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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
学术体系建构

□　 刘跃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１．文艺理论研究。 文学的发生发展，从来就与

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相伴相生。 从“诗言志”到“诗
缘情”，从《文心雕龙》到《沧浪诗话》，中国有着悠久

的文学批评传统。 近代以来，传统的诗文评逐渐为

新的文学理论形态所替代。
文学作品当然要反映现实，但是这种反映又不

是对于现实做机械的翻版。 作家除了要熟悉生活以

外，还要对现实有着更深入的理解，并选择相应的题

材、体裁，对现实生活进行提炼、概括，编织故事情

节，塑造人物形象。 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文学理论中

文学真实性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问题，还涉及如

何选择题材、如何塑造人物等问题。 这些题材、人物

是否能够反映某个特定时代的精神，诸如此类的问

题，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
８０ 年代以后，关于形象思维、人性、人道主义、异化

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问题大讨论，关于科学方法

论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借用，关于主体性的讨论，关于

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

关系等问题的论争，依然是这些讨论的延续和

深入。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关于全球化文化格局与中国

人文建设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与传统

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相对稳定不同，当代文艺

理论研究日新月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

与文化及其理论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

理论研究，阐释学、触觉美学、视听文化、现实主义理

论研究等，不断地拓展着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 文

艺学的整体发展必然要顺应这一学术潮流，强化基

础理论研究，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力图在全球化的视

野中进行本土化的理论创新。
２．比较文学研究。 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种传统

的研究方法。 ２０ 世纪初叶，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
比较的方法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郑振铎是开创中

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以《汤祷篇》为代表

作）。 钱锺书的《谈艺录》 《管锥编》以及《七缀集》

等，虽然没有冠以比较文学之名，实际上是比较文学

研究的重要成果。
近年来，学术界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趋势。 这

种跨学科与十几年前的所谓“新学科”不同，它并不

以建立新学科为目的，而是立足中国社会状况、文化

传统、文学实践，通过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跨学

科的比较研究，深入到文学关系、文学翻译、比较诗

学、文学人类学以及海外汉学等不同领域，逐渐改变

过去“西方中心”倾向。
３．民间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就设立

了“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组”。 北京师范大学、复旦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最早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北京师

范大学设立了“劳动人民口头文学”教研室，从 １９５３
年开始招收和培养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同时，
在原文化部支持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并组

织开展多民族民间文化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工作。
１９５８ 年文学研究所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合作，对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进行调查，选编了一百多种

资料。 １９８４ 年，原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发起的“中国民间文学三

套集成”项目正式启动，其成果被视为民间文学研

究的宝库。 文学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华民间文学

史》，涉及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族史

诗、民间歌谣、民间小戏以及谚语、谜语等多种民间

文学内容，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同时，提出了一些民间

文学的基本理论主张，具有开拓意义。
７０ 年来，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在理论和

方法上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研究对象主体从“劳动

人民”转向“全体人民”，研究方法从文化史转向民

族志式的田野研究。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建设，也是民间文

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４．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历史

悠久，传统丰厚，在所有科研教学系统中，科研队伍

庞大、学术成果丰富、研究方法稳定，讨论的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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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集中。 中国历代文学发展史（包括断代史、分
体史、文学批评史等）、历代重要作家作品、文学思

潮、文学流派等，是这门学科重点研究对象。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关于中国文学史撰写与评

价的广泛讨论，到 １９５７ 年《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
的出版，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立场描述中国

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国文学研究基本解决了这个

带有方向性的问题。 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和文学研究所编纂的《中国文学史》是 ２０ 世纪五六

十年代两部最重要的文学史著作。 八九十年代以

后，陆续出版了几部影响较大的文学史，以北京大学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章培恒主编

的《中国文学史》为代表。 文学研究所还组织编纂

了“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以及《中华文学通史》等。
后者不仅贯通古今，还包含中华各民族文学，都体现

了一种文学本位视野下开放与更新的文学史观念。
关于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持久而深入，古

代文学工作者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命题，诸如文

学作品的阶级性、人民性、爱国主义等。 随着讨论的

深入，又引发出山水诗、山水画等表现自然美的作品

是否也会具有阶级性，其人民性又如何表现以及文

学是否有超越阶级性的共鸣等问题。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

的表现及影响，关于先秦两汉散文研究范式的开拓，
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以及《文选》学的复兴，关于叙

