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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魂兮归来 ?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与中国大陆文学史对张爱玲的接受限度

许 维 贤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论文从张爱玲入史的个案来探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的两种不同生成

环境。前者倾向于研究型文学史 ,后者大部分是教科书文学史 ,这不同的书写取向是如何导致书写范式的两种不同

选择 :风格史和精神史的对立。论文先从新世纪夏志清和刘再复对张爱玲的有关争论 ,回顾了建国前后中国大陆对

张爱玲的接受史 ,是后来如何围绕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关争论和影响中展开。最后对《中国现代小说

史》和中国新时期以来数十部现代文学史的张爱玲论述 ,做出了比较、分析和检讨 ,并指出了精神史的书写范式是如

何紧附着意识形态的幽灵 ,始终跟随着新时期的张爱玲论述 ,它在大陆史家的心眼上划上了一道对张爱玲的接受限

度 ,甚至从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几则大陆现代文学史书写在论述张爱玲的几条“金科玉律”,而这些至今都在无形中导

致了大陆文学史写作以很暧昧的态度欲迎还拒着张爱玲幽魂的海外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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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魂兮归来 ! 反故居些。

　　天地四方 ,多贼奸些。

———《楚辞 ·招魂 》

前 　　言

21世纪初开 ,香港岭南大学主办“张爱玲与现代中

文文学国际研讨会 ”,会中夏志清与刘再复就张爱玲和鲁

迅的文学史定位 ,双方展开剧烈交锋。刘再复批评夏志

清没有反省《中国现代小说史 》的批评偏颇 ,要求他 :“扬

弃审美过程中的政治情绪与政治术语 ”① , 对此书用双重

政治标准在一味褒奖张爱玲成就和其“反共倾向 ”同时 ,

却否定了鲁迅、赵树理等左派文人的文学成就 ,深感不以

为然。刘再复将张爱玲称之为“残酷的天才 ”,但没有贯

彻到底 ,她在离开大陆后应邀写了几部反共之作 ,丧失了

其艺术独立性 ,成为“夭折的天才 ”,因此在张爱玲和鲁迅

之间 ,他会更喜欢“把天才贯彻到底 ”的鲁迅。夏志清回

应道 ,如果说张爱玲是夭折 ,鲁迅则更加失败 ,张爱玲夭

折是为了生活 ,鲁迅晚年被左联利用做左翼领袖更不可

取。②

总括来说 ,这场争论冰山一角地暴露出海外和国内

学人至今依然对张爱玲的基本价值判断存有的巨大分

歧。有人不断把鲁迅和张爱玲放在同一个历史坐标来衡

量和判断孰优孰劣。另一位大陆学者王晓明也曾做过类

似的比较 :“倘就艺术创造的整体份量而言 ,张爱玲自然

是远不及鲁迅的. . . . . . ”[ 1 ] 80年代在大陆文学史出土的

作家除了张爱玲 ,还有沈从文和钱钟书 ,何以后来鲜有人

将后两者与鲁迅作比较 ? 反而动辄把张爱玲和左翼精神

领袖鲁迅相提并论 ? 而为何这种比较又格外耐人寻味 ,

引起大陆学界的紧张和焦虑呢 ?

要追究下去 ,最初将张爱玲和鲁迅作比较的当然不

是海外的张迷 ,也不是许子东所指称的“国内的新锐学

人 ”③ ,而是上个世纪 40年代的胡兰成 :“鲁迅是尖锐地

面对着政治的 ,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 ,到了她

手上 ,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 ,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

在解体 ,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 2 ]30胡兰

成率先指出了张爱玲与当时五四左翼传统的格格不入 ,

而这种磨擦从文学观一直到后来张爱玲所选择的个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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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政治姿态 ,都不见容于以左派思潮为主导的大陆文

学史写作一直长达三十多年。

80年代中国学界重新让张爱玲浮出地表 ,张爱玲并

没有因而马上被供奉到大师的殿堂 ,这里头张爱玲重新

遭遇一个国内学界对她的渐进接受史 ,而这种接受尺度 ,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在大陆鲁学的参照系里进行。

刘再复认为大陆整个 80年代对文学史的政治写作和半

政治写作已有很多反省 ,所以原先被打入冷宫的非共产

作家才得到公正的评价。① 言外之意张爱玲在大陆非但

获得平反了 ,而且还缔造了“她的神话 ”②。其实刘再复

似乎高估了张爱玲在当下大陆文坛的正统地位 ,因为张

爱玲是否已在大陆得到公正评价还有待观察 ,况且这种

公正在多大程度上在现今的大陆文学史是否反映出来还

是一个问题。

上个世纪初的中国 ,从林传甲应命给京师大学堂编

写讲义 ,写了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中国文学史 》

开始 ,文学史的书写就和国家教育体制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执政者看来 ,作为教学的文学史叙述肯定对国家形象

