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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作经典作家之家之
京京 派派

京派京派：：未竟的学院派追求未竟的学院派追求
□□张洁宇张洁宇

评价：荣辱毁誉数十年

在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有两个共时对

生而各具特色的重要流派，即以平津地区为中心

的“京派”和以上海城市为舞台的“海派”，二者以

其各自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现代文学史上

占据了一席之地。

“京派”和“海派”初成规模即引起了文坛的

注意，批评家多将二者对照谈论。比如：“京派不

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也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

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曹聚仁《谈海派

与京派的文章》）“海派有江湖气、流氓气、娼妓

气；京派则有遗老气、绅士气、古物商人气。”（姚

雪垠《京派与魔道》）“文坛上倘真有‘海派’与‘京

派’之别，那末……‘商业竞卖’是前者的特征，

‘名士才情’却是后者的特征。”（徐懋庸《“商业竞

卖”与“名士才情”》）这些评论大同小异，常从两

派的表象特征着眼，且多带贬义。最有代表性的

是鲁迅的说法：“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

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

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

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

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鲁

迅《“京派”与“海派”》）客观说，在“革命文学”兴

起的1930年代，京派受到（尤其来自左翼思潮的）

批评也并非没有道理。随着左翼思潮的发展，京派

渐渐走向边缘，至新中国成立后竟消泯于文学史

的视野中，也都不足为奇。

时至1980年代以后，相关研究获得了新的

视角和方法，对京派也更多从文学、文化的角度

加以考察，加强了有关地域文化的分析和对文学

风格的强调。有研究者认为：“京、沪两类城市文

化形态的差异，影响到北平文坛和上海文坛的文

学创作面貌和文学思想意识（包括文学观念和审

美意识）的差别”，因此，“北京作为东方古国文化

的聚集地，处处都显出迟缓而单纯的，诗意而幻

想的，矜持而温文尔雅的‘京城风度’。”（李俊国

《“京派”、“海派”文学比较研究论纲》）也有文学

史家提出：“京派文学和海派文学各自背靠着中

国的两大城市，它们与城市的文化联系突破了南

北地域的限制，来得更加广大。北京其时与之血

脉相关的主要不是‘都市中国’，而是‘乡村中

国’。京派建立起来的文学世界，多半也是以乡土

想象为主的。而海派植根的土壤，是当年最具‘资

本’与‘殖民’两重性的、占据了中国现代都市发

展船头的上海。”（吴福辉《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

发展史》）一些海外学者的研究也多取类似视角，

如史书美在《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

的现代主义（1917-1937）》一书中即以“重思现

代：京派”和“炫耀现代：上海新感觉主义”为题，

分别归纳了京派、海派对于“现代的诱惑”的不同

反应。在种种与海派的比较中，京派独特的思想

价值与艺术魅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特别是

其纯粹独立的“纯文学”立场、醇正古雅的艺术风

格，以及主题上对人性与自然的强调，也都受到

了文学史的肯定与认同。

对京派评价的变化体现着学术思想与审美

标准的转变，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经历了

几十年毁誉荣辱的起伏，早已获得客观公正的历

史评价。当今学界对于京派的讨论，已经深入到

对其历史成因、文化姿态、政治意识、艺术风格、

思想渊源、历史影响等各个方面的研究，从思路

方法上也开始跳出“京海对举”的模式，更多地强

调其上接“五四”传统、下启现代主义潮流的历史

地位与作用。

生成：与其谈京城，不如谈大学

“京派”之称，并非这一群体自己的命名，而

是所谓“京海论争”的产物。1933年，沈从文在其

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文学者的

态度》一文，由此引发了这场文学史上著名的论

争。其实，不仅“海派”这个概念“带点儿历史性的

恶意”，就是“京派”本身，也多少让人“缺少尊

敬”，带有某种正统守旧的色彩。诗人卞之琳就曾

说过，与其称京派，不如称学院派，这也多少体现

