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 14 卷第 10 期
Vol． 14，№10

宜 宾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Yibin University

2014 年 10 月
October，2014

编者按:近年来，“民国文学”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有理论倡导者，也有文学史写作的实践者，有默默耕
耘者，也有不同程度的质疑者。今年 7 月，“国民革命与中国现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宜宾学院召开，境内
外学界的一些民国文学研究专家莅临。利用会议间隙，本刊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李怡教授，台湾政
治大学张堂錡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张中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刘福春研究员，就这一学术话题的方方面面加
以质询和分析。

关于“民国文学”研究的问答

“民国文学”研究与台湾

采访者: 对民国文学的研究在大陆这边做了

多年了，我想了解一下台湾地区对我们这边研究

的反响、反应情况，请张教授简单给我们做一个介
绍。

张堂錡: 有关民国文学这个概念从提出来后

对台湾的学界其实产生的影响早期并不是太明

显，有关民国的讨论主要是在历史学界比较热络，

在文学界相对来说反响还不是太大，直到最近这

几年来通过一些包括李怡老师所写的论文以后，

台湾才逐渐意识到有关民国文学这个议题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对台湾的学术界来讲，一碰触到民国
文学这个议题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反应就是民国

时间下限的问题，这也是他们最多疑虑的地方。大

陆讨论民国文学，定位在 1949 年就结束了，但是台

湾却又在庆祝建国百年，现在是民国 103 年，所以
民国在台湾是一直在延续的。或许是因为这样的

质疑，所以对民国文学这个议题的讨论就采取一

种还不至于到视而不见的地步，但基本上就比较

少去碰触这一个算是比较敏感的议题吧。随着这
几年来相关的讨论越来越多，这方面的论文也越

来越多以后，我们一直希望台湾文学界能够改变

他们原先的一些想法。其实，两岸学者都必须去面

对中华民国延续到台湾的这段历史事实，这是无
法回避的。但是我们现在试图先采取一种策略，先

把重心摆在民国文学在大陆这段时期，至于民国

文学的发展到了台湾以后这段时期，我觉得未来

当然还是要去研究它，但是目前我们还是把重心
放在前面这个阶段，因为两岸在这个部分可能相

对来说较没有争议，大家可以共同来合作研究。
目前台湾学界相关的论文并不多，大概就是

李怡老师帮我们在《国文天地》杂志上策划了一期
有关民国文学的专题，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次

比较完整呈现有关民国文学的讨论，刊登了七篇
论文。此外就是 2014 年 12 月《中国现代文学半年

刊》，也策划一个有关民国文学的专号“民国史观

及民国文学史的建构”，预计刊登五篇论文。当
然，更巨大的一个成果应该是李老师帮台湾花木

兰出版社策划的《民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文丛》，到

目前为止已经出了四编 72 册，但作者差不多都来

自大陆。我觉得台湾学术界有关民国文学的讨论
才刚刚起步。我想，透过这些杂志或者出版，应该

能够让台湾的学术界逐渐接受这个话题。这不是

三、五年就能够达成的事，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采访者: 当初北师大和政治大学好像都成立

了一个对应的研究机构，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政大

的这个研究中心?

张堂錡: 我们是政治大学文学院底下的“民国

历史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属院级研究中心，其
成立完全是受到李老师的启发、影响，因为北师大

成立了这个中心。其实我们两个中心差不多同时

分别成立的，这也是我们事先商量的，想要让它作

为两岸对话讨论的一个窗口和平台。这个研究中
心于 2013 年成立，2014 年 6 月开会推举我为第一

任主任，任期两年，连选得连任。未来我们会展开

一些实质上的运作，包括举办学术会议，创办学术

刊物，刊物名称是《民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暂定半
年刊。我们会举办一系列的讲座，邀请台湾、海外、
大陆的学者来参与，另外我们特别重视博硕士研

究生，计划组织读书讨论会，让他们来阅读有关民

国文学相关的一些资料，由老师们带领，希望通过
这样的方式让民国文学的讨论在学术界逐渐产生

影响力。我发起成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有关民国

文学的讨论大陆一直比较热络，台湾在这方面我

觉得不能缺席，应该要有我们自己的声音，所以希
望在台湾成立一个这样的中心，而在台湾要成立



这样一个中心，我觉得政大最具有这方面条件，因
为有关民国这方面的历史材料在政大的图书馆有
非常丰富的收藏，包括政大社会资料中心里有专
门的民国文学专区，还有文学院、图书馆、人文中心
这几个单位，我觉得如果善加结合，可以将民国文
学的讨论变成政大的一个特色。透过这个中心，我
们可以跟许多相关的研究中心，特别是北师大研
究中心一起合作，一起举办会议，我相信通过这样
的努力，几年之后有关民国文学的讨论在台湾学
术界应该不仅是受到注意，而且会受到重视。

李怡: 我来回应一下张老师刚才的话，我甚至
认为提出这个民国研究对加强我们海峡两岸的深
入的学术对话，甚至整个华人地区的对话都有非
常重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和张老师多次在学术研
讨会上交流，现在的海峡两岸的交流普遍存在这
样一个问题，就是自说自话的时候比较多，为什么
呢? 因为各自关心的内容不一样，比如我们在台湾
开会，台湾的老师经常说的是他们今天的台湾文
学，或者原住民文学，说实话，这些我们并不熟悉，

