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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历史 悬置“现代”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 命名、分期问题的思考
陈迪强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摘

要

）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命名是历史的构造物，目前面临身份的合法性危机。面对众说

纷纭的求解之道，将文学分期还原到标记历史的功能上来，而将作为价值描述的“现代文学”
悬置起来另加讨论，从而寻找一种中性的文学分期表述，为建构多元的文学史提供一个平台，
这应该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性的思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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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现当代文学命名、分期
的认同危机及求解之道
在

年前，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中国现当
代文学”被称为“新文学”，是和古代文学相对的，
如，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周作人的《中
国新文学的源流》、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
要》，
年的任访秋的《中国现文学史》虽称
“现代文学”，实际上包括近代部分，和后来指称的
中国现代文学并不一样。解放初王瑶的《中国新文
学史稿》，仍沿用旧名，现在的四分法中的“中国
现当代文学”命名是由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派
生出来的文学分期表述。近代、现代、当代分别对
应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新中国三个
时期，然后这一分期以一种政治权力化的方式进入
大学教育体制、文学史的生产体制。在这种命名中
隐含着旧－新－更新的价值评判，具有等级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命
名及分期越来越受到质疑，其合法性出现了危机，
仅集中性的讨论就有多次：
年钱理群、陈平
原、黄子平提出的“ 世纪中国文学”所引发的

讨论；

年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
开的“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分期讨论会”；
年复旦大学组织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
术研讨会”；近几年在北京、武汉、石家庄等地也
组织了多次“学科史、研究方法”研讨会。除此以
外，各大刊物上发表的关于文学分期的文章不计其
数，以新的称谓写作的文学史著作也层出不穷。那
么，这一命名出了什么问题呢？归纳起来，无非有
以下几方面：
第一，现有的当代文学的时间范围几乎是现代
文学的两倍，而且还在无限延长下去，致使这一概
念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使用的
当代文学取的是广义的，其实在学界还存在一种狭
义的“当代文学”，特指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建构起
来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这在朱寨的《中国
当代文学思潮史》、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旷
新年的《当代文学的建构与崩溃》 等著作中有较
详尽的论述，而在这种论述下，“当代文学”在文
革结束后就终结了。这就使当代文学的概念更加扑
朔迷离，唐弢先生当年说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时就
说：
“现在出版了许多《当代文学史》，实在是对概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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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一种嘲弄。
” 这种歧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不

视野，有的甚至影响了近几十年的研究走向，改变

但没有消弥，反而有所加深，“在今天，当代文学
研究界，对学科如何发展其实并没有形成任何共

了学科的面貌。但是，这些提法也一直存有较大争
议，在现代文学起点上和学科性质上，还没有一个

识，相反，其分歧还有继续扩大的危险。
”
第二，学界对人为将百年以来的文学史分为三
个时期不满，认为它以政治标准将一个连贯的文学

共识。关于分期的具体方案目前有几十种之多，且
大多纠缠在现代文学的起点上。笔者认为，出现这
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学界将文学史分期过于价值化。

史断裂成几个片断，显得生硬，不能很好地展示文
学本身发生、发展的态势，如陈思和说：“人们习

其实，文学性质可以进行多种讨论，但分期可以放
宽历史的视野，在整个大的中国文学史的视野下寻

惯以政治的标准对待文学，因此把新文学拦腰截

找一个较为统一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回到分期的

断，形成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概念。
这实际上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它使两个阶段的文学