以及民族精神的建构有所帮助 ,因此近百年来 ,文学史所

承担的教育责任 ,早已使它变成了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

分③。左翼精神领袖鲁迅长年被意识形态供奉于主流论

坛 ,非共产作家者如张爱玲虽已逝世将近十年 ,可是她能

在多大程度上大步迈入大陆文学史的正统论述中绝非是

一朝一夕之事 ,梳理其中的演变和推进 ,有助于让我们理

解到大陆文学史写作对一个非主流作家的接受限度 ,这

跟 1949年建国前文坛对张爱玲的评说会有何不同 ? 夏

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在这里扮演了一个怎样的功能

和影响 ?《中国现代小说史 》对张爱玲论述的背后在多大

程度上出现刘再复所谓的偏颇 ? 当代国内文学史写作对

张爱玲的论述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中国现代小说史 》对张

爱玲的认知 ? 其中的异同在哪里 ? 这些疑问恐怕已纠缠

不清于国内学人的一个更为尴尬和焦虑的大命题里 :如

何迎送张爱玲的魂兮归来 ? 正当大陆文学史的神坛供奉

的还是一尊至高无上的一代神明 ———鲁迅。

夏志清与建国前中国大陆对张爱玲的评说

在海外学术界 ,一般公认《中国现代小说史 》最大的

意义在于首次以巨大篇幅把张爱玲写进文学史 ,把张爱

玲放在鲁迅地位之上 ,推荐她为“今日中国最优秀兼最重

要的作家 ”④。当然 ,最早持肯定态度发表专文论述张爱

玲的评论家 ,不是远在美国的夏志清 ,而是傅雷和胡兰

成。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在 1944年 5月上海《万象 》杂志

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 》,高度赞扬《金锁记 》的写作技

巧 ,“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 3 ]9。胡兰成也在

1944年 5月、6月上海《杂志 》第 13卷第 2、第 3期发表

《论张爱玲 》,认为“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

者 ”[ 2 ]30。前者是以形式技巧肯定张爱玲 ,后者主要是以

内容与作家思想来诠释张爱玲 ,但双方都不约而同表达

了对张爱玲的才华可能在未来会有枯竭的忧虑。傅雷当

年发出感叹 :“才华最爱出卖人. . . . . . 一位旅华数十年的

外侨和我闲聊时说起 :‘奇迹在中国不算是奇迹 ,可是都

没有好收场。’但愿这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

上 !”; [ 3 ]18胡兰成也曾说过“她对于人生的初恋将有一天

成为过去 ,那时候将有一种难以排遣的怅然若失 ,而她的

才华将枯萎。”[ 2 ]23基本上这种担忧在某种程度上在后来

的不幸言中 ,也成了往后大陆学界在评述张爱玲的时候

所要每每强调的 ,甚至有者还暗示这是张爱玲当年的政

治不正确所应该付出的代价 ,如唐弢的这一句话 :“以后

出于政治偏见 ,张爱玲满足于浮光掠影 ,道听途说 ,不能

深入地描写真实的生活. . . . . . 起点即是顶点。而傅雷当

年的评述 ,‘不幸而吾言中 ’,竟成为不易之论了。”[ 4 ]370现

在的刘再复不过是把这种感叹转换成一种价值判断表达

出来而已 :“瞧 ! 这个夭折的天才 !”

张爱玲在 40年代初崛起 ,沦陷区的文学批评界不仅

只有上述两位知名学人高度肯定她。当代著名汉学家柳

存仁曾在 40年代化名‘柳雨生 ’三度撰文评介张爱玲 ,他

尤其感叹的是“在此动荡的时代环境里而犹能见到如此

精练圆熟的文字 ,未尝不可说是一种非偶然的奇迹。”[ 5 ]

也在另一篇文章向以左派新文艺腔当道的潮流提问“寻

思我国有过什么时代出产过这样的一位不庸俗的文士

呢 ? 在近年不是久矣没有看到的么 ?”[ 6 ]张爱玲在上海出

道 ,多发表创作于鸳鸯蝴蝶派杂志《紫罗兰 》等 ,况且其文

字又介乎于旧文体和新文体之间 ,卫道之士以通俗作家

的鄙视眼光评价她 ,甚至傅雷也给予忠告 :“把旧小说的

文体运用到创作上来 ,虽在适当的限度内不无情趣 ,究竟

近于玩火 ,一不留神 ,艺术会给它烧毁的。”[ 3 ]17柳存仁独

具慧眼力排众议 ,不但不排斥这种新旧杂糅的文体 ,反而

认为张爱玲的文体和思考力足于当时的潮流之外 ,反衬

出那些一窝蜂模仿左派新文艺腔之流的庸俗。夏志清在

《中国现代小说史 》中也肯定了张的旧体新用 ,并且赋予

它们新的意义和功能 :

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 ,是她对白的圆

熟和中国人脾气的给她摸透。《传奇 》里的人物

都是道地的中国人 ,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 ;因

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 ,有时候活得可怕。他

们大多是她同时代的人 ;那些人和中国旧文化

算是脱了节 ,而且从关闭自守的环境里解脱出

来了 ,可是他们心灵上的反应仍是旧式的 ———

这一点张爱玲表现得最为深刻。”[ 7 ]404 - 405

这个观点跟当代大陆那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有

关张爱玲论述的其中一段很相似 :“她从中看到了中国都

市人生中新旧交错的一面 ,即都市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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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变化 ,但人们的习惯、观念仍然是传统的。”[ 8 ]514这

只能说明夏的观点启发了后人。夏的分析无疑是充满力

道和深刻的 ,它揭示了张爱玲那深受旧小说影响的文体

对描绘现代中国人物的传统心理 ,还是有存在的必要和

价值。反观新时期的很多文学史写作 ,谈到张爱玲的文

体 ,除了通常以“她善于对古典与现代、雅与俗进行综合

吸收和全面运用 ”[ 9 ]516之外就无法深入谈下去了。

40年代肯定张爱玲者 ,有的也多从散文下手 ,觉得她

的散文“既不獭祭典籍 ,又不见滥施新文艺腔调 ,所以值

得鼓掌。”[ 10 ]有者甚至大胆下了预言 :“她的小说是一种

新的尝试 ,可是我以为她的散文、她的文体 ,在中国的文

学演进史上 ,是有她一定的地位了的。”[ 11 ]74当时的上海

重要作家苏青也毫不吝啬给予张赞许“张女士真可以说

是一个‘仙才 ’了 ,我最钦佩她。”[ 11 ]73

这对一个当时仅仅只有 24岁的女作家来说 ,这些赞

美是超乎常人的 ,这位天才作家要在以后的中国现代文

学史占一席位置 ,似乎看来不会太远。可惜新中国成立

后 , 1951年出版的第一部现代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

稿 》,完全没有提到张爱玲。王瑶在《自序 》中 ,直接承认

《中国新文学史稿 》是紧贴着党内有关新文学史的指导思

想完成的。① 新中国成立后 ,中共中央教育部在 1950年

5月就颁布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 》,对

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的内容做了指示 :“运用新观点 ,新方

法 ,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 ,着重

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 12 ]126王瑶等

人因此还奉命写了《 <中国新文学史 >教学大纲 (初

稿 ) 》,为建国后这门课程构搭了基本框架。这份教学大

纲奠定了建国后新文学史著突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基

本倾向 ,规定了新文学史上文学斗争的基本内容。② 在

当年那种以政治思想为绝对主导的文学史写作教条底

下 ,在共产党人眼中 ,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那不太光彩的

婚姻和政治倾向 , ③当然不可能见容于建国后的文学史

写作 ,从 50年代到 70年代末的文学史都把张爱玲活埋 ,

不但是预料中事 ,这一切也不幸划定了 80年代后大陆文

学史对张爱玲的接受限度。

夏志清在 1961年的美国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 》,高

度评价了张爱玲 ,不但只是补充了 80年代前大陆文学史

对张爱玲的空白描述 ,也建构了另外一套与大陆主流文

学史抗衡的个人文学史写作模式 :如果说主流文学史写

作带有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和集体偏见 ,那么《中国现代小

说史 》也不过是在奋力捍卫个人的政治和文学偏见而已 :

