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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文学本体”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批评

最重要的批评理论话语。从某种意义上来看，

“回到文学本体”的话语已经成为中国新时期

文学批评史的核心问题。30多年过去了，“回

到文学本体”的话语实践，为中国新时期文学

批评累积了丰厚的文学财富。今天，当我们追

溯“回到文学本体”话语时，我们可以从容地思

考“回到文学本体”话语的历史与意义。首先，

我们要明确中国新时期以来“回到文学本体”

的批评理论的内涵。概而言之，“回到文学本

体”的批评理论大概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

是，让文学回到“人”本身的文学本体。这一脉

理论倡导，从让文学回到对人的关注上，以“人”

为出发点，把人的精神、欲望、终极价值等作为

文学书写的根本性内容。“回到文学本体”的另

一脉理论流向是，从文学的形式、结构、语言等

入手，讨论文学的本体问题。我在本文之中是

要从后者入手，讨论“回到文学本体”的问题。

如果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对于“回

到文学本体”问题的探讨做一个梳理的话，我

们可以鲜明地发现，“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探

讨有着清晰的历史阶段性和历史内涵。我个

人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大概沿着从

工具论、本体论、价值论的角度来探讨“回到文

学本体”的理论问题。

“回到文学本体”话语源自对于“文艺为政

治服务”的庸俗批评理论的反思。经过一段时

间的清理，文学界充分认识到工具论思想严重

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于是，“回到文学自

身”的理论倡导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要

的理论口号。“回到文学自身”的理论倡导最为

重要的理论内容是对于文学形式的强调。之

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主题、内容可以成为政

治的附庸，而文学形式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事

实上也是如此，一些文学批评开始强调文学形

式的独立性，强调文学形式的兼容性。这个时

期的文学批评着重强调了文学形式的重要价

值，把文学形式从“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束缚

中解放出来，赋予文学形式审美意义。

新时期初期的“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倡

导，是作为规避文学工具论的有效手段出现

的。正是这样的批评语境，《现代小说技巧初

探》才得以横空出世。《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最

大的贡献就是肯定了文学形式的重要作用，把

文学形式看做是与文学的内容、主题同等重要

的构成要素，而不是附属部分。在《现代小说

技巧初探》出版的年代，文学形式往往和文学

表现技巧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讨论的文学形式往往是

象征、意识流、荒诞等表现手法。毋庸置疑，

《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在讨论文学形式和技巧

的时候，以现实主义文学作为参照。现实主义

文学被认为是注重内容、主题的，而所谓现代

小说是重视形式技巧的。所以，举凡意识流、

象征主义、荒诞派戏剧等属于20世纪现代派

的文学类型，都被认为是注重形式的文学技

巧。这是这个时期文学批评潜意识的一种不

自觉的批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关于“回到文学

本体”的理论探索，还停留在“修正”现实主义

文学批评的阶段。虽然这个时期国外现代派

文学和理论纷纷被译介过来，但是这时的文学

批评还停留在以现实主义的眼光来打量西方

现代文学的阶段，也停留在以现实主义文学规

范来自觉不自觉地衡量种种回到“文学本体”

的理论规范。细读这些批评理论可以发现，这

些理论其实只是丰富现实主义文学的“工具”

而已。这个时期的文学批评，还是从“形

式——主题”、“形式——内容”、“形式——文

化”等角度来理解和运用西方形式主义文论。

这种理解和运用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方

式，姑且可以命名为“工具论”地探讨“回到文

学本体”。种种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都被现实

主义的黑洞所吞没，即使是最为形式化的叙事

学，在中国文学批评者那里，也只是一个强调

形式的作用而已，形式主义文论的“内部”要素

的重要性，也仅局限于对内容的传达而已。

学习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一个收获是，中

国的文学批评开始注意文体问题。关于文学

文体的探讨成为一个时期的理论热潮，语言、

形式、叙事、结构等构成了这个时期的理论热

流。随着80年代中期对新时期十年文学的反

思，“向内转”的理论诉求进一步推动了中国

“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建构。80年代中期，

一股构建文学本体论的理论思潮成为中国文

学批评最强劲的潮流。这个时候，伴随着理论

探讨的深入，文学本体论成为不可一世的力

量，冲击着中国文学批评的固有思维。“回到文

学本体”终于从“工具论”层面走到了“本体论”