起点，尽力寻找一种中性的标记历史的方法，搁置
价值，将文学史的时期风格和性质放入括弧，另做

都不能形成各自完整的整体，妨碍了人们对新文学
史的进一步研究。
” 而对“近代文学”，也有不少
学者认为不合理，代表性的学者当属章培恒先生，

讨论，而先确定学科在长时段的文学史地位，从而

他认为
到
这间的所谓“近代文学”很
。
可疑，很难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时期
第三，现有的文学分期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具
有价值排斥机制，它对百年来的文学发展失去了阐
释力，而且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是一个以“现代性”
为核心的叙述方案，在组织文学史时会将所有它认
为不现代的文学现象排斥在外，比如通俗文学、旧
体诗词等。
这些质疑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变得
更加紧迫，许多学者开出了药方，在各自的阐释框
架下提出新的命名和分期方案。综合看来，讨论主
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打通”，二是“起讫时
间”。
“打通”指的是将百年文学视为一个整体的连
贯的文学史空间。起讫时间是指关于中国文学现代
转型的起点、终点。每一种提法背后都有着不同的
文学史观的支撑。较有影响的提法诸如：
“ 世纪
中国文学”说；大“中国现代文学”说；“现代中
国文学”说，等等。其中“ 世纪中国文学”有
广泛影响，在此就不多论述 。大“中国现代文学”
是指将百年文学总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将当代文学
还原为“当下文学”，仅指最近十来年的文学。王
瑶先生在
年代提出从五四运动至
年统称
为中国现代文学，
以后属于文学批评范围，可
先不入史 。许志英先生也持这种观点 。朱栋霖
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
—
》也以现代文
学命名。“现代中国文学”的提法主要见于周晓明
和朱德发。他们认为应以现代中国的主权国家概念
来规范现代中国文学 这样会使它的包容性更强 。
这些提法无疑大大开拓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

找到一个言说的平台，笔者认为这不失为一种有效
的思考路径。

二、回归文学分期的中性叙述
文学分期本身是文学史叙事的一部分，如果没
有文学史的建构，就无所谓分期，有的只是文学文
本本身，对它来说，定位在古代还是定位在现代并
不重要，只有阅读、流传对它才有意义，我们要对
文学发展作出分期只是标记一个时段，就象将河流
分为上中下游一样，只是为了方便言说，是把握文
学现象的一种方式而已。 年代以来的文学分期
表述，由于受韦勒克的影响，过多强调“文学性”。
韦勒克认为“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
制定”，
“它的历史只能参照一个不断变化的价值系
统而写成，而这一个价值系统必须从历史本身中抽
象出来”［ ］ 。但实际操作中，恰恰是在什么是
“纯粹的文学的标准”上最容易产生歧义。如果将
分期严格捆在这上面，就会莫衷一是。我并不否认
这种努力在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回归到纯学术
领域以及对深化文学本体研究的历史意义。我只是
认为这些应该放在文学性质和价值的层面做具体
的描述和研究，而在分期、断代上，我们应该寻找
一个中性的叙述模式，关注“某一规范系统被显示
的最充分”
的大时段即可。
另外文学史分期还要考虑长时段，考虑它的后
续性。有时
年在整个文学史长河显得很短暂。
现在认为是一个伟大的新阶段，再过
年可能只
是一笔带过，新时期、现代、当代可能都不合适宜
了。许多当时认为不证自明的结论，过上几十年来
看都值得重新推敲。而古代 现代的切分都是一种
中国文学史的现代建构，能否经得起历史长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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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考验还很难说。所以我认为文学史分期要瞻前顾

个个界标，那我们就要选择重大的、醒目的历史事

后。从这个角度看，现有的许多命名、分期就未能
考虑对“前”的衔接和对“后”的永续性。

件来作界桩。正如王瑶先生所说：“历史分期总是
要以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但历史本身又

循此思路，无非有两种中性叙述能胜任此要

是连绵不断的，无论定在哪一年，一些复杂的历史

求。一是以世纪分期。二是以朝代（政权）更迭为
标志。笔者倾向于后者。世纪概念是一个舶来品，
是西方世界传入中国的纪年方法，背后中有独特的
西方文化支撑。这种方法能够顾及到文学史书写的

现象只能用追溯或补叙的方式来解决，不可能是非
常整齐的一刀切。
” 这应该是比较中肯的、有现
实性的论断。而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建立就是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任何社会，无论

