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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性”理论与“政治性”挪用
——对韦勒克模式之中国接受的一个批判性考察
金惠敏
【摘

要】在 1980 年代的中国学界，对引进的韦勒克模式之所以青睐有加，从中转换出
“内部规律”
和
“外

部规律”，并促成“向内转”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提法的出现，固然其一方面的原因在于被压抑多年的审美需
求在突然间有了可以满足的条件之后的“报复性消费”，但更深层、更具决定性的原因则是整个社会对于人的
解放即对于人的独立性和个体价值的强烈要求，而不受外部约制的、纯粹的“审美”和“文学性”正好完美地体
现了这一历史性的要求。对文学之“内部”、
之“内部规律”、
之“文学性”的追求，乃是对于“其外”的人的主体性
的追求，文学的“主体性”与人的“主体性”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韦勒克“文学性”模式之被“政治性”地挪用于
是便成为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对于韦勒克和那些同韦勒克一样坚守“文学性”的文学研究者，韦勒
克模式的这一中国接受便显出特别的反讽意味。心心念念于“文学性”，势将“文学之内”从“文学之外”独立出
来，而结果却仍未逃脱被
“外部”
使用的命运。这也当然是韦勒克模式本身的结构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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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自 1984 年以韦勒克为主要作者的《文学

史性”只是言其贡献的一个方面，与许多红极一时的

理论》翻译为汉语之后，文艺学 界便开始奉文学作

理论风潮不同，另一方面，韦勒克的内外二分模式并

品的内外之分与文学研究的“外部”和“内部”之别为

未如流星般地在天空一划而过，此后便不留任何余

天之经地之义了。这不是说之前根本就不存在诗内

痕。韦勒克不是历史的陈迹。恰正相反，其二分模

诗外之分，不是说之前就没有谁要求过文艺之作为

式至今仍是文学和文学研究的金科玉律，甚至也可

一端应该为另一端的政治服务，没有专家学者对文

以说，它已经变成一种“规则无意识”，是“从心所欲

学做过非文学本体的研究，例如在红学界早有“红外

(而)不逾(之)矩”，弥散在看似不相联系的种种论辩玄

①

线”与“红内线”之分。我们的意思是，自此而后，文

谈之中。例如，对于文论失语症的焦虑，对于“文学

学界便拥有了旗帜鲜明的口号或术语，获得了世界

终结”于新媒介的哀叹，对于文化研究的非美学指

文论的强力支持，凭此而可以坚守审美的独立性和

责，对于“美学复兴”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中的期待，

自主性，让文学的城池固若金汤起来。虽属外来之

对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误解，对于文学阅读

物，读来亦不免有佶屈聱牙之感，然则韦勒克理论却

中理论介入的拒斥，对于西方阐释学之无效于中国

是迅速地在地化、语境化，结结实实地参与了中国新

文本的指认，对于“民族文学”和审美民族主义的捍

时期文学的思想解放运动。

卫，对于网络文学是否为文学的怀疑，以及关于“世

对于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形成和发展，韦勒克作
为域外学者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的贡献；但称“历

界文学”是仅仅意味着越界还是必须作为经典的争
论，等等，这些理论事件若是精细地磨洗辨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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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其中都游荡着韦勒克内外二分模式的幽

