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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及其当代意义
□李德南

很少有批评家能像李健吾一样，仅凭着为数

不多的文章，便能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树立

口碑；也很少有批评家会像李健吾一样，在批评

文章中直接陈述他的批评观。譬如《咀华集》的

首篇文章，所谈的是巴金的《爱情三部曲》，文章

开头有很大的篇幅却是在讨论语言的翻译问题，

甚至，接下来还顺势过渡，探讨批评家与翻译家

的微妙差别，以及何为批评。他谈论沈从文的

《边城》的文章也同样如此，全文字数并不多，却

用了约占全文六分之一的篇幅来谈论批评如何

运作，批评家的工作又有何意义。

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冒险的写法——它有离

题的危险，且容易产生令人厌烦的说教气味。然

而，读李健吾的批评文章，你并不会有类似的感

受。在讲述个人的批评观念和批评立场时，他不

自认为高人一等，不是把你视为他的学生，相反，

他平等地对待你，希望与你对话，而不是进行说

教。因为这种话语姿态的差别，这些并不服务于

文章主题的部分，便成了亲切的闲谈，既动人心

弦，又给人启发。理解到他的意图后，你会感到

放松，愉悦，由衷地佩服作者的胆识与宽容，喜

欢他的自信与自觉，甚至会对他的高明见解心

悦诚服。

在关于何其芳《画梦录》的文章中，李健吾曾

经谈到：“一个好艺术家多少都是自觉的，至少他

得深深体会他做什么，他能够做出什么。在把握

一切条件以前，所谓工必利于器，他先得熟悉自

己的工具和技巧。这是制作的基本。而诗人或

者文人，犹如一个建筑师，必须习知文学语言的

性质以及组合的可能，然后输入他全人的存在，

成为一种造型的美丽。”同理，李健吾文章中那些

并不服务于文章主题的部分，其实是一个批评家

艰难寻找、努力形成自我的过程。更可贵的是，

他几乎是把这寻找的痛苦与愉悦，所遇到的黑暗

与光明，他的所得与所失，毫无保留地与你分

享。李健吾在文章中还说，散文的特点是“要求

内外一致，而这里的一致，不是人生精湛的提炼，

乃是人生全部的赤裸。”引申而言，也可以说他是

一位勇于赤裸灵魂、袒露真心的批评家。

李健吾的《咀华集》出版于1936年，《咀华二

集》则出版于1942年。批评无疑是一种容易早

衰的文体，一本批评集能历经十年而不被人遗

忘，已经是万幸，《咀华集》与《咀华二集》却具有

更为长久的生命力。这些文章，确实含英咀华，

在今天回过头来看，依然悦人心智。他所留下

的，是一笔并未过时的精神遗产。

这笔精神遗产的意义首先体现在，收录在

《咀华集》与《咀华二集》等集子中的很多文章在

今天依然可以重读，而且在许多方面依然能给人

启发。尤其是在当下文学批评的生机与危机并

存的时刻，它能照亮我们的问题，给我们照亮另

外的路径。李健吾本人是京派的重要作家和批

评家，《咀华集》中所评的，比如像沈从文、林徽

因、萧乾等，主要是京派作家的作品，但其中也有

巴金这样很难以京派或海派来论定的作家；《咀

华二集》中所评的，有不少则属于左翼作家的阵

营。虽然所论的作家作品在主题、艺术特色乃至

于人生观与宇宙观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李

健吾对他们的阐释大多有独异之见。这些文字

里，有的是见解，却又不局限于见解；此外还有胸

襟，广阔的胸襟，因而所评的对象，就不局限于文

学上的同人，对于与自己的艺术趣味相异的，同

样有理解与欣赏的意向与能力。这些文章又用

词考究，譬喻精辟，或雅正，或汪洋恣肆，见才情，

也见风骨。因此，它们可用以重读，当作美文来

欣赏，从中得愉悦，也得滋养。

读李健吾的批评文章，还可以发现，他是一

位深谙诠释学精神的批评家。在讲述个人的批

评观念和批评立场时，李健吾不自认为高人一

等，而是把作家以及他个人的批评文章的读者视

为可以平等对话的对象；在针对具体的作家作品

展开阐释时，他总是将心比心，力求与所评的对

象肝胆相照。他希望在批评中有理解之同情，有

真正的发现与创造。可是他又意识到，要同时做

到这些并不容易。绝对的理解之同情只是一个

愿望，事实上，批评家的个人意志和作家的个人

意志，批评家的视域与作家的视域，甚少是完全