后续性，又能有一定历史积淀。虽然对断代文学史

我们称之为古代或现代，均是以政权形式组织起来

来说具有中性叙述的功能，但在实际操作中用“世
纪文学”来标记历史也有它的弊端，如在长时段的

的，在中国，政治的变革对文学的影响是非常显著
的，即使再怎么“去政治化”，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中国文学史中如此应用会产生不统一。目前通行的

所以以政权来标记不仅兼顾到整个中国文学通史

几部《中国文学史》，如，袁行霈、章培恒、游国
恩等著作均是以王朝更迭标记历史，如果将世纪标

的书写，而且能无限延续，即使一个长时段的政
权，辅以公元纪年也基本能在分期上准确定位。

记法纳入整个中国文学史中便会显得不协调。另
外， 年代中期提出的“ 世纪中国文学”不仅
仅是一种标记方法，同时它隐含着浓厚的价值评
判，同我这里提出的标记方法有相同的一面，但更
多的是不同。他们的这一概念是和“启蒙”、
“走向
世界的文学”紧密相联系的。“他们就是要通过压
抑、贬低‘左翼文学’来修复和抬高‘自由主义文
学’的‘历史正统性’
” 。可以说这同样是个高度
意识形态化的概念。
因此，我更倾向于用中国化的标记方式——以
王朝或政权的更迭为标记。古代文学史的写作一直
沿用此方法，但在现代文学界却不再提起，甚至有
意避开。究其原因无非有三条：一是现当代文学史
建构的等级性和压迫性。关于“现代”的叙事背后
都有“封建”作为反衬，无论是“新文学”还是
“现代文学”都表征着“新纪元”的历史叙述。所
以朝代划分在现代文学领域里也就不会考虑了。其
二，“现代文学”在建构过程中，最初是作为文学
批评的概念使用的，是由“新文学”演化过来的，
在当初还未经历大的政权更迭 。其三，寻找文学
史独立性的焦虑使现代文学叙事排斥用政治事件
来标记文学史。作为革命叙事的反弹， 年代学
界在“文学现代化”的召唤下，一直憧憬和发掘能
摆脱政治干扰的纯“文学”的历史。他们用“文学
性”来反叛“政治性”，认为以政权更替划界会抹
杀文学本身演化的特点。其实，不管是政治挂帅，
还是文学性的文学分期描述都是将分期价值化了。
我们可以以政治事件标记历史，但又不用政治标准
来过滤文学史。既然我们需要给文学史长河打上一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来说，用政权更迭来分期既
可吸收到原有分期的合理因素，又为文学史价值描
述预留很大的言说空间。用民国时期文学取代原有
的“现代”阶段，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凡是在
这一主权和民族范围内的文学均可纳入视野之内。
无论新旧、雅俗、先锋和大众都可以得到观照，而
且没有等级之分。比如：原有的现代文学的界定是
按照“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说法界定的，“在五四
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
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
部分。
” 这样，就站在无产阶级文化角度叙述五
四以后的文学，视角单一，放大了无产阶级性质的
文学，而如果从民国文学的角度看，就更能显示
“民国经验”，这里的民国经验不是指国民党对文学
的组织和实践，而是指民国时期的文学组织、体
制，实践形态的丰富性、独特性。尤其是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时期相比，这种丰富性、独特性就更明
显。而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来断代，既保持了原
有“当代文学”的某些合理成分，又剔除了“等级
性”。使它和民国文学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是平等的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时段。“重写文学史”思
潮努力寻求新文学的整体性，是有积极意义的，我
们必须正视解放前和解放后文学的连贯性，但也不
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二者没有太大变化，这也
不符合事实。洪子诚先生说：
“强调文学的独立性，
努力使文学史从政治的附庸中解放出来，这一点文
章（指‘论
世纪中国文学’一文——引者注）
贯彻得较好。
年以后文学基本上是三十年代
革命文学的发展，可是
年这条线仍然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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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码文学的领导方式变了，这一点对十七年文学影
响很大。
” 而涉及到民国文学的起源、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学的起源，均可以用“追溯”的方式给予
观照。哪一个“现在”不是衍生自“过去”的呢？
因此“没有 ，何来 ” 的追问在分期的层面上是
没有意义的，但在价值层面却是很有意义。由于中