层面。

本体论批评主张把文学看做是“自足体”，

主张文学回归到文学自身。文学与社会、与历

史、与读者、与创作主体的关联性被斩断。本

体论观点大概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文学作品

本体论，即把文学作品看做是自我生成的自足

体；二是文学形式本体论，即把文学作品的形

式要素，如结构、叙述等看做文学自我生成的

要素，把它们本身看做文学的全部；第三种是语

言本体论，认为语言是世界的本体，文学语言才

是文学的本体，而不是文学的媒介或工具。

文学本体论来自西方形式主义文论，新批

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等文论都是把文学作品、

文学形式、文学语言视为自足生成物。中国在

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的批评思潮是对西方形

式主义文论学习的结果，也是中国先锋文学繁

荣的重要理论基石。毫无疑问，中国文学有着

不同于西方文学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简单

地把西方文学本体论搬运到中国，机械地运

用，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事实上也的

确如此，作为一股理论潮流，文学本体论在中

国存在的时间不长。不久，“回到文学本体”的

理论实践很快转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价

值论的角度来建构文学本体。

在90年代初期文化批评盛行的历史情境

下，“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构想，很快具有新

的内涵。文学本体不再是悬浮在空中的楼阁，

而是和民族审美文化、伦理诉求结合在一起。

90年代中期，“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建构进

入到了价值论阶段。

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探讨“回到文学本体”，

在肯定了文学作品、文学形式、语言的本体的

同时，架空了文学与社会、历史以及创作主体

和接受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必然使文学成为空

洞之物。这样的文学观念也脱离了中国文学

传统。这种“回到文学本体”的探讨方式，不仅

失去了文学审美意蕴，也失去了读者与社会功

能。批评家们很快认识到了从本体论的角度

来探讨文学本体的思路，脱离了中国文化语

境。首先，批评家们认识到，虽然文学语言是

文学的本体，但是它无法彻底自足，语言是文

化断层。具体到中国文学语言来说，由于汉字

的表意性、图像性的诗性特质，中国的文学语

言是中国传统汉语诗性特质的呈现。这样的

批评观念最终催生了中国文学批评在中国传

统审美文化的层面上，来探讨文学语言，也使中

国汉语文学获得了宏阔的历史文化支撑。而在

叙事形式等层面上，批评家们也日渐认识到，中

国文学的叙事形式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期的文学批评致力

于以西方叙事学为参照，走上了窥探中国文学

叙事的民族化道路的探索。一方面，以西方叙

事学为阐释资源，发现了中国叙事学与西方叙

事学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中国文学批评借

鉴西方叙事学的概念、思路，探究具有中国民

族特色的叙事学发展的历史之路。这两方面

的探索把西方学者所热衷叙事学的概念、术

语、思路纳入到中国民族叙事的范畴，提炼出

具有民族特色的叙事学思想。这种民族化的

叙事学探讨既摆脱了叙事形式本体论的空洞

性，也找到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民族化道路。叙

事学的中国之路的民族化探索，使中国文学批

评“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探索具有民族性特

质。而把叙事形式纳入到当下时代的伦理诉

求之中，则展现了中国文学批评在“回到文学

本体”探求上涵括“时代性”的雄心。

当文学从“写什么”转向“怎么写”之后，文

学创作就成为不及物的写作。文学创作也就

丧失了时代的温度，自然也无法体现出时代之

思与时代之忧。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些

文学批评开始注意到文学的时代责任。在这

样的背景下，小说修辞学等批评理论开始受到

重视。文学创作要回应时代问题，正视读者精

神需求，体现人道主义光辉，逐渐成为90年代

中期以来文学批评的主要话题。不过，和以前

的文学批评不一样，这个阶段的文学批评是从

文学本体出发的，而不是重蹈文学工具论的覆

辙。批评家们着眼的仍然是文学本体，也就是

说，文学语言、文学形式、文学结构、文学叙述仍