他们发言以后，我们没有办法进行评论，张老师是
台湾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出生的，他是台湾为数不
多的可以直接与我们对话的学者，我们的发言张
老师是可以马上评点的，但是这样的老师和学者
极少，这是我们要承认的一个事实。就像刚才张老
师说的，在台湾主流的学术概念不是民国文学，那
是台湾文学，这里我们就存在一个对话上的错位。
如果一个学术研究要深入，必须要有一些学者甚
至在不同语境中都能深入地进行精神对话，这才
是有前途的。我们就一直在想怎么样来打破这种
隔膜，就只能找到彼此精神的交集和共同点。这个
交集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民国时期
的文学研究，首先是“经典时期”，至于政治上的，

一个民国，两个表述，其实这并不是我们学者要完
成的任务，那是政治家要完成的任务，因为大家都
承认，张老师也承认，我们也认同这是民国文学的
“经典时期”，南京大学的丁帆老师提出，他认为到
了台湾以后很长时期还是叫民国文学，他专门有
一篇文章，提到即便我们对他的观点现在不宜讨
论，甚至搁起来都没关系，就是到台湾以后还是不
是民国文学，在我看来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改变了，

但是我们也承认，至少 1949 年以前的很长一段时
间，就是民国文学的经典时期。关于经典时期我们
就可以进行专门的集中研究，实际上也不存在任

何政治障碍。甚至我觉得一个学者的研究还能促
进两岸华人的情感，而且人和人之间要加强交流
不是在彼此之间扩大分歧的交流，恰恰是在我们
巩固共同点的意义上求同存异。

采访者: 就像目前以唐君毅为代表的新儒家
研究，它实际上通过几年的对话以后大家都知道
了该怎么样去对话，该怎么样去交流。这些都是我
们共同拥有的东西，在共同的地方建立对话是完
全有可能的，而且我觉得刚好民国文学又是对这
个部分真正的补充。因为就像您所说的新文学也
好，现代性也好，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们谈别的东西谈得太多了。
李怡: 对啊，就是我们没有找到自己的概念，还

有这个问题是要建设大的文化中国，不要管海峡
两岸以后政治命运如何，但是现阶段必须增强人
与人之间的情感，彼此之间的了解，这也是有意义
的。

张堂錡: 刚刚李老师提到我们会提出“民国文
学”这个概念不是要去消解或取代“现代文学”，只
是我们觉得，中国现代文学这个概念发展了几十
年，它所产生的一些不足与我们觉得难以涵盖全
面的部分逐渐曝露出来。比如像海外的王德威教
授，他现在在提倡“华语语系文学”，我觉得他比较
是从语言这个角度来谈。又如澳门大学的朱寿桐
教授，他提倡“汉语新文学”，就是用汉语写的新文
学，但他的一个问题是在整个中国的领土里面那
些少数民族他们所写的文学就没办法纳入讨论。
所以许多名词和概念的提出其实是在补充现代文
学基本的概念。民国文学的概念提出之后，其实也
是想要去深化和补充我们过去习用的现代文学概
念。就是过去现代文学概念不谈的古典文学，在民
国文学的框架里就可以名正言顺去谈，包括过去
在民国文学概念里被排斥的通俗文学，例如鸳鸯
蝴蝶派，到了民国文学这个框架里就是必须要去
谈的，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其实是在补充深化
过去这么多年现代文学的研究。这是第一个我想
要补充李老师刚刚说的。第二个就是刚刚我提到
政大成立这个中心，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过去整
个中华民国在大陆这段时期它跟国民党的关系当
然是非常深的，应该说整个三十八年的历史都跟
国民党有关，不管是政治、文学、历史、文化都跟国
民党有关，国民党 1949 年到台湾之后，其实还延续
着它的统治，所以不管是民国机制，还是民国风范，

2 宜 宾 学 院 学 报 第 14 卷



后来也被带到了台湾。那对台湾的学者来说怎样
去延续这方面的话题和讨论，怎样设法从台湾的
角度参与到民国文学的讨论中去，这就是我一想
提的“民国性”。到底民国来到台湾之后改变了多
少，保留了多少，跟台湾当地的社会风土民情结合
以后产生了什么样的质变，我觉得这就是台湾学
者在探讨这个议题时可以着力的一个点，现在虽
然我们主力放在 1949 年以前，但是 1949 年到台湾
以后这一段，我觉得可以用“民国性”这个概念持
续去研究它。这是我第二个要补充的。因为国民
党跟民国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台湾的政治大学
原来的出身就是中央党务学校，它跟国民党的关
系也很密切，所以我们政大的历史感是非常强的，

在台湾的所有大学里大概也只有政大如此，所以
这也就是民国文学研究中心要设在政大的原因。
在台湾包括政大、党史会、“国史馆”这些单位，都
藏了一些非常丰富的民国时期的历史跟文学文化
的一些材料。我觉得过去这些材料，史学界的人运
用很多，但文学界的人则忽略了它的重要性。民国
文学概念提出后，我相信会刺激台湾学界重视这
些材料如何应用，如何诠释，如何跟大陆研究民国
文学者进行对话。

