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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文学史史实、史料和史识研究。具体而言，

比如作家路遥与林虹关系的史料和史实，因目前只存当事人路遥的说辞，无另一当事人林虹的确

凿说辞，而成为一桩“悬案”。对其进一步研究，必然期望有新的史料出现，例如林虹的叙述、

进一步发现的重要旁证等。二是作品的阐释。一个众所周知没有形成共识的例子，是对贾平凹长

篇小说《废都》“作者意图”的分析。《废都》1993 年刚出版时可谓好评如潮，被认为是当代的《金

瓶梅》《红楼梦》，是以写世情呈现历史变迁的大作品。但紧接着该作品受到各方批判，阐释的方

向马上逆转 ：它被指责为写欲望的小说，而且结合当时文学与商业合流的语境，被断定为一部有

“商业操作行为”的坏作品。近年来，随着这部长篇的再版，指责的调门渐渐走低以至消失，“作

者意图”重新回到文学史研究视野，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开始出现。甚至有评论指出，这是贾平

凹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长篇小说。

尽管阐释者即批评家有权解释作品意图，但该意图完全由阐释者一方任意决定，似乎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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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险。因此，阐释有边界，并非要限制批评家解释作品的权利，而是要求批评家在进入作品

解读之前，应了解作品发表时的周边环境，例如时代气候、文坛潮流、社会转型矛盾，尤其是

作家选择这个题材的原因，塑造人物时的人生处境和思想情绪等，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加以主观

评判。关于前者，我已在《路遥与林虹关系的一则新材料》中有所介入和讨论 ；关于后者，可

参考当前的贾平凹研究，应继续开发作家的传记材料，如《废都》创作前后作家父亲的死、离

婚、单位矛盾等。这样不光从作品表面效果，也从“作者意图”的角度，重新回到作品理解当中。

由此，我对张江教授在《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从 π 到正态分布的说明》一文（以下简称“张文”）

中指出的“有效阐释的边界，由多个元素决定。作者赋予的意图，文本的确当意义，文本的历

史语境，民族的阐释传统，当下的主题倾向，如此等等，决定了阐释是否有效及有效程度的边界”①

的看法深以为然。

其实，这种“冤屈”不单发生在贾平凹一人身上，关于张承志、王朔等作家的研究也有相类

似的问题，或可将之称为“失踪作品”“失踪作家”的研究。先说张承志。在新时期一代作家当

中，张承志是与贾平凹同时期最早成名的作家之一。1978、1979 两年，他连续借《歌手为什么歌

唱母亲》《黑骏马》获得全国第一届短篇小说和第二届中篇小说奖。仅过几年，他的《北方的河》

再次获得好评。1991 年，他的重要长篇小说《心灵史》问世。按理，张承志应拥有贾平凹、莫言

和王安忆相似的文学史地位，前两年我通过十位批评家手机投票，张承志在新时期小说前十名的

作家名单内，虽然位置没有贾、莫和王靠前。而在本人眼里，他应与这几位旗鼓相当，甚至思想

上要更深刻些，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性非同一般。但为什么张承志从文学史研究视野中

“消失”了呢？这是 1993 年前后他与批评家的争论所造成的直接结果。换言之，他在批评家和文

学史家眼里变成了一位“有极端情绪”的作家，被打入另册，事所必然。另外一例就是王朔。在

北师大教授王一川带着博士生做的研究中，他被看做老舍之后“京味小说”的另一重要代表。这

种看法比较符合王朔的小说成就，至少从一个方面看，王朔小说记录了 20 世纪 90 年代北京城市

变迁的真实面貌，以及新一代青年日趋个人化的社会观念。王朔地位急速下降，甚至在有些文学

史叙述中消失，主要是他得罪了很多批评家，因此被冠以“痞子作家”的恶名。从本人的文学史

研究经验看，张承志和王朔都是不会“经营”自己的作家，不了解得罪了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对

