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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学的文学化与文学研究的历史化

梁　 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 历史化已经成为当前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明显趋势之一。 当下史学的文学化与文学研究的历

史化趋势，一方面，“新文化史”研究者并不满足于传统史学主张的史料之“客观性”价值；另一方面，文学理论

家们则质疑历史证据之真实性的前提，二者在方法论方面的追求和目标相当一致，即都在致力于揭示先于逻

辑、理性和证据生成的“生活世界”。 因此，历史化非但没有如反对理论者们所说的背离了传统历史学和文学

研究所遵循的人文主义原则，而且是对古典人文主义的具体化和历史化。
　 　 关键词： 文化史；历史化；人文主义；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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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化已经成为当前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

明显趋势之一。 对于文学研究而言，历史化是指

将文学文本诸如小说、诗歌和戏剧文本 “语境

化”，即将其放置于特定历史时期里形成的文学

场域、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中，进行细致入微的阐

释工作，它同时也意味着将文学书写视为福柯所

说的“镜子”“絮语”以及语言的消费直至“消亡”
与“僭越” ［１］３２－３３，探讨其在异质场域中发挥的美

学（感性）、社会、政治和经济功能。 文学创作不

是出自作家个人主观经验的简单表达，而是发生

在语言符号层面、超越作家个人之上和之外的、非
个人与超个人的“话语实践” ［１］３３［２］２４３，５２１。① ②换言

之，文学艺术作品并不表达世界和历史，反过来世

界和历史借助于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充满创造性的

渠道达成了自身，后者在经过这一世界生成的

“瞬间”之后成为了历史的组成部分。

反对文学研究历史化的人们一方面将其单纯

地视为传统的传记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甚至是社

会反映论的回归；另一方面指责新兴的历史社会

学方法抛弃了俄罗斯形式主义文论与英美新批评

实践所强调的、文学文本区别于日常语言的“文
学性”，抹杀了西方文学批评自 １９ 世纪诞生以来

着重阐发的、蕴含在经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生、道德

和审美内涵。 更有甚者认为，与其从小说虚构的

情节和场景中洞察时代的人情、风俗、社会和历史

状况，不如去阅读一本专门史或社会学著作更为

直接且有效。

　 　 一、从精神史到文化史

　 　 今日世界的知识分类体系奠定于 １８—１９ 世纪的

西方社会。 近年来史学界逐渐形成了被称为“１７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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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危机”的共识［３］３３－５３ ［４］ ［５］，①②③持这一看法的学

者们纷纷主张，全球自 １７ 世纪中叶开始经历了一

场由气候变化导致的包括农业减产、生活贫困、经
济萧条、政治变革、信仰动摇和文化危机在内的总

体性危机。 为了摆脱这场严重的危机状况，西方国

家大力发展航海技术，拓展海外贸易，改革不适应

私人经济发展的各项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形成了

与此相应的宗教信仰、文化观念乃至知识分类方

法。 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法国等传统的封

建王朝纷纷改弦易辙，奉行重商主义政策，在疆域

划分基础上建立起了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 由于

比印度和中国来说更为成功地应对了这场总体性

的危机，从而赢得了域内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的先

机［６］，与此同时，在其政治和文化领域也经历了一

场声势浩大的现代性运动，由此开启了其大规模地

向海外进行殖民掠夺与战争、殖民教育和文明驯化

的时代，西方在随后的数百年间逐渐取得了知识和

文化上的霸权。
这一时期在西方诞生了地理学、生物学、解剖

学、生理学，人种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等
学科和知识分类方式。 作为福柯意义上的“知识

型”，生命有机体普遍贯穿于 １８ 世纪西方的各种话

语中，成为了跨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众多学科门类的支配性知识实践模式。 在文学艺

术领域，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和理论家莫里茨率先将

一部文学作品，比如说一首诗歌和小说视为一个封

闭的、独立自足的生命体［７］２９。④在政治哲学领域，
小到公民个体，大到部落、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都被看作一个生命体，诸如中世纪欧洲出现的各种

