃的镜头和快速的节奏，没有对电影的借鉴是不

可思议的”㊺ ；李欧梵亦对《上海的狐步舞》情有独钟 ：“小说的场景依次展现，就仿佛从漫游的

摄影机里突出的一个个涡形全镜头”，“所有的句子都围绕着文本这‘舞池’，就像是华尔兹或狐

步舞的群舞，进一步，退一步。甚至，它们也可以被比作那以缭乱的镜头组成的电影蒙太奇，摄

影机以不停的移动创造一种令人晕眩的效果。不管是像哪一种方式，这些场景都大胆地证明了小

说技巧可以借自其他媒介，例如舞蹈和电影”㊻。

但与《上海摩登》不同，《流派史》止步于“新感觉派”。严家炎没有因为在刘呐鸥的笔下读

到了嘉宝的眉、克劳馥的脸、黛德丽的腿，就联想到上海的摩登日常早已倾心西方审美，进而联

想到，哺育沪上现代作家们的，除了“五四”新文化精神，还有“上海的种种物质便利和通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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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的租界庇护”㊼ ；乃至于联想到“80 前”学科的刻板印象是否偏执。严家炎的批评尺度仍囿于

主流语式 ：“这些小说着重暴露了资产阶级空虚、腐朽、糜烂、堕落的生活，他们把一切化为赤

裸裸的金钱关系，无所谓纯真的爱情，只剩下逢场作戏”；“有一两篇也接触到资产阶级的对立

面——无产者的反抗与斗争，多少暗示了新兴阶级的远大前途”；“但是，刘呐鸥在暴露资产阶级

的腐朽、堕落的生活时，实际上也不无欣赏，这就使他的作品带有不健康的内容”。㊽简言之，严

家炎未能像李欧梵一般为读者呈现有别于“80 前”学科的历史文化景观。

为什么同样敏感于都市叙事的严家炎，没能像李欧梵那样以此为拐点，重新发现文学史中的

现代城市与世俗生活呢？学术积累或是原因之一，毕竟李欧梵曾师从费正清，有史学研究素养和

“文化考古”之嗜好，但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语境。

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脱胎自“中国新文学史”，“新文学”对应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故“新文学史”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的历史”。1980 年后，“新文学史”正式改称“现代

文学史”，首先是使学科多了一个时间向度 ：不仅要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的历史”，也应研

究与“革命”同期、却未从属于“革命”的各类作品及现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家炎的“新

感觉派”研究，作为“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研究中的一环，就有了合法性。

但另一方面，正因为“现代文学史”脱胎自“新文学史”，所以“80 前”学科赖以成型的学

思范式，也会让学者在讨论“新感觉派”的形式创新时极为小心。“新感觉派”植根于现代都市，

而都市是被殖民的产物，殖民者则是权威史述中的典型敌人，这未免让研究者缩手缩脚。

在《上海摩登》韩文版序言中，李欧梵回忆 ：“当我于八十年代初构思此书时，中国的改革

开放政策刚开始，社会风气仍然不够开放，一般人心目中仍然以为‘老上海’是个颓废之都，又

是饱受‘殖民主义’和‘封建余毒’摧残的城市，而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仍然是以农村为‘主旋律’”；

“还记得当上海的学界朋友问我研究的题目时，我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大谈‘都市文化’，更不敢说

我的书中第一章将会描述三十年代上海的百货公司，电影院和舞场”；当时中国学者想要研究点“现

代主义”，还需“煞费周章，故意把文学艺术上的‘现代主义’作为官方的‘四个现代化’的表

现形式之一”。㊾这说明，尽管在 1980 年后，学科已不强调修史的重任，但先前定型的史述范式

仍有很大影响。所以，哪怕严家炎涉及“新感觉派”的论著出版时已近 1990 年，他仍极谨慎地

将其都市叙事研究限定在“艺术手法”“舶来新思”的范围内，没有像李欧梵一样去深入触及现

代都市文化。

李欧梵的视野里当无此种非学术规训，这令他笔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可以是“忧国—革命—

反殖民”的，又可以是“世俗—开放—都市化”的 ；既能展现“三十年代居于上海的左翼知识分

子”，在“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下”的“羞辱和愤怒”乃至“个人罪感”，又能体察并包容此罪感