自己的文学史定位将意味着什么。

“民族的阐释传统”在这两位作家身上还可以做延展性研究。中国批评家深受温柔敦厚等

中庸思想传统的影响，他们天然会反感和排斥思想、行为比较偏激的作家。这种“前理解”一

直在批评家身上潜移默化地产生作用，只是我们在观察当时的批评实践时没有注意，及至再对

其进行文学史清理时，才隐约感觉到了。20 世纪 90 年代，张承志、王朔都曾被看做“极端”

的作家。

“文本的历史语境”，势必牵涉如何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语境的问题。“张承志现象”“王

朔现象”是在 90 年代语境中生产出来的。90 年代文学论争关乎两个重要问题 ：文学与革命、文

学与市场。“张承志现象”偏重前者，“王朔现象”偏重后者，有时互有交叉。在上述历史语境中，

他们的“问题”才得以成立 ；离开上述语境，他们就会被看做没有“问题”的作家。因此，“如

何理解 20 世纪 90 年代”，是重新理解分析张承志和王朔的一个新途径。

本文并非要对上述两位作家进行“平反研究”，而是说我们需要重新回到材料中去，回到“文

本的历史语境”“民族的阐释传统”当中去，首先寻找他们被贬低的原因，其次对其文本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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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材料进行比对研究，不带偏见且设身处地地从作家出发，从问题出发，从作品出发，进行谨慎、

稳重和严格的讨论与研究。这里能想到的第一步，就是进行“究竟发生了什么”的研究。至于这

种研究能走到哪一步，是否会产生比较客观的效果，恢复文学史现场，从而能在一定范围内形成

共识，目前看不清楚，但值得去做。

二

张文还分析道 ：“其一，不是所有阐释都为有效阐释 ；其二，有效阐释不是无限有效”。“因

时代和语境不同，公共理性的当下存在决定了对确定文本的有效阐释，以某种方式约束于有限

区间。”②在当代文学批评活动中，尤其是某部作品的初期批评，经常会出现“不是所有阐释都为

有效阐释”的现象。其中一个原因是某些批评杂志为推出“作品批评专辑”，急速邀请一些批评

家写批评文章，因距发表时间太近，作品缺乏时间沉淀，很多问题不容易看清楚、想清楚，另外

作者多是敷衍成文，思考较随意芜杂，虽然体现了一些文坛氛围的鲜活性，但这些“批评专辑”

大多质量不高，除极个别文章外，多数文章不能算“有效阐释”。

“不是所有阐释都为有效阐释”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批评家的见识低于当时的作家作品。路

遥的《人生》发表后，当时杂志上发表的两百多篇相关批评文章很多说的是套活，是那个年代流

行的话题。这种现象，正好反衬出路遥是通过切身的人生体验，包括对转折年代的巨大敏感，才

创作出这篇几乎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时代符号”的文学作品。他提炼出的“高加林”形象浓缩

了一代人的经历和挫折，很多人都在这一人物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产生强烈的共鸣在意

料之中。由此可以认为，路遥在创作小说时，对“高加林现象”的见识是高于一般读者，也是高

于批评家们的。

“不是所有阐释都为有效阐释”，一定程度上关乎读书问题。批评家们忙于频繁、激烈、兴奋

的批评实践，不少人除阅读新出现的文学作品外，几乎无暇读书，补充知识的仓库。另有些人虽

也读一点，但一般是抱定“拿来主义”的功利观念仓促读书的。这种读书有限的现象还被“大家

都说一种话”的批评现场和行业风气所干扰，这样思想无法沉淀下来，来不及生成独立的思考。

有个说法是“批评现场”就是说“半截子话”，每个发言者被规定说 10 分钟、5 分钟，本来有所

准备，终究无法展开，回去还要赶批评文章的任务。在北京批评界，每周三四场作家作品研讨会

是常态，可以说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因此，“半截子话”就把读的一点书、稍微想沉淀一下的