悬置“现代”

情、愿望所‘重新建构’起来的作家形象。

我

们‘今天’所‘看到’的，并通过他们的学生或学生
的学生所不断研究、发掘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就是
‘ 年代’意义上的那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么？” 这
种发问是相当令人深思的。当我们用“现代”统领
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的时候，必然会排斥“不现

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仍在无限延展之中，我们对这一
长时段内的短时段文学就直接用公元纪年标记起

代”的文学现象，或者为了将某种现象纳入现代文
学而给它强行安上“现代性”的帽子。所以，“中

讫时间，可以照顾后续性。这样一来，原有的“中

国现代文学”作为学科命名有其合理性（暂时没有

国现当代文学”在分期上的内涵就变成“中国文学
史”之下的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文

其它的界定能更为广泛接受，当然，这部分归结为
制度和体制力量），但从长时段来考虑，我们还需

学。原来的“当代文学”、
“新时期”、
“后新时期”、

要用更加审慎的眼光来打量它。如果我们通常挂在

“新世纪”概念均只是在文学批评的角度去运用。
而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并没有消解，而是将它
放在文学史性质的层面加以讨论。

三、悬置“现代”——文学史的价值描述
仅用民国文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来标记文
学史，只是一种便于研究的物理时间的分割，便于
文学史的组织和叙述。更加深入的研究则是描述这
段时期内文学的形态、运动轨迹、时期风格、精神
面貌（有时可以打破分期之限制）。这就是我所说
的文学史的价值描述。
那么从价值层面上看，自清末以来的文学和以
前的文学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否
有一个核心的精神，如果我们承认这种变化的存
在，我们就要想办法给其性质上的界定，提炼出它
的共性来。我们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中国现
代文学”称谓的，然而我们要对这种命名的使用持
怀疑的眼光。为什么是“现代”，如何成为“现代”，
现代到底有多长，都是大可商榷的。这都是文学史
的意识形态，从福柯的话语理论来看就是一种话语
建构。正如汪晖所说：“现代文学的产生，一方面
是和一种独特的时间观念相关的，这种时间意识体
现为古代 现代 未来的历史划分；另一方面则和特
殊的语言实践有关，这种语言实践能够证明或体现
时代（现代）的特征——中国现代文学的编史学基
本是以这两个基本预设为前提的。
” 程光炜则从
历史重释的角度指出“现代文学”是一种历史叙述
的构造物：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鲁迅、沈从文、
徐志摩，事实上并不完全是历史上的鲁迅、沈从文
和徐志摩，而是根据
年代历史转折需要和当时
文学史家（例如钱理群、王富仁、赵园等）的感

