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近現代文學發展的輪廓和動力

林春城*

1.導言

地球上出現社會主義社會已有80年悴史了. jZ改變資非毛主義矛盾而

誕生的社會主義以蘇聯為先頭 在東歐﹒中國﹒拉丁美洲等地獲得了成

功1 以至形成了與資本主義社會相對立的社會主義陣營， 但到20世紀末，

社會主義E臨了體制危機.戈爾巴契夫的改革作為20世紀最大的反思，給

我們以巨大的反響已且是蘇聯的改革馬上變質了，把其原匡歸屬於因斗l 旦

己已型核發電所事件而發生的蘇聯經濟情況不安的有法l.i是很有說得力.但

是對我↑何F門T它披若

2加O世市紀己末隨若荒煎支r聆諾的瓦解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 21世紀將以

美國為中心拍資本主義陣營占領絕對優勢.自主樣的世界性巨大路史潮流

中，中國的地位格外令人注目，對蘇聯社會主義來看， 20tt~:c可說是社會

主義社會的產生﹒典盛﹒崩潰的歷史.而在牛園， 20世紀前期是為了建立

中國式社會主義社會而搞革命的時期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

文化大革命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 到了“新時期" 在“建設具有中國

特色酌社會主義"的口號下，試團把社會主義和資木主義統合.現在無法

豫?M應該甚麼線素作為衡量天來世界史的普遍潮流的標準-自稱第三世

來 木浦大學役中詩中文學科教反

1)創刊座謊:現段階瓷水 11義文化現11[干1I科學的文化~lJ論的技升;二手，~文化科學》

創刊的九 1992.6， 1O~ 11只， tr士鳥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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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一員的中國卸占了國際聯合安全保障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還有相

當於韓國1960-70年代經濟水平而保有核武器， 不論資本主義的觀點還是

社會主義的水平來講， 中國分明是開發途上園， 可它卸維持著安定基調.

這樣的中國的力量源於什麼? 這種力量源於中國式社會主義 @p毛澤東

思想的君法就是教條機械論 把這種力量歸結傳統中華思想的看法就是

文化保守主義而已

從一國民族主義的角度來君，所謂“新時期"以後，反思過去的傷痕而

摸索新路的中國，可能給我們以前人未踏的教訓.與此同時，它威脅韓半

島的統一和韓國民族利益的可能性也不可否認.我們應該克服韓中關係史

上的近現代百年間的空白而定立正確的中國觀.

韓中兩國不僅在傳統上關係密切而且近現代上有20世紀前半的同步

性和後半的逆向性.但是韓國文學和中國文學的比較研究仍然處於停吐不

前的狀態.為了解決這種局面有必要對中國文學的本質意義和固有課題進

行研究.本文為了解決這種課題作了摸索性的研究.為此，首先站在中國

文學研究者的立場上，檢點關於“東亞文學"和“近現代性(Modemity)" 的韓

國論議，然後通過對文化思潮和藝術方向關係的考察，總結中國近現代文

學2)的發展輪廓(背景和類型) 最後透過大眾化﹒民族化﹒近現代化的關

係的考察，觀察文學史發展動力，以至抽出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理論系統和

東亞文學的普遍性.

2) 這篇文章里所謂“近現代"相當於西歐的“Modem" 其實西歐的“Modem"概念本

身是模糊的，因此確定東亞“近現代"的界限也不簡單.到現在，韓國分為“近代"

和“現代"中閻分為“近代"﹒“現代"﹒“當代"這篇文章的看法如下，先以西歐

文化與東亞文化開始衝突的19世紀中控為其起息，由於當時提起的課題還沒根本

解決，把從此到今的歷史設為 4個“有機性整體"把它稱為東亞的“近現代，\并

且把西歐的“Modemity" 和“Modemization" 改稱東亞的“近現代性"不11“近現代

化，\“近現代"的起床，在中國是鴉片戰爭左右，在韓國是江華島條約左右.關於

東亞“近現代"起，有的論議要通過更細密考察而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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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東亞文學"不[J “近現代性(Modernity)"論議