重合的。两者多少存在认识的分歧，以及感情的

差异。因此，如何在分歧与差异中形成共识，互

相照亮，是诠释主体必须考虑的问题。

在李健吾看来，批评中的阐释是一种个人化

的活动，可是阐释不能局限于个人，不只是一种

个人的喃喃私语，而是意味着对话，是“灵魂企图

与灵魂接触”，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卷

入。在批评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其实是建立何

种主体间性。如何在批评中调动个我的经验，而

又不陷入极端的唯我论，如何在“希冀达到普遍

而永久的大公无私”，同时不丧失“我深厚的个

性”，如何真正做到不即不离，不偏不倚，都可以

说是批评家所该考虑的基本问题。在处理这些

问题时，始终坚持适度原则，保持必要的平衡，正

好可以见出一个批评家的才能之大小。

在这方面，李健吾无疑有他的过人之处。他

曾多次对巴金、卞之琳等人的作品提出他的见

解，这些作家都发表了回应的文章，表示不能认

同李健吾的分析；而李健吾也对此进行了再度回

应。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一个批

评家，李健吾从不强人所难，自负地觉得作家应

该接受自己的意见，同时，也不轻易屈从于作家

的申辩，轻易放弃自己的立场。比如在讨论卞之

琳那首非常著名的诗作《断章》时，卞之琳，也包

括后来许多文学史家，都认为这种诗所表达的是

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相对的关联”，

然而，李健吾却更愿意从“装饰”二字入手，从互

相装饰的状态入手，判断这首诗中“寓有无限的

悲哀”。

在面对这样一种阐释的分歧，李健吾的态度

堪称典范。在他看来，“一首诗唤起的经验是繁

复的，所以在认识上，便是最明白清楚的诗，也容

易把读者引入殊途”。卞之琳这首只有四句的诗

也同样如此。分歧的存在是一种事实，但他说，

“我的解释并不妨害我首肯作者的自白。作者的

自由也绝不妨害我的解释。”他很清楚地意识到，

一个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与分析，不可能脱

离个人的主体性，而文学文本，尤其是诗歌的阐

释空间，往往是充满弹性的。围绕一首诗，可以

有多种不同的阐释，“阐释的冲突”也许恰好是一

种相成之美；这种相成之美更不局限于文本内

部，而对作者的自我养成亦有所增益。

上述的这些，本该视为批评中的常识，然而，

在最近几年的批评中，这种常识同样被忽略了。

阅读当下的批评文章可以发现，有不少学人喜欢

大谈福柯、布迪厄和萨义德，单一地用“权力的眼

睛”去察看以往的文学研究、批评与创作。由此

而生产出来的学术成果，往往充斥着过多的道德

优越感，对研究对象缺乏理解之同情，拒绝承认

或有意忽略“他者”也会有文学情怀或文化情

怀。然而，在伽达默尔等现代解释学的大师看

来，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看问题容易受自身视

域的限制；人类所有的知识、观念与方法，都不过

是在提供一个切近事物的视角；任何人都必然和

“有限性”这个词联系在一起，都有洞见与不见。

理解和解释，也不过是一个循环、开放的过程；真

理并不在我们的手里，我们都不过是在通往真理

的途中。

从对阐释主体之基本状况的认识出发，李健

吾的批评，还很好地处理了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关

系问题。这一点也值得注意。

在李健吾看来，不管是作家还是批评家也

好，都要警惕自身被主义所局限，因为“实际文学

上任何主义也只是一种说明，而不是一种武

器”。批评家也同样如此——批评家的主义，多

是各种“理论”，是时时新日日新的理论。对此，

他也有辩证的认知：“在我们没有了解一个作者

以前，我们往往流于偏见——一种自命正统然

而顽固的议论。这些高谈阔论和作者作品完全

不生关联，因为作者创造他的作品，倾全灵魂而

赴之，往往不是为了证明一种抽象的假定。一

个批评家应当有理论（他合起学问与人生而思

维的结果）。但是理论，是一种强有力的佐证，

而不是惟一无二的标准；一个批评家应当从中衡

的人性追求高深，却不应当凭空架高，把一个不

相干的同类硬扯上去。”“任何理论，临到应用，我

们不能全盘收受。”