不足以使他们放弃“上海的种种物质便利和通商口岸的租界庇护”㊿。从这一角度说，李欧梵的《上

海摩登》恰从另一视角拓宽了学科对现代文学暨文化的“历史审美”愿景，此即“从单轨到复调”。

其实，李欧梵《上海摩登》所呈现的“老上海”之所以极富历史美感，就因为它曾让现代中国的

诸多异质文化并存于同一物理空间。

《上海摩登》出版后，大陆学界不乏质疑，比如“完全没有照顾到上海的穷人和贫穷世界” ，

或认为其忽视了错综复杂的租界政治对文化生活的影响。 不能说这些批评没有道理，但问题在于，

该书仅旨在讨论 1930—1945 年间中国出现的“一种新都市文化”。李欧梵说 ：“我的不少想法往

往和‘主流意识’不同，不见得是‘对着干’，而是不自觉地另辟蹊径，走个人道路”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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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穷人和工人的中外学者著作比比皆是，有心的读者可以参照读之，不必我在书中重复了” 。 

《上海摩登》只是想为“都市生活”与“现代文学”（针对大陆视野）以及与“殖民地”（针对西方视野）

关系之史述，增添新的面向，补白之意大于颠覆。而“补写历史”的权利，便是李欧梵赠予学科

的礼物，说明任何人都有权通过研究为“历史审美”增加新视角，不必拘泥于既定框架或语言。

王德威的“现代性审美”：从主流到多元

2000 年后，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出版，“没有晚

清，何来‘五四’”之论在大陆如雷贯耳。许多人感慨其艺高胆大，竟质疑早已成为现代文学学

科共识的“五四”起源论。其实 1980 年后学科内部对此“共识”的商榷，已颇有时日。以“晚清”

反思“五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源地位，并非王德威首创。

首先是在 1982 年，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内刊《理论研究》发表陈学超《关于建立中国近代百

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设想》一文，该文后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转载。陈文建议，拟将发

生于晚清的“西方冲击”与“中西交融”作为中国“现代”暨“现代文学”的开端 ：“当历史发

展到十九世纪中叶，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华古国禁锢的大门，世界潮流涌进这块沉睡的

大地之后，……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阶级、新的阶层、新的人物，特别是帝

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的发展，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反映对象和作家队伍。这个

变化，对于古典文学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质的变化”，“‘五四’文学革命所提出的主要口

号和任务，几乎都是在近代八十年的母腹中孕育、诞生的”，因此，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

把现在的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统称为近代文学”，再“以‘五四’为界，把这一百一十年的文学

运动作为一场文学革命的两个阶段，似乎更确当一些”。

其次是在 1985 年，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共同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在认同

陈学超以“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作为“现代”开端的核心思路之余，另外补充三点修订。第一，

是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因为“从学习‘船坚炮利’转到学习政治经济法律再到学习文

学艺术，是一个漫长的历程，是到了戊戌变法以后，才开始全面介绍文化艺术” ，“严复译的

《天演论》刊行，第一次把先进的现代自然哲学系统地介绍进来”，“梁启超作《译印政治小说序》

（翌年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正式印行），西方文学开始大量地输入，小说的社会功能被抬到

决定一切的地位”，“裘廷梁作《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文学媒介的问题被明确地提了出来” ，

这些都发生在 1898 年前后。第二，是奠立“二十世纪”式“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与意图——“从

当代想现代”，也就是打通近、现、当代间的学科壁垒，借助当代经验来更深刻地理解整个“二十

世纪中国文学”乃至“二十世纪中国”。陈平原说 ：“要研究五四那段时期的作家，没有感情介

入是不行的，你很难理解他们。六十年前的事，多少有点隔膜。幸好我们也经历了一九七九年

的一次思想解放，从‘七九’来看‘一九’，比较能够根据自己的体验，来理解五四时代的作家，

理解他们的心态，他们为什么会写那样的小说和诗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苦闷、徬徨。” 第三，

通过“从当代想现代”的思路，钱、陈、王归纳出一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主题，包括 ：“走

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

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等。 它们所构成的现代“史识”，为陈学超基于西方冲击之“史实”的

现代文学观填充了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新门，从而走出了“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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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学科“反帝反封建”的单一主题。

时隔三十四年，重估上述这条现代文学主线，其局限亦已明显，那就是仍将文学史与国运（时 

政）紧密结合，导致此学科框架依旧难以接纳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等“空谷幽兰”式（相对