它既突出个人文学的趣味性和主观性 ,也毫不含糊个人

的政治立场和主张。这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史 》一直令人

争议的所在。但我不认为应该简单地把它归类成反共之

作 ,也不应该全然把所有的大陆文学史写作描述成亲共

之作 ,这不尽然是政治意识形态迴然不同的问题 ,也关系

到两种不同文学史写作的范式选择问题 ,在这一点上 ,我

们应该回到文学史写作的场域来重新审视文学史与生成

环境的关系。

两种文学史书写的对立 :

精神史与风格史

在文学史领域 ,历来有两种不同或对立的倾向 :精神

史与风格史。精神史倾向以某种预先设定的精神观念体

系来书写文学史 ,例如强调总体性的时代精神。精神史的

模式有两种特征 :其一 ,它并不把文学视为特殊的历史现

象 ,而是把它看成是一种精神史的表征 ,这意味着消解了

文学与其它精神现象之间的区别 ;其二 ,一种匿名的文学

类型学 ,基本方法是先设定一个参照系或分类标准 ,尔后

将不同的作家、作品、流派乃至时代分门别类地归入。而

风格史却相反 ,它是一种以具体作家的个性风格为参照系

的文学史模式 ,它的出发点不是总体性的时代精神或世界

观 ,而是个体性。风格史有两个特点 :其一 ,它是从历史思

维的特殊性方面而不是普遍性方面开始透视文学的 ,不是

以某种预先设定的总体范畴如时代精神为出发点来架构

文学的历程 ;其二 ,它反对把作家个性与特征简单地消溶

到某种类型归纳之中 ,反而最关心的是体现在风格上的作

家个性与作品特征以及文学的内部构成。④

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写作尤其在 80年代前明显都倾

向于精神史 ,这种文学史写作模式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

史稿 》就确定了下来。《中国新文学史稿 》的《绪论 》体例

分“开始 ”、“性质 ”、“领导思想 ”与“分期 ”, ⑤全盘以毛泽

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中关于文化革命问题的论述作为绝

对的参照系和分类标准 ,把无产阶级作家都纳入一个总

体性的时代精神书写里边 ,对无产阶级潮流之外的作家

持严厉批判的态度 ,这在 50年代较后出版的几部重要文

学史如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 》和刘绶松的《中国新

文学史初稿 》都强烈体现出来 ,更不要说这之后多部以集

体单位院校合编的政治化文学史写作。而也是从王瑶的

《中国新文学史稿 》开始 ,大陆的文学史分期概念都以革

命史的分期来架构一切 ,没有按照文学自身规律的发展

情况来分期。这种从非文学的历史中产生的分期 ,不可

能揭示文学发展的独特的阶段性。⑥ 可是这种分期法也

一直延续到 8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 ,韦勒克所说的“文学

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 ”[ 13 ]306在大陆似乎

面临实践的困难 ,整个格局分期法基本上还是受到大部

分主流学者的拥护 ,黄修己在 90年代依然坚持“《史稿 》

5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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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法 ,经过时间的检验 ,证明有其合理因素 ”[ 12 ]134。虽

