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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袁是当代西方理论时髦的话题遥 然而袁当代西方理论实际上存在极大的误
导袁事实上历史并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袁如何正确认识阐释的限度袁认识文学史阐释与历史事实
的关系袁是我们面对的一大难题遥 重新认识话语权对阐释的限制和决定作用袁可以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
一些有益的启示遥 本文提出袁一切历史都是话语权控制与斗争的历史遥 从这个角度出发袁我们可以对话语
权与文学史的关系进行更细致的研究遥 文学史作为历史的一个分支袁同野历史冶的概念一样袁也具有双重
属性遥 以此为依据袁本文以中国文学史为例袁探讨了话语权对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影响和对中国文学史叙
述与阐释的制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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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袁是一个常被学术界提
及同时也存在不少争议的学术话题遥 这一说法一
方面道出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书写
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袁另一方面也引出了如何保
证历史书写与历史事实相符合这一带有根本性
的问题遥 如果一味强调历史书写的野当代性冶袁难
免会让人质疑历史叙述的真实性遥 因此有必要引
入话语权对阐释的限制与决定作用这一视角来
解决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冶的说法所导致的问
题遥 顺着这条讨论路径袁我们也可以对话语权与
文学史的关系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遥
一
文学史是历史的一个分支遥 关于历史袁我们
传统的观点大都倾向于认为一切历史都是事实袁
都是真实可信的遥 但是这个传统观点已经遭到了
极大的挑战遥 西方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认为袁一

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袁这一理论说法对历史的真实
性与可信性提出了疑义遥 这种研究趋势其实关涉
到当代西方文论的一个基本特点院当代西方文论
从现象学到阐释学到接受理论再到新历史主义袁
它们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是客观事物的确定性不
像我们原来以为的那样独立于我们之外袁而是由
我们主客观共同构成的遥 现象学讲的意向性客体
指的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我们主观和客观共同对
话形成的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
么野一千个读者袁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冶遥 阐释学
中有个重要观点袁即读者对一切文学作品的阐释
都是创造性的遥 译介学中一切翻译都是创造性叛
逆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这个观点遥 一切历
史都是当代史袁也是这样一个问题遥 历史是我们
当代人或历史上的当代人写的袁而人们写历史的
时候都要受到他们个人的制约袁都受主体和客体
的共同影响遥 所以历史书看上去好像是真实的历
史袁如果仔细去追究就会发现其实并没有所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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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历史袁没有如其所是的历史遥
但是这种推演又引出了新的问题遥 因为一切
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袁以及现象学中意向性客
体的概念袁 阐释学中一切阐释都是创造性的观
点袁 译介学中一切翻译都是创造性叛逆的说法袁
都有一个先天的不足袁那就是我们强调主观的建
构或阐发的时候袁 强调一切翻译都是创造性叛
逆袁强调一切历史都是我们当代人重新阐释历史
的结果的时候袁我们没有办法约束我们主体的随
意性遥 所以阐释学家赫希就提出阐释应该有限
度遥 也就是说作家的意义渊meaning冤是不能变的袁
但是读者的阐释渊significance冤是可以变的遥 人们
可以使莎士比亚的叶麦克白曳与核战争发生关系袁
但这并不是莎士比亚的野原意冶袁而是读者阐释出
来的遥 渊1冤而正统的阐释学袁像伽达默尔袁根本不同
意这种看法遥 在伽达默尔看来袁文学作品的意义
从来没有被作家穷尽过遥 所以我们才可以不断地
阐释下去遥
但是怎样来限制读者阐释作品时的主体性
和随意性袁却仍然是一个大难题遥 翻译学界对野创
造性叛逆冶 的讨论为此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个案遥
有人提出院野翻译的忠实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尧永远
无法实现的乌托郊袁最准确的翻译充其全也只能
做到野近真冶袁而不可能同真或忠实遥 冶咱1暂这种说法
固然不错袁但即使不能野同真冶或野忠实冶袁在翻译
时也要尽量 野近真冶袁 而不能以此为借口放弃对
野真冶 的追求袁 所以有人反对上述这种激进的观
点袁对野信冶和野化境冶等传统翻译标准被消解提出
质疑遥 咱2暂而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袁野创造性叛逆冶的
争论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学术讨论的层面袁也对外
语教学产生了负面影响遥 曾经有外语系的老师抱
怨说袁 他们在教学生翻译时指出学生译错的地
方袁学生却将这些误译说成是翻译的野创造性叛
逆冶遥 学生的这种回答很可能只是顺口说出的搪
塞之语袁也可能是跟老师开了个玩笑袁所以不必
太当真遥 但是这个例子却向我们发出了一个危险
的信号院翻译是为了让不懂外语的本国人能够以
本国语言阅读外语作品的不得已之举袁为了传达
外语作品的原意袁忠实要要
要不论在绝对意义上能
否实现要要
要必须是翻译的首要标准袁而对野创造
性叛逆冶的张扬会把翻译引向何处呢钥 因为我们
在提出野创造性叛逆冶的时候并没有同时制定出
远

