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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比较文学？ 对比较文学学者而言，这不

文学 ) 的意思；而且所谓“比 较 ”，其 实 恰 恰 就 是 要

是一个新问题，但无疑是一个困难而重要的问题。

鼓励寻求新的途径和可能， 去打破语言文化的界

英国比较文学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在《比较文学批

限或学科的界限。 第三，特别是就中国比较文学研

评导论》 一书开篇就曾说过：“凡是从事比较文学

究的情形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文学的学科方

研究的人迟早都得尝试回答这个不可回避的问

法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学科 “征用”，比较

题：什么是比较文学？ ”

文学似乎已没有只属于自身的独特的方法论。

①

巴斯奈特的这个说法，看似平常，却也难免会

不过，上面这些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一方面

让人感到有几分“多余”。 不断追问学科的定义和

说明了这一学科的某种不确定性和难以定义的方

真正外延和内涵， 难道不是任何一个学科发生发

面，甚至其超越学科的悖论性学科特征；另一方面

展的必要前提吗？ 岂止是比较文学的学者需要不

也彰显了这一学科最根本的人文品格， 即总是期

断追问这样的根本问题？ 又有哪一个学科，对该学

望打破既有认识文学乃至认识世界的圈限和规定

科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论没有起码的共识？ 巴斯奈

性， 而始终试图寻求新的更大更广也更深入的可

特本人不就已经对她自己给出的关键问题， 作了

能，反对陈规、俗套、惯性和定势。 对于比较文学的

“最简单的回答” 吗？ —“比较文学涉及跨文化
——

这一基本品格， 比较文学学者并不如人们所一般

的文本分析， 它具有跨学科性并且关注跨越时空

设想的那样，缺少甚至没有基本共识，而恰恰是形

的各种文学之间的联系模式。 ”她为什么要特别对

成了基本的共识。 这已经构成了比较文学得以存

比较文学学者做出这样看似常规而有些 “多此一

在的重要前提。

举”的提示？

关于此，也许可将法国学者布吕奈尔等人在

显然，这与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特点有关。 之

《什么是比较文学》 一书中给出的关于比较文学

所以要一再“明知故问”“什么是比较文学？ ”这样

的定义，与本文开头引述的波斯奈特的定义做个

的“初级”而“简单”的问题，至少有下列原因。 首

对比。

先，与其他学科相比，比较文学研究对象有些不太
确定，至少没有按照时间（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

《什么是比较文学》一书给出了两个关于比较
文学的定义。 第一个是这样的：

代文学）、国别（美国文学、德国文学、法国文学）或

比较文学是有条理的艺术，是对类似、亲

对 象 本 身 （文 学 史 、文 艺 理 论 / 文 学 批 评 、 民 间 文

族和影响关系的研究，它将文学同其他表现

学）来规定研究范围。 其次，比较文学的边界相对

或认识领域进行对比，或是在文学现象之间、

模糊。 甚至可以说，比较文学并不就是字面意思所

文学本文之间进行对比，不论它们在时间上

谓的不同文学的文学“比较”。 不仅具有英语 Com-

和空间上是否相隔，而只要求它们属于几种

parative Literature （ 比 较 文 学 ） 的 意 思 ， 也 有 德 语

语言或文化，即使是属于同一传统。 对比的

Vergleichende Literaturgeschicht （ 比 较 “ 文 学 史 ”）
的 意 思 ，还 有 法 语 Littérature Compareé( 比 较 性 的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对它们进行描述、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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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定义，按照作者的说法，乃是第一个定义的