嘴边的“现代”仅仅是一个时间的维度，就不会产
生纠纷，可惜它不是，它更多的是价值称谓，它身
上有太多的附加物，所以我们有必要悬置“现代”，
跳出“现代”的樊篱，在中国文学史的大名称下以
民国文学（或晚清－民国文学）、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学为框架建构文学史，从而对文学史现象进行重
释和梳理。这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再出发”。
这里的悬置“现代”，并不意味着彻底解构“现
代”或不要“现代”，而只是提醒在什么意义上谈
“现代”，也就是说，不在分期的意义谈现代，不把
它作为一个统领性的概念来规范整个学科的研究。
只是作为这段文学史时期内的一个课题加以研究
和讨论。
悬置“现代”的一个最切近的好处正是能够将
晚清以来的文学史从“现代”的桎梏下“解救”出
来。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可以得到新的观照。这里就
以近年来讨论较多的旧体诗词和通俗文学为例。在
悬置“现代”的情况下，旧体诗词的研究和文学史
地位就不成问题。因为它本身就在文学史中。过去
我们按西方的标准建构起来的四大文类中的“诗
歌”主要指新诗，旧体诗是没有地位的。那么如何
评价这些旧本诗？在摒弃新 旧，现代 传统的对立
情况下，旧体诗显然不能用新诗的评价体系，而要
用传统诗歌的审美体系来衡量它，看它在整个传统
诗歌长河中能不能构成“文学史事件”，有没有价
值。比如鲁迅、郁达夫、毛泽东的部分旧体诗词就
可以立足于唐宋以来的优秀诗歌之林。而有些旧体
打油诗、
“老干部体”（孔庆东语）就不能入史。当
然，这并不排斥用现代的眼光去观照它，如研究
“旧体诗”中的“现代意象”，也不排斥研究新诗中
的古典因素。这样就打破原来单一的现代性视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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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旧体诗词。
同样，悬置“现代”之后，通俗文学如何整合
入史也会有新的思考向度。目前所说的现代通俗文
学，在样式上主要指的是通俗小说，这部分通俗小
说在审美价值上更多的是和传统小说发生关联，用
通俗文学研究专家范伯群先生的说法就是“继承改
良派”。这样的通俗小说在“古代文学史”和“近
代文学史”中是堂而皇之地列为专章专节的，但到
了“现代文学史”中则变得不合法了，即使入史也
不那么理直气壮。范伯群先生多年致力于通俗文学
研究，其新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
以详实的史料、宏大的体系勾画了中国晚清以来的
通俗小说画卷，是通俗文学研究的力作，但读完全
书总让人似乎听到一个话外音：为通俗文学辩诬，
要使通俗文学搭上“现代”的列车。范先生将《海
上花列传》列为现代转轨的起点，并开列六大“现
代”要素。虽然从“现代”的角度看，这六点并非
每一点都能立足，但这反映了范先生一种“现代”
的焦虑感。其实范先生引用鲁迅的话对该作品已经
做了很好的定位——“能自践其‘写照传神，属辞
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之约”——能得这样
，不一定
的评价本来就是传统小说的高境界
非要将之沾上“现代气”才算发掘出它的最高价
值。通俗文学何必“现代”！通俗文学又如何“现
代”！将通俗文学强行收编入“现代”的话语系
统，反而会削平它的美学意蕴——在我个人看来，
泥沙俱下、蓬勃朴茂的生活气息才是晚清以来通俗
小说的魅力。那么，不再用“现代性”一维标准来
收编通俗文学，而是建构它自身的美学评价体系，
晚清以来的通俗小说自然会在中国文学史的大传
统中得到应有的观照。
悬置“现代”，并不是不要文学史观，而是为
建构百花齐放、多元共生的现代（时间维度上）文
学史打开方便之门，只是对目前过于“现代”的中
国文学史作一必要的平衡和修正——我想，这对这
一学科的发展是有利的。

注释：
分别参见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 引言》，人民文学
出版社，
年 月；洪子诚：《文学评论》
年第 期；
旷新年：《读书》，
年第 期。
除了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的《论

世纪中国文学》一文

外另有严家炎先生主编的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安徽教
育出版社，
年），黄修己主编的《 世纪中国文学史》（中
年），孔范今主编的《 世纪中国文学
山大学出版社，
史》（山东文艺出版社，
年）。
参见周晓明：
《现代中国文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
年。
朱德发：《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
社，

；《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山东大学出版
年。

关于“新文学”如何最后演化成“现代文学”，高玉先生《中
国现代文学史“新文学”本位观批判》一文有精彩的论述，
见《文艺研究》
年第 期。
这种提问方式先有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后有
李杨的《没有“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
文学”？》，曾引起广泛讨论。两文分别见《想象中国的方
法》（三联书店

年版）和《文学评论》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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