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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理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 

 

刘俐俐 

 

摘要：论文认为，体系是人类为了某方面目的有意识建构的一个整体，是主客观相

互吻合的产物。体系具有稳定性、整体性和活动性。以此为基本思想方法，经过梳理和

考辨我国新时期文艺学重要思想成果，认为其核心思想是以审美意识形态为本质的文学

活动概念，此概念覆盖的诸多思想相互关联，具有系统性的整体性，并与大于它的社会

历时共时环境的活动性为条件。可为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论

文继而考辨了以“事实认知”为主要目的、以分析见长的批评理论与以“评价与导向”

为主要目的、以评价见长的批评理论的相互分割的理念，分析了其背后的将一般文学观

念和文学价值观相区分的思路并认为是自相矛盾的悖论，进而提出一般文学观念自身即

具价值维度，即可衍生出评价与导向的批评理论。缘于体系的活动特性和论证，论文得

出价值体系与批评实践之间不是印证式关系而是例证式关系。实践性批评的意义在于向

价值体系建设提出复杂性和丰富性要求；以其历时动态因素向价值体系提出不同语境的

差异问题等。论文 后将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定位于文学基本原理，除了具有一般体系／

系统具有的稳定性、整体性、活动性之外，还具有科学性和知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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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为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助” 阶段性成果。项目名

称《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 15JZD039. 

 

《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和实践研究》是 2015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

大课题攻关项目。本论文从“我所理解”的角度，阐述对此课题若干方面的基本理解。

由于着眼课题涉及的 大外延和 基本问题的初步规划和设想，所以，粗线条提出的可

能研究若干问题不可能也不打算详细展开。目的是得到同行学者的讨论与批评，以便后

续深入研究。 

 

一、如何理解价值体系？ 

体系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体系有怎样的特质特征？体系自身以及与外在环境有

怎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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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系的概念。 

汉语的体系／系统／体制（名词）在英文中均对应为“system”。 英语中此词语

的基本意思有两个：第一个意思，一整套同时运作的事物，通常被看做是某个结构或某

个具有内部联系的网络的组成部分的总和；一个复合的整体。例：国家铁路系统；液体

经由管道系统进行传送。第二个意思，按照已经完成的部分制定的整套规则或程序；有

组织的计划或方法。例：政府的多党制体系；公立教育系统。从英文原来的涵义，翻译

成汉语后，由于不同场所，分别有体系、系统以及体制等表述。
1
 

我国《辞海》的“体系”条目说：“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

个整体。如理论体系；语法体系；工业体系”。
2
 从该辞条的关键词“构成”可知，体

系是人类为实现某方面目的的人为建构，即有意识的主观行为。虽说是人为建构，也必

须依赖于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例如语法体系，说话是人类原本既有的自然行为，于

不自觉状态中遵循特有规律。语法学家将这种规律总结提升概括为“语法体系”。所谓

“工业体系”和“理论体系”同理。因此，所谓体系，是基于对于客观存在事物或者事

实的准确认识和把握之后有意识建构的整体。 

如上介绍均出自“体系”的本体论角度界定和理解。那么，方法论角度，关于体系

会有怎样的说法呢？“所谓系统方法，就是要求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认识和改造的

方法，就是把系统和环境的关系联系起来看成一个更大整体来考察对象的方法。也就是

说，它是从整体出发，始终着眼于整体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相互作用，从而综合地处理

问题，以达到 佳目的的一种方法”。
3
 这里的“把系统和环境的关系联系起来”是个

非常重要的思想。 让我们再借助皮亚杰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中曾经就“结构”这个概

念的讨论，来看体系和系统就更清楚了。皮亚杰说，机体即“一个活的结构构成一个’

开放’系统。也就是说，它在与外界不断的交流中保存了自己。但它并不因此而不含有

一个自身封闭的系统，其要素在从外界吸取给养的同时通过相互作用而得到维持。……

这样一种结构就能作静态描述，因为它尽管永远活动着，仍保存着自身，但原则上它是

活动的，因为它构成种种不断变化的相当稳定的形式”。
4
 由于结构本身可理解为是一

个系统／体系，所以，可将皮亚杰关于“结构”的“与外界不断的交流中保存了自己”

的思想借用来认知系统／体系。 

（二）体系的特性与特征 

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角度的界定，让我们看清楚了体系的特质和特性。 

1、体系是人为建构的结果。体系是人类为了某方面目的而有意识建构的一个整体。

                                                
1
 参照《大英词典》后的综合性表述。 

2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年版，第 228 页。 

3
 朱丰顺：《系统论与文艺学和美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

（下），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年版，第 650 页。 
4
 （瑞士）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郑文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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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建构的一个整体诉诸逻辑性的文字表述时，即为该体系的理论形态。缘于人为建构，

所以，系统必定具有不断调整的任务和可能调整的机制。比如，公立教育系统，就要不

断调整到符合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对教育的需求，还要与社会其他部门部分协调和谐

等。质言之，体系建构与调整是有意识的目的的行为，建构与调整都遵循其相应规律。

规律是客观的，体系建构是主观的，因此，体系是主客观相互吻合的产物。 

2、体系具有稳定性、整体性和活动性。既然体系遵循自己所属的规律，人类建构体

系有目的，所以，在尊重规律基础上期望体系稳定和完整。比如，公有教育体系，一旦

形成就具有各层次教育的搭配协调，以保证其稳定和完整。此即稳定性和整体性。稳定

性和整体性如何得到保障？依靠其活动。活动的涵义，包括体系内部的各层次和组成部

分之间的调整，也包括“把系统和环境的关系联系起来”，根据环境变化而对体系调

整。这就是形成了活动性。由此活动性乃为体系的重要特性之一：体系之内各个部分以

及各部分均分别地与整体具有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维持其活动性、稳定性和整体性的