基督教共同体、城镇的行业公会乃至黑格尔以西方

历史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普遍历史哲学当中的民族

精神和国家。 与此相应，在与拿破仑法国展开的民

族解放战争中，为了需求普鲁士文化的独立性，一
代德国思想家、文学家和教育家将来自拉丁和英

语世界的 Ｋｕｌｔｕｒ （ ｃｕｌｔｕｒｅ） 与来自古希腊世界的

παιδεíα ／ Ｐａｉｄｅｉａ 观念融会起来成为了真正具有

日耳曼文化本土意义的 Ｂｉｌｄｕｎｇ［８］，⑤奉行以教养

和教化为核心的人文主义教育成为威廉·冯·洪

堡大学教育的基本理念，并使之区别于法兰西第

一帝国推行的职业与技术教育模式。 在普法战争

胜利之后，尼采再次从古希腊酒神文化精神中汲

取灵感，将 Ｂｉｌｄｕｎｇ 提升为某种超越基督教的伦

理道德与人文主义价值，从而将后者塑造的人提

升为“超人”。 总而言之，文化的进程自此摆脱了

古典时代的人文主义传统转变成为以生命意志的

日益强大为目标的生命实践的历史。
文化实践的历史由此也被赋予与凸显物质生

活进步的文明进程即文明史不同的内涵，前者强

调出现于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的某种特定的文化

形态寄居在某位大思想家或者某个黑格尔或恩格

斯所说的“历史性民族” ［９］ ［１０］ 当中，⑥⑦反过来说，
这些思想家与处在世界历史特定阶段和特定地域

当中的民族被视作某种具体的文化形态的创造者、
实践者，或者说是前者在时间中的道成肉身。 这种

探讨文化生成及其历史的方法具有显而易见的可

操作性，然而其在方法论上存在的弊病也日渐暴露

出来。 形象地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传统西

方思想史 ／观念史研究的对象———各个时代的大思

想家们———仿佛是伟岸地矗立在世界历史的长廊

中的一座座明亮璀璨的灯塔一般，而处在一座座灯

塔之间的地带却永远地沦落到了黑暗当中，思想史

研究者们往往习惯性地用影响或者传播的观点来

解释这些被黑暗笼罩的灰色地带，以此构建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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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４ 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 １７ 世纪正处于封建社会向

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过渡期的欧洲在经济上经历了一场“普遍危机”。
随后，英国史学家修斯·特立佛－鲁波将其扩展为在 １７ 世纪中叶欧洲发生的一场表现为“国家和社会”冲突现象的广泛危机。
２００８ 年，另一位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帕克进一步认为危机不仅仅发生在欧洲范围内，同样也席卷了中国（明亡清兴）、伊斯坦布尔

（易卜拉欣苏丹被愤怒的民众绞死）、美洲（殖民主义战争）以及莫卧儿帝国，在此意义上，这场危机是一场真正的全球性的普遍危机。
“……真正的艺术作品……是自我完善的，它在自身当中拥有终极的目的与自身存在的意图”。
“我们德语中的教养一词是指教育的本质，后者在希腊和柏拉图意义上表现得最为清晰。 其自身包含对人为形成的、可塑性的、浮

现在教育者脑海中的规范性形象的指涉，‘理念’或者说是‘类型’。 凡是这一思想不断地在历史上出现之处，它便是源自希腊的一个

遗产……”
在黑格尔那里，并非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世界历史进步的推动者”，只有那些凭借自身的禀赋和精神建立国家的民族才是

“有历史的民族”或者“历史性民族”；相反那些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或者久已亡国的民族则是“没有历史的民族”，等待她们的只有被其

它民族所奴役或消灭的命运，这些国家涵盖了当时出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的所有东南欧国家，而“日耳曼诸民族”则代表着人类历

史的最高发展阶段。
１８４８ 年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东方问题的一系列著述当中，把哈布斯堡王朝之下除了德意志、波兰和马戛尔民族之外的其

