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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词变：
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创建

□　 徐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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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的“文学”指什么？ 《现代汉语词典》给出

了一个条目式定义：文学是以语言为工具形象地反

映客观现实的一种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

等。 需要追问的是：这样的定义从何而来？ 何时开

始？ 又是由谁决定的呢？ 作为流传久远的表意符

号，汉语的“文学”一词便已出现在《论语·先进》篇
中。 后世有的理解为君子应有的才学、品行或能力，
有的注释为孔门“四科”之一，大多指“文章博学”或
“文治教化之学”等。 魏晋时期，朝廷设立侍奉太子

教育的官职，“文学”的所指又有叠加，还成了一种

官衔称谓。 到南朝时，在帝王政治干预下，“文学”
又与“儒学” “玄学” “史学”并立，成为官方首肯的

四学、四科。
简约而论，由古而今的汉语词变可分为“古代

汉语”与“现代汉语”两大时期和类型。 汉语“文学”
的现代从何算起？ 光绪二十三年，梁启超主编“以
翻译为本”的《时务报》刊发了一篇有关妇女教育的

译文。 有学者将该文对话的表述视为汉语“文学”
新义项在近代中国实际使用的首例。 同年十月，据
传为严复与夏曾佑合著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
把小说地位提升到能开化国民的高度，将小说与本

土分类的传统“说部”等同，且仅就小说谈小说，未
涉及对“文学”的整体界定。

古城贞吉于 １８９７ 年出版的《支那文学史》一

书，被誉为以世界视野进行观照的“日本第一部中

国文学通史”，其中的论述无论对作品的选择还是

具体的阐释，都已具有明确的“文学性”特征。 此

外，在“以汉译外”的词语革新历程中，明朝天启三

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在《西学凡》和《职方外纪》
等著述中将西语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引入汉语，并采用音译

方式写为“勒铎理加”，以音译方式开创的新词类

型，至少为西语汉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总之，晚清时期，汉语的“文学”在实际语用中

含义混杂，交错并举，再度体现为一词多用的样态。
根据相关梳理，仅梁启超主持三种主要报刊使用的

“文学”一词，其中包含的不同义项就接近十种之

多，分别指：文章博学、儒家学说、学校、文才、才学、
文教、学术及语文、文科、人文学科等，有时还用指文

艺复兴，称“文学再兴”。
在这样的局面中，指向于艺术之一种的“文学”

新义是怎样渐行滋生的呢？ 对此，鲁迅做过较为透

彻的自述和辨析。 他在《门外文谈》一文指出：“现
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
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 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的译名”。 有关由日本转入的“文学”新意涵问

题在高名凯等编著的《汉语外来词词典》里得到进

一步梳理。 该词典把现代意义的“文学”作为源自

日本的“外来词”收录，含义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

来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作品，包括诗歌、小说、
散文、戏剧等”，注明是对英语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意译。 与

英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对应的“文学”新词如何经日本传入，
具体例证难以确切考证。 光绪二十九年刊于上海

《大陆》第 ３ 期的一篇佚名文章《论文学与科学不可

偏废》，将文学与科学并举，“文学”译自英文的 ｌｉｔｅｒ⁃
ａｔｕｒｅ，音译为“律德来久”；“科学”译自 ｓｃｉｅｎｃｅ，音译

为“沙恩斯”。 其中对“律德来久”音译名的发明和

对照，为最终选用“文学”旧词作为意译替代的同

时，极力挣脱该词旧义的束缚提供了别样的可能，同
时也表明“文学”新词的发生和引进，即便在与 ｌｉｔｅｒ⁃
ａｔｕｒｅ 相对接的词变意义上，无疑同时或先后存在过

并行交叉的多条路径，而非一蹴而就，单文定音。 再

说居于汉英之间的东洋日本。 由于受汉语古义及英

文多义的双重制约，明治前后的日本学界在近代

“脱亚入欧”过程中选用“文学”一词翻译西语 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也经历了从广义之“学”到狭义“艺术”的演变，
直到明治二十年代后才逐渐定型为作为美术之一种

的“美文学”或“纯文学”。
新词“文学”在近代日本由汉（字）及英（语）的

义项添增中，留学西洋的作家夏目漱石值得关注。
他撰写了专门的理论著作《文学论》，就文学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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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发自己见解。 夏目漱石的意义，在于置身于“汉
文学”与“英文学”之间，同时从语词、语义和语用三