学与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 也研究文学与人

缩略版：

类其他精神领域的关系。
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

⑤

我们这样说，当然并不是要否认不同学者、不

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

同研究方法以及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 企图达到

的分析性描述、 条理性和区别性对比和综合

整齐划一。 完全不是，也完全不可能。 这样说是因

性说明，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

为，只有建立并承认这种基本共识，我们才有讨论

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问题的基础， 也才能共同依循学科必不可少的规

③

巴斯奈特的《比较文学批评导论》出版于 1991 年，

范，从而推动学科的健康发展。 无视乃至背离基本

布吕奈尔的《什么是比较文学》出版于 1985 年。 尽

共识， 看起来是获得了比较研究所格外珍惜的开

管两人用不同的语言写作， 两部书在很多问题上

放性和多样性， 但这却既无法保护学科发展的自

有明显的分歧 （比如是否特别强调比较对象的亲

由，也将失去学科发展的前提，使比较文学的发展

缘性和影响关系等），但对“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个

失去真正的根本与源泉。

根本问题的回答， 应该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实质

真正的问题在于， 一般地认定比较文学跨文

性不同， 甚至强调的侧重点还多有重合之处。 至

化、跨学科与跨民族等显著特征 ，其实并不困难，

少，在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 ，跨越学科的界限，

极端地看，也甚至等于什么也没说。 关键是，我们

以更好地理解作为特别精神存在的文学这个意义

应该从现有的共识出发，在此基础上加深对“什么

上， 二者对比较文学的认识是相当一致的。 可以

是比较文学”这一关键问题的再认识。
这里拟以三个核心词为中心， 谈谈自己对比

说，是取得了基本共识。
这就正如 2011 年出版的 《比较文学指南》一

较文学的粗浅认识，以就教于同行和方家。

书的编者在该书前言中所说， 虽然比较文学具有

这三个核心词，第一个是巴斯奈特、布吕奈尔

韦勒克所说的， 无法建立特定论题和方法论所带

和雷马克所一再强调的“跨越”；第二个是“复数”；

来的危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比较文学的核心概

第三个是“他者”。 这些关键词，以及与这些词相联

念主要是跨学科（inter-discipline ）、跨文化（cross-

系的观念，看似老生常谈，却或许恰恰是容易被忽

culture ）、跨民族 /国 别 （trans-national ）。 这 就 再 次

视的常识，是应该建立的新的共识。

—体
意味着， 比较学者对比较文学的基本看法——

先说说“跨越”。 这是谈论比较文学必然涉及

现在定义上， 事实上并不像人们所想当然的那样

到的概念，或许由于对之缺少反思，几乎成为某种

莫衷一是乃至南辕北辙。

陈词滥调。 但这却不能不是认识比较文学学科的

④

尽管我们无法完全列举——
—其实也没必要全

先决条件。 换句话说，无论体现在英文单词前缀上

部列举——
—关于比较文学的所有定义， 但是在这

是“cross ”、“inter ”还是“trans ”，“跨越”作为对比较

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夸大人们对比较文学学

文学这个关键概念中的 “比较” 一词的翻译和转

科基本认识的分歧， 如果不是出于标新立异的需

义，乃是比较文学之所以成为比较文学的大前提。

要，也多多少少是不尊重学科发展的事实的后果，

在这里， 不是跨越的方法和范式带来了新的

客观上否定了一百多年来的研究成绩。 更何况，即

事实，而是既有的事实需要我们超越单一的视角，

使是被归为所谓“美国学派”的雷马克，也事实上

走出固定的语言和文化的局限乃至“牢笼”。 要准

在超越国界、 跨越学科之外强调了一般被归之于

确全面地了解鲁迅，不仅需要了解“魏晋文章”，而

“法国学派”的“关系”：

且需要了解“托尼学说”；阅读叔本华虽然不是读

比较文学是超越国界的文学研究。 一方

懂《红楼梦》的必要条件，但要真正理解早期王国

面，它研究各国文学的关系；另一方面，它研

维特别是他的《红楼梦评论》，叔本华则是无法忽

究人类知识和信仰领域内的其他学科， 如艺

略的一环。 这就像要阅读乔叟，必须了解薄伽丘；

术（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哲学、历史、社

阅读莱辛、歌德必要同时阅读莎士比亚一样。 甚至

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自然科

还没有进入比较文学的研究阶段， 我们就会如巴

学、宗教等。 简言之，比较文学既研究一国文

斯奈特所说，“一旦开始阅读，就会超越边界，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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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联想和联系，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文学内，而是

是西方中的东方，是区别于西欧的东欧，在宗教上

在歌德所谓的‘世界文学’这一伟大广阔的大写的

则是区别于天主教和新教的东正教区域， 在文化

文学空间内阅读。 ” 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上也与西欧的那个西方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西方