他斯拉夫民族如捷克、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民族视为“没有历史的民族”。



统一的、封闭和自足的精神、生命和文化体系。
在 １９６８ 年爆发的学生运动当中，康吉莱姆、

阿尔都塞、巴什拉等在法国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事

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学者们将一种激进的革命因素

引入思想史研究工作当中。 在他们看来，历史首

先并非是某种同质的生命、精神和理性在时间长

河中不断绵延和进步的过程，相反在一个时代与

另一个时代的思想、精神和认识论之间往往会形

成各种各样的断裂，某一特定时代的知识形态并

非某一科学家个人的独创，而是呈现出一种普遍性

的、如同呈现在人类语言和意识当中的一般性结构

一样。 在继他们而起的福柯看来，历史的断裂并非

体现为思想家与思想家之间的不同，而是在不同时

代出现的诸如生物学、语言学和经济学话语及上述

话语实践的断裂，而且这种断裂也并非体现在某种

按照理性和逻辑原则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之间，而
是表现在非个人、超个人的或者是由诸多个人的陈

述和陈述行为相互交织而形成的一个个话语网络

之间。 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者，特别是德里

达开创的解构主义通过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
的拆解，彻底颠覆了 １９ 世纪以来德国浪漫主义与

生命哲学所标举的以生命有机体为核心的文化和

文化史观念，宣告了作者与人或者不如说是作者与

人的传统概念的死亡。
福柯的反对者们纷纷激烈地声称以前者为首

的 １９６８ 年一代的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研究方

法是“反人文主义” ［１１］的，它为欧洲源远流长的人

文主义思想和文化传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回顾

往昔，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人文主义曾经是西方文

化史研究遵循的核心价值。 １９ 世纪西方历史学

的奠基人、德国的史学巨擘利奧波德·冯·兰克

单纯聚焦欧洲各个封建邦国和宫廷的政治史研究

方法受到了来自卡尔·兰普雷希特［１２］ 和布克哈

特（兰克的弟子）的挑战。①前者针对兰克以事件

为中心的政治史方法提出了文化史的观念；后者

探索出了一套以人类精神的自由展开为线索的艺

术史和文化史研究方法，其文化史著作诸如《意
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希腊文化史》等著作

突出了推动欧洲文化和艺术发展的自由精神及其

在某一历史时代所碰到的主要是来自统治者的政

治障碍。 尽管布克哈特与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艺

术史家温克尔曼一样，为希腊艺术精神在现代欧

洲的复兴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其文化史研究仍

旧受制于人文主义的价值理念，面对资本主义经

济带来的物质文明突飞猛进的发展，布克哈特由

于担心来自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对自由文化的阻

碍而变成了一个文化上的悲观主义者。
德意志的文化悲观主义思想由来已久。 黑格

尔的思想敌手叔本华试图用印度佛教的涅槃思想

遏制盲目的生命意志冲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落

幕之际推出《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宾格勒悲戚

地发出了西方人既失去了创造能力也无法保存和

延续自身文化传统的哀叹。 在同一时期，齐美尔

也对欧洲文化的未来感到非常绝望。 在《文化的

概念及其悲剧》《文化的危机》等著述和讲演中，
这位悲观主义者揭示出了西方文化史的一个悖

论：知识和文化成果已经堆积和固化为外在于

主体与个人的客体，从而遏制了作为其源泉的

个体与主体的创造力，并使生命和精神无法在

文化中迂回自身。 也就是说，个人或主体越来

越无法突破文化的牢笼达到完善自我的人格这

一启蒙运动制定的历史目标，其结果使人们越

来越将手段当作目的本身，对“原本作为一种交

换和价值比较的手段，除了此种中介作用之外

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变成了赤裸裸的价值和意

义。 金钱成了大多数文化人目标中的目标；尽
管讲求事实的理性很少赋予其合理性，但财富

却成了大多数人的最终目标” ［１３］ 。 具体到文学

艺术方面来说，就是经典的、稳固的形式窒息了

作者和艺术家们创作的冲动。 在齐美尔看来，
欧洲文化的危机正是缘于主体与客体、个人与

集体、生命与文化之间日益扩大的隔阂。 在这

位德国社会学家看来，上述悖论源自文化史自

身的逻辑，这是其自身所无法予以克服的悲剧

命运，在其将离世之际所作的一篇题为《现代文

化的冲突》的讲演中，齐美尔寄希望以战争来拯

救欧洲文化于危机之中［１４］。
恩斯特·卡西尔对齐美尔的文化危机说不以

为然。 在这位新康德主义者看来，生命的创造冲

动对旧文化形式的突破以及创造新文化的行为本

身就是寓于文化发展之中的固有逻辑：站立在我

们沉思的尽头的不是一件固定的作品，而是作家

·４０１·

①与当时流行的兰克学派不同，兰普雷希特突出了物质因素的文化史意义；与布克哈特看中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个人的创造性不