于“感时忧国”式）的名家名著。钱理群在力陈“二十世纪”概念之可行性时曾感慨 ：“总感到

这一段的文学不太象文学，而且文学家总是在关键时刻很自觉地丢掉文学，很自觉地要求文学不

象文学，象宣传品就好了。” 此论或许不够全面，因为真能在现代文学史占一席之地的作家至少

分“两派”：“感时忧国”派（如鲁、郭、茅、巴、老、曹）与“空谷幽兰”派（如张爱玲、钱锺

书、沈从文等）。并非所有文学名家皆会“在关键时刻自觉地丢掉文学”，“感时忧国”派可能丢

得多一些，“空谷幽兰”派则未必愿丢。张爱玲是在沪上“孤岛”时期赢得文坛盛名，钱锺书《围

城》也是在 1944—1946 年沪上养病时创作。看不出他们笔下有多少鲁迅式的“感时忧国”，但并

不妨碍他们写出好作品。即使是对“感时忧国”派而言，他们在用热血感应国运（时政）时，其

“丢掉文学”的境况（成色）也是因人而异的。也因此，这里的要害已不在于历史上有多少“感时

忧国”的作家在多大程度上“丢掉文学”，却恰恰在于 ：另一些同样值得敬重的“空谷幽兰”派，

文学史贡献明明亦甚出色，却再次从钱、陈、黄的文学史视界滑落，因为其“三人谈”仍坚持以“感

时忧国”作为二十世纪文学史主线。

钱、陈、黄“三人谈”对大陆现代文学研究影响不小，不但催生了显赫一时的“重写文学史”

运动， 更激励了很多文学史著以“二十世纪”冠名。 但真正从“现代”之意涵角度（“现代性”

角度）对“三人谈”接着说的，首推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以下简称《被

压抑的现代性》）。

称《被压抑的现代性》是对“三人谈”的接着说，理由有二。第一，两者皆视 1898 年为中

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时间节点 ；第二，两者都持“从当代看现代”的史学视角。它们的差别在于对

“当代”含义的理解 ：“三人谈”是作为 1978 年“思想解放”的过来人看 1919 年及之前的文人心态，

仍属“感时忧国”之志 ；而王德威则是作为二十世纪末的在场者回首晚近百年，从而具有更超然、

堪称“现代性审美”之透视。

王德威不否认，从 1919 年到 1979 年，中国现代文学确实存在一条“感时忧国”的文学史“主

线”，但作为学科的“现代文学史”构建，若唯此“主线”马首是瞻，则不仅难以阐释张爱玲与

钱锺书的出现，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另两个创作高潮即晚清文学与当代文学格格不入。颇

具反讽意味的是，在晚清与当代及“五四”局外人之间，反而能找到更深挚的心理联系。如“朱

天文是张爱玲——40 年代中国颓废美学及史观的女祭司——的追随者”，而张爱玲“一向是晚清

狎邪小说的捧场者” ；从《离婚》（老舍，1933）、《围城》（钱锺书，1947）、《一地鸡毛》（刘震云，

1991）、《上火》（张洁，1992）等作品中，读者又能不时觅得晚清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

的余脉。这说明在众目睽睽下的“家国天下”主线之外，中国现代文学还有其支流，这些支流串

起文学史流域中的隐秘绿洲，尚在等待寻宝人的发现。王德威说 ：“我的取法不在于搜寻新的正典、

规范或源头”，而是“试图去了解，‘五四’以来被主流文学所压抑的是什么”。 这在实质上又为

学科演化呈现出另一个全新的“现代文学”观或“现代学科”观，即不必执着于为中国现代化寻

求出路，亦不必执着于对“中国文学现代性”之主流进行归纳，更重要的是以欣赏与尊重的眼光，

寻找文学史中闪烁的创造力与美。“五四”曾被公认为“告别晚清”（近代）的“现代”门槛，但

王德威的小说史“考古”功夫实在了得，使人们发觉那些标志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的诸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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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蕴、题材、叙事结构、形式技巧），皆能在晚清文存中找到母本。也因此，王德威有理由使“没

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说在文学史学科论域同仁皆知。这是王德威的“现代性审美”对大陆学科

关于“现代”含义的偏至性界定的校正。

结　语

1983 年，唐弢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探讨”会议上发言说 ：“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实际上等

于进步文学史，或革命文学史，而不是真正的现代文学史。……这是一个毛病。” 然而，若没有

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刺激”，唐弢或许仍不会把对钱锺书的青睐反映在 1984 年版《中

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目录上。若没有李欧梵对“摩登上海”的再造想象，都市文化研究或仍旧

背负“堕落”“颓废”的诅咒，不似如今光鲜夺目。王德威之前，晚清文学研究已颇具规模，但

他将晚清文学与现当代文学打通，无疑为反思现代内涵、打破学科壁垒提供了更多可能。曾有人

担忧 ：“随着‘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成为主流叙事 , 就形成了对‘启蒙主义’叙事、尤其是左

翼叙事的压制和遮蔽 , 从而再次重复了启蒙和左翼叙事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但实际上，正如

现代文学的出现并不会减少传统正典的分量一样，汉学家们为学科加入的主要是新意与生机，而

非压制与遮蔽。如今，钱锺书与张爱玲的作品，已成为大学现代文学课程中不可缺少的篇目，都

市文化与各种新兴文学样式，亦是名副其实的学术热点。改革开放后，唐弢反思中国现代文学，

认为其离不开“和世界先进国家的文学相沟通” 。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正是在与西方汉学的“碰

撞”中，大踏步地向前，日渐成为真正的“现代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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