而在今天的不少文学批评，尤其是学院批评

中，批评家所感兴趣的，其实不是作品的好坏，而

是理论的比拼。不管是创作还是批评，都容易有

一种理论或方法论的天真，即觉得理论或方法是

普适性的，适于任何题材和对象。受当下学术体

制的影响，批评文章又好像只有在对作品的分析

时达到一种理论的高度，具备理论的自足，才能

产生广泛的影响。为了追求这种自足，在针对作

家作品展开分析时，又难免削足适履，批评的任

务和可能性也大为简化。在《咀华集》的《跋》中，

李健吾曾这样谈到他对批评家的理解：“一个批

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综合，有颗创造的心灵运

用死的知识。他的野心在扩大他的人格，增深他

的认识，提高他的鉴赏，完成他的理论。创作家

根据生料和他的存在，提炼出他的艺术；批评家

根据前者的艺术和自我的存在，不仅说出见解，

进而企图完成批评的使命，因为它本身也正是一

种艺术。”

他也注意到，批评家需要“完成他的理论”，

可是在今天，这似乎成了批评的惟一任务，此外

的一些理想或者说要求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当

下文学批评之所以危机重重，也跟这有着不可分

割的联系。

如今看来，李健吾在这些文章中所展示的批

评观，还有他在批评上所形成的方法论，并不是

完全没有问题，更不能完全解决当今批评所存在

的问题。例如说，在寻美的批评和求疵的批评之

间，他过于偏重前者。又比如说，他虽然强调批

评并非只是印象，却因过于重视直观感受而没有

进一步走向更纵深的所在——在这方面，乔治·

斯坦纳更具典范意义。

可是无可否认的是，它们仍然能给我们启

发。如果稍稍放宽视野，可以发现，在中国现代

文学批评史上，周作人、李长之、废名、李健吾、沈

从文、傅雷、唐湜等，实际上是自成一脉。他们大

多强调批评本身的独立性，反对把文学作品看成

是理论阐释的材料与证据，而是让批评成为文学

的一种形式，如周作人所主张的，“批评是主观的

欣赏不是客观的检察，是抒情的论文而不是盛气

的指摘。”他们注重传达批评家自身的艺术经验、

审美印象和人生哲学，力求对话作家，通达时

代。对相关问题的解析与辩证，则采用实证和

“悟证”相结合的方式。在对文学现象进行理论

归纳，对作家作品进行比较、阐释时，他们也更多

是借助比喻、意象，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术语。这

种批评本身，就带有“写作”的成分，与其说是论

文，不如说是美文。

这一批评传统有其无可替代的意义，然而，

在20世纪，这一传统并没有成为批评的主流。这

跟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有很大的关系。从晚清以

来，构建一个独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民族国

家，一直就是中国现代性的中心话语，也是无数

中国人的梦想，文学也因此被赋予了相应的或过

多的政治担负。在这样一种着力于从意识形态层

面去解释文学、肯定文学的氛围中，像这一脉无

意于甚至拒绝对文学理想与政治实践进行连锁

的批评传统，只能居于边缘位置，有如空谷足音。

其中有活力的部分，也一直没有得到广泛传承。

在文学批评的思路持续单一化的今天，活络这一

批评传统，将那些被忽视的精神释放出来，更能

在一定程度上纠正我们业已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在文学批评中，任何的方法和理论

都是可以应用的，犯任何错误也都不可怕，可怕

的是思路的单一。我们不能要求一个批评家面

面俱到，但批评话语本身拥有无穷的可能性。

批评群体内部的多样性，能在“在每个作品的周

围维持着苏格拉底式对话的气氛”，这才是理想

的批评生态。好在，我们的精神遗产其实并不

单一。

李健吾：刺猬型的狐狸
□刘子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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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著名的文坛多面手，李健吾在戏剧、小