文气都磨损掉了。看到这种现象，真有点心痛，冷眼去看批评这个“文坛”，便觉得稍微后退一步，

呆在书斋里做研究，偶尔客串一下“现场”，可能是一种明智选择。

另外，“有效阐释不是无限有效”的判断，从一般原理上说非常有道理。所谓“有效”，离

不开时代话题、时效性、多数人的感受等外因。但它必然会经历时间的磨损或伤害，语境一变，

大多数当时有效的观点就可能很快失去效用，例如 20 世纪 80 年代流行过“文学主体性”“向

内转”“寻根”“先锋”“新写实”“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文学”“欲望叙事”“个人叙事”等

说法。这些说法对语境有较大的依赖性，一旦语境消失，它们的危机即会显现。自然，也有一

些元话语是“无限有效”的，例如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等人穿越不同时空而仍具思想张

力的著述。

“因时代和语境不同，公共理性的当下存在决定了对确定文本的有效阐释，以某种方式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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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有限区间”③了，是对上述判断的延展和深入讨论。作为哲学论文，作者希望对提出的问题有

所限定。就当代文学研究而言，可以分开来论述。

第一，关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作家作品的批评活动。对文学来说，80 年代的公共理性就是“改

革开放”“解放思想”。既然改革开放，就要解除一切束缚人思想的极左思维，打碎思想的锁链，

把“个人”从历史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变成“新人”。80 年代文学塑造的人物形象，有的是一

个具体的人，有的是一种观念，各呈异彩，不能用统一的文学标准来要求 ：可以称为“具体的

人”的人物形象，有刘心武《班主任》的谢惠敏，王蒙《夜的眼》的陈杲，《布礼》的钟亦诚，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的钟雨，张贤亮《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章永璘，路遥《人

生》的高加林，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的陈信，贾平凹《黑氏》的黑氏，张一弓《犯人李铜

钟》的李铜钟，等等 ；可以称为“观念”的人物形象的，有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的黑孩，余

华《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我，《现实一种》的山岗、山峰，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的渔佬儿，

王安忆《小鲍庄》的捞渣，马原《虚构》的我，等等。前者与作者的人生经历有些牵连，带有

自传色彩，可以进行“人物原型”的考证和考察 ；后者不存在具体的“人物原型”，从现代派

小说、先锋小说的观念中派生出来，表面上看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存在，实际也是实体，即“现

代社会的人”。对这些“确定文本”进行有效阐释，依据的正是上面所说的“改革开放”“解放

思想”这一时代的公共理性。这是因为，不管上述人物形象是否有生活来处，或出自某种文学

观念，它们都由“公共理性的当下存在”所决定。凡曾经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读者、批评家、文

学史家，都不会怀疑其有效性。即使是后代研究者，只要接触了 80 年代的这一公共理性，认

同这一理性对那个转折年代思想行为的描述和规定，那么也不会怀疑它们是有效的阐释。然而

必须看到，这种人物形象包括对它们的阐释，也会“以某种方式约束于有限区间”。离开了 80

年代这个区间，它们也很难成为研究课题。它们因 80 年代的时势之变而展开，也因 80 年代的

有限性而受束缚。

第二，对 80 年代文学的文学史研究。刚才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文学史研究的眼光已置于其中。

不过，文学史研究的范围要比作家作品研究广阔而复杂得多。它当然离不开“作家作品”这个中心，

然而也不一定为作家作品所局限，比如文学思潮流派相关材料的开发、甄别、辨伪和细化，也

都可以离开作家作品来展开。即使对作家传记与作品关系的考证研究，也可以离开审美批评范畴，

拉到文学社会学范畴里来进行。文学史研究除了“时代公共理性”这一大视野，还有一个小视野，

或叫“专业规则”，即“文学史研究的公共理性”。对从事当代文学的文学史研究者而言，后一

种公共理性也许更重要。对当代文学这个还在发展的学科而言，文学史研究一直会受文学批评

活动和思维方式的困扰。比如，当有学者希望当代文学某些阶段，比如十七年文学，80 年代文

学能沉淀下来，作为“时段史学”的一部分，愿意对其进行历史性研究之时，总有些不弄材料

的人加以质疑、商榷或讨论，明说质疑商榷讨论，实际上是个人危机——怕失去聚焦点的恐惧

不安的体现。

专业规则范畴的“小公共理性”，是指研究者不能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而要根据发现的新