一个可以限制野乱译冶或野误译冶的原则遥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袁 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遥
如何保证历史叙述与历史事实相符合袁是我们每
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遥 当西方学者提出一切历
史都是我们当代人重新阐释历史的结果的时候袁
历史会不会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呢钥 这一点袁
是当代西方文论回避不开的重大难题遥 针对这个
问题袁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看法院历史确实不可能
是完全的信史袁 但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袁不
是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阐释和撰写的曰任何
历史的阐释与撰写袁其实是有规律的袁这个规律
就是其背后的话语权袁因此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
话语权控制与斗争的历史遥 渊2冤
这里涉及的一个核心概念是野话语权冶遥 野话
语权冶是当今学界的一个热门概念袁从词源上讲
野话语权冶中的话语渊discourse冤一词袁源自拉丁文
discursus袁本来是语言学术语袁其原意是交谈尧讲
话袁后来经过巴赫金尧福柯等人的阐发袁话语成为
与思想信仰尧价值追求尧世界观尧意识形态和权力
关系相交织的术语袁 并迅速蔓延于西方学术体
系遥 现在话语的意义阈限已经远远超越了语言学
层面袁而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权力关系袁因为它
决定了谁拥有对野真理冶的发言权与书写的权威
性袁它是一种具有较强隐蔽性但又无所不在的真
实权力遥 咱3暂
鲁迅的叶狂人日记曳典型地体现了话语权的
力量遥 简言之袁狂人就是疯子袁那个疯子认为这个
社会是吃人的社会袁他都吃了他妹子两片肉遥 但
这个疯子讲的话袁让人觉得句句是真理遥 疯子讲
的是真理袁那我们正常人呢钥 我们正常人讲的句
句是假话遥 之所以会这样袁就是因为在话语权笼
罩下我们大家都不由自主地讲假话遥 所以野话语
权冶顾名思义就是确立话语的基本规则袁掌控话
语生成与言说方式的权力遥 因此袁谁拥有话语权
也就意味着谁就可以制定规则尧维护权威尧决定
真理尧书写历史甚而压制他者遥
我们不妨以英语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为例
来说明这一点遥 现在英语差不多就是世界语袁虽
然法国尧 德国学者对此不以为然袁 但也毫无办
法遥 后来鉴于语言学界的争议和其他国家学者
对英语当世界语是否合适的质疑袁 有人就创造
了世界语袁还有机构专门推广世界语袁但是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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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还是寿终正寝遥 可以说世界语是我们人
造的最科学的语言袁而且没有任何偏见袁但为什
么它推行不开呢钥 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袁其实深
层的原因就是因为话语权遥 英语背后的权力支
撑着英语的话语霸权遥 世界近现代史上大英帝
国有日不落帝国之称袁之后美国又一家独大遥 英
国和美国讲英语袁你要是不讲英语袁就会被排斥
在世界舞台之外遥
我们比较文学上有一个实例遥 英国学者苏
珊窑巴斯奈特曾经提出一个观点说比较文学死
了遥 她的这一说法引起了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焦
虑和讨论遥 十年以后袁苏珊窑巴斯奈特又发表了一
篇文章袁说比较文学没有死遥 2009 年叶中国比较文
学曳第 1 期上刊发了一组文章袁来讨论巴斯奈特
的说法遥 当时我写了一篇题为叶失败的预言过时
的药方曳的文章来批驳她的观点遥 咱4暂那时前任国际
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佛克马教授还在世袁他告诉我
说袁我们批判苏珊窑巴斯奈特袁但她根本不知道袁
因为她读不懂中文遥 所以佛克马教授建议我们
用英文写批判文章遥 正好我办的一个英文的刊
物袁 叫 叶比较文学院 东方与西方曳渊comparative
literature院east &west冤遥 我们写了英文文章就在
这个杂志上发表袁 之后将杂志寄给她遥 结果她
看见了袁才对我们的文章作了回应袁认同了我们
的说法遥 这个例子就说明如果我们不用英文写
文章袁 根本就没有国际影响遥 清华大学的王宁
教授经常呼吁说我们在全世界失语袁 是因为大
家都不用英文写文章遥 可见英文霸权很厉害遥 英
文霸权谁给它的袁并不是因为英语好袁英语科学袁
而是英语背后的话语权难以撼动遥 这就是话语权
的力量遥
在对话语权作了上述思考之后袁本文提出了
一切历史都是话语权的控制与斗争的历史的观
点遥 从这一观点出发袁我们可以对文学史有更为
深入的认识遥 众所周知袁历史概念具有双重性袁
既指代野历史的本体冶袁即过去发生过的客观过
程袁也指代野历史的认识冶袁即人们对这一过程的
叙述和研究遥 咱5暂我们对话语权与文学史的关系的
探讨也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展开袁即话语权与客观
的文学史发展进程的关系和话语权与文学史叙
述的关系遥 下面我们就以中国文学史为例来进行
论述遥