了一种想要摆脱与“京”城文化之间密切关联的意

图。事实上，京派虽然活跃在京津地区，但确实与

“京味”文化关系不大，他们与1930年代北平的关

系更多体现在与大学校园——包括学术传统、校

园文化、学院精神等方面的联系上。

自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政治重心

南移，北平成为一座“文化古城”。它一方面因其

八百年帝都的历史，拥有无人能及的深厚历史文

化内涵；另一方面，作为“五四”新文化的发祥地，

它同时拥有现代的新文化传统。特别是，作为中

国现代大学的诞生地，北京一直拥有为数众多的

高等学府。据统计，1930年代北平拥有30多所

高等学校，其中综合性大学占三分之一以上，甚

至当时的北平市面就是“靠一些大学中心维持繁

荣”的。这样一个拥有现代的高等教育、丰富的学

术思想资源以及宽松自由的学术和艺术环境的

城市，不仅可以促进人才的聚集和思想知识的传

承，还能带来与国际文化交流的契机，为学术和艺

术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自由的空间，为各种思潮

的发生发展提供可能。也就是说，正是1930年代

北平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文化环境，为京派的集聚

提供了基础，脱离“文化古城”的背景和独特的大

学校园文化，就无法理解京派生成的历史条件。

大学校园文化作为“文化古城”的核心部分，

对京派群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家们或执教于

讲堂，或问学于校园，有的则是活动在校园周围

的文学青年。他们在课堂上有知识与思想的直接

传承，在学生社团和校园刊物中交流与实践各种

文艺新见。他们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更成为了

推动京派发展的重要而积极的力量。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卞之琳所说“不如称学院

派”的含义。也许对于这个群体而言，“学院”比

“京”更能概括和体现他们的特点与追求。因而，

这个群体并不是正统守旧的一群，他们身居旧

都，但与官场无涉，虽然笔下多有乡土风景，但并

非远离现代文明。学院的文化环境绝非“传统”一

词可以概括，它既旧又新，是一种新旧兼容、甚至

激荡着新旧冲突的特殊文化场。基于此，京派文

学形成了一种特有的风貌，它兼有传统韵味与先

锋性探索，广纳西方现代文学资源，但同时又有

鲜明的本土写作的自觉。

思想核心：文学的职业精神

京派自称学院派，并不仅仅因为身处大学校

园。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观念上对学院精神非常

认同。就在沈从文挑起论争的那篇《文学者的态

度》中，已经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他说：“假若我

们对于中国文学还怀了一分希望，我觉得最需要

的就是文学家态度的改变……他应明白得极多，

故不拘束自己，却敢到各种生活里去认识生活，

这是一件事。他应觉得他事业的尊严，故能从工

作本身上得到快乐，不因一般毁誉得失而限定他

自己的左右与进退，这又是一件事。他作人表面

上处处依然还像一个平常人，极其诚实，不造谣

说谎，知道羞耻，很能自重，且明白文学不是赌

博，不适宜随便下注投机取巧，也明白文学不是

补药，不适宜单靠宣传从事渔利，这又是一件

事。”从这三件事可以得出，“文学者的态度”至少

包含了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对职业的理解，以及

独立、纯粹的“文学”观念。沈从文此文，其实并非

直接针对个别作家群体或派系，而是要指出某种

文坛时弊。虽然时弊背后必有代表性群体，但沈

从文的重点还是放在观念层面上，用他自己的话

说就是“态度”。

虽然沈从文并没有使用“学院派”之类的说

法，但其内在脉络是明显的。学院派的最高追求

是一种纯正的学术思想传统的传承，而保证其纯

正性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严格排除非学院因素

（如政治、商业等）的浸染。准确地说，学院派不仅

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观念、一种态度，因而在这

个意义上说，京派在多已具有学院身份的基础上

明确提出“态度”问题，正是其自觉的追求。

其实，最初在《文学者的态度》中并未出现有

关京沪文坛差异的讨论。沈从文批评的是一种不

带有地域背景的文坛风气，而且他说：“这类人在

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

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话的意

思很明显，即便是“寄生”于学校和教育机关之

中，如果态度上不端正，仍不能被视为学院派。京

派的清高与骄傲由此也可见一斑，他们看重的，

不是身份，而是内心。

在后来的论争中，沈从文其实也始终并未把

“海派”等同于“文人在上海”。他所批评的“海派”