然新时期以来文学史写作不再一律把非无产阶级作家纳

入批判的行列 ,但这里头还是有一定尺度的时代精神之

意识形态不能逾越。文学史书写无法脱离跟其生成环境

的密切联系 ,正当“教科书心态 ”始终弥漫在新时期以来

的大陆文学史写作中 ,大部分的大陆文学史都是教科书

文学史 ,缺少研究型文学史①。陈平原说 :“说到底 ,体例

明晰 ,叙述井然 ,结构完整的‘文学史 ’,主要是为满足学

校教育而产生的 ,这就决定了其写作很容易受到政教权

力的控制 ,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14 ]5这种

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书写为了便于课堂讲授 ,也很自然

地倾向于文学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 ,普遍性而非个性特

色。这种教科书体例的选择也往往决定了它们集体无意

识向精神史的书写模式倾斜。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的生成样式跟大部分的大

陆现代文学史有别。首先它是一部研究型文学史 ,不是

教科书文学史 ,夏在完成此书前 ,他还没有在大学讲授中

国文学 , ②他最初是以研究员的身份着手书写此书 ,拟想

中的读者当然首先是文学的专业爱好者 ,因此立论凸显

个人风格与创见 ,力求学术的创新 ,追求的是一种学术个

性而非主流论述的普遍价值判断。因此夏把现代文学的

嬗变过程描述成一个个杰出作家的个人风格史 ,把不被

主流文学史看重的作家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作强烈重

点引介 ,牢牢把握住个别作家的个体性并作出深入分析 ,

然后不遗余力做出论证和推广 ,这是风格史写作的典型

模式。作者在序言强调“身为文学史家 ,我的首要工作是

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 ”③。我们看到作者是把文学史

的重点放在作家及其作品的特殊性上 ,例如指出张爱玲

小说意象的丰富和对文字色彩的敏感 ,他是第一个拈出

“华丽 ”一词来形容 ,这个准确描述张爱玲文体的关键词

在这四十多年常被张学研究者反复引用。④ 而我认为更

重要的是 ,这部小说史给予张爱玲等人极高评价与其分

析方式展现了一种特殊的力量 ,它打破了原来大陆文学

史以精神史书写为主导的论述格局。

但不幸的是 ,夏志清对中共的政治敌意更长久引起

大陆学者的争论和在意。在那全球冷战的时代 ,作家要

自由写作谈何容易 ? 我们很难要求当时的海内外文学史

家都全然抛开各自的政治信念 ,文学批评深入到底层一

定会涉及到政治层面。当我们都意识到双方都在坚持自

己的政治立场 ,学术问题要处理的不是哪一方的政治正

确性 ,也不可能像刘再复那样徒然期盼双方放弃各自的

政治立场 , ⑤我们要审视的是在两种不同政治信念的文

学史写作本身 ,开展了怎样的不同文学史叙述模式 ? 在

各自的政治偏见下 ,文学的审美性在多大程度上被遮蔽

了 ? 要衡量这个问题 ,双方的笔下如何处理那些不同于

自己政治理念的作家群是个关键。

尽管我们可以不同意夏志清对左翼作家有近乎一面

倒的苛评与冷嘲热讽 ,但最低限度他还是让他们的名字

出现于小说史中 ,并且还为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立了专

章 ,在详细分析茅盾文本的美学得失后还是称茅盾“无疑

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共产作家 ,与同期任何名家相比 ,

毫不逊色。”⑥这个判断还是超越了他个人的政治偏见。

反观同时期写的大陆文学史 ,政治性完全压倒审美性 ,把

非共产党作家张爱玲完全活埋是铁的历史事实 ,也长期

把不同政见的胡适作为批判的对象 ,无视胡适的学术成

果和贡献 ,对他的自由主义作出歪曲的解释和践踏 ,完全

脱离文本分析和学术论证 ,例如复旦大学学生集体编写

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胡适是以章节“胡适的反动文学

观与他的《尝试集 》”被写进文学史的 , [ 15 ]完全以政治批

评取代文学批评 ,一律狭隘地把他视为资产主义的代言

人。

显而易见 ,夏的政治立场并没有完全取代他的审美

立场。的确他有反共的情绪 ,张爱玲正好是他表达这种

情绪的媒介 ,但他更是一个学者 ,富有西方文化传统中的

那种强烈的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精神色彩 ,对人类的

命运极为关心 ,这使得他在表达政治的情绪外 ,最重要的

还是要表达他对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解 ,而这两套

语码本身就是超越政治党派的。但在大部分大陆学者如

刘再复看来 ,这却不可思议 ,在他们的批评视野中 ,只有

一套语码起作用 ,不是政治吃掉艺术 ,就是艺术吃掉政

治 ,他们集体所拥有的只是政治取代艺术的历史 ,同时 ,

艺术也就变成了政治。⑦ 于是他们也只能从集体经验出

发去判断夏的两套语码的复式批评 ,将两套语码所可能

包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简而化之 ,质疑夏又是在借艺术

而大谈政治 ,故至今二十多年从唐弢到刘再复 ,不断有大

陆学者向夏志清作激烈的讨伐。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当然也不无缺陷。除了

他的反共论述带有冷战时代的烙印以致审美过程中不时

出现政治情绪之外 ,作者选择的风格史写作 ,也注定了这

是一部零乱而看不出历史延续性的个人风格趣味的编年

史 ,因此才会出现汉学家普实克对夏的指责 :“他未能把

他在研究的文学现象正确地同当时的历史客观相联系 ,

未能将这些现象同在其之前发生的事件相联系或最终同

世界文学相联系。”[ 16 ]220《中国现代小说史 》虽然使读者

见识到了一个个伟大作家如张爱玲的卓越风格 ,可惜却

又丧失了历史的厚度与深度 ,它毕竟不能涵盖特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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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期的丰富内涵。当夏志清充分考虑到了文学是如

何表达的同时 ,但却又无法兼顾到特定时代文学究竟向

我们表达了什么 ? 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史 》未能把晚清民

初的小说纳入时代视野 ,以及对抗战期间大后方的小说

总体描述也有欠周详 ,其实这两点在作者在《原作者序 》

里也做了检讨和自我批评。[ 7 ]17

文革后的最初那些年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

已在大陆学界引起不小的反弹。唐弢就说“我这次在大

连碰到丁玲 ,她就说你们为什么不批一批夏志清呢 ? 国

内已经有很多人在批了。”[ 4 ]416唐弢当时并没有即刻响应

这些呼声 ,反而为建国三十多年的文学史写作做了自我

检讨 ,写了一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 》,充分表现

了作为一代文学史家的谨慎和自知之明 :“我认为最重要

的还是写出正面的好的文学史 ,以抵消错误影响。这是

最根本的一着。因为单是反驳一个夏志清 ,不一定有效。

我们现在还拿不出一部好的现代小说史 ,这是我们自己

的缺点。”[ 4 ]416

反而夏的著术在当时的年轻学者中引起正面反响。

温儒敏回忆道 :“大概是 1979年 ,我们磕磕拜拜读了夏志

清的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 》,越发相信我们自己的艺

术判断 ;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

家。”①王晓明也说 80年代初 ,受到夏志清《中国现代小

说史 》的影响 ,他托朋友从香港买来一本张爱玲的小说

集。② 这几位学者都已经是当今大陆学坛的中坚分子 ,

王晓明也在 1988年连同陈思和主张“重写文学史 ”。台

湾学者龚鹏程这样评述“重写文学史 ”背后的脉络 :“当

大陆文坛希望能挣脱旧的框架 ,恢复文学之主体性 ,不再

让文学研究从属于政治时 ,他们考虑到的 ,正是夏志清所

走的路。”[ 17 ]可惜 1989年的政治事件 ,“重写文学史 ”的

呼吁很快就被主旋律给压倒下来。不管怎样 ,之后还是

有学人时不时旧事重提 ,但“重写文学史 ”是否至今依旧

停滞在理论的层次 ,抑或自觉逐步深化实践到文学史写

作当中 ? 本文当然无法直面做出检讨 ,但我们尝试从文

革后到今天的十多部重要文学史 ,就其中有关对张爱玲

的论述看出一些端倪和揭示出一些思考的盲点。

大陆文学史对张爱玲的接受限度

新时期以来 ,第一部影响很大的文学史是由唐弢主

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这一部集合了当时众多学界专

才合写的文学史总共三卷 , [ 18 ]资料罗列详尽 ,但没有出

现张爱玲的评述。其中的原因固然跟当时学术界的意识

形态有关 ,但多少也和唐弢本人对张爱玲的评价有关。

唐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 》一文就认为“夏志

清在他的《小说史 》里 ,把有些作家捧得太高了一些 ,比如

张爱玲就是 ”[ 4 ]424。

温儒敏在《近二十年来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 ’》

一文里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将张爱玲首次写入大

陆的文学史。”③但根据王宏志的考证 ,大陆出版的现代

文学史著中 ,最早出现有关张爱玲的论述是黄修己在

1984年 6月推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 》④,比钱理群、温

儒敏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还早。《中国现代文

学三十年 》的初稿刊 1984年的《陕西教育 》, 1987年 6月

才结集成书。其实即使不以文学史的出版日期来衡量 ,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也很可能不算是首次将张爱玲写