以1985年韓國出刊的〈轉換期的東亞文學〉為開端，“東亞文學"作為

民族文學和世界丈單3"J特殊環節能增多引起研究者的興趣.它基礎於只有

主體性認識和有機性理解東亞地區才能克服韓半島的分斷體制的認識-

10年後召開的〈韓區文學研究和東亞文學〉座談3)回繼承了〈轉換期的東

亞文學〉的問題意識而又對三國匹1固地區進一步進行了服央主體的比較

考察l'血們主張，雖然這些地區具有“萬字﹒儒教文化團和第三世界的歷

史經驗"的共通點而“進入學術的競爭時代"但是把由於在這個地區里韓

國沒有起到主導作用而形成的“對影響的潔癖症"和“小中華意識"克服，

并且警戒“東亞文學概念被地域霸權主義利用的可能性" 這場座談意味若

從研究體驗中覺醒了到現在熱血於自己的當面課題的韓﹒中﹒日三國文

學的研究應該注視對方的研究成果而進行的事實.加立，進一步發現了三

國的普羅文學和東亞小說的獨自性理論系統的可能J性1 提高關心海外僑抱

文學等，可說是具體成果-

盡管如此.關於中國文學所捏出的有幾個問題不能同意首先座談中

所說的“三國四個地區"FE攝大多IJ至少“三固有千個地區"其牛毫間包括在內.

基體的近現代文學對韓國文學的同步性研究能移提供相當有用的參考價

值 4) 我同意“尋國封馬克思主義向中國一樣具有強烈的民族性格"的論斷

但是不能司意“看君韓國的普羅文學，馬克思主義也經中國和日本的兩個

通路而進入" 5)的!Ft佳評價.普羅文學運動高潮的1920~30年代，很難J;\~

3) <(月4談:陳偉:立學研究干HIll dl;iclLF 豆子， <(1克拉;文 t~~Y2研究三>~~4號， Lt故文IPfiz

研究所， 1993，泣的立.
4) 日 lJJj令.~~~~?且已正lJ~f\xE;，~秒 ifj叫7fti己已U!:， 參!!自<('1 11'攻自~'fU月1峰山7fr這誰?如Jft兒?utpr'

(1注J3J.

5) 《時放 iHI悶l 文學研究和IlJ!!(1 文fn:訝，《民族文型史研究》站4吠， 35I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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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國和韓國之間的直接影響闇係 6)

最近成為論議中心的“近現代性(Modernitv) "概念， 瑰寶社會主義圈

沒落以後重新受到注 d. 關心近現代性雖是世昇牲趨勢， 80年代中期以前

的中國文學不太關心它.為了皇宮“東亞文學"試圖把關於“近現代性"的

韓圍論議適用中國近現代文學“

中國“被動編入世界市場"7)的時點就是鴉片戰爭剛結束後.之後以知

識分子為中心的對眶，比如洋務派的中體西用，改良派的變法維新1 資產

陪級革命;恆的共和制等，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對膺，比如太平天國運動的理

想社會. 義和團運動的排外等. 以及結合兩者的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

命，這三者表現了近現代化過程(中)的中國的特殊性.就文學來說，梁啟

超的小說界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主要追求“近現代牲，:11經過1930年代

的摸索而以“民族形式論爭"為契機，在救亡和民族化的口號下帶來了中國

中心的傾向. 1942年〈延安文藝講話〉以後，共產黨統治區域襄從理論和

實踐方面臨獲得了適貫性， 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出現了具有影響力前“人

民文學"它維持了至少40年的統治局面.這是東百古今上很少有的例于.

但是進一步考察“人民文學"的理論結構， 容易找到批評和克服西洋“資本

主義文學" 即“近現代文學"的意志， 而不容易認可完成乃至事實上克服

“近現代"換句話說，有“第三世界特有的綜合局面裹，不是現代主義的一

時回春， 而是現實主義的不斷前進正在進行的可能性"戶 但是對它達到

“克服近現代"的永平頗有懷疑.