也终究是一种风气。在沈从文看来，京派与海派

的分歧，无关乎城市文化类型，也无关乎文学创

作的题材和风格，而是分歧在文学的观念态度

上。海派之所以为他所鄙视，就是因为他们都是

以文学为牟取功利的手段，无论他们所求得的是

政治资本还是物质财富。而京派所坚持的职业精

神与之相反，是只以文学为业，不慕仕途，不畏贫

贱，单纯而执著地追求文学理想。这样的作家，才

是京派所谓的现代职业作家，也是思想观念层面

上的学院派。

介入政治：“有主张也放在作品里”

但是，在现代中国，做个纯粹的学院派又谈

何容易？且不说中国自古以儒家思想为传统，从

来没有独立的学院精神；更何况在现代中国，现

实环境也不能提供且不能允许知识分子安作象

牙塔内的学院派。即便是京派文人心向往之，但

现实关怀也常常令他们身不能至。就像沈从文本

人，虽然自称是“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

乡下人”，（沈从文《水云》）但也终归无法做到置

身政治环境和社会思潮之外。因此，他只能说：

“同政治离得稍远一点，有主张也把主张放在作

品里，不放在作品以外的东西上”。（沈从文《新废

邮存底·五》）这也就是说，京派并非真的不介入

政治，只不过，他们坚守着自己特有的介入方

式——“文学”的方式。

京派的文学观直接承自“五四”精神，提出过

“人的文学”口号的周作人对于京派群体有着极

为重要的影响。因此，他们在强调文学“尊严”的

问题时，就包含了对于文学功能与意义的深信，

“相信它在将来一定会起良好作用”，相信可以

“把文学……变成一个有力的武器，有力的新工

具，用它来征服读者，推动社会，促之向前”。但是

毕竟，1930年代的文化环境已远远复杂于“五

四”时期，所以他们也意识到，“决不是一回‘五

四’运动，成立了三五个文学社团，办上几个刊

物，同人写文章有了出路，就算大功告成。更重要

还应当是有许多人，来从事这个新工作，用素朴

单纯工作态度，作各种不同的努力；并且还要在

一个相当长远、艰难努力过程中，从不断失败经

验里取得有用经验，再继续向前，创造出千百种风

格不一、内容不同的新作品，来代替旧有的一

切……”（沈从文《从现实学习》）这是京派文学观

中很重要的部分，与“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潮相比，

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增加了对于文学本身的强

调，他们希望通过长远艰巨的努力，一方面完成思

想的启蒙，同时更创造出真正的文学的实绩。

京派作家这些看似自说自话的创作或议论，

其实都是在对时代发言，只不过他们的发言方式

并不那么直接，而是“有主张也放在作品里”，通

过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方式来间接地表达。与同时

期的其他流派相比，他们的方式是独特的。他们

有意识地将新文学的启蒙姿态内敛入文学的内

部，看似疏离政治与革命，其实却是在文学的内

部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他们温和而又执拗，单纯

却又深刻；看似与世无争，却又积极与他人对话

甚至争论；看似只谈文学，但又处处事关思想与

政治。这些特点，正是造成他们终与海派交锋的

原因，也更是令他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被看

作革命文学的“异数”的原因。我以为，只有深入

了解京派这种“文学的”立场和“文学地”介入历

史的方式，才能对之做出真正客观的历史评价。

相对于“左翼”及“海派文学”，“京派文学”可谓与中国美

学有着更为紧密内在的关系。不同于“海派文学”醉心于都市

小市民趣味的表现，亦不同于“左翼文学”沉酣于革命题材的

书写，“京派文学”热衷于中国乡村底层人生及卑微生活的发

现。浩瀚悲苦的人生，富丽单纯的人性，纯净而倔强的生命力，

皆为“京派文学”热衷表现的对象。虽然一般来说，“京派文学”