入大陆文学史 ,恐怕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 》才是

始作俑者 ,这本书的初稿完成于 1983年 10月⑤。黄修己

仅花了 370字左右描述张爱玲 ,在完全没有引证的情况

下批评张的风格“与凌淑华相近 ,但比凌的作品多了点市

井俗气 ,格调也不高。”[ 19 ]354这本书据作者称是大陆“间

断了近三十年后最早出现个人编著的新文学史著 ”, ⑥作

者也在书的后记解释说此书当时作为教材“赶印而编写

得相当匆促 ,许多内容来不及仔细推敲 ”[ 19 ]562 ,因此很难

苛求本书对张的评析会有什么用心推敲的地方 ,这也不

过印证了教科书文学史的操作缺陷。基本上整个论述模

式局限在作品的内容和作家思想的直接对应上 ,简单描

绘张爱玲的小说“多围绕恋爱、婚姻表现城市中的上层人

物 ”[ 19 ]232 ,其肯定的一小部分也是因为《金锁记 》“反映了

旧家庭的矛盾 ”[ 19 ]233 ,因此“有一定认识价值 ”,最后断章

取义张的名言 :“‘时代是仓促的 ,已经在破坏中 ,还有更

大的破坏要来 ’,她担心‘我们的文明 ’即将过去 ,‘思想

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这已经预示了当人民革命风暴

来到后 ,她的思想将趋向反动。”[ 19 ]233这显然是武断地从

张的话里宣判作家当时的政治不正确。

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 ,大部分大陆文学史书写基本

上并没有脱离黄修己对张爱玲的论述模式。⑦ 三年后一

部深具影响力的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也出版

了 ,以大约八百多字简单描述张爱玲创作中的市井色彩

和封建心灵 ,也加上一句对张的政治不正确 ———学界心

照不宣的共识“这个女作家有很好的艺术素质 ,却被她的

政治立场所蔽 ”⑧。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精神史的书写

模式紧附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幽灵 ,始终跟随着新时期的

张爱玲论述 ,它在大部分大陆史家的心眼上划上了一道

对张爱玲的接受限度。基本上我们可以归纳出大陆文学

史写作对论述张爱玲的几条“金科玉律 ”,而这些都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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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温儒敏 :《近二十年来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收录在《再读张爱玲》,第 21页。
参见王晓明 :《张爱玲文学模式的意义及其影响》,第 209页。
据温儒敏追溯 :“在 1984年 ,笔者与钱理群、吴福辉等合作编写《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其中论及‘孤岛’与沦陷区文学 ,就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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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修己 :《中国新文学史编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95年 ,第 232 - 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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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被删除了。



形中导致了文学史写作以很暧昧的态度欲迎还拒着张爱

玲幽魂的海外归来 :