李怡: 所以我们的研究对文化中国的建设是
非常有意义的。你想想，如果有一天台湾全部都只
说台湾文学了，根本不提民国文学或者根本不提
民国文化了，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越走越远
了，这才是可怕的。( 张教授: 所以吉林大学的张
福贵教授，也是我们最早的，民国文学的创造者之
一。给国务院台湾办公室打个报告，就是说是为了
海峡两岸的情感的沟通加强，他说应该支持加强
对民国文学的研究。) 大家不妨想一想，如果民国
这个词在他们那里成为了禁忌，那么我们这个文
化就撕裂了，我们就连共同对话的基础都没有。

采访者: 我们也有这样一种习惯，一听民国文
学研究就会非常警惕。

李怡: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民国是个政
治概念，所以民国是什么呢，民国就是万恶的旧社
会。我小时候听到说民国这个词，不像今天，“民
国那些事”，都已经变得很时髦。那时，听到民国
这个词心里都有种恐慌害怕。但是有一点，目前社
会上的民国热我并不是很认同的，为什么呢? 今天
的民国热究竟还是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很多东
西都是想象夸张的，有时候的确带着这么一种美

化民国的形象的怀旧的情绪。这一点我又不认同，

因为我们的研究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历史的丰富
性和复杂性，不是单纯地崇拜一个时代，如果他们
都把问题解决了那还要我们干什么呢? 所以我们
的民国文学研究应该与大众文化区别开来。还有，

像张老师说的一些话题，比如“台独”是影响问题，

就不会成为我们文学讨论的问题，但是大家都应
该知道，“台独”更愿意承认 49 年以后的台湾文
化，就是台湾光复以后文化的独立性，可是它并不
愿意承认 49 年以前的民国时期的文化对今天台湾
的一种影响，这个东西是非常微妙的。

采访者: 所以我也觉得他们有一种提防，就跟
我们这边有一种提防一样。

李怡: 就是啊，双方都有。
采访者: 但是，对双方来说，是不是应该消除这

种设防的局面?

李怡: 很 有 意 义 的，我 再 说 一 个，张 老 师 在
2013 年于政治大学召开过一次民国文学史料文献
研究工作坊，这里有一位台湾知名的学者陈芳明
教授作了一个很好的发言。

张堂錡: 对，陈芳明教授是台湾本土非常出色
的学者，他过去是民进党员，做过民进党的文宣部
长，被国民党长期通缉流亡在海外黑名单十几二
十年，不能回台湾。后来他回到了台湾，在对政治
失望后进入学界，他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台湾文学
研究者，但是他却认同了民国文学这个概念。他作
了一场关于“民国文学的史观建构”的发言，对民
国文学的研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

李怡: 在那次的讨论会上，陈芳明教授发言的
一个主要的议题就是他的台湾文学对民国文学三
四十年代的继承，你可以想象在这种对话中，两岸
沟通的意义就产生出来了，这种对话就是沟通了
历史而不是割裂了历史。实际上我在有一篇文章
还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我提出其实我们
走过的很大一段历史都是相同的，刚才咱们谈到
台湾的这个戒严时期，那是白色恐怖时期，其实他
就是用的那种二元对立思维。80 年代开始走向思
想的开放，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有了机会坐
在一块讨论不同的话题，所以今天的这个局面能
够出现，那是我们两岸之福啊。

张堂錡: 过去，我们写的文章里面出现了“民
国时期”这几个字，那肯定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的，所谓民国时期就是把民国当做结束了。而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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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台湾到处看到“民国时期”。所以如果
不是走过一段坎坷的路程，我们就没有这样自由
的、开放的讨论，真的是要好好珍惜这样难得的历
史机遇。
作为文学史概念的“民国”如何可能

采访者: 这几天都在阅读李怡教授的文章，其
中我对有一个话题特别感兴趣，您在有一篇文章
里提到文学民国机制的重要概念，是用一种特殊
的历史记忆来反映、反思我们的今天，推动自我的
认识和自我的批判，虽然我们说是民国的，但是我
们的起点还是从当下。一句话，引入民国的这个概
念，就是引入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逻辑关系。
在中国，我们谈西方跟中国的渊源关系比较多，而
我们自己的历史反而割断了。李教授，我的这种理
解对不对呢?

李怡: 这个我可以阐述一下，那我就说得长一
点了。从民国这样一个角度来研究我们的历史，其
实也包括一些文学史和文化史，不是从今天开始
的，像张老师刚才也说了，台湾是这样，大陆也是这
样。当然在文革期间基本停滞了，但即使停滞了，

研究小组都是存在的。我有一篇文章里面说得很
清楚，它实质上一直都存在着，而且到南京大学的
中华民国研究中心，后来是教育部的重点研究基
地。中华民国史研究是社科院的重点学科，这些都
远远走在我们文学的前面。就是对他们来说这没
有什么争议的，提这个概念都没有争议，但是中国
现代文学的研究跟他们有点不一样，我们长期用
的就是“现代”这个词，这个词当然首先有革命的
含义，有特殊的革命的含义。接着到 80 年代以后，