然是文学批评的核心话题。只不过，不再把文

学叙事、文学语言、文学结构悬置在真空之中，

而是给它们填充了饱满的人性的、人伦的内涵。

谈到这里，我们应该重视近年来“讲述中国

故事”的理论倡导。如何用中国文学的民族形

式，讲述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故事，已经成

为当下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的倡导、迈向

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时代性的批评理论之路。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沿着“回到文学

本体”的理论之思与实践，展开了卓有成效的

探讨。经过一段时间的探求，结合中国传统文

化语境，汇聚中国当下时代潮流，以汉语诗学

为核心的“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探求，已经渐

渐浮出历史地平线，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

的话语实践最终也将在汉语诗学的构建之中

取得丰硕的成果。

本期刊发周新民教授做的“回到

文学本体”话语考。这是一种“文学

史”的功夫。当下学科分类越来越专

门化，大的文学研究细分为文学理论、

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等等。但具体

的文学批评实践是离不开文学理论和

文学史研究的策应和支援的。

事实上，“回到文学本体”不是一

个新的话题。确实如周新民教授所

说，“回到文学本体”是中国新时期文

学批评最重要的批评理论话语。从某

种意义上来看，“回到文学本体”的话

语已经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批评史的

核心问题。他认为：“三十多年过去

了，‘回到文学本体’的话语实践，为中

国新时期文学批评累积了丰厚的文学

财富。”因此，作为一个“未完成”的，或

常说常新的，或一个时代有一时代语

境和关注点的问题，“回到文学本体”需

要求其“存在之由”和“变迁之故”，对既

有批评资源进行有效的清理和汲取，研

判其得与失，从而在一个长时段的文学

史上有效地展开“当下”的工作。

一定意义上，“迈向汉语诗学之

路”是愿景，但也是讨论“回到文学本

体”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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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的文学批评着重强
调文学形式的价值，把文学形式从

“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束缚中解
放出来，赋予文学形式审美意义。

不过，这时的理论探索还停留
在“修正”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阶
段。这种理解和运用西方形式主
义文论的方式，姑且可以命名为

“工具论”地探讨“回到文学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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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文学本体论成为
不可一世的力量，冲击着中国文学
批评的固有思维。

这时的本体论批评主张把文
学看做是“自足体”，主张文学回归
到文学自身，即文学作品本体论、
形式本体论、语言本体论。

“工具论”阶段

“本体论”阶段

9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致力于
以西方叙事学为参照，走上了窥探
中国文学叙事的民族化道路的探索。

这种探索使中国文学批评“回
到文学本体”的理论探索具有民族
性特质。而把叙事形式纳入到当下
时代的伦理诉求之中，则展现了中
国文学批评在“回到文学本体”探求
上涵括“时代性”上的雄心。

“价值论”阶段

柴松献是个生命力旺盛、充满

激情的人，他的诗歌是他生命激情

的一种外在呈现。他本质上可以

划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的写作

风格基本上是抒情的。

诗歌界一直有一种观点，视诗

歌为生命的冲动与激情的勃发。

其来源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即

“生命冲动”是指内在于生命中的

“生命欲”或意志，有了这种冲动，

生命就变化、发展，因此，生命的冲

动是创造进化的动力，是一切生命

的本源。也就是说，世界上一切事

物的产生都是以生命的冲动为根

本动因的。后来，也有人将之延伸

发展为“信仰意志”、“存在意志”