亦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及现代心理学的

影响，但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古代美学孕育并滋养了“京派文

学”，并在一定程度上，“京派文学”又反哺和发展了中国现代

美学。“京派文学”与中国美学是双向互生的关系。

一

中国古典美学孕育了“京派文学”。中国古典美学，根据

李泽厚的说法，主要由四大板块构成：儒家美学、道家美学、屈

骚美学以及禅宗美学。儒家的美善相乐及严肃刚勇思想，道家

的自然无为及超脱潇洒思想，屈骚的缠绵悱恻及一往情深思

想，禅宗的色空思想及墨家的朴实热忱思想，共同涵育于一般

人的头脑中。“京派文学”生发于中国北方，更是深受这种美学

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儒道释美学思想，基本上决定了

“京派文学”的基本色调和价值取向。

首先，儒家美学影响了“京派文学”的“为人生”文学理念

及和谐节制审美风格的生成。

儒家美学不是一种高蹈于尘世之上的美学，而是注目于

现实人生的美学。它执念于和谐伦理关系的生成，用心于自我

心性的修养。作为一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流派，“京

派文学”无疑深受儒家美学思想的影响，热衷于对现实人生的

描绘。当然，“京派文学”“为人生”的文学理念在一定意义上可

说是继承文学研究会而来，但“京派文学”的古典文化情结注

定了其对儒家美学思想的深刻汲取。

只是在对现实人生的表现上，“京派文学”特别关注底层

人生的描写，关注边缘生活的悲苦与辛酸，完全疏离酷烈的政

治与权力。更重要的是，这种书写是以“乡下人”的眼光为主

的，不惨烈，不阴郁，相反充满温暖、平淡、质朴与倔强的力量。

主人公亦大多缺乏精神上长久不安的骚动，显得平淡，静穆，

充满倔强而坚韧的生命力。在一定意义上，这显示了当时中国

文人关于民族未来的乡村乌托邦式想象，也间接表达了其对

当时的现代化即城市主义、进步主义的思想悖反。当然，这亦

与自“五四”以来人们对国民性问题的批判开始由乡村转向城

市，由下层社会转向上层社会有关。在“京派文学”之前，鲁迅

着力发现旧中国文化情境下农民的愚昧与人性的残忍，积极

发掘民族的“脊梁”；而“京派文学”则严厉批判城市文明及知

识阶级，着力发掘农民的质朴、平和、倔强与纯粹，关注静默坚

韧行走着的民族魂。就此而言，“京派文学”似与“左翼”文学有

了某种相似点，只是“左翼”倾向于对阶级性的揭示，对阶级新

人的讴歌；“京派文学”则反对执著于“时代精神”，反对人物的

英雄主义，贬抑力的美学，只主张普遍美好人性的表达。因此，

“京派文学”虽关注现实人生，却明确反对“国防文学”、“普罗文

学“等，对“纯诗”有一种潜在的尊崇。美在人生，美在平凡的生

命形式，这是儒家美学思想给予“京派文学”的基本美学信仰。

儒家美学在一定意义上亦决定了“京派文学”和谐节制的

审美风格的形成。儒家美学讲究中和之美，讲究以礼节情，认

为和谐应是中国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这种中和审美观影响

了中国“温柔敦厚”诗教观的生成，使中国文学含蓄蕴藉，不流

荡放衍。这种中和审美观影响于“京派文学”，使“京派文学”深

致，含蓄，不流放，有一种“节制的美感”，并由此带来“情绪和

表现的尊严”。沈从文喜欢颂扬人类的“美丽与智慧”，重视文

章有“兴味”，厌弃“讽刺与诙谐”，更反对作家种下“争斗的力

的种子”。李健吾认为伟大的作品必产生于“灵魂的平静”，不

是产生于“一时的激昂”，因为“后者是一种戟刺，不是一种持

久的力量”。废名则注重文字的经济，准确，幽美，反对放肆的

肆无忌惮的呼喊。梁宗岱认为“艺术底真正和合法的最高境

界”是相对于夸张、矫饰、纵横及缺陷的“形神无间的和谐”。当