就改造它了，主要是指的西方文化，世界一体化，这
些含义都是有意义的。其实我和张老师关于这点
都讨论了很多次，就是我们从来不是用民国的概
念来取代或者说抵消现代这个概念。张老师有篇
文章叫《民 国 文 学 的 现 代 性 与 现 代 文 学 的 民 国
性》，有的人认为是用民国来替代了，这个是替代
不了的，“现代”成了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和话
语，一整套的体系，但是问题就在我们到目前为止
关于现代的知识体系，其实我们在阐述它的时候
几乎都是从西方来的，那么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
问题，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自己感受它是有
一个重新生长的过程，我们的知识也有个生长的
过程，那么，显而易见，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现代
性，那这个现代是怎么构建的，它是随着中国封建

帝国的式微，民国的兴起，一个历史性的改变，从专
制政体进入到民主政体。当然，它这个改变不是一
夜之间就可以改变的，它有着一个逐渐积累的过
程，但是，有民国作为一个符号，这非常重要，是吧。
当然，民国成立了并不意味着一切事情一夜之间
就马上变成民主政体了，那不然为什么还有军阀
混战，还有我们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这一天究
竟和过去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就开
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为什么
提出民国，就是为了寻找我们自己的逻辑，为什么
我们要寻找逻辑，就是为了呈现中国学术的主体
性。中国学术如果说在世界学术这样一个领域里
具有独特的声音，有我们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的
话，必须要完成一个工作，就是不再简单地把我们
的思想、理论用西方的理论阐释，成为一个试验场。
多少年来我们的教训都是这样的，通常有人指出
中国没有哲学，没有自己的思想史，没有自己的美
学，全都是别人的，从概念到论述方式都是别人的。
所以现在学生学理论都是学外国的理论，实际上
我们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理论，只是它们没有被
我们阐述出来。所以说我们提出重视民国，在我看
来，从学术的意义上就是重视真正的中国自己，中
国太大了，虽然中国从词源学上出现一定历史语
境的，中国这个概念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但是今
天被我们推广了以后，一个广义的中国它就可以
概括了整个中华历史的全过程。那么实际上这里
边就省略了很多东西，它是一个没有空间感也没
有时间感的概念，古代从现代到未来都是这个概
念，那么这个概念不足以体现我们的主体性，具体
落实到民国这段历史，什么是中国呢，那民国就是
中国。在大陆，49 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
中国，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概念，这个概念不是取
代现代，它是赋予了现代真正的含义，让我们逐渐
开始揣摩、体验、总结到底什么是现代，所以说只有
引入了这些具体的国家历史的概念之后，我们才
真正知道什么是现代，我们现代有哪些酸甜苦辣，

有哪些陈旧，有哪些遗憾，有哪些不足，我们才说得
清。所以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不完全算是学术概
念的口号，主要是为了推进我们的认识走向深化，

就是让我们所有的学术问题真正回到我们自己的
土壤上，回到我们自己的语境中。

第二个我要说的是提出民国的概念，是因为
现在很多人提出质疑，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提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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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不是就是为了加强对于民国国家政党相关
的，尤其是统治者相关的那些文学的研究，觉得这
是个政治概念。实质上民国是一个空间，民国肯定
不等于民国统治者，它既不等于北洋时期的政府，

也不等于国民政府，当然也不等于单纯的延安政
府或者说，它是一个时期，包括延安在内，因为延安
在那个时候也是中华民国的特区，它不是独立于
中华民国这个地方，所以在整个大的框架之内，都
叫做民国文学，这里面本身不带有政治判断，也不
带有意识形态的评价，所有的文学现象都可以进
入我们的研究。我们也是为了扩大文学研究，比如
说在今天的讨论会上，大家都可以看到，有谈新文
学的，也有谈鸳鸯蝴蝶派的，这两派互相之间可以
真正对话，而过去我们谈这两者往往是分开的，而
且各自都说自己好，新文学就说新文学战胜了旧
文学，旧体文学就说我们还是很好的，如今天来自
西南大学的胡安定老师的发言，我很欣赏她的视
角，她的发言其实包含了在新文学视野下再来看
鸳鸯蝴蝶派，不再只是单一的视野了，这就真正对
话起来了。怎么才能真正对话起来，就是必须放在
一个大的框架之中，在民国时期这个大的文学的
框架之下，不要狭隘化，更不要政治化，所有的文学
概念都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首先是解释它，

其它是梳理它。那为什么非要用民国了，是因为历
史就是这样，就像唐宋元明清一样的，你不用它用
什么了，那你说用现代，那现代可以一直延续到现
在，现在也叫现代，它就不足以清晰地把那种历史
的时空感给标示出来，所以我的体会是用民国这
个词与某个统治者重新评价没有关系，它就是为
了非常客观地回到我们历史的现场，把真正复杂
的历史问题梳理清楚，这是非常重要的。

采访者: 既然民国文学是一个大的范围，这样
一个范围当中无论怎样的具体化，当我们在重新
审视这个问题的时候，它肯定需要一个角度、一个
立足点，或者一种方法去进入。

李怡: 其实说白了，为什么要倡导这个，到底是
要把文学研究引向何方? 就是要把让文学成为历
史学科的一部分，而不是政治判断的一部分，就是
要尊重文学作为历史学科的特征。什么叫历史特
征，就是要倡导文学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真实情境
的一个对话。因为作家是生活在这个历史当中，他
也是用这个历史的生存作为自己感受人生的背
景。如果我们对他生存史的一些真相和细节都不

了解，我们只是从政治意识形态出发，或者从国外
的批评概念出发解释文学，永远是隔靴搔痒。为什
么我们这样讲，民国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那么民
国文学和现代文学过去的研究方法有什么不一
样? 我就觉得更加突出作为历史存在的作家和历
史存在的文学，这种情形也是逐渐被学术界认识
到的。最近几年现代文学已经出现一个非常大的
景象就是: 开始倡导历史和文学的对话。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景象，就是把作家的生存和他的作品
的出现尽可能地还原到他的历史中去。

采访者: 是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一种历
史眼光”?