说、散文创作、文学批评、翻译和法国文学研究等

领域都卓有建树，自成一格。

李健吾的文学生活是从戏剧开始的。他当

时在北京寓居的解梁会馆，地近新开业的娱乐场

所“新世界”。十余岁的少年，深深地迷恋上了这

里的文明戏。由文明戏的“摆渡”，他又跨进话

剧——“一个真的，一个切近真实的人生”，又能

满足他的“模仿本能”的“更好的东西”。父亲已

经去世，没有人拿“封建帽子”限制他，他投入了

爱美剧运动，成为北京舞台上的女角专家。李健

吾多年以后慨叹：“它让我晓得人世有一种东西，

可以叫一个小孩子在舞台上表现自己”。

演而优则作。1922年底，他与北师大附中

同学蹇先艾、朱大枏等人一起，组织了一个文学

团体“曦社”。徐志摩向这群年轻的文学爱好者

奉献了《诗人与诗》的演讲；在北师大兼课的鲁

迅，也应邀前来，谈了一番“未有天才之前”的道

理。在“曦社”主办的期刊《爝火》上，李健吾发表

了他最早的剧本《出门之前》和《私生子》。两个

剧本，故事情节都不复杂，但李健吾一出手就显

示了他展示人物微妙心理活动的文学才能。

与剧本写作平行，李健吾也进行了小说写

作的尝试。由于徐志摩和王统照等前贤的赏

识，他的“小把戏”陆续不断地出现在《晨报

副刊》和《文学旬刊》等刊物上，也在文坛激

起了不错的反响：《一个兵和他的老婆》赢取了

朱自清的赞叹，《终条山的传说》则得到了鲁迅

热诚的品题。

与鲁迅相比，朱自清由于师生之谊，似乎

更了解这位高徒。表面上看，李健吾的小说取

材很广，主人公既有抑郁伤感的青年学生，也

不乏丧子少妇、亡命之徒、估衣摊主、丘八大

爷……这样的底层人物。他熟悉青年学生的生

活，这不令人意外；但他的才华更在于，无论

是采取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事的形式，他

总能将底层人物的声口和举止加以相当惟妙惟

肖的描述，虽然也许若干隔膜难以逾越。

他的很多小说都有这样的特点。长篇小说

《心病》，采取了复线叙事的结构。前两卷一为

主人公之一陈蔚成的第一人称“自记”，一为对

秦太太、洪太太等人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却

覆盖了基本接近的时间段落。甚至在“自记”