然，客观来说，“京派文学”这种和谐节制的审美风格除了受儒

家中和审美观的影响，还受到古希腊和平静穆审美观及尼采

日神精神的影响，我们不能有所偏废。

其次，道家“无用之用”的美学思想对“京派文学”自由、自

足的文学观念也有所影响。

“京派文学”的创作普遍具有一种悲哀的色调，一种东方

的、静观的、寂寞的意味，甚至沾染有死亡和忧郁的淡淡气息。

“京派”作家普遍认为，文学是“自我最高的表现”，是人们精神

“余裕”的产物，是一种“不用之用”，甚至是“全人格最纯粹的

结晶”，“和实生活保持了一定距离”。李长之重视文艺作品笔

墨的“从容”、“完整”，以及艺术和实生活之间的“距离”。沈从

文则竭力表现着“美”，“美”、“恰当”、“自由”、“人性”，是沈从

文遵从的最高美学法则。李健吾甚至认为：“一件艺术品——

真正的艺术品——本身便该做成一种自足的存在。它不需要

外力的撑持，一部杰作必须内涵到了可以自为阐明。”

在过去，人们往往把“京派文学”自由自足性的追求归结

为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如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及表现主义等的

影响，很少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寻求文学自足性的根据。其

实，除了受西方人文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京派文学”也深受

道家自由美学思想的影响。老子重视自然无为，庄子追求自适

而适的逍遥游，特别主张一种“无用之用”，讲求“技进于道”的

自由。这一点，对“京派文学”影响深远，使“京派文学”普遍拒

绝一种工具论的文学观，而认为文学是一件独立自足的艺术

品，从而在艺术与人生之间架起一个完美的津梁。沈从文醉心

于对湘西优美生命力的书写，对一种洋溢着美感的原始道德

及原始人性的礼赞，反对文学对时代精神的紧密跟进。废名身

上具有很浓厚的道禅文化影子，他的小说仿佛一首首绝句，简

约幽淡，远离烟火人生。汪曾祺作品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隐

淡的道家情怀，对一种超越于喧嚣之外的烟火人生的留恋，其

对“技进于道”庄子式人物的描写更是令人动容。正是因为“京

派文学”受道家这种“无用之用”自由美学思想的影响，所以

“京派文学”普遍注重文字的颜色、声音以及义蕴的深永，注重

“兴味”的感发，以及“用文字创造一种富于色彩的圆融的音

乐”，而对所谓的阶级斗争、市民趣味毫不感兴趣。正是在此意

义上，“京派文学”是自由的，自足的。

需要补充的是，道家和《周易》的自然宇宙观对“京派文

学”宇宙精神的形成也影响甚深。无论是李健吾、梁宗岱的理

论建构，还是废名、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他们都肯定艺术对“宇

宙之脉搏，万物之玄机”的表现，认为“宇宙不过是一片大和

谐，一切华严的色相亦只是宇宙外在的表现，我们只能偶尔一

瞥这宇宙幽暗与深沉的境界”。“京派文学”的这种自然宇宙观

不仅源于西方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及歌德的泛神论思想，更受

到道家及《周易》天道观的影响。

再者，中国古典美学重“意境”的美学观对“京派文学”重

“境”文学理念的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说，“京派文学”相对于传统章回体小说，不

注重故事传奇式情节的敷演，只一味重视自我情味的抒发，因

而在很大的意义上被称为“抒情体小说”。这种抒情体小说连

同其他京派文学样式，都普遍追求“境”的营造，注重“清虚寥

廓，具有反照反省能够消化现象与意象的境”的营构。周作人

的散文追求一种“平淡”之境，沈从文的小说追求一种“和谐”

