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文学研究

界近年来的 “历史

化 ”趋势 ，对文学批

评构成了强有力的

挑战。如何兼顾现实

感与历史感 ， 成为

考验研究者的重要

课题。 在此意义上，

金理的难能可贵 ，

便在于他有足够的

学识和对历史的敏

感体察。

在名词的密林中闯出生路
王逸凡

《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

批判》 在金理的博士论文基础上

修订而成。 原博士论文题为 《抗

争现代名教》，以动宾结构概括主

旨，言简意赅、指向明确，体现出

实践的动态性；而《文学史视野中

的现代名教批判》则意涵丰厚，凸

显“文学史视野”。 这既是为了锚

定主题，同时也有将“文学提供的

可能性”作为最终旨归的意图。但

无论如何，对“现代名教”的抗争

抑或批判，是金理的目的所在；围

绕“现代名教”的一系列讨论，组

成了架构全书的核心内容。 将难

以把握的现象和朦胧的体会落到

实处， 是作者经过多年学术修炼

而成的强项。 似是而非的现代名

教批判主题，经过反复考辨追究，

在金理笔下， 成为从繁复境界转

而回到当下的、 可供众人清晰讨

论的关于思想的话题。

重返历史与记录时代 ，成为

金理这些年学术工作的双重变

奏。 以《以文学为志业：“80 后学

人 ” 三人谈 》《青春梦与文学记

忆》《火苗的遐想者：致我的同代

人 》为中心 ，对当下文学创作和

批评的持续关注，是作者为人熟

知的一面，然而金理的抱负不止

于此。 一个无法回避的学术现实

是 ， 当代文学研究界近年来的

“历史化”趋势，对文学批评构成

了强有力的挑战。 如何兼顾现实

感与历史感，成为考验研究者的

重要课题。 在此意义上，金理的

难能可贵，便在于他有足够的学

识和对历史的敏感体察。 借用评

论家赵园的话说 ，《文学史视野

中的现代名教批判 》是一次 “艰

难的选择”， 是对那些本该被珍

视、今已被忘却的思想资源的探

寻。 作者以名教批判作为问题意

识和贯穿全书的线索，触碰到二

十世纪中颇具重返价值的研究

对象。

章太炎、鲁迅、胡风，对其中

任意一位进行详尽的讨论，都将

是件吃力的工作 ，遑论将之 “一

网打尽”。 金理清楚地意识到自

己面临的挑战。 他在“遭遇思想

史人物 ”的过程中 ，明白在大多

数情况下 ，自己只能 “选择研究

对象的一部分言论与实践，为我

所用，来结构新的论述空间”。换

言之 ，正是因为有了 “现代名教

批判 ” 作为串联全书的思想脉

络，金理此书便无法被归类到业

已成熟的章太炎研究 、 鲁迅研

究 、胡风研究当中 ，反而蕴含着

突破学术专业藩篱、进驻当下思

想场域的可能。 想要使这个“可

能”不致最终落空，“现代名教批

判 ”足以担得起如此重任 ，作者

对相关概念的界定，便显得无比

重要 。 在前两章近百页的篇幅

中 ，金理花费巨大精力 ，从对先

秦 、魏晋时期名实 、名教问题的

讨论，一直延展到对晚清民国之

际名词膨胀的思想状况的梳理。

“名教”的最初含义，指的是两汉

以来传统政治制度和道德礼法

的规范，背后又牵连着有关名实

相符的哲学和语言学的根本问

题。 名教批判所针对的问题是，

一旦“名”的世界被确立以后，便

很容易被理解为真实世界本身。

然而“名”与“实”并不时时等同，

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口

耳相传的概念，即有浮离甚至背

离现实世界的危险。 作者认为，

现代名教是“这样一种情形趋于

极端的状态”， 原因在于二十世

纪中国的现实和思想，均遭遇了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西方影

响。全球化时代下后发国家的现

代化困境，加深了传统名教问题

解决起来的难度。在人为构造的

世界图景里 ，中国并不必然 “后

发”， 自身若蕴含足够充分的批

判性要素，克服固有问题的过程

会成为不断更新自我的契机。然

而毕竟和西方“遭遇”了，船坚炮

利也带来了各式各样的 “新名

词”，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

观念得到了变革。科学、民主、进

化、文明……这些名词及其背后

的理念 、价值 ，对中国知识分子

的感召力是不言而喻的。金理借

用胡适的说法，指出“现代名教”