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

灵。韦勒克仍然活跃在中国当代文论之中，尽管未

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

必总以
“在场”的方式。

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

然而，一种观念的流行或根深蒂固并不一定就

展。”[1] 当历史的原因进入历史事件并左右历史航向

是其真理性的确证，具体于韦勒克文学和文学研究

的时候，我们也完全能够说，历史的原因便是此一历

内外二分观念，其流行或根深蒂固于中国以及西方

史之“本”质、文“本”而非仅仅是其“外”因、
“外”文本

文艺学界不仅不能证明其正确，反倒是有可能证明

了。而如果说将“文革”从思想文化史角度定性为封

它的肤浅、流俗以及自然般的粗粝和原始。我们都

建遗毒亦即封建主义之沉渣泛起、之兴风作浪的话，

知道，人类历史上从不缺乏根深蒂固而又经不起推

如《决议》所指出的，那么“文革”后思想文化界的任

敲的观念和所谓之“陈规陋习”。韦勒克模式，在我

务则一定便是
“启蒙”、便是
“思想解放”了。

看来，便属于这样的“陈规陋习”而我们多数人却习
焉不察。
笔者一直有对韦勒克内外二分理论进行解剖和

当此大任之前，文学界人士包括那些诗化哲学
家虽然不能说是他们在独力承担，但可以毫不掠美
地说，其出力最大，用功最勤，影响最广泛、也最深

批判的研究计划，但在实质性地进入这项任务之前，

入。刘心武、王蒙、戴厚英、刘再复、鲁枢元、朱光潜、

感觉还是需要先做一下外围清理的工作。本文属于

李泽厚、周扬、汝信、舒婷等等都是当时的启蒙者，都

这类外围性工作，即暂且不去理会韦勒克模式本身，

是“思想解放”的斗士，其共同特点就是接续和重申

而是先来考察它在中国语境中的接受，它是怎样被

“五四”以来日渐占据知识界、从而整个社会生活的

阐释、被挪用的，从而约略地暗示出这一模式所存在

现代性价值，高扬人的主体性，要求人之于社会的个

的问题。不过，读者若是愿意，也完全可以将本文作

体性和独立性。在诗人那里，甚至爱的形象也被宣

为一个有关“文学性”如何被“政治性”挪用的典型案

布为不是“攀援的凌霄花”，而是“相依”但又保持“分

例。而如果了解到这个层次，对于韦勒克和那些同

离”之距离：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

韦勒克一样坚守“文学性”的文学研究者，此案例岂

形象和你站在一起。”②在文学研究或文艺理论领域，

非显得殊为反讽吗?心心念念于“文学性”，势将“文

则有对于如今流行所称谓的“审美现代性”的阐扬，

学之内”从“文学之外”独立出来，而结果却仍未逃脱

其核心思想是审美作为一独立王国的“自治”或“自

被“外部”使用的命运。这也当然是韦勒克模式本身

主性”。在西方语境，
“ 审美现代性”是对资本主义

的结构性错误。
一、韦勒克模式与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
界的思想启蒙

“工具理性”的尖锐批判；在中国，它是对政治干预文
艺的委婉拒绝，而由于这种干预一直以来是假“现实
主义”之名，即以被政治化阐释了的“现实”而要求文

客观地说，韦勒克模式的引入和备受追捧在

艺对生活和历史的摹写和叙述，于是可能略显粗暴

1980 年代的中国语境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这一

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便被柔化为仿佛是艺术

历史语境主要就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批

自身之内在的和自然的需求了③。中国文论界，例如

判。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说就特别坚持文学尤其是诗的“形象性”，因为形象

决议》曾涉及“文革”形成之深层的历史和文化方面

大于思想，形象可以不接受政治观点的紧箍咒；又如

的原因：
“ 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因而

特别强调作家的内心世界，
“ 文艺心理学”作为一门

“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

学科曾一度风行，其对文艺“社会”学、
“政治”学的补

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

充和对抗自不待言，而于学科性研究的基础上，起先

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

作为文艺心理学家的鲁枢元随后更提出“向内转”一

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

说，其中难掩其对文学镜像反映论的鄙弃、同时对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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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心理之主体性、能动性和复杂性的崇尚④；再如“文