二
在中国文学史发展过程中袁一直或隐或显地
存在话语权斗争的身影遥 最典型的例子是叶毛诗
序曳遥 汉代野罢黜百家袁独尊儒术冶之后袁儒家思想
占据了统治地位遥 作为儒家文学思想的代表袁叶毛
诗序曳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且持续的影响袁野作
为中国第一篇诗学专论袁叶毛诗序曳比较系统地提
出了若干文艺理论原则袁构成了儒家文论基本框
架袁形成了强大的话语权袁对中国文学理论和文
学创作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遥 冶咱6暂虽然不时有
人质疑叶毛诗序曳的说法袁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撼动
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遥 所以梁启超才会有如
下感慨院野若细按其渊指叶毛诗序曳冤内容袁则捧腹喷
饭之资料更不可一二数遥 例如叶郑风曳见有耶仲爷字
则曰祭仲袁见有耶叔爷字则曰共叔段遥 余则连篇累
牍皆曰耶刺忽爷尧耶刺忽爷遥郑立国数百年袁岂其于仲尧
段尧忽外遂无他人钥 而诗人讴歌袁岂其于美刺仲尧
段尧忽外遂无他情感钥凿空武断袁可笑一至此极浴其
余诸篇袁大率此类也遥 故欲治叶诗经曳者非先将叶毛
序曳拉杂摧烧之袁其蔀障不知所极矣浴 冶咱7暂虽然叶毛
诗序曳在梁启超看来野凿空武断冶袁但由于儒家在
古代中国的统治地位袁所以它一直是中国古代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纲领性文献遥 正如梁启超所
感慨院如此野凿空武断冶的东西袁野千余年来被奉为
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袁真不可思议之怪相矣冶遥 这
里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叶毛诗序曳的说法是否正确袁
而在于它背后的话语权使它能够屹立千年而不
倒遥
话语权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还有其他的表
现形态袁其中之一就是不同文学流派的论争遥 散
文领域的骈文和古文之争是我国散文发展史的
一条重要线索遥 骈文发展到唐代袁已经成为当时
各种场合的通行文体遥 针对这种状况袁不断有人
提倡古文以对抗当时的文坛风尚袁韩愈和柳宗元
发起野古文运动冶就是要争夺对文坛的领导权遥 但
韩柳去世之后袁古文逐渐式微袁并没有占据主流
地位遥 咱8暂北宋时期袁文风屡变袁先后出现五代体尧西
昆体尧太学体等文风袁欧阳修对野生涩狂怪冶的太
学体文风大为不满袁遂在主持科考时不录取写作
此类文章的士子袁 运用科考权力来扭转文坛风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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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遥 虽然由于科场选文标准的骤变而导致士子不