优美境界，梁宗岱认为最上乘的诗歌应该是“精深”、“纯粹”、

“绝对”、“空灵”的，因而追求一种最幽玄最缥缈的“灵境”，朱

光潜则把“静穆”悬为“京派文学”最高的美学追求。

在一定意义上说，“京派文学”关于“境”的追求，显然受到

中国古典美学重“意境”的美学观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认

为，艺术及其他物件之美，不在浮泛的形象，而在独具的意境。

别样的意境，能够给人带来新颖的喜悦。而“意境”作为中国美

学一个重要的范畴，一般来说，主要指情与景偕，即意境需要

借最鲜明最具体的意象表现出来，重视对自然风物的描写。但

境界往往不在事物的名目本身，多在朦胧的形象之外。从根本

上说，意境具体意指一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因为一件艺术

品只有具有了意境，才能摇曳生姿，撼人心扉，所以“京派文

学”普遍追求一种“超脱的意境”，一种“具体化的抽象的意

境”，一种偶尔流露些悲凉气息的意境。

正是因为“京派文学”重视“境”的营构，所以“京派文学”

普遍注重对于自然风物的描写。这固然由于他们坚信一个基

本的文学信念：“我们底最隐秘和最深沉的灵境都是与时节，

景色和气候很密切地互相缠结的。一线阳光，一片飞花，空气

底最轻微的动荡，和我们眼前无量数的重大或幽微的事物与

现象，无不时时刻刻在影响我们底精神生活，及提醒我们和宇

宙底关系，使我们确认我们只是大自然

底交响乐里的一个音波。”由此，“京派

文学”都醉心于一个和谐，美满，圆融的

审美境界的创造。

二

“京派文学”又反哺和发展了中国现代美学。这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

首先，“京派文学”自由主义的文学观深刻影响了中国现

代美学。“京派文学”虽然也追求文学的淑世主义，追求文学道

德功能的实现，但在根本上它是反对文学的工具论的，追求文

学的人道主义及自由主义。这一点无疑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

美学思想。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虽然是复杂而多重维度的，但

总体来说，它有一个主体的审美趣味，即对自由、自然、生命、

人性的歌唱与欣赏，特别是中国现代美学极端重视艺术人文

自由主义思想的实现，重视艺术生命节奏及韵律的表达，特别

是艺术宇宙精神的呈现，从而表现出深刻的审美本位主义价

值取向。尤其是朱光潜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大家，作为“京派

文学”中的一员，他的美学思想追求“情趣”与“意象”的契合，

追求“人生的艺术化”，不仅表现出西方形式主义、直觉主义及

现代心理学对其美学思想的影响，且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中

国传统美学及“京派文学”对其思想的浸淫。

其次，“京派文学”的“静穆观”是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

和对现代美学思想的有力补充。在一定意义上说，“京派文学”

追求的和谐静穆审美境界，不仅是对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发

展，也是对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补充。众所周知，中国古典美

学以和谐静穆为最高鹄的，但“京派文学”的和谐静穆观除受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影响，同时还受到西方古希腊和谐观、近

代叔本华纯粹静观及尼采日神精神的影响，所以，在一定意义

上说，“京派文学”的静穆观是对中国古典和谐观的发展。另

外，“京派文学”重和谐的审美观又是对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

补充。大体说来，中国现代美学主要由两种美学理念构成：重

“和”的审美观及重“力”的审美观。一般来讲，以“左翼”为代表

的文学流派追求“力之美”，“京派”则重视“和之美”。“力之美”

代表了中国自明代中后期以来一种有力的审美潮流，是对传

统和谐美审美观的颠覆。而“京派”的“和之美”则一方面继承

了中国传统和谐美的美学思想，又是对西方和谐静穆观的汲

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京派文学”的静穆观是对中国

传统美学思想的发展和现代美学的有力补充。

总之，“京派文学”与中国美学是密不可分的，既由其孕

育，又对其有所发展和补充。甚或可以说，“京派文学”是中国

现代美学思想的具体物质实践，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则是“京派

文学”的形上概括和发展。就中国目前现代美学的研究状况

言，尚存在诸多问题，其一是中国现代美学研究主要是一种严

重割裂美学思想谱系的个案研究，不能和普遍而具体的社会

美学思想相连接。这就给我们有力的启示，即：中国现代美学

研究应该毅然走出个案研究的褊狭，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个别美

学家如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思想的抽象研究上，应该结合具

体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其他艺术门类的存在状况，以及当

时的时尚取向做出客观全面的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中

国现代美学的存在状况有一个真实细致的理解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