事传统与抒情传统的讨论，关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

研究，关于域外汉学的研究，关于文学地理与家族文

学的研究，关于古籍数字化、出土文献对文学研究的

促进作用等问题，更涉及很多深层次的学术方法问

题、理论方向问题。
５．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文

学的终结，也是现代文学的开端。 桐城派研究、清史

馆文人群体研究、近代学人研究、来华传教士研究、
民国旧体文学研究等，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密切关联，
更与国外文化传入息息相关，这是一门非常特殊的

学科。 为总结 ２０ 世纪以来近代文学研究成果，检阅

近代文学研究队伍，进一步推动近代文学学科发展，
近代文学研究室编纂了《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７ 卷

（辑录了 １９１９ 年至 １９７９ 年间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

代表性论文）、《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 （为
９５０ 余位近代文学家立传）、“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

列”、“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分为小说卷、
戏曲卷、诗文卷等）、苏州大学又接续编选《中国近

代文学论文集》 （１９８０ 年至 ２０１７ 年间成果），凡 ５
册，是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大型学术工程，为近代文

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６．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教育部设立古典文献

学，主要是为培养文史古籍整理的专业人才，目录

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是这门

学科的基础课程。 这门学科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
各个高校以及研究机构的研究重点并不相同。 譬如

复旦大学以明诗文献研究为重点，浙江大学以敦煌

学研究为重点，北京大学以传统经典研究为重点，文
学研究所以历代文学总集、别集研究为重点。 近年，
敦煌文献、名物与图像文献、佛教、道教文献研究，成
为新的攻关对象，试图在中国中古三教融合和中外

文学文明交流等方面有所拓展，有所成就。 在古典

文献学研究领域，敦煌学研究、域外汉学研究、经典

文献研究、历代文学总集整理、别集校笺等，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成绩，举世公认。
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一门

独立学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紧密相连。
１９５０ 年，原政务院教育部召开高等教育会议，颁布

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确认“中
国新文学史”为大学中文系必修课程。 王瑶根据自

己授课教案编写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稿》。 这是

第一部从“五四”贯穿到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的新文学通史，同时也是第一部力图以毛泽东的

《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精神为指导的新文学史著作。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唐
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汇集了现代文学研究

领域的精英，集中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文学研

究的最新成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编著领域

一部总结性的著作。
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当代文学创作及其研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门学科的建立，首先从文

学史的书写开始。 文学研究所的前辈学者如郑振

铎、何其芳、唐弢、蔡仪、陈荒煤等，早在 ２０ 世纪三四

十年代就已积极投身到当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

当中。 在他们的领导下，１９５８ 年，文学研究所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研究组”。 翌年，编写出版

《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一书，首次从文学史的角度

对新中国初期文学成就做了初步描述。 后来，朱寨

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张炯主编《新中国文

学史》《新中国文学五十年》，杨匡汉主编《共和国文

学 ６０ 年》《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经验》等，都是这一传统

的延续，具有时代特色。
密切跟踪当代文坛近况，也是当代文学研究的

一项重要工作。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内

刊《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坚持 ４０ 年之久。
由文学研究所科研人员主持的 《中国文学纪事》
（１９９９ 年启动）、《年度文情报告》（２００３ 年启动）以
“文情现状考察”和“中国文学经验”为两大主攻方

向，以时文选辑、考察报告的方式切入当下，把握走

向，成为当代文坛一份重要的年度报告，为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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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建设提供许多有益的资料。
９．中国台港澳地区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曾开设“台湾文学 ７０ 年来中

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建构研究” “海外华文文学

研究”等栏目，说明这一学科原本系现当代文学研

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前沿地

带，同时又有自己的特殊性。 刘登翰等主编的《台
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澳门文学概观》为本学科

的拓荒性成果，涉及殖民地文学研究、２０ 世纪中国

华文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道路研

究、中西文化交往研究等，在当代中国文化战略中，
扮演重要角色。 早在 １９８８ 年，文学研究所就创建了

台港文学研究室。 早期的研究主要由现当代文学研

究室的学者来承担，在台湾小说史、新诗史、文学理

论发展史、两岸文学交流和作家作品、专题研究等方

面，推出了一批成果（如《香港小说史》 《文学台湾：
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 《小说香港》
等）。 ２１ 世纪以来，文学研究所以院重大课题“台湾