有资格代表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袁谁更有资格规

满袁但文坛风尚却也因此得到根本的转变遥 不过

划中国新文化发展的问题遥

这中间的过程却并非和风细雨袁 而是剑拔弩张袁
野欧阳修对太学体的打击袁 引起了落选士子的强

咱14暂

中国文学在语言层面也存在话语权之争遥 中
国古代文学多以文言为正统袁白话作品一直处在

烈不满遥 他们或则攻击欧阳修等人耽于唱酬袁不

边缘位置遥 唐代诗坛上就存在着一个游离于主流

暇详考校曰或则聚众起哄袁围攻欧阳修袁闹得街逻

诗歌之外的白话诗派袁 该诗派贯穿了整个唐代袁

不能制曰有的甚至投书欧阳修袁咒其早死遥 冶

咱9暂

明代的前后七子纷纷提倡复古文风袁 主张

野文必秦汉袁诗必盛唐冶遥 但到了晚明袁即有公安派

并且向上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袁向下则延续到
五代北宋以后遥 但这样一个持续时间这么久的诗
歌流派却长期不被人们关注遥 之所以会这样袁其

袁氏兄弟提倡性灵之说袁力主野不拘格套袁独抒性

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的文学观点历来轻视

灵冶袁写作清新的小品文曰他们在扭转文风之弊的

甚至排斥通俗的白话文学遥

同时也有争夺话语权的内在动机遥 清代的桐城派

时期袁胡适尧陈独秀等人举起新文学的大旗袁提倡

提倡古文袁他们标榜野学行继程朱之后袁文章在韩

白话文学袁 反对派的林纾等人虽极力提倡古文袁

欧之间冶渊王兆符叶方望溪先生文集序曳冤遥 姚鼐为

但已无力回天遥 此后文坛基本上是白话文学一统

了维护程朱理学袁不惜诅咒那些反对程朱的人断

天下遥 胡适甚至还写了叶白话文学史曳袁径直称文

子绝孙遥 他在叶再复简斋书曳中说到院野且其人生平

言文学是野死文学冶曰并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白话

不能为程朱之行袁乃欲与程朱争名袁安得不为天

文学不断地对抗文言文学袁 并最终取得正宗地

之所恶袁故毛大可尧李刚主尧程绵庄尧戴东原率皆

位遥 虽然这部书被钱钟书讽刺为野这种事后追认

身灭嗣绝袁殆未可以为偶然也遥 冶 对话语权的争
咱10暂

咱15暂

而到了新文化运动

先驱的事例袁仿佛野孩子认父母袁暴发户造家谱袁

夺不可谓不激烈遥 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袁钱玄同

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袁在文学史上

又将矛头直指桐城派袁称其为野桐城谬种冶遥 陈独

数见不鲜遥 它会影响创作袁使新作品从自发的天

秀更是要将明朝前七子尧后七子和归有光尧方苞尧

真转而为自觉的有教养尧有师法曰它也改造传统袁

刘大魁尧姚鼐并称为野十八妖魔冶袁宣布野愿拖四十

使旧作品产生新意义袁 沾上新气息袁 增添新价

二生的大炮冶袁与之宣战遥

咱11暂

由此可见文坛论战并

不是温文尔雅的谈判袁 也不是心平气和的论辩遥
不论是起哄诅咒还是公然开战袁都显示了文人在
争夺话语权时寸步不让的决绝姿态遥

值遥 冶咱16暂野野孩子认父母冶之类的说法未免刻薄袁但
钱先生对此的叙述也真切道出了这种文学史追

认的话语力量遥
在文学史发展过程中袁有些作家生前籍籍无

到了现代文学时期袁文学论争以及由此而来

名袁死后却备受推崇袁成为经典作家遥 其实作家的

的话语权争夺更是此起彼伏遥 野从五四时期的文

经典化过程也是不同话语权争夺的结果遥 典型的

义爷论争袁到 30 年代的耶左联爷与新月派袁与民族

代殷璠编选的叶河岳英灵集曳尧高仲武编选的叶中兴

言与白话尧新文学与学衡派和甲寅派袁耶问题与主
主义文艺袁与耶自由人爷和耶第三种人爷的论争袁再

例子是杜甫遥 杜甫在他生活的时代并不被看重袁唐