⑥

对于比较文学学者而言， 仅仅停留在某个安全稳

自身对自己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异。 比如，启蒙时

定的思想与文学观念的不变位置之上， 事实上就

代的德国人都在文化上崇拜希腊， 但温克尔曼的

意味着学科的停滞，意味着学术生命的死亡。 如果

希腊是“静穆的伟大，高贵的单纯”的希腊，莱辛的

说，对于其他学科而言，这多少有点危言耸听，对

希腊却是一个“号喊的希腊”，而尼采的希腊则是

比较文学而言，“不跨越，等于死”，也许倒真是一

一个酒神精神的“酣醉的希腊”。

种恰如其分的事实描述。 始终在不同的语言文化

比较研究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帮助

之间跨越， 始终努力打开另一个观察的角度和思

我们认识这种 “复数希腊”“复数西方”，以免仅仅

考的向度， 这是比较文学的宿命——
—或者说 ，使

停留在对西方浮泛的、人云亦云的理解之上。 不仅

命。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学才被美国著

如此，比较研究还会使得我们看到人性的复杂、文

名比较文学学者苏源熙（Haun Saussy ），誉为人文

化习俗的复杂， 使我们不至于被僵化的观念所引

研究的第一小提琴。

领。 这是更高意义上的比较，这也是更高意义上的

承担这个艰巨的使命， 仅在内心具有突破的

跨越。

愿望，当然是远远不够的。 跨越的意愿，永远代替

以上说到第一个关键词“跨越”和第二个关键

不了行动，跨越的可能，永远建立在通过艰辛劳动

词“复数”。 事实上，这两个词，从不同的方向，提示

所获得的对于多维世界、多种文化、多重自我以及

了我们从哲学层面理解“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个重

多元文学的切实了解之上。 而所有这一切，事实上

要问题的不同维度。 前者更强调了比较研究打通

最需要我们首先成为某个特定领域的专门家，操

语言、文化、国别和学科等界限的必要性，以及打

曲晓声，观剑识器，既能由专门走向博通，复可由

开的新的可能； 后者则使我们从认识世界的复杂

博通返归守约。 这才是比较文学的真境界？！

性和差异性这个角度， 进一步认识了比较研究的

在这样的基础上， 我们才可以进一步来说说
第二个关键词“复数”。
比较文学的世界，永远是一个复数的世界。 正
因为是复数，才有了跨越的可能。 也正因为“永远

指归之所在。 比较本身不是目的，认识生动而具体
的文学文本、文学现象，进而正确地面对并进入世
界和人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因此我们这
里可以来讨论第三个关键概念“他者”。

大于等于二”，才有了比较的最初起点。 复数思维，

比较，尤其是跨文化的比较，意味着必须有他

因而使比较学者得天独厚地愿意去学会善于发现

者的存在，没有他者，比较无从谈起。 而一说起“他

并理解世界的多元和复杂。

者”，我们大概都会想起以“他者”概念建立其独特

就以我们对“西方”的认识为例吧。 一般认为，

哲学大厦的法国犹太裔哲学家列维纳斯。 对列维

西方就是由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等发达国家

纳 斯 而 言 ，他 者 是 高 于 存 在 （Being ），也 极 大 地 区

组成的与东方特别是与中国相对的存在。 我们甚

别于、甚至对抗于总体性 (totality) 的概念。 从中国

至有所谓 “中西比较文学研究” 的课程和学术方

儒家哲学的角度来看，“他者”也意味着“仁”这个

向。 这笼统的西方概念，粗略看来，似乎没有什么

重要道德概念具有了某种本体性意义。 因为，多于

错。 但从比较文学的眼光来看，“西方”就不是一个

单个人，“仁”（二人）的问题才得以浮现。 也因为多

单数。 首先，对中国而言，从跨文化的意义上说，第

于单个人，才有了前面所说的复数性存在，才有了

一个“西方”，是印度，而不是现在处于西半球的位

如何面对一个与自身不同的存在者的问题。 这种

于大西洋两岸的那些国家。 正因为此，王国维才将

哲学性的思考， 如果放大到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

现代以来大规模进入中国的西方思想，命名为“第

意义上来看，也无疑对我们如何面对不同的文化、

二佛教”。 其次，西方也不是铁板一块，整齐划一。

不同的文学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正像卡夫卡、 里尔克虽然用德语写作却并不是德

在列维纳斯哲学的意义上， 他者是我们自身

国人一样，他们所在的我们所谓的“西方”，实际上

存在的前提，更是我们认识自我的前提。 也正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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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纳斯哲学的意义上， 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认识

义上对“他者”真正开放。

跨越自身的必要性，体会世界的复数性。 甚至，我
们也可以藉此改写我们对比较意义的固有认识。
“比较”，在他者哲学的意义上，乃是一切成见
和僵化观念的反义词。 致命的反义词。 它与思想上
的“定于一尊”势不两立，与文化上的沙文主义分
庭抗礼， 也与自我意识中的刻板因循时时短兵相
接。 这个意义上的“比较”，乃是让我们从对世界、
对文学、 对生命和文化的既有套路和套话——
—所

注释：
①⑥[ 英 ] 巴斯奈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北 京 大 学 出
版社 2015 年版，第 1 、2 页。

②③[ 法 ] 布 吕 奈 尔 等 ：《什 么 是 比 较 文 学 》，葛 雷 等 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28 、229 页。

④ A Compan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d. by Ali
Bahdad et al,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p.1.
⑤Henry Remark,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ts Definition

——
谓 stereotype—中超越出来，来一次比喻意义上

and Function ”, in Newton Stallknecht and Horst Frenz eds. ，

的“放空”与“清零”，一次次“开机重启”，为世界的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Method and Perspective, Carbondale:

更多可能性留下空间和余地， 从而也在最高的意

South Illinois Press, 1961, p.3.