方面实现“文学”新词在现代的过渡和转型。
几乎就在夏目漱石《文学论》面世前后，鲁迅前

往日本留学，在观念和创作上受其影响及启发颇多。
鲁迅的实践对“文学”新义项的再度汉语化———亦

即在汉语世界的本土化具有典型意义。 如果将《狂
人日记》 《阿 Ｑ 正传》等小说创作视为鲁迅对“文
学”新词的语用实践的话，其在语义方面的理论表

达则可以《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及《门外

文谈》等为代表。 这样，从翻译介绍、理论阐述到创

作践行，鲁迅个案体现了晚清词变的多重缩影。 其

中的引进，既包括语词新解，亦意味概念创新，更涵

盖一个时代的实践变革，也就是包括从词汇、概念到

创造的践行整体。 套用福柯的方式表述，亦可谓通

过中外“文学”词语的交错拓展，开辟了一套新型的

社会话语。 此后的中国便在这套新话语的推动下，
迈入了今非昔比的新“文学时代”。

如果说晚清以后这一全新“文学时代”的开启

皆源于对域外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的引进，那域外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又意味着什么，其本义又何指呢？ 依照威廉斯《关
键词》一书的梳理，英语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也有多重含义。
其最早的词根与“字母”关联，后来指代过“书本”
“著作”及“学问”“文字技巧”等，直到 １８ 世纪该词

仍保留着“博雅知识”这样的义项。 在威廉斯的分

析中，标志英语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进入现代新词的转变有两

个事项，一是由德国开始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概念的

出现，一是在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的所指中出现了以“想象力”
和“虚构性”而作的限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指向“民
族文学”“国民文学”或“国家文学”，把文学同特定

的人群、地域及文化关联起来，强调“一个国家拥有

一种文学”。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由最早的“字母”“书籍”开始，经过对

“心理性”“想象力”和“虚构性”等的强调回到了诗

并凸显了戏。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的地位由此改变，上升成类

型总名，并继续以书写为核心，所指扩大至把小说、
戏剧也含入其中的“创造的艺术”。 与此同时，作为

即便在西方也称得上新词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自 １９ 世纪起

即开启了与民族—国家格局日益关联的政治进程。
这样的几个方面合作一起，正好是晚清民初从梁启

超到鲁迅等人之所以借日本为榜样极力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引入本国，重造汉语“文学”的最主要原因和动力。

晚清时期的维新人士以唤醒国民为目标，在
“和制汉词”的激发下，对英语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采用了选

择性引进，在抽取其中“想象力”与“创造性”等近代

义项的同时，人为地凸显该词与“民族—国家”的政

治文化关联，然后与晚清民初的时代处境相结合，逐
渐把“文学”转化为重建中国的变革工具及至后来

开展内外斗争的思想武器。 只不过这样的过程充满

争议，跌宕起伏，在晚清词变之初即受到官方正统的

压制和摈斥。
从晚清开始，汉语的“文学”就步入了历史转型

的新时代。 它的性质与意义不仅涉及词义、观念的

替换更新，更演变为中外交通、声势浩大且功能全新

的社会事业。
在与此并行的另一条轨迹上，王国维等通过席

勒“游戏说”而倾向的“为艺术而艺术”一派可谓生

不逢时，未受到近代中国的足够重视。 即便在晚清

译介《摩罗诗力说》时强调“纯文学”的美术本质在

于“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故而“与个人暨邦

国之存，无所系属”的鲁迅，也免不了日益朝向“文
学兴国”的致用选择。 内中原因，被今天的学者归

结为“因世事艰难，作家、读者皆无心思”以及受“传
统心态的束缚，而为时代作家、读者所耻于承认”。

晚清以来的汉语词变并非一朝形成，也不仅限

于“文学”，而是与诸如“科学” “民主”及“国家”和
“革命”等新词一道，此起彼伏、相互交替，汇集为波

涛汹涌的语言大潮。 这样的词变一方面改写、重装

或替换旧有词符，甚至以新瓶装旧酒的方式反推往

事，重写历史；一方面又朝向当下，将新义项转为新

所指，不断催生对现代中国的整体改变。
在语用学意义上，如果可借物象来比喻的话，每

一个词都是语言编织物，彼此的词义皆不自明，要依

赖语词间的相互印证才能产生。 “文学是语言的艺

术”这样的义项，等于说“Ａ 是 Ｂ 的 Ｃ”。 于是，为了

理解“文学”，你就需要掌握“语言”和“艺术”的含

义，也就得进入彼此互证的语词循环，即用语词解说

语词。 在这意义上，古语“文以载道”实为语言学命

题。 作为其根基的，则是“词以承物”。 这样，由语

词编成的“词筐”成形之后，一旦置于社会生活的交

际空间，还会转化成能为思想创新提供用武之地的

“词场”———语词的场域。 对新词“文学”而言，这样

的“词场”已不仅只是去遮盖杂乱的既往旧物，或单

单把有限的新物装入筐中，而是具有无限可能的观

念舞台和思想阵地，让形形色色的社会在其中发挥

创造，构建以“文学”为名的新理想、新主张，以此营

造改变历史、影响国民的“文学世界” 和 “文学时

代”。 于是，经晚清词变后的汉语“文学”就这样一

步步与西方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关联在一起。 与此同时，由
于新开辟的“文学”词场仍保留着固有的汉语特点，
还能在自身语言传统中伸缩变形，故而就像其他非

英语的系统一样，隐含着对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译用后再作补

充和挑战之可能，从而为创造普适于人类全体的

“文学”共名———如果需要并可能的话———提供汉

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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