间气集曳等唐人选唐诗中都没有收录杜甫诗歌遥可

到 40 年代的 耶暴露与讽刺爷袁耶与抗战无关论爷和

见杜甫在当时是一位被边缘化的诗人遥

了一部文学论争史袁 甚至可说是文学的 耶战争

代袁以杜甫为师才成为整个诗坛的集体选择遥 宋

耶真伪现实主义爷等文学论争袁一部现代文学史成
史爷遥 冶

咱12暂

咱17暂

从中唐

开始袁诗人们才把杜诗视为作诗的范本遥 到了宋

而这些文学论争野都有着复杂的原因机

人之所以选择杜甫作为一代诗祖袁有两方面的原

制袁除了意识形态尧美学观念等方面的显在冲突

因袁一是因为杜甫最符合宋人关于人格修养的标

外袁还存在着话语权力争夺这一深层原因遥 冶 例
咱13暂

准袁二是在对诗艺精益求精的宋人看来袁只有千

如学衡派在 圆园 年代初与新文学展开的论争就有

锤百炼的杜诗才是真正的典范遥

争夺话语权的内在动机遥 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

的推崇袁杜甫诗才成为中国文学中的经典遥 清代

样袁学衡派对新文学的批评袁归根到底还是谁更

仇兆鳌引用前人语总结杜诗成就时说院野秦少游

愿

咱18暂

正是由于宋人

阐释的限度院从话语权的角度重新认识文学史发展规律

推为孔子大成袁郑尚明则推为周公制作袁黄鲁直

古人划成分尧扣帽子尧贴标签袁并在批评史中强行

则推为诗中之史袁罗景纶则推为诗中之经袁杨诚
斋则推为诗中之圣袁王元美则推为诗中之神遥 冶咱19暂

贯彻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斗争规律袁不时讲一些
套话冶遥

杜甫诗的经典化过程体现了话语权在文学史发

中的学者产生影响袁但学者也并非完全被动地承

展过程中对作家的筛选和野塑造冶作用遥 同时由于

受这种影响袁他们会以曲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

话语权的形塑效应袁也形成了与话语权相符合的

真实看法遥 郭绍虞受到野左冶的文艺思潮的影响袁

咱21暂344

不过主流话语权虽然可以对身处其

文学评价标准遥 野在中国诗歌史上袁对一个诗人的

但却并非对此毫无反思遥 他在 1958 年版的叶批评

当遥 冶咱20暂中唐之后历代文人学者对杜诗的推崇均

因为他认为野所谓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尧唯物主

评价很难不 涉 及 其 人格 修 养 与 道 德 责 任 的 担

与此密切相关袁野千家注杜冶的盛况也受到这一评
价标准及其背后的话语权的深刻影响遥

史曳中适当修正了 1955 年版的某些说法遥

咱21暂344-346

义和唯心主义这些术语袁在中国古代的用语中间
是很难找到这样绝对化的词汇的遥 噎噎这些术语
并不是完全适合的帽子遥 冶咱22暂在这里学者的学术

三

主张在悄悄地尧顽强地对抗主流话语的权威遥

刘大杰在 1940 年代出版了 叶中国文学发展

话语权不仅在文学史发展过程中起作用袁也

史曳袁1957 年他对此书进行了修改袁加入了很多初

会影响到人们对文学史的叙述遥 对此还可以区分

版本没有的野新概念冶袁如野反映论尧典型环境中的

为两种情况院一是不同时期的主流话语会对文学

典型人物尧人民性尧现实主义尧积极浪漫主义等

史家的文学史书写产生影响袁二是文学史书写本
身就是一种话语权袁它决定了哪些作家作品可以
进入文学史袁 也决定了评价这些作家作品的标
准遥
第一袁主流话语影响文学史家的文学史书写遥
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尧 文化潮流及学术研究范式
都会影响到文学史的叙述规则袁这可以 50要70 年

代中国的文学史写作为例遥 1949 年之后袁由于受

等冶咱23暂263袁这些都体现了当时的主流话语对他的影
响遥 但即使这样袁他也不能认同当时茅盾等人主