席勒和其他唯美主义者的中介。而事实上，中国哲

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它审慎地指出审美对于意识形

学家和美学家关于“内在的尺度”和“美的规律”这两

态的某种特殊性、进而可能的独立性 ⑤ ；复如在当年

个概念的阐释和争论也确乎是在根本上为韦勒克

堪谓一时令洛阳纸贵的刘再复的“文学的主体性”理

“文学”理论登台中国做了最重要的暖场工作。马克

论，其中饶有兴味的是其所提出的作家主体与对象

思的原话是：
“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

主体之间的二律背反现象：
“ 愈有才能的作家，愈能

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

赋予人物以主体能力，他笔下的人物的自主性就愈

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

强，而作家在自己的笔下人物面前，就愈显得无能为

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其中“内在

力。这样，就发生一种有趣的、作家创造的人物把作

的尺度”⑥ 是指作为构造者人之本身的尺度，但若是

家引向自身的意志之外的现象。”[2]悖论的是，作家的

不仅能够模仿对象的尺度，还能结合以自己的尺度，

主体性恰恰需要在创作中放弃其自身的主体性来实

来进行建造(产品)，那么这在马克思看来，就是按照

现。我们没有必要辩论说，作家这样的主体性其实

“美的规律”进行生产了。显而易见，马克思之用“美

并不属于其本人，而是属于其前见和前有，属于他的

的规律”来区分和界定人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的

文化无意识和政治无意识等等，而这样的主体是不

主体性本质，是受了席勒的影响的。我们知道，席勒

能称其为在支配和决定对象意义上的“主体”的。我

在《美育书简》中提出，人只有通过美才能走向自由，

们此处意欲指出的是，这种对对象主体的突出和坚

或者说，只有在游戏中，人才是自由的。马克思接过

守具有明显的思想和政治的寓意。如同这里悖论性

席勒的理想，但是将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地通过对作家主体性的解构来建构人的主体性一

即认为只有彻底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私有

样，1980 年代对情欲、朦胧、非理性、无意识、测不准、

制和经济剥削，席勒的审美理想才能够完全实现。

熵定律等等边域的狂热追逐，在那一特定的历史时

因此，
“ 内在的尺度”和“美的规律”的要义在于呼唤

期，反倒奇怪地承担着呼唤和重建某种现代主体性

一个自由、独立的人类个体。汝信当年先后发表的

的重任，简单来说，西方的解构主体理论在中国成了

《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

建构主体理论的材料或工具。

和《马克思与美学中的革命》两文将马克思与韦勒克

提到文学和文艺学在 1980 年代所扮演的思想启

之间这种内在的逻辑的关联清晰地展示了出来。汝

蒙角色，不能不涉及它从美学和哲学那里所获得的

信在前文中提到席勒美的理想，并旋即指出：
“ 只有

支持，而美学和哲学的灵感和力量那时则又主要源

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向人类指明通往自由之路。”[4]

于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简称《手

其后文对我们前引马克思言及“内在的尺度”和“美

稿》)一书。虽然韦勒克本人似乎对此书并不怎么了

的规律”那段话做有如下阐释：
“ 这样看来，艺术和

解，他在几次谈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场合均未

美的最深刻的根源，应该到人的自由的自觉的生产

置一词，又虽则说，尽管该书使用了两个仿佛与韦勒

劳动中去寻找，正是在这种劳动中，人能动地、现实

克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内外之分具有字面关联的概

地复制自己，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了，并且在他所

念“内在的尺度”和“美的规律”，然则仔细辨读，二者

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5] 显然在青年马克思看

其实并无多少学理性的关联，又虽则说，阐释《手稿》

来，审美劳动是人的劳动的最理想状态或形式，换

的中国哲学家和美学家也并不十分关注作为文学理

言之，任何劳动唯其成为审美化的劳动，它才能是

论家的韦勒克，但是，这一切都阻挡不了《手稿》在精

真正的劳动，而也只有共产主义才有条件将资本

神气质上、在理论旨归上与韦勒克“文学”理论的深

主义的异化劳动转变为审美劳动。可以说，对中

切关联，因为二者若溯源起来则都以康德的“审美自

国阐释者、进而对于中国文学理论家来说，
《手稿》

主性”或“审美自由”为其所宗出，当然这也是经过了

似乎不是一个经济学或哲学的文本，而是一部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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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著。的确如此，
《手稿》其时之特殊魅力和号召力