比较诗学新路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元素
曹顺庆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
刘衍群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艺术学博士生）
DOI:10.14167/j.zjss.2019.01.016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学理论大国， 按照季羡

上却有着中国文化与文论因素， 海德格尔、 德里

林先生的观点，中国古代文论博大精深，是世界上

达、福科、叔本华等等西方文论大家 ，都曾经向中

①

三大文论体系（中国、印度、欧洲）之一。 正是这样

国古代文论与中国文化学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

一个“体大虑周”的文学理论话语，这样一个言说

国古代文论、 中华文化是当代西方文论的渊源之

了上千年、 与绚烂多姿的中国古代文学相伴相生

一。 研究这种渊源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纠正文化

的文论话语体系，如今却莫名其妙地消亡了：作为

偏见，重新认识中国文论的价值，而且这更是一条

理论， 中国古代文论非但无法参与现当代文学评

比较诗学研究的新路径。

论与文论建构，甚至已经无法表述自身。 只能成为
博物馆里的秦砖汉瓦、成为学者案头的故纸堆。 基

—
1. 西方对中国的否定及其影响： 黑格尔——
中国没有哲学

本上得不到广大青年学生的重视， 因为我们认为

黑格尔在谈到东方哲学时说：“首先要讲的是

中国古代文论没有当代意义与价值， 而西方文论

所谓东方哲学……我们所以要提到它， 只是为了

才是科学、系统、抽象、深刻的……在当今中国，西

表明何以我们不多讲它”②。 因为在他看来，所谓的

方文论已经成为一家独大的学术明星， 在中国闪

东方哲学， 只是一种东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和世

闪发光，处处受到学者们与青年学生的追捧！ 我国

界观，它不属于“高级”的西方哲学样态。 这种带宗

青年学者及广大的青年学生对海德格尔、德里达、

教观念的世界观也仅仅被黑格尔认作是一种 “宗

福科、叔本华等等西方文论家佩服得五体投地，崇

教哲学”③。 黑格尔非常轻视地叙述了对孔子的看

拜有加，但是，对中国古代文论却不甚了了 ，甚至

法：“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 在他那里思

对中国文化与文论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然而，人

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
—只有一些善良的、老

们万万没有料到，人们无比崇拜的西方文论，事实

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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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year of Long Qing ’s reign.The collected works of Mr. Yangming contains 22 volumes of Mr. Yangming’s Works （the original four volumes of poetry in the outer set integrated into 2 volumes and the order of
outline index is advanced to the outer set ， therefore ， 5 volumes of works ， 10 volumes of outline indexes ， 7
volumes of the outer sets ）， add 3 volumes of Quotation （the original 11 volumes of Chuanxilu integrated into
3 volumes ）， 6 volumes of The Sequel of Mr. Yangming ’s Works （originally 8 volumes ， among them ， 3
volumes of Gongyi ）， 5 volumes of The Chronological Life of Mr. Yangming ， and 2 volumes of The Story of
Traditional Morals （The Genealogy of Mr.Yangming ）， a total of 38 volumes.At present ， four series of the
photolithograph Longqing edition are mostly us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 originated from the 38 volumes in
the year of the emperor Longqing ’s reign ， and their predecessors ， the original edition of Wen Renbang in
Suzhou and edition of Hu Zongxian in Hangzhou ， were edited by Qian Dehong.
Key words ： Wang Yangming ； Mr. Yangming ’s Works ； verification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ver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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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y ， Jiangnan has become a core area in social ，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re is plenty of discussion about the concept of “Jiangnan ”， nearly reaching to the
extent that everyone gets an own meaning of Jiangnan in mind. Jiangnan in daily life is based on a dynamic ，
open and diversified concept. The space range of Jiangnan includes Jiangsu-Zhejiang-Shanghai area in the
south of Yangtze River and its adjacent areas in Anhui ， Jiangxi and Fujian provinces ， presenting a fan shape
east-facing Nanjing and Ningde and roughly matching up with the eastern areas of Yangtze River in the current metrological division.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pecific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in Jiangnan. Water is the most core geographic element and the spirit of traditional traffic in Jiangnan
which constitutes the basic skeleton of transportation routes. According to water ， Jiangna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areas： Lake Tai-canal basin （Wu culture area）， lower reaches alone the Yangtze River （Yangtze culture area ）， watershed along Qiantang River （Yue culture area ） and east coastal and East China Sea area （Ocean culture area ）. These four areas are respectively the core area of Jiangnan and its north ， south and east
wing， together forming an ecological mosaic of mountain regions ， plains ， rivers ， lakes and offshore areas.
Since 1840， great changes had taken place in Jiangnan such as in transportation because of the invasion
from western countries. As a basic behavior of daily life ， transportation had experienced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mode driven by human power to a new mode driven by mechanical for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portation history ， Jiangnan area had become an organic whole eventually ， forming a New Jiangnan in
modern times after steamships， automobiles， trains and aircrafts as touchable material forces spread to China.
Key words ： Jiangnan history ；daily life ； transportation history ； new mode of transportation ； concep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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