张的野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

义斗争的历史冶的说法遥 咱23暂266野文革冶时期刘先生的
叶文学史曳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青睐袁刘先生有机会

再次修改此书袁但这次修改野是在耶四人帮爷所推
行的思想政治路线笼罩和左右下进行的冶袁他野虽
然仍然不肯用耶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斗争爷的提

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袁 文学研究中的阶级论倾

法袁但却用了同样荒谬而危害性更大的所谓耶儒

向越来越严重袁 身处其中的文学史家难免会受到

法斗争爷这样的线索来贯穿文学史冶遥

这一趋势的影响袁 他们或是对此前的文学史旧作

看来在主流话语的笼罩下袁 学者要完全避免被

进行适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修改袁 或是在奉命
编写新的文学史时不得不按照当时盛行的话语规

咱23暂270-271

由此

野规训冶的命运并非轻而易举遥

第二袁文学史书写本身是一种具有鲜明倾向

则来叙述文学史进程袁 同时他们又都在主流话语

的话语权遥 文学史的叙述规则一旦形成袁其本身

与自己的学术主张之间挣扎徘徊遥 前一种情况可

就会成为一种话语权遥 这是话语权影响文学史书

以郭绍虞和刘大杰为代表袁 后一种情况则以王瑶

写的另一种表现形态院文学史写哪些作家袁不写

和唐弢为典型遥

渊4冤

哪些作家曰写某位作家的这些作品而不写另外的

郭绍虞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开创
者之一袁他完成于二十世纪三尧四十年代的两卷
本叶中国文学批评史曳是久负盛名的经典之作遥

渊3冤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袁 他分别在 1955 年和
1958 年出版了两种改写本的 叶批评史曳袁 这两种
叶批评史曳都野打着当时愈来愈耶左爷的文艺思潮影
响的鲜明印记冶遥

咱21暂343

在当时的环境中他只能野给

作品曰 对作品要这样评价而不是那样评价等等袁
所有这些都有受话语权影响的痕迹遥
上文提到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白话诗派袁
在现有的叶中国古代文学史曳书写中依然不怎么
被重视袁这种现象就是受文学史叙述规则影响的
结果遥 因为在现有的古代文学史写作中袁文言文
学是被叙述的重点袁尤其是在诗歌领域遥 另外受
怨

2015.4
制于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冶的观念袁唐诗宋词元曲

状况袁的确需要假以时日遥 因为文学史叙述规则

明清小说成为公认的能够体现各自朝代文学最

一旦形成袁即使有种种弊端袁也不会在短时间内

高成就的代表性文类袁所以这些内容在文学史书

彻底改变遥 这也是由于话语权的力量袁因为只要

写中占据了大量篇幅袁但这种叙述未必符合各个

支撑这种文学史叙述规则的话语权还存在袁这种

朝代文学史的实际状况遥 以明清文学史为例袁在

规则就不会消失遥 现在有一些学者觉得野现代文

中国的各类叶中国文学史曳中袁明清文学部分袁小

学冶这个概念有种种缺陷而提倡用野民国文学冶来

说戏曲占据了大量篇幅袁当时占据文坛主流的诗

代替野现代文学冶遥 其实这里涉及的绝不仅仅是这

文反而占的篇幅不多袁这种文学史叙述与明清文

两个概念的替换袁而是事关改变整个现代文学史

学史的实际状况和构成特点并不符合遥

咱24暂

叙述规则的大问题遥 因此这种转变很难在朝夕之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也受制于相应的文