等，突出情感、意志的重要性。柏

格森的生命哲学具有强烈的唯心

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彩，但它对于

思想变革和精神解放有相当重要

的意义。与柏格森相呼应的还有

尼采的“超人哲学”，强调唯意志

论，夸大意志的绝对作用。这些观点影响到中国当代诗

歌界，产生了不少类似的说法，比如强调“诗歌是自由的

象征”，“诗歌是英雄的事业”，强调“活到哪个份儿上，写

到哪个份儿上”等等。这样的观点激发了一些诗人尤其

是青年诗人充满激情地投入诗歌事业，有益于诗歌的活

跃和兴盛，但也有脱离社会性、公共性的缺陷。

柴松献无疑受过这种观点的影响，他的《信念》《做一

个巨人》《宇宙之鹰》等都或多或少有着这些思想观念的

影子。《信念》是柴松献 20 岁左右写的言志诗，写这首诗

就是要向世界宣告自己的理想，他在诗歌里这样自我砥

砺：“西北风/撕咬着黄皮肤/每走一步/都是一种痛苦”，

但他坚信：“饱尝了风雨沧桑/一个不屈的信念在分娩/搏

而无憾，尽管平淡……”颇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气概；而

在《做一个巨人》中，他自我分析：“也许我的骨髓真的已

融进尼采的魂灵/生来我就要做时代的叛逆/生来就要与

世俗力量抗争”，最后，他发誓：“我要说/我会愈挫愈奋/

就是奋争万年/也要叱咤风云/最终给世人一个惊叹”；而

在《宇宙之鹰》中，他这样写道：“因为自小有着勃勃雄心/

不甘平庸于这狭窄天地/一直想做茫茫宇宙的强者”，“鹰

高瞻远瞩/开始集聚超越梦想的力量/十年磨一剑/已磨

出了王者之剑霸气之剑/能砍断一切缠绕筋骨的锁链/向

宇宙冲刺/冲刺/冲刺……”关于鹰的寓言写得颇有象征

性，这分明是柴松献个人的自我写照和精神寄托。

柴松献遇到过不少挫折，但总体是个不甘失败、永不

气绥的人，就像他用以自勉的“忍辱负重任嘲弄，二十年

后争雄霸”。正是这种激情，这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以

及诗人的敏锐机智，让柴松献打开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在写作风格上，柴松献吸收了不少浪漫主义诗歌的

特点和精髓，比如在《宇宙之鹰》等诗中用夸张、比喻、象

征的手法塑造鹰的形象。他的写作符合浪漫主义的特

点，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

求，语言大胆，想象奇异，辞藻瑰丽，重感觉引领和情绪宣

泄，比如他的爱情诗《那段诗歌记忆》《一个蝶恋花的故

事》《爱的不约而至》等，都是一见生情，一发不可收拾，热

烈而恣肆，充满对女性的想象和对爱情的美好憧憬。

夏尔·波德莱尔曾如此定义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既

不是随兴的取材、也不是强调完全的精确，而是位于两者

的中间点，随着感觉而走。”对“对理想世界的追求”是浪

漫主义文学的根本目的，柴松献正是一个对未来充满理

想主义色彩的人，所以才写了大量宣泄内心情感、充满想

象力的诗。这样的诗歌也被称为抒情诗。

抒情诗在中国有着深厚传统，陈世襄甚至认为中国

文学的主流就是“抒情诗”。抒情，即表达情思，抒发情

感。古人说：诗歌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郭沫若更断

言：“诗非抒情之作者，根本不是诗。抒情用进步的话来

说便是表现意识。”因此，抒情诗具有主观性、个性化和诗

意化等特征。浪漫主义诗人们是将“生命哲学”、“超人哲

学”体现贯彻得最为彻底，最淋漓尽致的。浪漫主义诗人

的共同特点是：精神上浪漫自由，生活中情感丰富，多姿

多彩。所以浪漫主义诗人最擅长写抒情诗。而最适合表

达浪漫情感的也是抒情诗。在柴松献的系列诗歌中，《美

丽是一种秘密》《誓言是一种激情》《失落是一种情怀》《郁

闷是一种雾水》《梦寐是一种花朵》《惆怅是一种烟月》等，

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抒情诗。

鲁迅先生曾写《摩罗诗力说》，其实是赞许一种诗性

的生命状态，其实质也就是推崇浪漫主义。而当代中国

诗歌界正需要唤起一种新的激情，在复兴中华文明的伟

大进程中，在文化强国的历史背景下，整个社会呼唤理想

与激情，呼唤生命创造力，以推动当代诗歌的发展，创造

新的诗歌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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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批评家