同，兰普雷希特强调集体性因素，如“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灵”。



的一种生命表现形式；一旦这种形式不能表达作

家生命中更趋复杂和丰富的生命冲动，它就会寻

求创造新的文化和文学形式，在文化和文明的发

展过程中充满着这样的冲突和斗争。 因此，在反

驳齐美尔的欧洲文化危机论时，卡西尔说：“文化

既是‘辩证的’，也是戏剧化的。 它并非一个简单

的事件，一个静态的过程，而是一件工作，它不停

地起步且无既定的目标可言。 它既不将自己交与

天真的乐观主义，也不服膺于人类最终会走向

‘完满’的教条式的信念。” ［１５］

从布克哈特的文化史研究到卡西尔的文化哲

学论述，其学术兴趣仍然执着于对精神、生命、语言

符号之于文化的关系方面。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
人类学、社会学对礼仪文化、物质文化和书写文化

的兴趣陡增，文学理论领域也出现了以读者为中心

的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和阅读理论，在英、美国大学

里执教的一些从事法国中世纪史或早期现代史研

究的学者以及在法国本土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一批

学者综合了上述多重视野，提出了“新文化史”的
观念和研究方法。 新文化史代表人物是曾任美国

历史学会主席的娜塔莉·戴维斯，曾任哥伦比亚大

学教授、现任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罗伯特·达恩

顿，法国文学批评家罗杰·夏蒂埃以及英国史学家

彼得·伯克等。 新文化史研究者抛弃了布克哈特

和卡西尔的思辨史学和哲学传统，将其探寻的目光

移向中世纪的法国偏僻的乡村和贫苦的家庭、教会

保存的人口登记簿、革命年代法国的普通印刷工

人，以及生活在瑞士偏僻小镇的某一工厂主寄往巴

黎的订书单等。 与前一代文化史研究者们不同，一
方面，他们不但不排斥物质和经济因素，不但不将后

者与精神、生命和文化对立起来，反而将它们视为促

进欧洲文化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生产条件；另一方

面，新文化史研究者们不再满足于描述个人与主体

的抽象的精神世界，他们致力于揭示先于生命、精
神、文化和人文主义价值等种种抽象观念而出现的、
欧洲现象学意义上的“生活世界”。 为此，他们不惜

采用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神话学、精神分

析、甚至是文学想象和艺术虚构的方法，从而打破了

传统西方史学的撰写方式。 以罗伯特·达恩顿为

例，他从 １８—１９ 世纪分别在德国和法国乡村流传的

多个《小红帽》故事版本的异同入手，揭示了同时代

法国农民的悲惨生活及其丰富的生存智慧，以及其

看似抽象的道德观念背后的、具体的物质动因［１６］。
娜塔莉·戴维斯在其 １９８２ 年初版的《马丁·盖伊归

来》一书中，对发生在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乡村中

一件离奇的往事采取了一种“冒险的叙述”［１７］ｖｉｉ，书
中一再出现的诸如“可能”“也许”之类表示某种或

然判断的词汇预示着传统西方史学习惯上采用的、
可以被触摸到的从而是确定的证据已经不再能有效

地描述个人、家庭和乡村的具体的、真实的生活世

界。 实际上，戴维斯认为，由上述历史实验所生成的

东西并非是传统历史学意义上的证据，而是历史的

诸多可能性［１７］ｖｉｉｉ。 之所以如此处理历史，戴维斯的

初衷是不想让读者认为只有历史学家才掌握了真

理，讲述边缘人和地方故事正是其“去中心”［１８］历史

观念的体现。

　 　 二、文学理论对史学的“僭越”