间完成遥 但这些不同的声音会不断地质疑现有的

学史叙述规则遥 例如当下的现代文学史往往将穆

现代文学史叙述袁而由此反映出的不同话语权的

旦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诗人袁 但在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袁 穆旦因其诗歌的现代主义倾向而
咱25暂

斗争最终会导向对如下问题的思索院如何确定合
适的文学史叙述规则袁 以保证文学史叙述与文

因为在那个时期的

学史史实相符合遥 针对这个文学史家不能回避

文学史叙述中现代主义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

的难题袁 这里有必要重申一下上文提到的一个

文艺观袁是文学史批判的对象遥 在这种叙述规则

核心观点院 一切历史都是话语权控制与斗争的

影响下袁穆旦不可能进入文学史曰即使进入了袁也

历史遥 在文学史叙述层面袁我们不妨对这个观点

会成为被批判的对象遥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遥 在

作出如下解读院 不同话语权的斗争能够对文学

夏志清的叶中国现代小说史曳未被中国学者重视

史家在单一话语模式支配下的文学史书写提出

的时候袁张爱玲的小说和钱钟书的叶围城曳在中国

疑义和挑战袁 而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文学

在文学史上处于缺席状态遥

的各类叶现代文学史曳中并不被看重袁甚至被忽
视遥 但夏志清的著作传入中国之后袁中国学者受

史家由于受制于单一话语模式而造成的 野随意

性冶袁从而促进文学史叙述与文学史史实相符合遥

其影响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要列专章专节

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模式的文学史袁与不同时

来讨论张爱玲和钱钟书遥 这些都是由于文学史叙

期的主流话语尧不同史家的治史理念及不同学术

述规则的改变而导致同一作家的文学史地位升

传统中文学史的叙述规则等问题纠缠在一起袁因

降的例子遥

而可以对其展开多角度的研究遥 而文学史与话语

不过上述例子还只是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史

权的关系袁由于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有迥异的表

对个别作家的评价问题袁除此之外袁中国现代文

现形态袁所以还有待于深入挖掘遥 一味地强调野一

学史叙述规则还面临一些更为根本性的难题袁即

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冶袁好像一切阐释都可以任性袁

现代文学史由于要突出白话文学的地位而忽视

这确实是当代西方理论时髦的话题遥 然而袁我们

文言文学袁由于要提倡纯文学尧雅文学而贬低俗

必须认识到这种当代西方理论实际上存在极大

文学遥 一方面这些标准本身就是现代文学史叙述

的误导院 历史并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袁如

的话语规则袁另一方面这些标准也导致了现有的

何正确认识阐释的限度袁认识文学史阐释与历史

现代文学史叙述与文学史事实不相符合的弊端遥

事实的关系袁是我们面对的一大难题遥 重新认识

时至今日袁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通俗

话语权对阐释的限制与决定作用袁可以为解决这

文学的价值袁开始确认张恨水尧金庸等通俗作家

个难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遥 本文提出的野一切

的文学史地位遥 但要将古体诗词收入叶现代文学

历史都是话语权控制与斗争的历史冶这一观点可

史曳中袁却依然面临着如何界定野现代文学冶的概

以在一定意义上反思西方理论的缺陷遥 从这个角

念尧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传统以及现代文学史家

度出发袁我们可以对话语权与文学史的关系进行

的思维惯性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遥 我们对这种残

更细致的研究袁而这篇文章还仅仅是一个开始遥

缺的野现代文学史冶表示不满
员园

袁但要想改变这种

咱26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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