项静专辑 ……… 项 静 吕永林 王鸿生

当代前沿

小资产阶级：阶级谱系与文化共同体

………………………………… 南 帆

1995年的张承志研究……………… 李 晨

理论新见

想象政治：一个可确立的批评视野

……………………… 刘锋杰 尹传兰

最新文本

梁鸿的《神圣家族》…… 黄德海 李 洱等

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 徐 刚 刘 汀

译介与研究·王 尧 季 进主持

论主体与新时期文学 ……… [美]蔡 荣著

彭诗雨译

论海外“《解密》热”现象

……………………… 季 进 臧 晴

现象解读

对“新写实”小说的一项简略考察 … 安 斌

名著重读

重读《我与地坛》及其周边文本 …… 李德南

诗坛万象

香港当代中文诗歌的代际经验与身份建构

………………………………… 龙扬志

文坛钩沉

民国文学现场中的《海上述林》…… 傅修海

南方百家

关于《桂西北作家群的文化诗学研究》

………………………………… 黄永林

绿色批评

彭程散文论 ………………………… 丁晓原

南方
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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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现实中国
断翅天使飞（报告文学）……………… 余 艳
作家人气榜
行行重行行（中篇小说） …………… 季栋梁
残酷命运呈示与精神内宇宙（评论）… 王春林
好看小说
只坐头等舱（中篇小说） …………… 丁 力
亲家（短篇小说） …………………… 马 汉
婆婆妈妈（短篇小说） ……………… 王充闾
小城人物两记（短篇小说） ………… 徐祯霞
邓同学小小说三篇 ………………… 邓同学
新人自荐
斗祠（短篇小说） …………………… 龙小九
尊卑文化与小说《斗祠》（点评） …… 杨玉祥
文化观察
你看不上的网络游戏已经成了大产业… 孙佳山

天下中文
目光（散文） ………………………… 杜卫东
北站以南（散文） …………………… 陈蔚文
石门初恋（散文） …………………… 徐锁荣
世界两侧（散文） …………………… 郗 戈
真情写作
祭父帖（散文） ……………………… 耿 立
寻找回来的光明（散文） …………… 陈奕纯
你要相信（组诗） …………………… 舒 洁
我想擦一擦父母头上的雪（外二首）

………………………………… 马晓康
纸上交流
寻人启事：编辑同志，你在哪里？

………………………………… 李 矗
温情与苍凉——赵晏彪微型小说艺术初探

………………………………… 邱振刚

宁夏回族作家专号
中篇小说 叶海亚的心事 …………………………… 苏 子
短篇小说 蓝莲花 …………………………………… 平 原

乡关何处 ………………………………… 冶进海
流往后院的水 …………………………… 王自忠
分家 ……………………………………… 杨贵峰

散文随笔 杂感三则 ………………………………… 马知遥
时光缝隙里的几个人 …………………… 马金莲
父母如花（外一篇） ……………………… 李进祥
和田玉 牡丹花 ………………………… 杨继国
断章 ……………………………………… 哈若蕙
和解 ……………………………………… 溪 风

悦 读 读书札记 ………………………………… 白 草
诗 歌 一石二鸟（组诗） ………………………… 单永珍

喜鹊叫着（组诗） ………………………… 石舒清
一只鹰从高处看了下来（组诗） ………… 杨春礼
捕捉风中的迷迭香（组诗） ……………… 陈晓燕

观 点 当前中国社会的文化危机与重建 ……… 郎 伟
评 论 透视石舒清的文学世界——解读《红花绿叶》

……………………………………… 苏 涛
古体诗词 诗词十五首 …………………… 马志凤 白林中

马建国 天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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