李怡: 今天我们更加强调对历史的尊重。过去
我们说的历史眼光，它有时候指的是从历史中不
断提炼出的各种归纳和结论。我们觉得这种规律
和结论是有的，但是这种规律和结论必须以真实
的历史细节作为依托，不能结论已经有了才去寻
找材料。

采访者: 这就是说，它更强调历史本身的逻辑
关系吗?

李怡: 当然有逻辑，但这种逻辑是要尊重历史
的那种细节，包括以它的矛盾的细节为前提的。当
然它的问题在哪里? 没有任何一个学术研究方法
是不存在遮蔽的。洞见的和不见的都是存在的，我
洞见了的事物的一面可能就遮蔽了另一面，但是，

我觉得可以做的事情是，我们不要试图用自己的
方法来覆盖别人和打压别的研究方法。其实到目
前为止所有的学派，我认为，即便是极端保守的学
派，也是有它的价值的。它的危险不是它的极端保
守本身，而是它把某一种思想当做唯一可以信奉
的思想，而别的思想都被视为离经叛道，这才是真
正危险的。学术真正的健康，不是某一个学派自身
处于一个永远平衡的位置，而是所有的思想都能
平等地交流和对话。它从交流对话甚至互相交锋
中，从总体上达到了一个相对的健康，健康是一个
总体的状态，不是由每一个主张本身可以完成的。
每一个主张本身越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一种深
刻的片面，如果让某一种片面占了唯我独尊的地
位，这才是可怕的。每一种片面都有自己发挥自己
声音的空间，我们从总体上就不那么片面了。还有
一点，我们倡导文学和历史的对话，但是文学究竟
还是文学。第一强调大文学，不是小文学，不是纯
文学，就是指与历史对话的文学，但是它究竟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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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如果我们强调文学
和大文学的历史的话，有可能走向一个结果，就是
我们的学者逐渐不关心文学本身，他谈的是历史、
谈的是政治。其危险性就在于，我们走进了一个我
们不熟悉的领域。
“民国机制”的可能层次及与学术生态

采访者: 关于民国文学的研讨已经举办了四
届，一开始是民国的经济和历史文化，今天的主题
是国民革命。大陆和台湾在 20 世纪整个都有个革
命的时期，怎样来理解 20 世纪革命风潮中的国民
革命和原来辛亥革命中的种族革命，还有社会革
命这样的一些概念呢? 两位老师在使用和倡导这
些概念的时候，心中有没有对这些概念即使不是
本质主义的一些定义了?

李怡: 国民革命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为什
么要研究这个问题，民国在这个系列当中，它处在
哪个位置，我们不预测概念，这个概念在海峡两岸
本身理解就有差异。狭义的国民革命就是指发生
在二十年代的国民革命，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北伐
战争为标志的一场历史事件。为什么要研究这一
段。这是因为国民革命是导致很多作家的思想发
生重大变化的一个事件。可以说中国所有的政治
知识分子都投入其中。不要说，国民党是主力。有
共产党，有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中国青年党，这样的
一个国家主义者。他们全都投入了，而且都发表自
己的意见和看法。这个时候，每个人都真正想中国
好，中国能实现统一，走向现代化，就是抱着这个目
的。除了我们都知道的国共两党分裂以外，还包括
无政府者和国家主义者。像那些国家主义者，既骂
共产党也骂国民党。你要消灭国家，我们要保护国
家，你和我的主张是相反的……所以在这次会上，

许多好的作家都在其中，除了有文化创作，他们还
有他们的思想。如郭沫若一开始，既有无政府主义
的思想，又有国家主义思想。但他后来又倾向于马
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所以都很复杂。如
果不关注这段历史，我们就没有办法把现当代作
家的文学思想发展成长说清楚。而这个在过去我
们现当代文学研究当中，还没有集中研讨过，所以
这一次我们把它作为了选题。我们所搞的几次研
讨会，其中每一次都有意识突出一个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第一次做的是经济问题和经济危机问
题，国民的经济状况和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很多问
题，包括出版法、婚姻法，这些都在谈论。过去我们

谈到的国民文学的概念太大，如果我们永远都只
谈民国文学、民国文学的优和劣等，这意味着学术
研究没有推进。

学术研究必然要从一个一级概念具体落实到
每一个具体的文学现象。以文学评论为例，到目前
为止，从事这个研究的论文发了十多篇，它们都是
关于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有研究延安的，研究左
翼的，非常丰富。它展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成果，

但是它的标题，都不叫民国文学。以后我们学术研
究的客体会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小，越来越走向深
入。