　 　 ２０１９ 年，美国艾莫瑞大学马克·鲍尔林教授

在其主编的网刊《第一事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真理·阅读·颓废》 ［１９］ 的文章。①作者详细描述

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迄今美国大学英文系在课程内

容上的显著变化，即由以修辞和风格为核心的传

统文学批评转向俄罗斯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
弗莱的文化原型批评，再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与

福柯的话语理论，直至现今占据主导地位的后殖

民批评、女性主义与身份政治。 英文系课程内容

的变化意味着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遵循的路径和

宗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简而言之，即从追求正

确的文学阐释转而质疑其证据的真实性前提，理
论家的视野和著述也远远超出了文学自身的范

围，进入更为广阔的历史、社会和政治领域。 根据

鲍尔林的自述，学生时代和作为青年文学教师的

他也曾经像同时代的青年人一样积极拥抱和接纳

了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被引入美国大学英文系的

法国理论，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与福柯的话语分

析理论等，现在却深深地怀疑这些他曾经为之辩

护的文学理论的“实用性”，对后者带来的价值的

·５０１·

①鲍尔林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文系，自 １９８８ 年起任教于艾莫瑞大学，是《文学批评解剖》（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 Ａｕｔｏｐｓｙ，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一书的作者，２００８ 年因发表《最愚蠢的一代：数字时代如何使美国年轻人变得愚蠢并伤害我们的未来
（或者，不要信任任何一个不足 ３０ 岁的人）》（Ｔｈｅ Ｄｕｍｂｅ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Ｓｔｕｐｅｆｉｅｓ Ｙｏｕ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ａｎｄ Ｊｅｏｐａｒｄｉｚｅｓ Ｏｕｒ Ｆｕ⁃
ｔｕｒｅ （Ｏｒ， Ｄｏｎ＇ｔ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ｙｏｎｅ Ｕｎｄｅｒ ３０），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ｅｎｇｕｉｎ ，２００８）一书开罪于美国年轻一代人，并逐渐由一个具有激进思想的文学理论
家转变成为信奉天主教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多元化、文化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大加鞭挞，甚至

视之为“颓废”，鲍尔林由此也站在了如阿兰·布

鲁姆一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行列。
鲍尔林对文学理论态度上的转变并非突兀。

无论是坚守西方文学批评传统的文学研究者、遵
循西方传统史学方法的历史学者，还是依然崇信

欧洲人文主义价值理念的哲学研究家，他们对文

学批评和社会理论纷纷超出文学之外侵入传统的

哲学和历史领域的僭越之举的不满和诟病由来已

久。 尤其是一批正统的历史学家认为，文学历史

主义的研究进路不够“实证”，觉得小说、诗歌和

戏剧等文学作品所提供的事实或者证据是经过了

变形的因而是扭曲的，甚至是人为编造和虚构的

东西，采纳它们作为史料和证据并不可靠；文学研

究者和阐释者从某种流行的文学批评和社会理论

出发，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时代的方法触犯了观

念（价值）先行或者以论代史的谬误。
批评家和理论家们熟练地操练着诸如结构主

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
后殖民批评、身份政治等西方理论话语，以对各种

经典或非经典文学作品的阐释为切口，撰写出符合

各自理论旨趣的历史学著作，借以表达批评家和理

论家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其影响力

甚至远远超出了专业的历史研究者。 １９９４ 年，基
思·温夏特率先向这些理论家发难，在《屠戮历史：
文学批评家与社会理论家是如何谋杀了我们的过

去的？》 ［２０］一书中，这位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兼出版

人指责 ２０ 世纪 ５０—９０ 年代兴起于西方的文学批

评和文学理论破坏了已有 ２４００ 年传统的西方历史

学。 四年之后，他剑指爱德华·萨义德及其后殖民

理论［２１］，指斥其《东方学》和《文化和殖民主义》是
“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历史编纂学”，犯了“许多令人