有争议的文学现象中找到它的存在。”[7] 鲁枢元认

主要在于它对共产主义的美学化描述和畅想，而这

为，刘再复本人的文章《论文学主体性》由于其“显

样的美学理想国本质上又是新时期国人所追求的作

示了文学理论向着文学内部的勇敢的探索，显示了

为人的理想。

中国当代文学对于文学自身的认识的深化”[7]，因此

如果在韦勒克模式和马克思审美理想之间做一

也是可以归类为一种“向内转”现象的。显然，这属

比较，那么可以说，在中国人的接受中，马克思提出

于“一种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向内转’”[7] 现象。在

了一个宏大的理想，而韦勒克则提供了通向这一理

此，鲁枢元所谓的文学之“内”指的就是刘再复所

想的“文学性”路径；进一步，马克思走出了席勒的审

谓的文学之“内部规律”，其“向内转”于是说的便是

美乌托邦，而韦勒克则陶醉在这一乌托邦之中，幻想

后者所捕捉到的文学研究由外部规律向内部规律

以乌托邦的方式而进入乌托邦的世界。最后，尽管

的转移。

不是十分清醒地自我意识到，然则中国学者却也是

再如，为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撰写“中译本

实际上将韦勒克模式作为一种审美武器而以之打开

前言”、也就是说对该著内容十分熟稔且应是具有同

人的解放、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尊严之路的。在这样

情式理解的王春元在其随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批评

对“文学性”和“审美”的整体使用中，文学和文学研

国内文学研究的停滞和落后，其中的主要原因他认

究的内外之分显然并不重要。

定是因为研究者无休止地重复文学的“意识形态性”

二、文学规律的内外之争同“小特殊性”与“大特
殊性”
之辩

“上层建筑性”和“阶级性”等等，而对于文学之作为
“语言艺术的独特性”，对于其“审美属性”或“审美特

跟随韦勒克文学和文学研究内外有别的理论范

性”则漠然置之、不起研究之念。进一步，王春元在

式，中国学者创造性地转换出“外部规律”和“内部规

此文中还发现说，相对于韦勒克对文学和文学研究

律”的新说法。例如，刘再复将当时文学研究发展的

严格的内部外部之分，中国学界基本上“内外不分，

一个新动向描述为“由外到内”，具体言之，就是“由

似乎是浑然天成”得可以，但其一严重的后果则是

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研究文学的内在规

“抹去了内部规律的合法地位，剥夺了审美特性的

律转移。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

存在权利，以外部规律取代了文学的内部规律”。 [8]

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

当代中国文学史专家洪子诚指出：
“文学研究‘内部’

态之间的关系，例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

与‘外部’的区分，和转向‘内部研究’的趋势与当时

生活的关系，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近年来研

欧美的‘新批评’、俄国的‘形式主义’的引进，特别

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本身的审

是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中译本的出版(1984

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文学各种门类

年 11 月，北京：三联书店，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

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等等，总之，是回复到自
[6]

身。” 鲁枢元则是自创“向内转”概念，不仅用它囊括

李泽民译。第一次印刷发行三万四千册，很快脱销)
有关。”[9]

了刘再复所勾画的文学研究这一“由内到外”的新

其时中国学者放弃韦勒克“外部研究”和“内部

动向，而且也涵盖到更其广大的文学创作领域。他

研究”这种新近舶来的术语而代之以更富于中国特

的意思是，整个文学界其时都在进行着“由外到内”

色马克思主义意味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当

的转向运动：
“ 如果对中国当代文坛稍微做一些认

然属于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借鉴和发展，不显任何

真 的 考 查 ，我 们 就 会 惊 异 地 发 现 ：一 种 文 学上的

突兀、违和，似乎二者之间完全可以划上等号。对

‘向内转’，竟然在我们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显

此，王春元的一段话可算是一个完美的注脚：
“ 韦勒

现出一种自身自发、难以遏止的趋势。我们差不多

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以‘外部规律’的研

可以从近年来任何一种较为新鲜、因而也必然是存

究和‘内部规律’的研究来构成全书的主体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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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虽然并不低估社会、作家传记、心理学、哲学

维”而分头完成该“思维”所下达的任务，但是这是被

以及其他艺术样式对文学的影响，却认为这些学科

普遍性划入其版图、并从而成为其臣民的特殊性，成

与文学的关系是‘外部关系’，而运用这些学科的方

为确证其威权无处不在的“小特殊性”，而非逸出此

法进行文学研究，都是‘外部研究’，即文学的外部

普遍性的、不屈不挠地坚持其自身存在的、不接受剪

规律的研究。只有以作品为本体，进行文学作品的

裁和整合的“大特殊性”⑦。需要注意，这两种特殊性

存在方式、谐音、节奏、格律、意象、隐喻、象征、神

并不属于两个独立存在的事物，而是同一事物的两

话、文学类型等等的剖析和研究，才是文学的‘内部

个方面：小特殊性是其“显现”的方面，而“大特殊性”