材料，来研究看起来已不成为问题的问题。比如，对路遥与林虹分手原因的叙述，主要依据当事

人路遥对朋友曹谷溪的讲述，后经曹谷溪转述，被《路遥传》《路遥年谱》《平凡世界里的路遥》

等研究著作所接受，由此成为两人关系的结论。为此，我查找相关材料，发现了林虹插队知青同

学邢仪《那个陕北青年——路遥》这篇文章。该文披露了一则新材料，说当年招工到铜川二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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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的林虹断绝与路遥交往，并非背信弃义，而是屈于家庭的压力，父母不同意她找陕北当地农村

青年。在当时，北京女知青家长对陕北农村男青年普遍持拒绝的态度。这种内外压力，促使林虹

态度发生异变。这则新材料与“改革开放”的大公共理性无关，却与专业的小公共理性具有关联性。

专业的文学史研究并不受制于大的舆论，它服膺的是史料的真实。文学史结论，不是在大的公共

理性的决定下做出，相反，应出自史料所给定的历史事实。

文学史研究有可能被约束于“有限区间”，在结论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新材料的发掘考证，

会将这一被约束于“有限区间”的结论再次解放出来，推导出一个新结论，或在旧结论的基础上

有所推进。比如，也有人说林虹到铜川二号工厂之后，并非断绝了与路遥的交往，有职工就发现

路遥曾出现在工厂大门口。这一材料再一次打破了“有限区间”，虽然还待进一步证实真伪。

这就可以使人想到一个在大公共理性与小公共理性之间的路遥的问题。按照“改革开放”“思

想解放”这一大公共理性，表现农村青年个人奋斗精神的路遥，必然被赋予很大的历史理解和同

情，提升了他个人形象的道德制高点。这种道德高地，容不下路遥传记研究的不同意见。而在小

公共理性视野里，路遥是一个作家也是普通人，他有各种优缺点，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

因此，以史料为基础和依据的文学史研究，就会经常跳出大公共理性的范畴，自觉去推进既有的

路遥传记研究，对已形成的文学史结论有所推进和发展。在文学史研究中，“有限区间”处于变

化之中。

三

张文最后指出 ：“所谓阐释的确定性又如何体现和实现？这涉及两个方向的问题 ：其一，文

本有没有所谓自在意义，如果有，它是不是一种可以被考虑的标准之一 ；其二，如果没有自在意义，

谁来制造和判定意义。我们的观点是，文本具有自在意义，这个意义由文本制造者赋予。无论他

表达的是否清晰与准确，我们目及任何文本，包括阐释者的阐释文本，皆为有企图和意义的文本。

如果非此，文本制造者为什么要制造文本，阐释者为什么前赴后继地阐释自己？”④张文的观点是，

文本存在自在意义，这种自在意义取决于“作者意图”。不这样推定，就不好解释。

20 世纪的西方现代派小说，有意弱化作家的“创作意图”；而接受理论则把对作品的解释

权归之于读者反应，至少认为文本是由作者、读者和批评家三方共同制造的。乍看好像有道理，

然而细化到具体作家作品，这种看法实际上脱离了作品创作的真实过程。举例来说，莫言的中

篇创作确实有过“先锋小说期”，比如《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球形闪电》《民间音乐》等

作品的生产过程。近年来，随着莫言传记材料的披露，研究的不断推进，我们发现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批评得出的那些结论，比如“神话模式”“家族模式”“儿童视角”等，出现了主观性