张堂錡: 我一直希望能把东亚史也纳进来，就
是希望有关的讨论格局、视野可以再放大。像这次
会议上请了几位韩国的学者，我觉得非常好。我觉
得他们也把韩国文学史的发展讲得很清楚，而其
实中韩两国都走过相似的道路。

李怡: 东亚国家跟我们都有很多的相似，包括
日本，在日本，它当然不叫民国了，它也有一个从过
去的帝国走向今天的宪制国家的历程。

张堂錡: 对，如果能够进入到一个个的具体个
案研究、具体现象的研究，然后又能够纳入到不同
国家的一种区域的视野，我觉得民国文学就真正
走到了一个深化和成熟的地步了。

采访者: 在文学史上，当一个新的流派产生的
时候，总会竖起一面旗帜，有自己的纲领、阵地和方
法等，民国文学研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预设?

李怡: 学术的成熟都要有派别，这个毫无疑问，

试想，中国现代文学没有创造社，没有新月派，那我
们现代文学还成其为现代文学吗? 但是这个东西
不是自我认定的，甚至自我认定也没用。如果你没
有做出一个有价值的贡献，那就变成了自我吹嘘。
这些我觉得都是一种历史。如果说，政治的派别能
够在历史上被人记忆，那也一定是真正有一批人
自觉不自觉地真正为学术做出了贡献，那自然也
就被记住了，曾经谁有过贡献。具体有无贡献，这
个不是由我们自己来认定的，而且现在也不是一
个建立社团的时代。但是这个学派的形成它需要
时间的积累，包括是理论基础的成熟、研究范式等，

我觉得谈这些都还为时尚早。到现在整个中国都
没有一个学派是成熟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到目前
为止，中国没有自己的理论，对吧? 没有自己研究
的理论，没有自己研究的方法。我其实不想做学
派，你自己做也一厢情愿，自作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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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视角”与研究方法: 回到现场，尊重复杂性

采访者: 张老师，您本人也是“民国视角”的倡
导者。我就想问的是，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就有了
这样的一大批学者，包括南大的丁帆老师还有吉
大张福贵老师都在倡导或关注这个话题，同时也
有了相当多的成果，包括张老师您都有很多有分
量的论文。如果从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这个角度
来看，怎么理解“民国视角”?

刘福春: 我先说一下。现代文学学科在改革开
放之后有了一个新的发展，但大家对这样一个学
科的设置还是提出了很多问题。民国文学的提出
跟我们多年的思考还是有关系的。从这一学科和
我们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来看，我觉得可能这样的
一个提法更接近传统的断代，比如我们原来分作
唐代文学、宋代文学，可是到了“五四”，到了 1949
年，忽然用了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这样
在衔接上就出了问题。民国视角正是从这样的一
个学科建设角度进行反思的结果。这个问题提出
来后能够很快得到这么多的认同是有道理的。

张中良: 二十世纪新诗编年史就反映了民国
社会文化，把它抽掉肯定会失去很多学术的内涵
与生动性。从个人来说，我 2005 年在广州华南师
范大学参加“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

最初的发言选题是谈鲁迅对三十年代文学思潮的
批评问题。原来觉得自己对鲁迅挺熟悉，上课讲
过，也写过一些论文。可是，当我阅读一些原始材
料，重读三十年代文学作品之后，发现鲁迅有时候
是不讲道理的。“九一八”事变以后，鲁迅对民族
主义文学的批评就是很不讲道理的。当时整个左
翼，包括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一起激烈地批判民
族主义文学运动。鲁迅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
务和运命》( 第 1 卷第 6、7 期合刊，1931 年 10 月 23
日) 里讥刺“‘民族主义’旗下的报章上所载的小勇
士们的愤激和绝望”，引作例证的即有苏凤的新诗
《战歌》:“战啊，下个最后的决心，/杀尽我们的敌
人，/你看敌人的枪炮都响了，/快上前，把我们的肉
体筑一座长城。 /雷电在头上咆哮，/浪涛在脚下吼
叫，/热血在心头燃烧，/我们向前线奔跑。”鲁迅指
斥“民族主义文学”青年的“发扬踔厉，或慷慨悲歌
的文章”，是对“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断送土地
这些勾当”，尽着掩饰与忘却的任务。如此断语，

大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意味———只要是来
自民族主义文学阵营的声音，必然都是当局的帮