(一 ) 以张爱玲的思想背离于时代发展的主潮来论

断其局限

张爱玲的两部反共之作《秧歌 》和《赤地之恋 》,以及

她和汉奸胡兰成的短暂婚姻 ,已经足以让共和国的作家

学者们长期把张爱玲放到大时代的政治祭台。80年代初

唐弢在检讨大陆文学史写作的当儿 ,还是说“我现在仍然

认为 :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重要的 ,这是根本问

题 ⋯⋯”[ 4 ]417他非常不同意夏志清把张的《秧歌 》捧得那

么高 ,他认为“这部小说恰恰是张爱玲根据不真不实的资

料 ,再加在上海参加半个月土改的情形写成的反共小

说. . . . . . 以耳代目 ,写的作品就是道听途说 ,连艺术上也

粗制滥造 ,没有什么可取了。”[ 4 ]417这段评语似乎深具影

响力 ,即使到今天的绝大部分大陆文学史写作 ,对《秧歌 》

和《赤地之恋 》都采取恶评而一律不需要论证的态度。孔

范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重复了唐弢的论断“五十

年代所写的《秧歌 》、《赤地之恋 》等作品 ,不但内容上不

真实 ,违背生活逻辑 ,而且艺术上也平淡无奇 ,失去光

泽。”[ 20 ]174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在谈到《秧歌 》,只

以一句“平心而论 ,张爱玲对中国农民心理和农村文化的

了解是极其有限的 ”[ 21 ]477就打发过去了。总而言之 ,一

旦面对反共作品 ,他们都斩钉截铁作了结论 ,完全不需要

作出具体引证和分析。

在海外 ,纵使有学人因政治立场而直接产生对这两

部作品的共鸣 ,但他们还是在赞美这些作品之余 ,做了大

量的文本分析和审美工作 ,例如龙应台的《一支淡淡的哀

歌 :评张爱玲 <秧歌 > 》①和王德威的《重读 <赤地之恋

> 》②就有很精辟的艺术见解 ,而这却是大陆文学史写作

在否定这两部作品之余所欠失的准备工作。事实上“与

其说《秧歌 》反共 ,不如说《秧歌 》反迫害 ,任何一种制度

的迫害 ”③。而批评《秧歌 》艺术粗糙也是说不过去的 ,

《秧歌 》的文字干净典雅 ,人物刻划细腻动人。但这些作

品长期在大陆被禁 ,大陆读者只能继续接受文学史写作

对这两部作品以讹传讹的评法。更多的大陆文学史干脆

就完全避开对《秧歌 》和《赤地之恋 》的论述 ,但以后的大

陆文学史还可以继续回避多久 ? 既然这两部作品长期被

大陆评论家视为是张爱玲反共的铁证和其纯文学追求向

政治化倾斜的开始 ,我们就更需要正面对向文本 ,作出剖

析和实事求是的论证工作。它们是主流论述心眼上的一

道缺口 ,这个缺口只要一天不通过学术的缝补 ,它还是不

时会在大家面对张爱玲的当儿 ,隐隐作痛。

朱栋霖等人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在谈到这两部

作品时 ,终究露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马脚 :“由于张爱玲

的思想背离于时代发展的主潮 ,必然影响了其小说创作

的思想倾向和审美价值。”[ 22 ]278这显然是精神史写作的

通病 ,先设定某种时代精神观念体系 ,再来取舍文学史料

和对照作家的思想 ,审查作家思想是否呼应时代精神 ,于

是作家及其作品的价值和定位被先设定的非文学的外在

标准给歪曲了。这种由文学史书写所预先设定的他律性

外在标准 ,首先把一大批响应时代精神号召的革命作家

写入了文学史 ,也同时把一大批不见容于时代主旋律的

作家从历史书写中驱逐出去。“20 世纪中国文学巨

人 ”[ 23 ]171鲁迅的伟岸身影在时代主潮的操作中不断拔

高 ,好像只能反衬出张爱玲那“个人主义 ”④的单薄身躯

的无地自容了。但张爱玲很早就预见到问题的症结并且

作出透彻的回应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

品很少 ,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 ,但好的作品 ,还

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

没有这底子 ,飞扬只能是浮沫 ,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

以兴奋 ,不能予人以启示 ,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

子。”⑤她甚至间接批评了当时风行的左翼文学和抗战文

学 :“倘使为斗争而斗争 ,便缺少回味 ,写了出来也不能成

为好的作品。我发觉许多作品里力的成份大于美的成

份。”⑥上述这些话 ,也是张爱玲很早为自己背离时代发

展的主潮所作出的回答。但显然大部分大陆史家不是不

愿正视作家本身对这些时代命题的思考 ,就是对这种思

考作出浅薄的结论 ,例如《20世纪中国文学史 》把张爱玲

上述那番话解读为一种“反精英化的世俗姿态 ”[ 23 ]363 ,站

在这个解读角度上来揭发张的小说“在故事体式上追求

消遣性 ”[ 23 ]363, 364 ,前一句话把张爱玲对一个时代的深入

反思平面化了 ,后句含蓄地对张爱玲创作的严肃性采取

减分的立场。其实这些思考并没有脱离鲁迅和左翼文人

在 30年代对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 ”提倡“无所为的

幽默闲适小品文 ”的批判模式 :对凡是背离时代潮流的作

家 ,一律从他们“与时代脱节 ”,来作为对其作品价值的扣

分理由。
(二 ) 偏重小说内容多于形式分析 ,以张爱玲的选材

大都局限于男女之情 ,嫌张爱玲不够大气

论述张爱玲 ,在颇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部分大陆文学

史主要偏重作品的题材和思想内容为审评对象 ,其形式

技巧还在其次。这当中 ,《金锁记 》最备受广泛认同 ,因为

主人曹七巧的形象“令人信服地证明疯狂的金钱欲望是

如何毁灭一个人的良知和人性 ”[ 24 ]226 ,“展示上流社会人

物灵魂的丑恶 ”[ 25 ]425。《金锁记 》的作者被描述成只是一

位成功暴露物质社会阴暗面的现实主义作家 ,即使把张

爱玲归纳成现代派 ,也不过是因为她“从一个侧面深刻地

揭示了冷酷的封建性和腐朽的资本主义性互渗交撞所造

成的人性泯灭的巨大阴影 ”[ 26 ]563。

反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首先指出“《金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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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在龙应台 :《龙应台作品精选》,奎屯伊犁人民出版社 , 2000年。
收录在王德威 :《如何现代 ,怎样文学 ?》,台北麦田出版社 , 1998年 ,第 337 - 362页。
《龙应台作品精选》,第 89页。
出自胡兰成曾对张爱玲说的一句话“你也不过是个人主义者罢了。”参见胡兰成 :《论张爱玲 》,收录在陈子善编 :《张爱玲的风

气—1949年前张爱玲评说》,山东画报出版社 , 2004年 ,第 27页。
参见张爱玲 :《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 ,第 172 - 174页。
参见张爱玲 :《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 ,第 172 - 174页。



记 》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 ,却极尽深刻之能事 ”①,然后

从心理描写分析入手“套过滚圆胳膊的翠玉镯子 ,现在顺

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 ———这表示她的生命的浪费 ,

她的天真之一去不可复返。不论多么铁石心肠的人 ,自

怜自惜的心总是有的 ;张爱玲充分利用七巧心理上的弱

点 ,达到了令人难忘的效果。”②夏志清最早肯定张爱玲

的小说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③。大陆文学史家当然也谈

到张爱玲的小说技巧 ,例如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就

比其它文学史写作有较多篇幅的小说技巧分析 ,但作者

是大量引用了 1949年前中国文坛对张爱玲的评说作为

辅助工具 ,因此有些文本分析也不免受到当时傅雷等人

的影响 ,例如分析《金锁记 》其中一段书写 ,作者写道“这

种跳跃性的结构艺术 ,显然受了电影剪辑方法的启

示 ”[ 21 ]472 ,这跟傅雷当年所做的分析是一样的 :“这是电

影的手法 :空间与时间 ,模模糊糊淡下去了 ,又隐隐约约

浮上来了。”[ 3 ]9因此我们感觉到大陆文学史对张爱玲创

作技巧的分析 ,并没有超出 40年代中国作家学人对张爱

玲艺术技巧的总体认知。

大陆文学史一直要到严家炎的《中国小说流派史 》,

才划出特定篇幅来谈张爱玲的心理分析小说的成就 :“张

爱玲的中短篇小说 ,着重表现上海、香港这类大都市里的

两性心理 ,尤其是女性心理。这些作品都有弗洛伊德的

烙印 ⋯⋯把主人公心理写得如此复杂、深刻和透彻 ,把这

类悲剧的后果写得如此细致入微。”[ 27 ]168严家炎的心理

分析未见深入 ,还是不脱夏志清那种新批评式的文本分

析方法 ,双方引用的文本段落都很相近。而且严家炎指

出《金锁记 》的悲剧效果和张的“意象的丰富与活泼传

神 ”[ 27 ]171 ,都是夏志清在小说史里反复论证过的。严家

炎的张爱玲论述最值得注意的部分是论证张爱玲和 30

年代的上海新感觉派的一脉相承 ,“达到了新感觉派作家

们想要攀登而未能达到的高蜂 ”。[ 27 ]168

严家炎的张爱玲论述发挥了一定影响 ,被 90年代以

后的大陆文学史一直引述着。《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 》在

描述张的心理分析和艺术特征 ,就屡次引述了严家炎的

看法。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 》也频频引用了严家

炎的观点 ,例如严对曹七巧的评价认为她“无疑是新文学

中最复杂、最深刻、最成功的妇女形象之一 ”[ 27 ]170 ,这个

评价被《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 》用来探讨张的女性书

写⑤。本来上述这两本以形式主题性为主导的文学史写

作 ,应该可以花出更多篇幅来深入分析张爱玲书写的形

式技巧 ,但纵观这两本书 ,未见有独到的分析。《中国现

代主义文学史 》以绝大篇幅来论述张的小说受佛洛伊德

理论影响 ,在最后却以简单地批判弗洛伊德理论的局限

来论断张爱玲小说的局限⑥,这是精神史书写的一个模

式 :把作家个性与特征简单地消溶到某种理论类型归纳

当中 ,然后选择肯定或者批判 ,最后简单地把理论的问题

推给作家本身来承担。《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 》也有

类似的问题 ,在谈到张爱玲批评婚姻制度并赞成姘居的

同时 ,就说张爱玲颇受女权主义影响 ,这是文学史家批判

的开始 :怀疑女权主义者提倡滥欲 ,“有碍于社会在婚姻

问题上的法制和道德规范的实施 ”, [ 9 ]515然后把矛头指向

张的小说“她的女性观渗透在她的形象世界里 ,有其超前

的突破性一面 ,也有其倒退的陈腐性一面 ,正像她的小

说 ,既是深刻的 ,但并不广阔一样。”[ 9 ]515

说到底 ,新时期以来大陆文学史论述标准虽不再以

单一和特定的政治思想为主导 ,但所要考究的依然是这

些作品对国家社会是否有积极的作用 ,这种功利主义的

文学评论观 ,阻碍了史家更准确地理解张爱玲的小说。

上述这种以作者选材然后入手批评的“好处 ”是 ,它可以

轻易绕过作品形式技巧复杂的一面 ,简单地以一些相关

理论对张爱玲的作品一味做图解的工作 ,最后很容易又

可以导出另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 :说到底作家选材狭隘。

这样的结论比比皆是 ,例如这一段 :“不容否认 ,张爱玲的

小说多描写‘男女之间的小事情 ’和‘软弱的凡人 ’,显得

题材较为狭窄 ”[ 28 ]300 ;再来这一段 :“在题材选择方面偏

爱男女间的情感纠葛而排拒其他 ,这当然是一种偏执 ,也

妨碍了张爱玲从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层面上来表现人

生 ,使其作品缺乏一种涵容时代生活变动的‘大

气 ’。[ 24 ]222这种互相复制的评论看似击中张爱玲的要害 ,

其实也不过为大陆文学史家的集体意识形态多添了一个

注释的证据而已。
(三 )“主流 —非主流 ”和“正统 —边沿 ”的论述模式 :