的极端状态有可能通向的是“对

于抽象名词的迷信”、“信仰名的

万能”， 满足于 “文字的神力”、

“纸上的学说”，从而不具备介入

历史实践的能力。如何重新获得

介入的实践性，是金理念兹在兹

的关怀抱负。 在本书中，作者启

用“破名”与“破名者”两个概念，

想要从研究对象身上发掘内在

于我们思想传统中的潜能。

金理读出章太炎的“自贵其

心 ”与生命 “亲证 ”，从鲁迅那里

揭露 “伪士 ”的面目 ，呼唤带有

“实感”与痛感的知识生产能力。

对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亦

将其放置在“破名”的精神谱系。

笔者同样关注胡风及其衍生的

文学、历史问题，对作者做出的判

断大致认同 。 举例来说 ， 进入

1949 年的胡风，感知到迎面而来

的新世界， 虽然是他为之期待、

奋斗的未来，但仍存在着需要省

思、疗治的文化病症。 在胡风的

理解里，有关文艺的讨论乃至论

争，并不意味着权威的出现即能

解决问题；围绕以文艺为中心的

理论问题，拿政治原则作为占据

思想优势和道德制高点的后盾，

而不依据文艺实际的发展历史

进行耐心 、细致的分析 ，对于胡

风这样以文艺事业为己任的批

评家来说 ， 基本上是不可接受

的。胡风从他人的批判中所生出

的忧虑是，文艺事业若只有空泛

的政治原则作为指导方针，那么

革命文艺对于总的革命事业，还

能起到怎样的独特作用？金理赞

扬的是胡风力拒名教的现代品

格 ， 和他那自我挣扎过程的忠

诚。在历史的诡谲风云里留下铁

骨铮铮的硬汉形象，胡风当得起

“第一义诗人”的美誉。 不过，胡

风的例子亦带有某些令人不安

的思考盲区。 金理体认到“主观

战斗精神”这一尺度建立起来之

后 ，“胡风几乎是用它来辨明所

有文学命题的合法性 ”。 但金理

没能进一步深推的是，当胡风越

来越强调作者的 “主观战斗精

神”， 并最终凝成一个核心的概

念时 ，有没有成为新的 “公式主

义”的危险？ 是否会违背了他曾

经批判过的概念化、公式化？ 当

他为作家们设置了更高的现实

主义任务即 “自我扩张”、“自我

斗争 ”，把 “与人民结合 ”只视为

最基本的要求时，会不会因而就

失去了对其他作家、批评家文艺

追求的深刻剖析？ 胡风有他的勇

气、 使命感和捍卫文学的决心，

以及这份气质 、 感觉和心态背

后， 难以觉察但又无时不在的，

与历史共悲欢、同憎爱的骨气和

骄傲。 不过，这一孤绝的精神传

统 ，如何与更大 、更为广阔的中

国思想版图产生互动，怎样通过

合适的方式进入中国人的精神

结构当中，以唤醒内在的向上超

拔的冲动，这是每一位严肃的思

考者都应时时考量的启蒙难题。

在全书结尾处，金理总结出

“破名者” 及其知识生产的两大

特征 ： 一是与主体自身血肉合

一；二为拥有以自己的生存行动

践履其精神思想的气质。最终在

“实感”的意义上，文学提供了反

抗现代名教、置身现实人生的可

能。 金理未曾迎合当下“文学无

用论 ”的虚无主义论述 ，他将曾

经存在过的 “战斗者 ”的文学召

唤到现实语境。恰如诗人西川所

言 ，这是 “通过解放过去而解放

未来 ”的思考方式 ，试图以知识

化的途径，唤醒从知识出发进而

深入人与现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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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我们别忘了 ， 如果往古代上