文学史料编纂与研究”及“２０ 世纪海内外中文文

学”为重点，系统梳理了明末与清代台湾地区传统

文学、日据时代的文学线索，考察了东南亚、北美、欧
洲、澳洲等各地华人作家的创作，在全国起到了学术

引领的作用。
１０．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 中国多民族文学研

究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古代和现当代文学，民
间口传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及文学理论，民族语言

和汉语作品等。 譬如蒙古族的《蒙古秘史》、史诗

《江格尔》《格斯尔》，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还有

突厥语民族的《玛纳斯》 《福乐智慧》 《突厥语大词

典》等，是中华各民族文学宝库中的精品。
中华民族文学的学科建设首先是从资料的收集

整理开始的。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全国组织开展少数

民族口传文学的收集整理，许多作品第一次被记录

出版。 ８０ 年代，马学良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

品选》，共收入 ５５ 个少数民族古今民间文学和作家

文学作品 ６００ 余篇，成为首部少数民族文学总集。
历时多年完成的《格萨尔文库》分 ３ 卷 ３０ 册出版，
是少数民族史诗整理的重大成果，再次印证了中国

是史诗资源丰富的国度。
１９８０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少数民族文学研

究所（后更名为民族文学研究所），创办了《民族文

学研究》等刊物，为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交流平台。
民族文学理论研究，主要有鲁云涛等编《中国少数

民族文艺理论概览》、彭书麟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

文艺理论集成》、“中国少数民族美学思想研究丛

书”等。 文学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梁庭望、
张公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李鸿然主编《中
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吴重阳《中国当代民族

文学概观》、刘亚虎《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等。
此外，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的当代文学史部

分，不仅分门别类地论述了诗歌等各类体裁的作家

作品，还涵盖全国各民族、各地区（包括台港澳）的

文学，是中华文学研究的有益探索。 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重点课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文学简

况），按族别撰写文学史或简况，使 ５５ 个少数民族

文学第一次有了单独的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史编

写工作跃上新台阶。
随着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台港澳地区和海外华

文文学研究的深入，学术界适时提出“中华文学”等
核心概念。 “中华文学”不仅仅是中国文学（包括台

港澳地区）和海外华文文学的笼统叠加，更重要的

是，“中华文学”是建立在中华文学史观基础上的相

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１１．网络文艺研究。 根据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网

络文学蓝皮书 （ ２０１８）》 和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ＣＮＮＩＣ）２０１８ 年发布的第 ４２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 网络文学作者多达 １５００ 万，原创

小说已超过 １６００ 万部。 零门槛使网络文艺拥有了

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作者队伍，最丰富的文艺作品，最
独特的术语行话，最灵活的评价标准。

２０１９ 年，邵燕君、薛静主编《中国网络文学二十

年》，分《好文集》和《典文集》，在海量的网络文学创

作中，披沙拣金，选录 ４０ 部网文，希望可以据此谈经

论典，为网络文学进入文学史，做了强有力的前期准

备。 与此同时，《网络文学论纲》 《网络文学经典解

读》等研究论著亦相继问世，网络文学或将成为时

代新宠。 相比较而言，网络文学研究总体上尚处在

“理论滞后”和“批评缺席”状态。 为适应国家信息

化快速发展的形势需要，１９８７ 年，在钱锺书的提议

下，文学研究所就成立了计算机室，完成了所藏图书

编目检索程序。 ２００２ 年，文学研究所筹备创立数字

信息中心，２００４ 年，正式成立数字信息工作室，创办

“中国文学网”，在全球范围内普及中国文学知识、
推广科研成果，为文学研究所与海内外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之间进行快速而高效的学术交流搭建数字化

平台。
总结 ７０ 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建设，最

根本的经验，就是要在研究中回答“为了谁”的问

题。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明确为谁立言，这是我们从

事学术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最终落脚点。 从事

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关注社会；从事人文学科研

究，自然应有人文情怀。 只有关注时代、关注社会、
关注民生，我们的研究才能和人民群众的需求统一

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实现文学研究的价值，才能更深

刻地彰显学术成果的意义。
　 《文学评论》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约 １５０００ 字

９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