中國是傳統悠久而地大物博的多民族國家， 它具有了在自己里面解

決大部分課題的機制，以至進行克服許多艱難的歷史過程.可是進入近現

代，這樣的歷史經驗卸對“近現代化"成了障磚.“古已有之"的思維方式貫

6) 林春城，~韓中日普羅文學的生成干[1發展〉

7) 白樂睛，~在文學和藝術上的近代性而題三手，~創作和批譯)>1993月全， 23頁

8) 白樂睛，~現代主義論謹向論:手，~民族文學和世界文學II~，創作和投;于社，

1985，首塢兒， 4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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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了整個近現代.所以他們的課題是為了創造性克服“古已有之"的傳統，

要徹底追究西歐的“近現代性，\

為了把東亞文學的近現代性的問題意識和中國文學結合，考察中國近

現代文學發展輪廓和動力.先要從文化思潮和藝術方向的關係中找出近現

代文學發展的背景和類型，再要從大眾化﹒民族化﹒近現代化的三個基軸

的關係中考察發展動方.

3. 中國近現代文學發展的輪廓一吱化思潮和軒[ìj方向

進入“新時期"以後，不論學術﹒文學主主術研究還是中國近現代文學研

究部發生了巨大的地放變動， 這就是從以前的注重文學和社會﹒文學和政

治的“外部規律研究"到重視文學本身的特殊性的“內部規律研究"的轉換

1981 ~ 1983年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思潮流派問題學術交流會"和1985年

在北京召開的“現代文學研究創新座談會"以及依靠這些學術會議的結果，

作為對近現代文學史論的反思 “20世紀中國文學"和“重寫文學史"討論等

展開.其中思潮流派論首倡打破以前的“現實主義獨尊論"的狹隘視野而認

可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的潮流. 思潮流派論可算是處於文學史論和作者作

品論之間的“亞宏觀分額研究，\

那麼在中國近現代文學里如何組成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

的關係?思潮流派論一方面很有意義的方法論，另一方面對現實主

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只從思潮角度來接近，以至局限了研究地平.作

為方法的現實主義概念分明是20世紀所產生的，但是作為文學方法的現實

主義概念的突出，也不意昧著方向﹒流派﹒樣式等的其他層次無1l. 這篇

文章認為，為了考察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發展輪廓，比把現實主義等概念限

制為思潮或者方法，把它們設為更普遍的“方向"更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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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為了避免把現實主義解釋為方法﹒思潮﹒精神﹒理念等的混亂.

想導入“文化思潮"概念.為眾所知，在“文化熱"討論當中，所謂“文化"屬

於“大文化"的概念.這個概念既可以解決社會思潮和文藝思潮的關1萃的難

題，也可以表現作為文學發展背景的旺整體又本質的潮流-

從文化思湖角度來考察中國近現代文學時站， 這個時期扭捏雜文混

亂得很難找到其例.那些混亂的主要內容就是新和舊.左末日右，中國和外

國的對立萬華.這些有時獨立地，有時互相錯綜市貫通了全時期，還跟當

時思想啟蒙和政治救亡結合，形成7三個主要文化思潮，馬克思主義文化

思潮， 自由主義文化思潮，保守主義文化思潮戶)下面說們試君各文化思

潮的具體作用.

馬克思主義是帶蓋新和左的性格的文化思潮，它經過了蘇聯革命以

後接受過程和30年代的施行錯誤以及40年代中國化過程. 但是1949年以

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個自於第三世界主義而與舊結合，以至帶若了(?)