[8]

研究’，即文学的内部规律的研究。” 在韦勒克和沃

是其不显现或有待显现的方面。

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与他本人及其他中

王春元将文学的“小特殊性”纳入意识形态的宏

国学者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之间，王春元分

大普遍性，这种做法也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

别都划上了中国式的等号“即”。对此，一般读者应

基本做法，如陈涌所说，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文艺

不起疑。但仔细品读当时各种有关论述，这种术语

同时具备着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共同的本质、共同

的变换还是可以体味到其被赋予了更加强烈的思

的规律和文艺自身的特殊的本质、特殊的规律”[11]21，

想政治意味和意图，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指意

但陈涌担心有人“借口文艺的特殊性来排斥文艺的

和意向：如果说“外部”表示无关、表面，
“ 内部”表示

社会意识形态属性”[11]22，也就是说担心那原本应该

有关、本质，文学和文学研究应该转入其有关和本

位于普遍性之下的“小特殊性”膨胀为不接受“社会

质，不应当在无关和本质之外逡巡不前，那么将“研

意识形态属性”约制、并可能挑战这一归属的“大特

究”之更换为“规律”则是进一步地明确了“外部”对

殊性”，担心因大谈文艺的“内部规律”而可能的对于

于“内部”的约制、抑制、钳制、压制等等，我们知道，

“外部规律”的冷落、甚至于排斥，滑入“内部规律至

“规律”总是包含着强制和服从的成分，而宣布用

上论”或者“唯内部规律论”。这种潜在的危险，陈涌

“内部规律”取代“外部规律”于是也便是宣布文学

在其批评生涯之早期即有警惕：
“资产阶级是注意文

和文学研究从“政治”之中“特殊”出来、独立出来、

艺特征问题的……他们把文艺的特征神秘化，好像

解放出来。

这是不可捉摸的东西。把文艺的特征神秘化，扩大

或者，殊途而同归的是，扩大政治的容量和胸

文艺的特殊性，就必然会达到反对文艺应该成为工

怀，将文艺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包含进来，例如王春

人阶级事业的一部分，反对文艺工作应该受党的领

元从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及其他相关文献中

导和监督的结论，胡风和他的集团正是这样做的。”⑧

解读出文学的党性原则除了包括文学必须成为总体

与胡风等人(以当时的定论来说)的做法相反，陈涌则

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必须为亿万劳动人民服务等不

是坚持：
“ 文学艺术没有绝对的独立性，只有相对的

言而喻的含义之外，还应包括“必须充分估计到文学

独立性；文学艺术没有绝对独立的历史，只有相对独

[10]234

艺术的特殊性”

这一似乎例外的要求。在他看

立的历史；文艺的审美特点也不可能是绝对独立

来，尊重文艺的特殊性也就是尊重“文艺的特殊规

的。”[11]25 因此在陈涌看来，政治、经济、现实等等对于

律”，就是“尊重艺术科学的客观规律”[10]241。此处他

文艺创作的制约和决定性作用，亦即是说，党对文艺

大约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却不情愿指出，尽管

工作的领导和监督，
“ 不但不是什么‘外部规律’，相

尊重艺术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也可以是将艺术作为

反的，正好是文学艺术的最根本最深刻的内部规

一种特殊的方式而为党的事业、为政治服务，这犹如

律”[11]23。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本人与刘再复、王春元

说，
“ 形象思维”与“概念思维”之不同仅仅在于其思

等人的争执，其“整个问题就在于普遍和特殊的结

维的方式或思维所使用的器具，而就“思维”本身而

合”[11]，更明白地说，在于怎样去理解、阐释和摆正普

言，二者并不无实质不同，即是说，二者可以作为“思

遍与特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尽管他从来都是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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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特殊性的，然而于一个基本原则他却是毫不动