的漏洞。有材料证实，《红高粱》的构思创作并非空穴来风，并非纯属作者主观臆造，而出自好

友张世家给莫言讲述的一个当地抗战的真实故事。《透明的红萝卜》的构造中，确实有莫言天马

行空的想象成分，但人物原型则与生产队时期莫言偷队里萝卜被罚的实事有关。管谟贤在《大

哥说莫言》中也披露，莫言小说的原型很多来自本村的一些人与事。进一步说，没有莫言合作

化时期的饥饿和孤独，就不会有他后来的乡村小说，这一“作者意图”实际是贯穿他 80 年代中

篇小说创作始终的。

与文艺理论界漠视“作者意图”的有些观点相反，文学批评家则强调它对作品生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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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在《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一文中，特别提醒

读者注意作家的“创作意图”：“正是‘改革’之潮在 90 年代初的大转弯，将上海托上了弄潮

儿的高位。上海凭借历史、地理和政府投资的三重优势，迅速显示出新的神威。”“就我对《富萍》

的疑问而言，这新意识形态的大合唱当中，就有一个声音特别值得注意 ：对于旧上海的咏叹。”

他发现 ：“几乎和浦东开发的打桩声同步，在老城区的物质和文化空间里，一股怀旧的气息冉

冉升起。开始还有几分小心，只是借着张爱玲的小说、散文的再版，在大学校园和文学人口中

暗暗流传。”“一连串以‘1931’‘30 年代’或‘时光倒流’为店招的咖啡馆、酒吧、饭店和服

装店相继开张，无数仿制的旧桌椅、发黄的月份牌和放大的黑白照片，充斥各种餐饮和娱乐场

所。甚至整条街道、大片的屋宇，都被重新改造，再现昔日的洋场情调”，“在这怀旧之风四处

洋溢的过程中，纸上的文字 ：小说、散文、纪实文学，乃至历史和文字研究著作，始终腾跃在

前列。不但十里洋场的几乎所有景物，都蜂拥着重新进入文学，构成许多小说故事的空间背景，

那据说是旧上海的极盛时期的 20 和 30 年代，也随之成为这些故事发生的基本时间”。⑤南帆也

指出 ：“如同人们所发现的那样，越来越多的作家将他们的小说托付于一个固定的空间 ；他们

的所有故事都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王国里面，这里的人物互相认识，他们之间有着形形

色色的亲缘关系，作家笔下所出现的每一幢房子、每一条街道或者每一间店铺都是这个独立王

国的固定资产。”在分析王安忆 20 世纪 90 年代小说创作的变化时，他还不忘拿贾平凹、莫言

地域性的乡土题材做比较 ：“有趣的是，这样的独立王国多半存留了乡村社会的遗迹，作家所

喜爱的固定空间往往是一个村落，一个乡村边缘的小镇，如此等等。通常，乡村社会拥有更为

严密的社会成员管理体系，宗族、伦理、风俗、礼仪、道德共同组成了乡村社会独特的意识形态。

对于许多作家说来，乡村社会的文化空间轮廓清晰，版图分明，相对的封闭致使他们的叙述集

中而且富有效率，这些作家的心爱人物不至于任意地出走，消失在叙述的辖区之外。”而王安

忆上海题材小说与他们的作品最明显区别的特征则是，“王安忆更乐于为她的小说选择城市——

一个开放而又繁闹的空间”⑥。文艺理论界出于建构新理论的需要，可能会故意忽视“作家意图”

的存在，把关注重心转向读者反应 ；而文学批评家则要面对作家创作，否则无法开展具体工作。

跑到创作之外去面对作者，这从来不是批评家的职责。

综上所述，有效阐释得以成立，设定阐释边界是必然前提 ；而关于阐释的有限和无限，公

共理性则是检验标准之一 ；在此前提下，“作者意图”显然应进入关注的视野。应该说，这是当

代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这是因为，“有效阐释”从来就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为自己设定的

目标。

注释 ：

①②③④ 张江 ：《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从 π 到正态

分布的说明》，《探索与争鸣》2019 年第 10 期。

⑤ 王晓明 ：《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

说创作的转变谈起》，《文学评论》2002 年第 3 期。

⑥ 南帆 ：《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小

说评论》199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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