溯 ， 我们会找到古希腊的哲学家那里 。

我们会说 ，那时候希腊的哲学家是科学

方法 ，他们中有人发现世界是由水构织

的 ，因为他们看见大海 ，看见尼罗河的

潮水在决定着世界的秩序 ；他们中有人

认为世界是火构成的 ，因为他们崇拜太

阳神 ， 看到太阳对万物的决定性作用 ；

他们中有人认为世界是由土组织的 ，还

有人认为世界是由气化而成的 。 瞧 ！ 这

与中国人的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很相似

吧 ？ 可是 ，今天仍有人认为五行学说是

迷信 ， 而古希腊人的那种探索是科学 。

可见， 我们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一种新的

迷信。 这使我们不能站在中立的角度去

认识中国的传统。

还有一个人是极有意味的存在 。 他

叫德谟克利特。 他把上述这些思想都进

行了考察，并到当时的希腊半岛、中东地

区甚至印度去学习过， 还跟巫师学习过

天文学 ，那时叫星相学 ，最终他说 ，世界

是由物质组成的， 而物质是由最小的原

子组织的，所以我们欣喜地认为，世界是

由原子构成的，总之，世界是物质的。

但是 ， 我们忘了他还说了另一句

话 ，那就是在原子与原子之间 ，存在着

巨大的虚空 ， 而这个虚空是不为人知

的 。 就是因为不听后面这句话 ，我们的

认识便缺了一半 。 这就是科学所无力达

到的 。 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 ，就是只

有阳 ，没有阴 。 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 ，就

是只说身体的细胞 ，而不管细胞之间存

在的巨大的虚空 。 那就是人的呼吸 。 当

一个人死的时候 ，他的细胞还在 ，可是

人死了 ，那么 ，到底是什么死了呢 ？ 我们

也许有人会说 ， 是细胞间的呼吸停止

了 。 可是它们不是物质啊 ，我们在说科

学的时候 ，在用放大镜 、显微镜透视的

时候并没有在乎过那些虚空的存在 。

所以，我们引进的现代科学只是认识

世界的一部分而已，但我们将它当成唯一

的尺规。当我们再也看不见那些虚空的存

在时，我们只知道人是需要吃的、住的、穿

的、行走的，可在虚位上存在的道德伦理

呢？ 难道不需要它吗？ 显然是需要的。 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需要，但我们如何在

实验室里建设人类的道德伦理大厦呢？

中国古人说得好，这世界上的知识分

为两类，一类叫知，另一类叫未知，合起来

才是知识的全部。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是为知”，过去我们解释得片

面， 他的本意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意思，

把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全部加起来，就叫真

正的知，也可以说是智慧。 知道的和看得

到的东西称为阳，看不到的和说不清的称

为阴。这才叫科学。所以说，我们不能简单

地拿西方“科学”一词而把我们的一部分

文化否定。

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科学”一词。

中医就是被这样怀疑和否定的 ，因

为它不科学。 这里的不科学不是中国的

科学定义，而是西方文化中的科学定义 。

为什么我们不拿中国文化去重新衡量西

方文化呢？ 只有彼此否定不了的东西，可

能才是我们沟通的桥梁 。 是我们自己把

天平放斜了，这怪不得人家。 比如 ，中医

是靠阴阳五行思想发展而来的 ， 后来还

和 《周易 》、天干地支结合起来发展了经

络学，也就是针灸学。 它有什么大的问题

吗？ 西医是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它没有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所

以它就简单地否定了这些运行了几千年

的理论。 但中医呢？ 很委曲，它面临着西

方科学世界观的一次检验 ， 说透了就是

微观世界的一次检验。

我认为这个检验也非常有必要，它在

检验中可能是对的，但我想，有一些很可

能就是错的，因为中医是不固定的，与人

的天赋和经验有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

识。如果我们根据西医的人体解剖学把这

一学问纠偏和进一步完善， 岂不是更好，

岂不是可以造福全人类。 所以我想，这对

中医也是好事情。

我不赞成简单地信仰西方文化和西

医的科学观念，也不赞成简单地否定中国

文化和中医理论。以我十五年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教学研究和十二年对西方文化的

教学思考，深觉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真正

可取的态度是中庸之道，取长补短。

这是疫情带给我们的副产品，其实是

更为深沉的问题，它反映了我们人类精神

文化中的病理现象。它已经不是中国的问

题，而是整个人类的问题，但首先要我们

中国人来解决。 从某种角度来讲，能解决

这些问题，也是一种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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