闲或帮凶。其实，《战歌》这样的作品真实地表达
出年轻一代救亡图存的慷慨激情。饶有意味的是，
1935 年田汉为电影《风云儿女》所作主题曲歌词
《义勇军进行曲》，唱道: “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
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
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
的吼声。 /起来! 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
前进! 前进! 前进!”《义勇军进行曲》从意象、旨
趣、格调、句式来看，与《战歌》是何其相似。鲁迅
1931 年以那么炽烈的火气批评这首诗，而几年之
后同为左翼作家的田汉却承传了《战歌》的脉息。
这是为什么呢? 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同时，我也在想，为什么我们讲鲁迅、讲文学
史，从来都只是从单方面来阐释鲁迅、瞿秋白、茅盾
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杂文呢? 我意识到主要原因
在于我们的解读脱离了民国的历史背景。当时中
国最大的社会矛盾是什么，共产党认为是阶级矛
盾，而南京政府一方面加紧围剿红军，另一方面则
向民众灌输民族矛盾正在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认
知，以缓解民众对政府的对抗情绪。若论社会的主
要矛盾，自然是共产党的观点正确，但是，在 1935
年中共《八一宣言》发表之前，共产党及其领导的
左翼文学阵营的确没有意识到民族矛盾迅速加剧
的严重性，所以鲁迅才不能理解苏凤《战歌》那样
的作品，给予辛辣的讽刺。我们无论是探讨鲁迅也
好，还是讨论其他作家也好，将其还原到民国的社
会文化背景里，会澄清一些误解。我的第一篇以民
国史视角考察现代文学的文章《从民国史视角看
鲁迅》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今天回过头来看，那篇
文章写得还是比较简单。( 采访者: 视角变了，可
能对某一个问题的看法也就变了。) 对，是这样的。

2005 年两个会议对我来说很重要，一个是刚
刚说到的鲁迅研讨会，还有一个是纪念抗战胜利
60 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后一个会议促使我去阅读
抗战时期的期刊。阅读之后才知道原来抗战文学
中有很多作品是表现正面战场抗战的。而在以往
的认知中，抗战文学的格局是抗战初期大江南北
掀起抗日救亡的文艺热潮，1938 年 10 月 27 日武
汉三镇沦陷之后，随着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
共，抗战文学分为国统区文学与陕甘宁边区及敌
后根据地文学，国统区文学揭露当局腐败、社会黑
暗，边区与根据地文学则表现新天地、新人物、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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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如果单看现代文学史这种格局下的叙述，仿佛
抗战夭折了一样。事实上，抗战经历了 22 次大型
会战，1938 年 10 月 27 日之后有 16 次，还要加上两
次远征军赴缅作战，作家写了大批表现正面战场
抗战的作品。以往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之所以遮蔽
甚至扭曲文学史现象，是因为历史观出现了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恢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历史现场
逐渐呈现出来，近代史界走在现代文学界的前面。

近代史研究界比我们思想解放的步子要大得
多。近代史界很早就开始研究民国，中国科学院近
代史研究所 1972 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当
然在文革的背景下很难展开科学性的研究。改革
开放以后，中华民国史研究加速发展，关于抗日战
争正面战场的研究、蒋介石的评价等，都推出了不
少突破性的成果。2005 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了张宪文等著的四卷本《中华民国史》; 2011 年，中
华书局出版了李新总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全书
36 册，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中华民国史。近代学界
比现代文学史界要早得多能够正视民国史，正视
其曾有的辉煌和阴暗。相比之下，现代文学史界胆
子比较小，自己吓唬自己。我去几个学校演讲，不
止一位老师问以民国史视角研究文学危险不危
险?

采访者: 我觉得我们的这种思维已经被僵化
了。可能历史学还好些，他们觉得搞历史的，反正
我把这个历史写出来就是了，这个好理解。但搞文
学研究的人一碰到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就会显得
特别谨慎?

刘福春: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从史料出发，这样
重新回到民国那个时代才有意义。我们过去都是
从观念出发的，那当然很多东西是不能碰的。我们
从小就知道，国民党不抗战，共产党抗战，现在这样
讲当然是有问题的。我们这么多年的研究带来了
很多问题，我们再想回到民国或者回到当时的那
样一个历史的语境里，可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情。包括一些文本，比如说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
十年代留下的很多文本可能都是有问题的，我一
直觉得它有一个潜文本，要进入不容易。比如很简
单的“深入生活”，中国人大概都知道“深入生活”
是什么意思。像今天我们的活动就不能叫“深入
生活”，去农民那儿也不一定就是“深入生活”，要
写出什么主旋律，那才叫“深入生活”。它是一个
限制、一个规定。有些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外国人就

不会这么理解，他们只是从字面进入，所以奇怪
“深入生活”有什么不好? 包括对“文革”的研究。
对“文革”可能有两部分人研究起来很困难，一部
分人像巴金这样的深受其害者，一听“文革”头都
疼，那就没办法研究。还有一部分像年轻人，像你
们在座的，如果只是从当时的那些文本进入会把
“文革”想象成一个天堂。记录是一件困难的事
情，我觉得这些事件离我们还不太远，当务之急是
应该尽快来做这件事。所以，我们要从历史文献出
发，回到当时的语境里边去，回到原地，回到现场。

采访者: 张老师，您有一篇论文叫《论 1930 年
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您对民族主义文学有一个
评价就是爱国主义。这样的话可能牵涉到一些评
价，民国视角会不会就是某种程度的正名?

张中良: 我们不能说绝对回避价值判断。文学
史研究实际是历史和文学的一个交叉性研究，它
的本质特征一个是历史性，第二个是文学性。强调
历史性这个维度的时候，第一要做的就是有没有
一个事实判断，然后才去考虑它的价值。如果先把
价值判断放在第一就麻烦了，因为好坏的标准是
一定的，不符合自己的标准或许你都不去看它。如
果个人或者党派、政治团体的判断标准是有问题
的，那就会把有的变成没的，大的说成小的。所以
首先需要做的是事实判断。那价值判断有没有?