尴尬的历史错误”。 他继续诟病萨义德粗疏地将

“文学批评的技巧应用于历史研究”，从而将复杂

的艺术作品扭曲为帝国主义的设计。
当时尚未投入保守阵营的鲍尔林很快就针锋

相对地反驳温夏特道，传统的历史学与后殖民理论

在认识论的预设、目标方面以及对“证据”的理解

上根本不同，因此温夏特对新兴文学理论的批判简

直就是无的放矢。 温夏特固执地认为小说作为证

据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它能够帮助一位学者的阐释

胜于另一位学者，这种说法可能更为符合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之前的文学批评观念，那时的文学研究者

们可以就济慈的诗歌《希腊古瓮颂》中某一诗节的

真实创作意图展开讨论，但它却与解构主义和文化

多元主义带来的认识论分裂状况格格不入。 对后

者来说，历史学深信不疑的所谓“有效性” “归纳

法”“一致性”和“理性”逐渐成了可以被质疑的东

西。 换句话说，小说提供的证据不再是服务于一种

阐释结论反对另一种阐释结论的证据，相反，历史

学所谓的证据或材料因其构成方式、其可靠性以及

其中暗含的文化、价值和理论前提本身就会引起学

者们的普遍争议。 在这个意义上，多元文化主义视

野中的文学阅读始终与种族、性别与意识形态联结

在一起，传统历史学认定的事实和证据失去了其客

观性，被化约为受制于见证者本人身份特征的个人

化的主观观点。 其次，温夏特认为小说提供的证据

应当是稳定的且不接受任何不同的阐释。 当萨义

德将文学批评的技巧运用在为数不多的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西方小说、诗歌和戏剧所提供的文学证据

上，并从中得出了殖民主义的结论之时，温夏特从

专业历史学家的角度列举了这位巴勒斯坦裔文学

批评家在其论证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史实性错误。
然而鲍尔林却说，尽管史实性错误对历史学家来说

性命攸关，但是理论家却对此并不在意，对他们而

言，“事实连同客观性、真理和现实本身是从属于西

方理性的意识形态”。 相反，理论家嘲笑历史学家

所抱定的“天真的实证主义”态度，因为一切现象

在这些后结构主义者看来都是有待不断进行阐释

的文本、“间文本”和“潜文本”，文学阐释者进而吸

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善于将相互对立的阐释结论

融合起来，他们能够从可见的“白人性”中看到不

可见的“黑人性”，从可见的“男性因素”中看到不

可见的“女性因素”，一举突破了西方旧有的、非此

即彼的矛盾律。 鲍尔林最后指出，温夏特误以为小

说提供的历史证据只可能是可以触摸到的东西，事
实上这些证据是在文学文本或其上下文中被建构、
暗示和流露出来的东西。 与事实的真伪相较，倾向

性和政治立场才是后殖民理论家真正关注的

问题［２２］。

　 　 三、人文主义与文学研究的未来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以降，德里达、罗兰·巴

特、拉康和福柯先后宣告了作者甚至是人的死亡，
并在他们各自的批评和学术实践中将传统思想赋

予作者或主体的行事功能转移到语言 ／意识的结

构或者超越于个人和主体之上、反过来形塑主体

的话语实践中。 其思想和方法被法国学者称之为

·６０１·



“反人文主义”，后者指责他们将 １９６８ 年学生运

动中激进反抗现实政治秩序的精神带入了学术当

中，形成了一种与欧洲传统人文主义相对立的多

元主义价值观，其结果导致了遍布于当今欧洲的

价值虚无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
二十年之后，鲍尔林也已经由对法国理论的辩

护者蜕变成为试图返回西方文学批评传统的文化

保守主义者，主张抛弃空洞的文学理论写作，重返

传统的、主要以散文为文体的文学批评，不再将文

学作品作为历史学的证据来源，转而追求文学自身

的真理。 什么是鲍尔林所谓的“文学的真理”或者

“文本的真理”？ 首先，他主张将文学阐释和文学

研究从抽象和空疏的理论和历史研究中剥离开来，
以便恢复文学特有的审美和道德内涵；其次，在美

国大学的英文系课堂上，教师们应当通过对经典文

学作品的阐释帮助学生们克服种种生活上的障碍，
反之，学生们应当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学会