三、结语

摇、坚守如初，即“特殊性”必须服从“普遍性”，
“内部

虽然有上述分析，但显然可见，本文无意在刘再

规律”必须服从“外部规律”。唯有在不违背这一总

复、王春元、鲁枢元等人与陈涌之间选边站队，此处

体原则的情况下，方可给予文艺的特殊性和所谓的

我们意欲指明的是，当年韦勒克模式之所以被青睐

“内部规律”即特殊规律以一定的尊重。

有加，被转换出“外部规律”和“外部规律”，促成了

如果不做任何政治评判，我们倒是可以客观地

“向内转”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提法的出现，固然

指出，陈涌对“大特殊性”或“特殊性”膨胀之担心亦

其一方面的原因在于被压抑多年的审美需求在突然

绝非什么杞人忧天或神经过敏，因为确乎有理论是

之间有了可以满足的条件之后的“报复性消费”，但

将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而向那些一贯被仰之

更深层、更具决定性的原因则是整个社会对于人的

为更权威、更具支配权的其他意识形态形式要求平

解放即对于人的独立性和个体价值的强烈要求，而

等和独立地位的，如王春元时有表露的：
“ 作为意识

不受外部约制的、纯粹的“审美”和“文学性”正好完

形态的一种，文学与其它意识形态有着共同点，即它

美地体现了这一历史性的要求。对文学之“内部”、

的意识形态性。文学与其它意识形态是平等的，独

之“内部规律”、之“文学性”的追求，乃是对于“其外”

立的，它并不象陈涌同志所说的那样只是政治经济

的人的主体性的追求，文学的“主体性”与人的“主体

的存在形式，它与政治是平列的，同样是上层建筑，

性”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在第四次文代会为文艺

同样受制约于经济基础，只有互为影响的关系，并

解除了其为政治服务的重任之后，文学创作自然是

[8]

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 我们称王春元“时有”如

因之而繁荣起来，但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界并未将

此，意思是说，他并非每时每地都是如此，例如就在

其研究力量统统部署在“内部研究”上，
“ 内部研究”

这一引文的前面，他还在说：
“ 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

一直不温不火，而“外部研究”倒是一浪接着一浪，不

学科来看，它的本质决定于普遍规律(社会规律)与

断掀起新的高潮。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失去政治鼓

[8]

审美规律的结合。” 一会儿和陈涌说着一样话语

舞和赋能的“内部研究”在中国有难以为继的问题。

“结合”，一会儿又要求“独立”，王春元的文学观是

“内部研究”的繁荣需要“外部研究”的推动。现在回

否不能自圆其说呢?须知，关于 1980 年代中后期围

头看来，
“ 内部研究”当年的真正作用并非要人钻进

绕着文艺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的诸多争论，理论批

内部、研究内部，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号召

评家们可能心照不宣的是，他们不是在讨论对于文

回到人之“内部”，它假定，只有这个“内部”才属于人

艺的“小特殊性”要不要宽容和接纳，而是对于其

自身，而“外部”只能是对人的扭曲和强暴。浅近地

“大特殊性”要不要予以警惕和防范。争论各方当

说，
“ 内部研究”被谈成了“外部”的问题，成了“外部

都有这样的知识，即社会主义文学家也有可能像批

研究”的问题。

评现实主义作家例如巴尔扎克那样，为了艺术的特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并不抱怨历史与过往，但事

殊规律而突破其先在的意识形态规训和定见。洞

实的确是，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内与外的讨论，由

悉了这一秘密，如上的疑问当是涣然冰释：陈涌和

于更紧迫的历史任务，我们当时没有、后来也未能进

王春元虽然都在主张文学的本质是其普遍性与特

行沉潜性的、哲学性的思考。在赞成“外部研究”不

殊性的“结合”，然则其“结合”有不同之所谓：前者

会被等同于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偏爱“内部研究”