封建性.自由主義帶蓋新和右的性格.自由主義文化思潮繼承了洋務派的

中體西用和改良派的變法維新的脈絡， 而開始於與封建皇帝制度斷裂的

資產階級革命派. 但是這個文化思潮經過孫文到蔣介石的轉換而發生了

很大的變化.孫女堅持了新711:對馬克思主義開放的態度，而蔣介右聯合舊

而敵對馬克思主義總之，自由主義文化思潮在中國化過程上失敗了，新

時期以後才能找到可以發展的機會. 保守主義文化思潮以舊和右以及中

國為中心而展開'Ë帶有了反封建方面上的消極性和反帝方面上的積極

性.以梁撤軍為代表的新儒家固守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以至對定立傳統和

近現代化的關保幫忙不少.

1920年代新文學運動用里，中國和外國持讀對立當中，新和舊的高藤

浮上到主要方面，闇拾左和右的分化， 1930年代普羅文學運動期襄?左和

9)1玉樹白，<(艱難的轉型一中團文化從傳統府現代|呼他的宏觀考察三代湖南出版社，

1991，長沙\1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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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的對立成為測量一切的尺度. 新末日舊的葛藤通過新文學運動初期的熾

烈論戰，證明了新的潮流是歷史趨勢.為了正確解決新和舊的問題，應該

有對傳統和遺產的批判繼承的過程，但是它沒有機會正常穿鑿.所以新分

為左和右而成為敵對對立形態， 舊在右翼政權的庇護下或者與故治無闊

地建立自己的系統.因此所謂“反封建"的思想啟蒙的課題擴大到反傳統的

口號，普羅文學運動期以後不能找到持續穿鑿的機會. 1937年中國和外國

的對立發展到中日戰爭，在這個時期再現了“舊右外國"的聯合戰線-

1940年代抗日民族文學運動期裹， 中國和外國的對立問題成為主要方面.

這時抗戰成為決定一切的絕對因素.雖然表層上左和右合作，但是深層上

兩者間的敵對間爭逐漸深化終於日本投降以後馬上進入全面內戰還有

這個時期當中隨著知識分子和農民犬眾的結合，新和舊初步結合，而由於

抗戰的規定力帶了向舊回歸的傾向.就解決時代的課題來右，在新文學運

動期思想啟蒙為主﹒政治蚊亡為副， 在普羅文學運動期兩者的主副顛倒，

在抗日民族文學運動期變成了政治救亡一色.

依靠上面的論議，以作為文學史發展背景的文化思潮為橫軸，以作為

文學史發展類型的文藝方向為縱軸，在兩者的交叉點上可以安排文學流

派.各流派具有7間有的文學方法乃至技法.我們可以把它圖表化如下，

在此應該警戒圖式化的危險.圖表以 1917年 ~1949年為中心﹒以小說流

派為主要對象而育成的. 流派分類依靠楊義的〈中國現代小說史) 10)而

以流派和主要作者為中心作成，一個流派只代表 個傾向，沒有明確表示

時代別推移和各文化思潮之間的重疊部分.

10) 惕誤， <: rl' 間現代小ldtfh 》， 172， 3? 人民文中山 nf~祉， 1986-1991，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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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潮和藝術方向〉

ι但些 馬克思主義 l 保守主義 t八~r f;4去~J片J 叫L一AI三

文化思潮
自由主義文化思潮 文化思潮

或者拉法

人生派小說:開闊

1917-1927 r:Jl士寫質派小說: 批判l現實主義

叮3:::吏，F由L-

左翼小說

東北失措;作者群
革命現實主義

小說
現 i 1927-1937 

臺濟鄉土小說

質 四川;目:」→作者徘
批判現實主義

主 小說

義 東北失鄉作者群
革命現EZ主義

小說

1937-1947 
七月派小說 |批判現實主義

社會主義現實

解放區小說 主義

通俗化+大眾化

抒情浪漫派小說
開放性新浪漫

主義
1917-1927 

革命浪漫諦克
早蚓普羅小說

j良 革命+戀愛

漫
1927一 1937

舊派通俗
消極1的昆主義

主 小說

義 (郭沫若拘
1在命浪漫主義

1937-1949 歷史劇)