突出张爱玲与大众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学互为帮凶的关系

黄修己的张爱玲论述 ,从 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

简史 》一直到 90年代初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 (修订

本 ) 》和后期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 》,有一个渐进的接受

过程。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 》,他引文论据指出张

爱玲的“反动 ”[ 19 ]233 , 1993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

史 (修订本 ) 》,他对该段作了修正 ,基本上还是保留了原

来的立场 ,只是在字眼上修饰得隐晦一点 :“这反映在抗

战胜利后 ,在人民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时她的思想情绪 ,

已经预告了她后来将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向。”[ 29 ]478到

1998年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 》,已经完全不见他对张的

政治批评 ,反而在《导言 》中论到俗文学 ,出现了这一段评

语 :“在市民文学中也产生了像张爱玲的小说这样有高度

艺术性的、可以稳坐雅文学交椅的作品 ”。[ 23 ]14这种论述

推进的背后需要历经十多年 ,是因为终于找到一个合适

的位置安放张爱玲 :在主流以外的大众市民文学。早期

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 》认为张爱玲“格调也不高 ”[ 19 ]354 ,

《20世纪中国文学史 》对这种格调不高做出理论上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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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原来是因为张爱玲有始至终“持一种非精英化的世俗

倾向。首先在故事体式上追求消遣性 ”[ 23 ]364 ,所以她才

能让她的小说“真正走进民间 ,走向大众。”[ 23 ]367言外之

意即是说张爱玲的创作之所以在 90年代后的大陆阅读

市场广泛受落 ,是因为张爱玲“一直没有放弃对受众阅读

期待心理的考虑 ”[ 23 ]367。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对张爱玲的论述基本上也没

有脱离这个思考框架 ,只是在修辞方面做得较温婉动听。

章节标题为《通俗与先锋 》,开宗明义就把张爱玲定位在

通俗文学的范畴里了 ,然后说她的创作“有极强的市井小

说的色彩 ,使中国读者读起来分外亲切 ,容易接受 ”[ 8 ]515。

至于张爱玲的先锋性并不见有任何具体的论证或开展 ,

只是说张的小说“贴进新市民的文本 ,既是通俗的 ,又是

先锋的 ,既是中国的 ,又是现代的 ”[ 8 ]516。这里的先锋有

“现代 ”的意味 ,但只要史家不具体论述 ,这种与“通俗 ”

挂钩的“先锋性 ”会让大陆读者很容易联想到毛泽东时代

也鼓吹无产阶级大众文学的先锋性。不要小看史家论述

话语背后的暧昧地带 ,它虽然让我们稍微感觉到大陆文

学史家的为难之处 ,但这种无法说白的暧昧地带隐藏着

很多似是而非的结论。身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作者

之一的温儒敏在一篇论文中这样评价张爱玲 :“张爱玲越

来越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并和商业操作日益结合。”①90

年代以来关于现代性的消费理论在大陆的学界所向披

靡 ,“张爱玲热 ”不幸地再把作家放到另一种祭坛 ,学界那

些充满斗志的新左派往那里煽风点火 ,集体怀疑死后的

张爱玲依旧和“丑恶 ”的商业消费有某种共谋的暧昧关

系。所有 90年代大陆知识界对张爱玲的批判也是从对

消费文化的批判开始 ,因此我们看到了张爱玲从 80年代

或更早之前的政治祭坛已经被移送到 90年代后大陆“消

费文化的祭坛 ”。

90年代学界种种批判张爱玲的思考逻辑 ,不约而同

都启用了主流文学一贯高高在上俯视非主流文学的惯用

思维 ,它诉诸于一种不言自明的意识形态模式 :“正统 -

边沿 ”。《彩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在论述张爱玲的那一

小章《一个苍凉的手势 》里 ,第一句就温婉地道出“有人

说她的特出之处正在于她提供了一种边沿性的话语方

式。”[ 30 ]337恐怕在大多数大陆文学史家眼中 ,张爱玲的身

分政治早已经决定了她在大陆文学史的边沿位置 ,更何

况历经十多年的探讨 ,好不容易挪出一个边沿空间安置

张爱玲已经不错了 ,至少她没有被主流意识形态完全排

除在外 ———这种思考逻辑反复被大陆文学史行使着。这

是精神史写作在处理一个站在时代精神之外的一个非主

流作家的思考盲点 :以前一个作家之所以受到批判 ,据称

他长期得不到读者受落 ,是因为他背弃了广大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 ”的艺术 ;现在一个作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喜