谈的是“小特殊性”，后者还意图“大特殊性”，而这在

也不必然就等于主张改革开放和自由民主的今天，

前者绝对是要阻止和禁绝的，当然，后者也绝对不会

即是说，在解除了政治对理论的捆绑之后，冷静、客

满足于做普遍性的王国里的“小特殊性”，虽则得到

观地探讨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内与外问题可谓适逢其

了“特殊”的地位，但仍在特殊的服务性位置而无独

时。不错，哲学常常是政治的注脚，但并非每每如

立和尊严可言。

此；应该承认，有些哲学可以是对世界的客观认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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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感谢时代，我们能够倾覆韦勒克模式而水波

殊性”部分地实现了“大特殊性”出显的本性，即出显为话语的

不兴。

那一小部分，因而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整合进某种符号
体系，但也有可能在它背后拖着或隐藏着一个桀骜不驯的

注释：
①“文艺学”一语在目前国内主要指文学理论或文艺理

“ 大 特 殊 性 ”。 可 以 说 ，
“ 小 特 殊 性 ”与“ 大 特 殊 性 ”虽 有 区
别，但不存在断裂，而是延伸。所以即便显得乖巧的“小特

论，其本义或来源是“文学学”，包括一切关于文学的研究。因

殊性”有时也可能不见容于多疑的宏大叙事。就其联系而

而现在的“文艺学”概念是只取其狭义的用法，仅指文学研究

言，
“ 小特殊性”即普遍性；而就其区别而言，
“ 小特殊”是普

中理论的部分。笔者是狭义广义兼而用之，自信在具体行文

遍性的内奸。
“ 小特殊性”总是处在变化之中，一是由于“大

中不会造成混乱。

特殊性”在其后的驱动，二是由于它必须修补“大特殊性”

②舒婷，
《致橡树》以男女之爱而隐喻人神之爱，或者说，
在封建文化传统中，二者两种爱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君为臣
纲，夫为妻纲。(参见《舒婷诗文自选集》，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16-17 页)。

③金惠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论纲》—文明确指出：

带给它的与普遍性之间的新的裂缝，以重新获得表接，获
得最佳之表接。
⑧陈涌的《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此文后来收

入《陇上学人文存：陈涌卷》(第 3-16 页)，郭国昌编选，兰州：甘
肃人民出版社，2015 年。在这个选集版中，引文涉及胡风的两

“不能仅仅从认识论角度，把艺术看作是现实的反映，也不能

句话被删去了(见第 3-4 页)。不过，此文的主旨则是要求重视

单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把现实作政治化的解释，现实可

文艺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反对在理论批评领域貌似有马克

以有更广大的内容，而阶级斗争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

思主义依据的庸俗社会学。(参见陈涌，
《关于文学艺术特征

面。”(参见金惠敏，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论纲》，
《文学评论》，
1987 年第 4 期，
第 9-22 页)。

④鲁枢元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
》，载《文艺报》

1986 年 10 月 18 日第 42 期第 3 版，以及鲁枢元：
《向内转》，载

《南方文坛》1999 年第 3 期，
第 3-5 页。

⑤钱中文的《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

生成》，一文将“审美意识形态”立论之初衷讲得十分清楚：
“多
年来由于强调意识形态性而忽视文学本身固有的审美本性，
以致在阐释文学本质的时候，不能一开始就把审美特性看作
文学本质特性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总要把审美特性当作第二
位的东西、附属性的东西，致使文学本身变成依附于政治的部
门，最终使文学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参见钱中
文，
《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生成》，载《文
学评论》，
2007 年第 1 期，
第 42-53 页)。

⑥“固有的尺度”在早前流行的版本中被翻译为“内在的

尺度”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97 页)或“内在固有的尺度”(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
刘丕坤，
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 51 页)。

⑦这里关于“小特殊性”和“大特殊性”的区别有拉康“小

他者”和“大他者”之分的知识来源，但它们并不完全等同。
“大
特殊性”包括了“无意识”所同时具有的弗洛伊德和拉康二人
所赋予的意义，即凡是不能进入意识并付诸符号体系的一切
均称“大特殊性”，它近似“独在”(singularity)，但只有它一半的
含义，即是说，它既“独在”，也具有趋向“显在”的本性。
“小特

的一些问题》，
《文艺报》1956 年第 9 号，第 33 页)。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室 .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注释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3：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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