華南作者群小說

現
1917-1927 

代
京派小說 詩化小說

1927一 1937
上海現代派小說

|唯美主義
主

+ Freud主義
義

1937-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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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發展動力

大眾化﹒民族化﹒近現代化的合力

175 

我在檢討1917~ 1949年間的中國文學的大眾化論時，曾提出過“以大

眾化為基軸而加以民族化和現代化的三個力量的合力就是中國現代文學

發展的推動力"11)的假說性文學史論，認為新文學運動期的主制!是“個於西

歐化的近現代化"普羅文學運動期的中心軸是“著重於蘇聯化的大眾化"

抗日民族文學運動期以“走向中國化的民族化"為中心軸而大眾化和民族

化在不勝近現代化的水平七結合 a 還有從其中心空間﹒參照系統﹒接受

主體的角度來考察大眾化的進程， 新文學運動期是以北京泊中心的﹒傾

倒於“西歐化"的青年知識分于的大眾化?普羅文學運動期是以七海為中心

的﹒傾倒於“蘇聯化"的都市工人的大眾化，抗日民族文學運動期是以延安

為中心的﹒和“中國化"結合的農民的大眾化 12) 本文以此評價為前提而考

察民族化和近現代化，六眾化和近現代化的關係.

首先，試看民族化和近現代化的關係.

提倡五四新文學運動的人只好把定立近現代文學的端緒從橫向接受

要找到，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傳統不太有用.五四時期的新文學運動工作者

大都站在否定中國傳統的立場就無意識地繼承傳統來焉，新文學運動的

領導們大部分深層了解傳統文學，分明受到它的影響.但是理論方面貫徹

了否定中國傳統的立場.有意識地拒否縱向繼承的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

從事者不得不選擇橫向接受.橫向接受不等於簡單的移植‘因為隨著移到

的土壤而變化，并且沒有具體形態的精神文化，接受主體對移植對象的理

11) 林春城，~中間現代文學前}閱(1917~ 1949)的大眾化論研究::'Þ，除閻外閻諾大

學校大學院博|三學位論文， 1993, 3頁.
12) 上向書， 1臼 ~1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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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水平使其結果千差萬別.

與以前階控比，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對付西方衛擊的姿勢方面上有明

顯的區別.這就是全面脫離了中體西用的舊殼. 中體西用可算是中華思

想，郎中國中心論的變彤，它不能掌握西洋文化的合理核心，仍要以中國

文化為中心，在功能層次把西洋文化與自己結合.相反，五四新文化運動

受到西洋文化的影響，進行對中體西用思維方式的批評，展開思想解放運

動?以至圖謀定立新主體.對牛體西用思維方式的尖銳批評首先聘為全面

反傳統，如此情況逼當時人向西洋借鑒.這就是接受外交文化的問題.對

此1 魯迅主張如下.

總之，我們要拿來-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自那麼，主人

是新主人，宅子也1次會成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這人沈若，男鈍，有辨

別，不自私自 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學不能

自成為新文藝 13)

在這里， 魯迅把中國比喻為一個窮青年， 說“不管三七二十一，‘拿

來'f"了大宅子才能知道那所宅子的優點和缺點，而後存放優點和毀誠缺

點.魯迅所說的就是20-30年代接受外來的正確態度.f也木但批評旺住的

中國中心諦， 而且言及拋棄對英國鴉片﹒德國統炮﹒法國化和王晶﹒美國

電影﹒日本商品等船來品的恐怖.還有魯迅指出了接受外來文化的兩種

偏向一一一國粹主義和全盤西化論.國粹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怕給他的東西

污染了，徘f祖巨不敢走進門

算是保存自己的情白"的“昏蛋"\固還有全盤西化論者是“因為原是羨慕這宅

子的舊主人的7 而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種進臥室，大眼剩下的鴉片"的

“廢物 "14) 國粹主義基於傳統中華思想郎中國中心論，它在鴉片戰爭以後

13) 魯迅，<t拿來主義〉，《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 33頁-
14) 上同書， 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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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體西用"的思維方式而存在.全盤西化論可算是中國中心論的反對