中，作者还插入了一段颇显冗赘的胡方山的长

篇独白。仿佛不钻入小说角色的心里，不拿角

色的身份说话，作者就还觉得不够过瘾似的。

李健吾的“拟人”作风也感染了老师。朱

自清为 《一个兵和他的老婆》 所写的评论文

字，全篇都特意“拟”了评论对象的文体。不

妨说，李健吾写小说跟写剧本，颇有异曲同工

之妙。在经典的现实主义戏剧中，作者不能进

行过多的主观介入。相反，作者只有充分尊重

角色的内面生活与主体性，把言行的权力充分

下放给他们，才能使他们令人信服地活起来。

若想进入角色内部，只能去遥体人情，悬想事

势——这，正是李健吾所说的“模仿”，也是朱

自清所说的“拟”。

“模仿”并不是为了好玩，而是为了逃避。

父亲的缺席，构成了李健吾终身未能摆脱的创

伤体验——“一切改头换面，然而我换不掉那

留在我心头同一凄凉的震颤”。这一点，提醒我

们去仔细玩味他笔下的福楼拜：“在福氏的性格

上，好些特别的地方，反而成为一种习而不觉

的矛盾。在这赤子的热怀里，是全部情绪的汹

涌，一下子奔流过去，或者一下子奔流回来，

是整个生命的期许，全部灵魂的撼动。一切形

成凿枘的参差。他赋有外形的美丽，同时具有

永生的疾病；他生有魁梧的身体，同时里面布

满了柔脆的神经。他从来一心相与；惟其一心

相与，他容易受伤，也容易兴奋。他可以因为

一粒微屑，怨天谩地；或者一声呼喊，欢天喜

地。在他的爱憎上，他分不清大小轻重，甚至

于轻重倒置；或者一言不发，或者滔滔不绝，

是即是，非即非，绝无所谓唯唯诺诺。”这位神

经质的法国文豪，难道没有那个歌哭无端的北

京少年的影子吗？

还应该深入体会李健吾对福楼拜创作思想

的总结：“从文章里把自我删出，无论在意境

上，无论在措词上，如果他不能从根拔起他的

生性；至少他可以剪去有害的稠枝密叶，裸露出

主干来，多加接近阳光，多加饱经风霜。”正是在

“全然虚构”的基础上，正是以没有放入一点个人

的情感或存在为前提，他写出了《包法利夫人》。

这难道不也是李健吾的自况吗？

“孤岛”和沦陷时期，参与了上海剧运的李健

吾进行了大量的外国剧作的改编工作（《花信

风》《喜相逢》《风流债》《金小玉》《云彩霞》《撒谎

世家》《王德明》《阿史那》……）。他直取原作大

意，重神似而非形似。改编本的人物、情境、格

调，都完全地中国化了，几乎难以看出原作的痕

迹。所以，他的改编亦应视为另一种形式的“创

作”。戴着别人的面具跳舞，他的动作可以特别

地优美、翩跹。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风格，一般被认为是“印

象主义”式的。法朗士的话，或隐或显，经常在他

的文学批评中响起：“好批评家是这样一个人：叙

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更直接地说，一

个批评家，“不判断，不铺叙，而在了解，在感觉。

他必须抓住灵魂的若干境界，把这些境界变做自

己的”。尽管“自我”和“风格”的存在是文学活动

中难以根除的“障碍”，但无论如何，李健吾“不大

相信批评是一种判断”。也就是说，批评家不该

先入为主，刻舟求剑，面对作品，“第一先得承认

一切人性的存在，接受一切灵性活动的可能，所

有人类最可贵的自由，然后才有完成一个批评家

的使命的机会”。

在自己的作品里，李健吾是一个一个的角

色；在别人的作品前，刘西渭（李健吾从事文学批

评时常用的笔名）是一个一个的原作者。他总是

在好奇，在感受，在揣摩，在体验。冯至的比方很

可以挪用过来形容李健吾的做派——“像是佛家

弟子，化身万物，尝遍众生的苦恼一般”。用李健

吾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我挣扎于富有意义的人

生的极境，我接受惟有艺术可以完成精神的胜

利。我用艺术和人生的参差，苦自揉搓我渺微的

心灵。作品应该建在一个深广的人性上面，富有

地方色彩，然而传达人类普遍的情绪。”

“人性”中的“奇遇”和“极境”实在太多了。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李健吾成熟期的

剧本，经常是成对出现的：《村长之家》与《梁允

达》，《这不过是春天》与《十三年》，《以身作则》与

《新学究》，《草莽》（又名《贩马记》）与《青春》。

除《以身作则》与《新学究》外，那六个剧本都

是有关记忆的故事。《村长之家》里，村长最大的

苦恼是他是否厮认逃荒而至的生身母亲；《梁允

达》里，梁允达最大的危机是刘狗的去而复返，后

者乃他当年弑父之罪的具象化。现实世界删除

惟恐不及的那个人，承载不堪回首的回忆的那个

人，却忽然重访了现实，波澜由此产生。

旧日的恋人冯允平也归来了，这考验了警察

厅长夫人的神经，何况他还摇身一变成了革命

者，不幸遭到警察厅长的追缉（《这不过是春

天》）；厅长夫人的性别随后发生改换——这就是

暗探黄天利，他认出了他要拘捕的地下工作者向

慧是13年前的邻家少女，于是最后放走了她，饮

弹自杀（《十三年》）。

《青春》是李健吾利用写作《贩马记》时“一个

舍弃的材料”写的。《青春》中的田喜儿，就是《贩

马记》中的高振义。二者共同的原型是作者的父

亲。这两部剧作又仿佛是对《村长之家》的一个

遥远的呼应，因为李健吾一再地把故事发生的环

境，设置在他的故乡，和父亲这个人一样，那个地

方凝结了他顽固的童年记忆。

《村长之家》也是对《出门之前》和《私生子》

的一个呼应。那个关心前夫之子的母亲，成为村

长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身为村长，他背负了

更多社会角色，不可能如《私生子》中年轻的主人

公一样义无反顾。

种种变故让剧中人猝不及防，让旁观者倾心

不已。于是在李健吾的散文集《希伯先生》中遍布

这样的人物：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学同学牛小山，

竟然做了抗日的英烈（《匹夫》）；父亲信赖的

风趣的老好人希伯先生，一个儿子被日本兵打

死，他“被迫做了几天维持会的新贵，设法逃到

外县”（《希伯先生》）；父亲手下的福将“牛

皋”，通过粗中有细的智慧为自己赢得一份莫名

其妙的安逸的晚年（《“牛皋”》）；父亲的另

一位悲歌慷慨的小伙伴史某，却令人扼腕地死于

仇人之手，壮志未酬（《史某》）……父亲留给

儿子的遗产是何等丰厚。“换了一副脏腑”正是

李健吾在他的戏剧、小说、散文创作，乃至文学

批评和法国文学研究里做的事情。他的无常之叹

也是从自己指向他人的：“我宝贝我过去的生

命，希伯先生是它一个寂寞的角落。他属于我的

生命，他的悲哀正是我的悲哀。有谁说我不就是

希伯先生呢？有谁说不是呢？”

希腊诗人阿奇洛克思(Archilochus)的残

篇——“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因为以赛

亚·伯林的巧妙阐释而成为人们月旦思想人物的

一对原型概念。作为多面手的李健吾，常被看做

狐狸；可他又是刺猬，不管在什么领域，他都关心

着一个抽象的名词——“人性”，他关心的方式也

高度近似——“换了脏腑”。他是一只刺猬型的

狐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