肯定也会涉及到的，价值的判断可能涉及到政党
利益、政治立场问题。因此我们第一是做事实判
断，第二才是价值判断。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指导
的一个学生做的博士论文就是《文化先锋》和《文
艺先锋》的研究，从文学品味上来说，这两个杂志
推出的文学作品太好的没有多少，但是它毕竟是
官方的舆论阵地，它探讨的问题还是有价值的，这
个价值不是说审美标准价值多高，或者它的思想
认识程度有多高，而是在于它反映了 1942 年前后，

国民党官方对民族问题、边疆问题、文化建设问题
的一个基本看法。这个搞清楚也就有用了，这有利
于了解延安为什么制定那种政治方针、文化政策。
国共若不对照起来看，光看共产党，肯定容易走向
片面化。要看它的对立面或者另外一个与它有交
锋的一面，不是完全对立面，盟友也会有交锋，那一
面就是参照也好。所以，价值判断要有，但还是要
尽量贴近事实，那是一个基本的前提。

刘福春: 我做新诗史研究感受最深的就是“复
杂”二字，很多事情不能从一个方面来做简单地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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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比如说前些日子我们讨论翻译诗歌，说哪个翻
译家翻译得准确，翻译得好，这当然很重要，但在诗
歌史和文学史上，却可能存在翻译最好的诗歌对
文学、对于诗歌的写作并没有多大促进，反而被认
为是翻译的二流、三流的作品影响很大的现象。历
史非常复杂。

采访者: 张老师，我看您有好几篇文章都是回
答质疑者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质疑者的角
度或者有几种质疑的声音?

张中良: 开始的质疑声是很政治化的，说你们
提民国文学研究可能有替国民党翻案的嫌疑。有
年轻人写文章，很会扣帽子，可是一段时间以后他
自己写的文章就完全变了。他接受了我们很多看
法。就说明他当时做这种很吓人的判断时，是无知
者无畏的。我们的观点和他以往接收的教育完全
不一样，所以他不假思索地说你有替国民党翻案
的嫌疑。这是最厉害的政治性。也有的学者出于
习惯性的思维，不愿意接受民国文学的提法。还有
的学者担心倡导民国文学研究会不会消解经典，

等等。真正学理上的批评，我现在还见得很少。多
数都是出于习惯性的思维，和我原来的观念不一
样，你怎么那样说，我就要批评你。

采访者: 那么我们用这种视角或者这种框架
来解释，客观上有没有给民国恢复名誉的效果?

张中良: 当大家都把民国说成一团漆黑的时
候，我说它不是一团漆黑，它也有光彩之处。这么
说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不是刻意树碑立传。
多少仁人志士为民国的建立抛头颅洒鲜血，为民
主共和制度呕心沥血，亿万百姓在没有皇帝的制
度下辛勤劳作，怎么会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呢! 民国
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都有可圈可点之处，若不
然，怎么会南北统一、收回九江汉口租界、打败日本
侵略者，怎么会在“国联”占有一席之地，怎么会培
养出那么多杰出人才，怎么会有现代文学发生发
展的辉煌建树呢? 但是，民国肯定有它的致命伤，

尤其是到抗战胜利后腐败失控，走向极端，若不然，

国民党政权怎么会完全失去民心，被打跑了呢?

采访者: 我看见张老师的一篇关于民国史视

角的论文，写茅盾也好，写冰心也好，都还原到民国
的背景中，还原到当时真实而完整的历史语境，而
不是按照我们以往通常的写法，只局限于片面的
历史。

张中良: 研究既要有研究者的主体性，也不能
太依仗研究者的主体性，同时也要注意研究对象
的客体性。主体性过强会淹没客体性。过去的判
断太多了，事实太少了。这么多年缺少一种比较全
面的文学史叙述。现在，换个视角做一点民国文学
的历史叙述，大家可能会愿意读，读了会有所启发。

采访者: 再问两位老师一个问题，以后的民国
研究，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会不会碰到
什么问题，如果碰到了，该怎么办?

张中良: 我个人的想法，将来还是要有民国文
学史，民国文学史实际上不是那么困难，不是让不让
出版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写出象样的民国文学史的
问题。现在，民国文学的历史叙述也有几本了，但都
不理想。我们的意见是缓写。现在写这个，肯定是
不成熟的。我们希望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做，包括
这次会议的设定也是，把国民革命这块儿先搞清，然
后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一个时期一个时期搞清，一
个领域一个领域搞透，像民国经济和文学的关系，我
前几年在云南开过会，民国外交、民国政治和文学的
关系等，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部民国文学史，会成熟
一些。当然，会有困难，包括政治上的，但也没关系，

环境只会越来越开放，因为民国文学史不光是怎样
对待历史的问题，而且还关乎怎样处理海峡两岸关
系的现实问题，如果不敢正视历史，怎么能够让台湾
来和大陆谈合作统一呢?

刘福春: 刚刚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好多
问题还是只有中国人才能把握，有些汉学家并不
是那么可靠。他们的经验跟我们的是很不相同的，

会发生很大的误差。
采访者: 海外汉学家自有其长处，由于视角不

一样，也有他们独到的看法。
刘福春: 对，这是他们的一个长处，但是真正深

入到里面，我觉得可能还是得靠我们。
〔刘 军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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