極端的西洋中心詣的表現.與此相反.拿來主義者“要運用腦髓1 放出眼

光， 自己來拿 1" 15) 就近現代世界史的服給來看， 其寶i沒宣有 i且耳且堅:麼東西司說

的亡中1:\司國不管立胡日何一旦“拿來\ ;妹E忱平

詢的就是主體白己的要求和i選豐澤 P扯1及主導i'復，踅史害割|hl'

民族化和近現代化的關係是中國主現代文學在自己的文化傳統和西

洋的文化傳統交流﹒衝突.對抗﹒激動裹.時對外來的扯評性接受和對

傳統的創造性繼承同時解決的方法.民族化和近現代化的終極目標是“創

造性轉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 它的關鍵在於如何定立民技文化

主體和其王體抽主導役割扣f訂閱於主體的主導役剖，毛澤東主喻為“咀

嚼運動和胃腸運動，\他在〈新民主主義論〉妻說:

一切外圍的東征，和阿拉們1月jiT食物，+1，必~([經過1'1ι的 IIIJi;Ç

l咀嚼和目 l站起動1 送進唾液 j3J ~:夜歸液，把它 j付Qi!為中!t f在干IIH"l側的部分，

然後掛 í.~UU世ï*ti，吸J&JtrM'芋，~能望J J)，; '["J拘身體布拉，決不能生存

1百 !f~ j:也是;j!E批判地E及收回 16)

“咀嚼運動和胃腸運動"強調把西洋的東西變成中國的東古時加以主

體性分析和改造，這與〈同音樂三作者的談話〉襄“外國有用的東西，都要

學到，用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搬要啦一些，

也要以日己的東西馮主"17)的“洋為中用"方針一脈相承.

但是，中國的現實木是那麼簡單.因為當時中國就近現代的觀點來說

沒有可說的東西.但是它有了世界最高的先進區的經驗.換句話說，牛國

有了兩千多年的文化傳統-所以在中國持續著對拿來有形和無形的也抗，

15) 上 r，d苦， 32頁，

16) 毛澤東、《新民 1: 主義論三子，《毛榨取選iii3、人民itlMf祉. 1的8，北京， 007 J'( 
:7)一已何?只， <:: I于 1 音樂工作有的改1;~:?> ， <::毛澤!t!:~fl→JEitl〉刊|甘，人民 U:版社， l~ 路，

北 )5( ， 751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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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向近現代化的熱望和傳統的保存以及發展曲的萬藤，世界性的和民接

性的葛藤，這就是近現代中圍的根本矛盾.在中國近現代化的進程中，一

直摸素解決這樣根本矛盾.

民族化和近現代化的關係首先是基於民族化的近現代化.中國文學

的近現代化故不是全盤接受了西洋文學而以之為榜樣改造中國文學的“全

盤西化"也不是完全繼承了傳統文學而以之同化外國文學.中國文學的

近現代化旺不是拒絕優秀世界文學的盲目排外，也不是與傳統的斷絕.傳

統文學和外來文學并不是單一實體.它們是由各種因素混在的禮台體.因

而歷史主體地辨別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而取措選擇和揚棄.這種揚棄由

於以繼承和接受為前提，帶著開放性，而串於要求主體和客體之間的不斷

提抗.有著批判性.經過這樣繼承和接受的過程，原來的對象就變了形.

我們討論外來文學和中國文學的互相衝突以及外來文學影響的時候， 充

分注意接受主體的文化心理結構對接受和理解外來文學的過程上起的主

導控割.事實上，通過接受主體的文化心理結構的主導作用的文本是“被

誤誼"的文木.在文化的交流和影響過程中，兩方永桓君到被誤解的文本.