解答自己人生中面临的种种难题。
鲍尔林作为来自文学理论阵营内部的反叛者

积极迎合了温夏特等人对理论的批评，他打算丢

弃众多文学研究者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迄今在西方

文学批评与理论领域里进行的实践及其所取得的

成就，重返文学批评的人文主义传统。 其欲使文

学批评和文学阐释摆脱理论和历史的缠绕，这本

身就是一种非历史的或者反历史的姿态，因此，鲍
尔林频频将固守古典人文主义对抗现代社会的另

一位美国文化保守主义者阿兰·布鲁姆引为同

道。 在分析 ２０ 世纪 ６０—８０ 年代“法国理论”之

所以能够在美国大学英文系的课堂上蔚然流行之

时，鲍尔林一一列举了诸如高等教育的投资增大、
文学系学生注册人数的增加，以及琳琅满目的基

金会提供了大量的金钱，用来邀请来自法国理论

家如德里达和福柯等原因。 然而鲍尔林并没有认

识到，法国理论之所以能够在法国本土兴起并迅

速波及到其他欧洲国家，最终赢得了大洋彼岸的

美国青年文学研究者和知识分子们的青睐，最主

要的原因莫过于其源自 １９６８ 年在巴黎街头爆发

的学生运动的、反抗现存政治秩序和阶级固化的

精神和意志漂洋过海感染了一代美国青年人，法
国理论既是这场席卷西方社会的学生反抗运动的

产物，又扮演着试图创造新社会政治秩序的文化

实践角色。 漠视法国理论生产的具体政治和历史

情境，将文学批评退回到人文主义的旧轨道上，这
不仅是对文学研究历史化，也是对史学研究文学

化的全面否定。
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先后被作为一种

反抗中世纪以来的神权政治与克服现代工业社会

带来的文化危机而进行的话语实践。 它经由 １７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知识分子通过对古希腊城

邦社会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的重新发现和建构而

逐步成为西方人看待自身以及其他民族的历史与

文化发展、社会与政治制度的规范性原则。 从弗

里德里希·奥古斯都·沃尔夫与威廉·冯·洪堡

在 普 鲁 士 首 倡 的 “ 新 人 文 主 义 ” 教 育 运

动［２３］ ［２４］，①②到 １９ 世纪的狄尔泰的学生爱德华·
斯普朗格、古典学家维尔纳·耶格尔等人发动的

“第三波人文主义” ［２５］ ［２６］ 运动，③④再到布克哈特

的文化史和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我们可以清晰地

看到，人文主义构成了一切历史特别是文化史、文
学史、精神史和观念史著作所遵循的基本编纂原

则。 简而言之，人文主义在启蒙运动的巨人康德

手里被表述为普遍历史的最终目标，即人性持续

不断地走向完善；在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

那里人被赋予了神圣的内涵（其理想的人格形象

是“半人半神”）；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实际上就

是接近于上帝的人格。 即便在不太相信启蒙的进

步史观的卡西尔那里，文化与文化的历史也与人

的符号性创造行为须臾不可分离。
反对理论者的批评焦点集中在福柯、德里达思

想观念和方法论上的“反人文主义”特征。 我们知

道，亚里士多德将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现代西

方哲学从笛卡尔开始将人设定为一个抽象的思维

主体，在康德、黑格尔一系观念论哲学中，进一步被

抽离了肉身的人变成了不断提升的、更加抽象的意

识和精神。 尼采重返古希腊人神共处的世界，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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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沃尔夫认为，“新人文主义”教育即“对人的研究……包括所有能够促进在人的内外世界之间达成一种美妙和谐状态的东西，后者

涵盖了富于一切精神与鉴赏力的纯粹人文教养与提高”。
威廉·冯·洪堡强调个体价值，认为学生只有通过古典语言的学习才能获得自由和创造能力，社会和实际需要与古典教育相较是