爱了 ,但却被解释为是该作家摸透了读者的商业消费心

理 ,这同样要给予强烈的批判。这里所谓的“广大人民群

众 ”是绝对被理论掏空 ———抽象化的盲众 ,它的具体内容

是一开始就被精神史的书写者所任意操纵或者想象出来

的 ———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播散的绝对逻辑。

主流学界显然不承认 90年代的“张爱玲热 ”,是张爱

玲和其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所造就的 ,而非商业炒作的

结果。“张爱玲热 ”之所以能兴起 ,决非人为之包装 ,有一

个阶层为之出谋划策 ,有一个发行主渠道为之推销 ,有一

大群媒体人士为之捧场。② 相反 ,她的这种热在大陆 ,一

开始就遭受到巨大的压抑 ,来自意识形态和正统派的双

重否定 ,一直使得张爱玲在 80年代中期后热而不旺 ,直

到 90年代终于禁不住爆发起来 , 1995年随着张爱玲在国

外的去逝 ,这种热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可以说整个 90

年代“张爱玲热 ”弥漫了文坛 ,但出自主流学界要求降温

的声音也此起彼落。来到 21世纪初 ,有关张爱玲的书依

然很抢眼地摆正在大陆书市最显眼的位置 ,显然张爱玲

持久的热潮并不像主流学界所期待那样只是商业消费一

时的炒作 ,很快就会过去。这可真令长期冷眼旁观的主

流学界感到烦躁和焦虑不已 ,除了继续抬起鲁迅伟大的

旗帜来压一压张爱玲的气焰 ,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

结论

本来文学史的写作都离不开书写者的主观趣味 ,尽

关一切的文学史都宣称它的客观和权威性 ,但我们还是

可以从史家对作家的叙述和审美标准来解读出他选择哪

一种文学史书写范式。大陆文学史家偏向一种精神史模

式的书写 ,固然跟政治意识形态有关 ,但我以为这更和史

家本身如何以主体性面向历史和建构文学史叙事有关。

作为主体的文学史家是文学史的建构者 ,因而建构性也

就是主体性。主体性体现于建构性 ,而建构性则集中反

映了主体性、依赖于主体性。③ 大部分大陆文学史家在

建构文学史叙事的时候 ,往往只是满足于作为历史力量

的承受者 ,而压抑了主体的主观趣味性 ,在很长的一段时

期甚至让外在的意识形态效果内化了“主体 ”自身 ,而不

是以主体性的力量把意识形态置于一种审视的层面 ,更

不要说通过主体的能动性去改写精神史模式 ,这导致很

长的一段历史进程里大陆文学史写作陷入一种互相复制

的状态。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当然也逃不脱冷战时代

意识形态的牵制 ,但夏对文学的强烈主观趣味性让他在

双向度操作的反共情绪中依旧可以优游自如于审美与政

治领域。他的风格史写作固然逃不开对某一种时代精神

的偏见 ,但他并不满足于对一种历史进程的力量采取攻

击的态度 ,而是在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的重重萦绕中 ,为

自己的个人主观趣味和偏见找寻一种捍卫的介入 ———通

过一种文本审美的力量。尽管这种审美性的思想阐述也

暴露了他的个人政治立场 ,但却在不动摇自己个人文学

的主观趣味性之下进行的。总而言之 ,《中国现代小说

史 》为大陆现代文学史一度集体操作的精神史模式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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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另外一个充满个性化的风格史写作示范。

虽然大陆文学史对张爱玲的评析不能完全代表大陆

学界现有的张爱玲研究水平 , ①因为文学史书写往往都

追不上当下的科研成果 ,但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主

流学界迄今为止对张爱玲的接受限度。说到底 ,张爱玲

始终不是大陆文学史所要树碑立传的人物。经年累月 ,

鲁迅以他那民族忧患意识的膨胀巨影遮蔽了大陆文学史

的半壁江山 ,再加上毛泽东《讲话 》的庞大身影 ,所有要得

到文学史树碑立传的作家都得放下自己的身段 ,不是要

斩头就是要去尾 ,为自己个人的渺小身影量体裁衣 ,以便

能挤进那个被阴影笼罩下的精神史书写中。张爱玲站在

大陆历史进程之外的个人主义 ,以及她和“五四 ”总体时

代精神的格格不入 ,导致她很容易被抛离在精神史的书

写轨道之外。国内史家对张爱玲不抱佳评 ,不见得只是

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 , ②即使那些在海外流亡的很多大

陆学者作家也是对张爱玲不作褒扬 ,例如刘再复论及张

爱玲 ,就一定不忘拿她和鲁迅比较 :“鲁迅的精神内涵显

然比张爱玲的精神内涵更为深广 ,而且深广得很多很

多。”③这里所谓“精神内涵更为深广 ”指的当然是鲁迅的

忧国忧民是和时代精神合拍并且一起与人民并进 ,所以

显得更为深广 ,相对于张爱玲那不见容于历史的苍凉的

个人主义。显而易见 ,这还是精神史的思考逻辑 ,这是 20

世纪大陆一整代学人的集体无意识 ———把时代错综复杂

的精神内涵简单地置于作家个人的精神风格之上。只要

大陆史家一天不放下以鲁迅和毛泽东精神为绝对参照系

的精神史模式指标 ,张爱玲个人主义的瘦弱倩影就无望

得到大陆文学史的广泛确认。

换言之 ,如何迎送张爱玲的魂兮归来 ? 简而言之 ,大

陆学人所信仰的精神史写作 ,神台上供奉的是绝代宗师

鲁迅 ,所以动辄把张爱玲的幽魂牵引到神台向鲁迅鞠躬

打照一番 ,这非但不足为奇 ,而且已经形成一种文化政治

仪式 ———招魂仪式变成一种拜神会 ,不是为了要把魂兮

归来的张爱玲给安顿下来 ,而是要再一次以神明的显灵

把她给降伏或驱走 ,以见证神台上一代宗师的千秋万岁

和威震八方。这种文化政治仪式已经传了几代 ,我们知

道大部分鼎立于现代文学学界的大陆文学史学者 ,不是

早期以研究鲁迅为起家 ,就是当今大陆“鲁学 ”的权威 ,举

例就有唐弢、严家炎、钱理群、刘再复、汪珲、王晓明、王富

仁、杨义等人。而我们也会发现 ,很多海外现代文学知名

学者 ,却是标准的张迷 ,以研究张爱玲所见称 ,创立“张

学 ”,领军人物就有夏志清、王德威、刘绍铭和郑树森等诸

家。夏志清与刘再复的争论 ,不过是这两组阵营的人马

首度在新世纪浮出水面 ,来个短兵相接 ,在未来的日子也

必将越演越烈。而我们也隐隐约约看到 ,海内外现代文

学史书写来到 21世纪已隐然形成两个阵营 :一个以鲁迅

为精神导师的精神史写作 ,在国内树大根深 ———弘扬“感

时忧国 ”精神的“鲁学 ”派 ;一个在国外紥营的风格史写

作 ,以张爱玲的个人主义为师的“张学 ”派 ,这两股学术势

力将会长久此消彼长下去 ,我甚至以为这两大派势必主

导 21世纪的海内外中文现代文学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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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Zhang A iling’s position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this paper at2
temp ts to exp lore two diverse generative environments for Xie Zhiqing’s A H istory of M odern Chinese F iction

and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 s Xie’s book is a research2oriented literary history while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s for the major part the literary history intended for textbooks, their re2
spective orientation in comp ilation has resulted in two diverse choices in the paradigm s of writing: the con2
flict between the style history and the sp irit history. Starting with the disputes over Zhang A iling between Xie

Zhiqing and L iu Zaifu since the new century, this paper reviews how the history of Zhang A iling’s accep tance

in China’s mainland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 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centered round

the disputes over and impact of Xie Zhiqing’s A H istory of M odern Chinese F iction. Finally this paper com2
pares, analyzes and exam ines the descrip tions of Zhang A iling in A H istory of M odern Chinese F iction and in

dozen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books since the new perio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writing para2
digm for the sp irit history, colored by ideology, has affected the descrip tion of Zhang A iling in modern Chi2
nese literary history books, thus having retrained the fair portrayal of Zhang A iling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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