其次，試若大眾化和近現代化的關係.其實我們把大眾化和近現代

化，可以在理論上統一，現實上去H很難作至IJ. 文學的近現代化不能等司於

藝術性，但為了找出諭議的頭緒，對焦大眾性和藝術性的關係. 1930年文

藝大眾化論爭時，陽翰笙對文學運動和改治運動的關係?指出了三種偏

向.其一是文學至上主義，其二是煽動文學諦，其三是折中論.陽翰笙把

日本的左翼文藝理論家藏原惟人當作折中論的代表. 聽原惟人分開了“為

了確立普羅藝術的文學"和“直接教化﹒攝動大眾的文學"文學範閻襄拔

出了後者.藏原惟人的兩分法思維一方面是對當時日本文壇內具體情況

的對應戰術，另方面他把文學運動認為廣泛意義上的故治運動.把服務於

故泄運動而與之相對獨立的文學運動歸屬於故治運動， 只好分為遂行文

學固有任務的文學和煽動文學.與此相反.陽翰笙認可了文學運動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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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的寄典，同時辨別7兩者的差別 他比較明確地說明藝術性和政治性

(師大眾性)的統一闇係，而提示按照對象選擇實踐方法?的把大眾化作品

分為為文化水平比較高的誼者的作品和為文化水手比較低或者文化圈外

的大眾前作品ι 因此他把措原惟人在文學範圍襄投出了的煽動文學再復

元在文學範圍.

主且可U價值之質的意義，是|市11年代而逐昕變化的敝人所說的前

些1JI'J"'1了很遠的fltjff階級IYJ'，JIN鼓動文息，其12赴j拆典的fltHE阱級已階

級間爭+，之新的必史" rll 新的是生iJI~11版刊 )fjJHtjt川來的新些市|tIKFJIEa 因

此 1 絨服所說(1)γl 大眾的1文化不11 立 Nj的忠義上千]閩111' 1.1的大眾fl' ，仙

就不見l~j ‘沒有些何7|' ，政WJ還史 hd啥來lit 只要對於下 1] 比r.= i~~~大

眾的教化和I'l'(仰|千-JIIA犬的f~ )IJ 示fttkfiI效jJfklfFIl liI ， 1山JUIE似千二j 豆豆

術N: lñ il!f (~IJ ilU:會恆的 )(t;; !krJ~ ， 11;: (1'于:一耐不史焉 'Ij(r (Lq:in \lHI~的~5你I

|4.lEl 

陽翰笙的見解和當時文藝大眾化論爭的中心理論家哩秋白基本上一

致，補完了{白的論理空白 時翰笙的胡於文學運動和政治運動的關係，文

學運動的兩重性的古察可算是當寺值得注視的見解

中國近現代文學里，文學作品的大眾性和藝術性的關係可以換置普

及在捏高的問題從普及和提舊的角度來若 “為了確立無產指級藝術的

作品"重視提高， μ為7直接宣傳蜻動大眾的作品"注重普及.這樣看來，我

們從毛澤東可以拉到對普及和提高的關係的理論整合性. 解放戰爭和國

民黨的彈壓錯綜的現實是要求與其討錦二添花"不如“雪中送炭"的情況，這

樣的現實逼迫“保留提高的普及，\ 文學史家黃修己把延安文藝整風評為

可是回"而“從強調文學的現代化，創建新形式;到此梭的強調群眾化，并為

了得到群眾的喜愛?在某種程度上回到舊形式中去"19) 這次中國近現代

18) 華模作品倆結 l ， <:骨氣i!文是巨大眾化的問題::>. <: '1'1'明新文學大系績偏三手， ZJ A集

文學論爭快，存j些又tj! 研究而|→， 46Ut jlj 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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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旋回在民族化和大眾化方面有進步j 在近現代化方面回歸到五四

以前階投.盡管如此1 “普及和提高"仍然有理詰說服力.