次要的。
斯普朗格宣称：第三波人文主义区别于新旧人文主义之处在于其“为现代社会带来的探寻和理解［人文主义思想的］广度”。
耶格尔认为，只有复兴古希腊的“Ｐａｉｄｅｉａ”传统，才能克服现代社会的“过渡文明”或者“文明逃离”的弊病，“一切真正的教养在此

均为人文主义教养，即将人教养成为人”。



赋予人以生命和肉体。 在摧毁了苏格拉底、柏拉图

建立的、超感性的理念和“最高价值”遭到贬值之

后，尼采断言“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还远未确定”。
在海德格尔看来，理性并非如黑格而认为那样是一

个自始至终的绝对的同一体，它是相对的并且拥有

自身的历史，而历史本身不是同质的时间的持续和

绵延，而是由不同的“世界”得以敞开的一个个“瞬
间”接準而成［２７］。①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赋予了人或者主体以

思维的自主性。 １９８２ 年，福柯在一篇与康德同题

的文章［２８］中打破了主体性的神话，将启蒙定义为

从人之所言所想和所做之事对“现时代”的反思，
换句话说，启蒙意味着对人的现实情境和局限性

的认识。 其实，人的主体性在历史中从未得到完

整的实现，人文主义的理想如果失去了对具体历

史情境的参照，就会沦为虚无缥缈的乌托邦。 在

福柯看来，主体性从来就不是自发和自明的，而是

被语言，准确地说是被基于陈述和陈述行为的话

语及其实践所形塑的［２９］。② 在这个意义上，传统

人文主义便暗含着这样一个悖论：被话语实践所

形塑的个人或者主体无法获得把控自身的自由，
遑论以人间的伦理道德来衡量世间的万物。 反

之，福柯的理论并非反人文主义，而是反对将主体

放在认识活动的中心，它将人文主义从抽象的、非
历史和反历史的层面推向不可触摸到的微观历史

和语言行为中，从而有效地探索了人的主体性诞

生和受到压抑的历史过程，其批判性和解放性一

定也不亚于人文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所起到的社

会批判和政治反抗作用。 我们甚至可以说福柯的

理论是一种具体入微的、“非理性的”和后形而上

学时代的人文主义。
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欧洲面临的政治危机和文

化危机中，海德格尔放弃了人的主体性的观念，将
其重新抛掷到人在其中居住的世界中。 在《艺术

作品的本源》中，他借助于对梵·高的绘画《农
鞋》的现象学阐释形象地向同时代的读者和作为

后来者的我们呈现了这个世界得以敞开的过程：
在这幅艺术作品中，农妇的鞋子让与之共存的其

他存在者与大地上的其他劳作者一同敞开出来，

泥土、谷物、狂风、田间小径以及农妇本人等。
“大地”通过梵高的画笔敞开与被庇护在人和物

共存的“世界”中，海德格尔遵循古希腊人的语言

和思维习惯，将这个世界的敞开和被庇护称为

“真理”。 只有借助于这样一个前提，人才能认识

万物、他人和自己，才能就此形成抽象的理念、逻
辑、理性、精神、生命和有关人的概念［３０］。 人如同

诗人和艺术家一样不是一个思维和认识的主体，
其功能是一种被海德格尔称为“被抛性的筹划”，
借助于诗人和艺术家式的构思和想象使一个真实

而具体的世界敞开出来。
只有在文学和艺术将一个真实的世界敞开和

庇护起来的那一“瞬间”，人才被赋予了时间，新
的历史便得以发生。 因此，诗性思维是一切历史

和理论的前提和源泉。 在传统的真实性和确定性

观念遭到普遍质疑的时代，无论是当前史学研究

的文学化还是文学理论的历史化，均在致力于揭

示一个远比理性和被物化的证据更为真实的生活

世界，并期待着人们面向关乎自己和他人的未来

作出伦理的和政治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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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 １９６６）一书中表述的有关陈述行为（ｌ’éｎｏｎｃｉａｔｉｏｎ）塑造主体的思想。 福柯将主体的形成过程置于语言之后的做法既区别于传

统的表现（ｒｅｐｒé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与叙述（ｒéｃｉｔ），又区别于英美分析哲学（特别是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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