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里，辨別“為今日最廣大群

眾所曼先需要酌初級文藝"和“為被提高了的群素所需要﹒或首先為群眾

中的幹部所需要封高級文藝"2日提出了基於前者的後者的方式.他的見

解就是“普及"和“提直，，，的統一.他說，“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

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可1)他所說的“在普及基礎上

的提高"的方式使知識分子作者和大眾的結合方式成為知識分子作者到大

眾里走進而學習他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了向結合.

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是主j E笨，必讀長j切

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前均爭中去，主IJ 11ft 

一的最廣大最重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 E 研究﹒分昕一切人，一

切階級， →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間爭形式可 →切文學和藝

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22)

毛澤東強調知識分子作者向大眾學習以至改造自己 從此我們可以知

道“中國人民的民族現實"就是他前最重要尺度.他的理論貢獻在於“民族

化和大眾化的結合"但是其理論在革命和戰爭的特殊悔件襄立論，如果離

開特殊條件而全面適用，敢再三犯了一般化的錯誤， 49年以後在〈在延安

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強有力的規制力下進行的文學史步步走錯就是

源於這個原因.他分明 j室有忘掉對提高的理論配慮，作為提高的唯一源泉

的工農兵大眾的問爭生活沒有能力和餘裕崔受提高. 因此在實踐層次上他的

大眾化傾向於通俗化，民族化歸結為民間化，近現代化的誤是只好保留.

19) 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三詐，中間青年出版社， 1988，北京， 512頁司

20) 毛澤東，<Z:在延安文藝m~談會上的講話:ç，<Z:毛澤東選集〉第三巷，位OJ'ï

21) 上同書， 819頁

22) 主同書， 817-8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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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言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文學是在“人民文學"觀念的領導下，將

民族化和大眾化的結合作為自己的主要方向而進行的 其後許多人民大

眾獲得了讀者的可能性而目-作者的可能性所謂“人民"的價值成為一切文

學工作的起點和窮極目的.但是在歷史進程上 由於沒有明確認識革命期

和建設期的辨別，連思想啟蒙和近現代化也不能設為自己的課題.在文

學史的進程也木例外 把近現代化與資木主義化等同起來而反對它，“人

民文學"方向在新時期以前不能同近現代化結合

與此相反，隨著政治經研社會傾向於西洋化而走向“生活樣式"七的

近現代化， 50年代以後的韓國文學也在主題和審美意識以及表現樣式走

向近現代化的路程.接受了許多西洋文學理論和文學觀念，這對繼承間有

民族文學傳統起了不好影響.雖然一些作者追究民族的價值和文化意識，

但是從接受西洋價值以來 對繼承傳統問題的更深刻的苦悶和其文學實

踐處於相當貧窮的水平. 大眾化由於歷代政權的非主體性﹒非民族

性﹒非民眾性，沒有象中國那樣在全民族﹒全國土上實踐. 1980年代以前

的韓國文學的近現代化處於同大眾化和民族化不能結合的“西歐化"水平

作為對“西歐化"偏向和文學的非人民傾向的批判而提起的1980年代的文

學運動， 一定程度捕完了民族文學的空白， 但是90年代以後走著沈滯

一路.

兩國的文學值得互相借取中國文學應該堅持著民族化和大眾化，更

注重文學的近現代化. 韓國文學應該以整體的民族文化蛇立於世界之林，

并走向更民族化﹒大眾化的方向-當然，中國文學不能再出現把近現代化

與資本主義化混為一談的錯誤并且或備韓國文學的把近現代化和西歐

化同一視的經驗.韓國文學民7克服西歐化偏向，借 EF中國文學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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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眾化的經驗，以至不要重使中國文學走過的通俗化﹒民間化的路.

我認為，正確的大眾化和民族化以及近現代化的結合仍是兩國民族

文學面臨的活生生的課題，基礎於兩國逆向經驗的互相補完和借堅以及

切合(Articulation)就是對韓國和中國的民族文學所提出的歷史課題.由

此，我們可以發現東亞文學和其近現代性，各國文學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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