保证。 

3、体系的相对性。体系多大呢？从如上皮亚杰关于结构的理解和表述，可以看出

来，体系是相对性概念，不是大小概念。对外在环境来说，它是一个整体即体系，对它

内部的某个部分来说，这个整体相应地又成为了外在环境。即任何一个体系都有其内外

两个方面的相对性。比如公有教育体系，其外在的社会整体又是一个体系，其内在的某

个层次的教育也自成一个体系。相对特性决定了它的活动性，对内对外的活动，以维持

其稳定与完整。体系的相对性，要求体系的设计者具有辩证思维。 

那么，什么是价值体系？这就需要首先确定文艺评论，文艺评论的性质和文艺评论

价值体系的价值，都与文学观念密切相关。而对于体系的准确理解，才能准确理解怎样

的文学观念为基石建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所以，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是三个互相牵

制的概念范畴。此部分只好暂且放下“文艺评论”和“价值”两个概念，在如下几个方

面，基于体系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两方面综合性理解，来探讨建构价值体系必须的理论基

础和逻辑起点及相关问题。 

 

二、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 

 “文艺评论”的“价值体系”建设是人为的有意识的理论工作，有怎样的文学观／

文艺观，就有怎样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的逻辑起点。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种文学

观／文艺观，认可和选取哪种？笔者以为，我国新时期是文学研究广泛汲取中西方历时

与共时的文学思想资源并加以反思、批判与创新的重要时期，也 具系统论思想方法，

是 值得关注和珍视的理论时期。这个时期文艺学重要的理论成果可为理论基础和逻辑

起点。 

1、系统论视野中的新时期文艺学重要理论成果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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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 30 余年，我国文艺学界建设当代文学理论有四个方面的资源：其一是当下文

学创作经验的总结；其二是“五四”以来建立起来的现代文学理论；其三是中华古代文

学理论；其四是西方文论中具有真理性的成分。
5
 在如此理论资源及其继承创新实践背

景下，我国新时期文艺学创获了诸多理论成果。其中得到学界共识并在批评实践中不断

得到检验的重要理论成果有：文学审美特征理论、文学反映论、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

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观念、文学活动论、文体诗学、比较诗学、文艺心理学等理论。那

么，这些理论之间具有怎样内在关联性？具有关联性并且自洽，则表明这些理论可以与

一个关于文学的共同本质的原理相统一，或者说，以某种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论与相关理

论可自成一体地成为文学基本原理。 

获得学术界共识的文学理论成果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如下：“审美特征”

论，确认了“审美”是文学整体性结构关系生成的一种形而上的新质。审美是主体与客

体、个人与社会所缔结的一种特殊关系。……审美的根本功能是为了创造人的完整的精

神生活，为了获得完满的人性，为了使人成为“全面的人”。审美特征论探究起步于文

学本质的理论反思，反思之结果是取代了“形象特征”说， 后落脚于文学基本特征理

论。文学反映论，此理论是从文学与整体性生活关系的角度，以文学审美特征区别于一

般认识论的对于整体性生活的审美反映。这就决定了在存在与意识、社会基础与上层建

筑乃至意识形态关系的维度，可顺乎学理地得出“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

形态”的观念，此观念被有的学者看作新时期文艺学第一原理。
6
  朱立元等在总结“马

克斯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工作中，也认为“审美意识形态论不仅是新时期文艺理论对

于文艺极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反拨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肇始于 20 世纪初我国现

代文艺理论意识形态论和审美论两脉的扬弃与重建，代表了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建设和

发展的重要成果为”
7
 当然，关于审美意识形态概念及其思想辨析，需要单独研究。而

且此概念在钱中文教授和童庆炳教授，以及其他一些教授的理解和表述中也有差异。但

诸位学者以此为文学的基本性质这一点上没有大的分歧。童庆炳教授将文学认定为具有

审美与意识形态双重性质。而且表述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这样，文学审美特征

论、文学反映论和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三者就构成了关于文学本质的基本理论。此外，

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活动”思想引入了文艺学理论，认为文学以活动的方式存在，是整

个人类活动中一种高级的特殊的精神活动。这样的审美活动，是人与对象的诗意情感关

系，导致人的自觉能动的文学创造，同时确认了文学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
8
这就构成

了文学活动论思想。文学活动包括作家的创作、创作之结晶的文学作品、作为文学接受

                                                
5
 参见童庆炳、谢世涯、郭淑云著：《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北京出版社，2002 年版，第 454

－458 页。 
6
 童庆炳：《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载《学术研究》2000 年第 1 期。 

7
 朱立元等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7-128 页。 

8
 参见吴子林：《童庆炳评传》，黄山书社，2016 年 1 月版，第 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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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一般读者和批评家。构成这个活动得以运行的是人类生活的世界。文学活动处于运

转中，活动的各个环节并非直接连接，新时期文艺学充分注意学理性，认为作家与作

品、作品与接受者等各个部分之间，以及各个部分内部，均存在若干尚不十分清楚的需

要探索的过渡性因素，这些过渡性因素，恰恰是文学基本理论更加细化的部位。从文艺

学界既有探索和研究成果来看，业已发现并论证了世界与文学活动中的主体（笔者以为

包括作家和接受者）的“一般中介”——社会心理，以及文学活动中的主体（笔者以为

包括作家和接受者），以及该主体与作品之间的“特殊中介”——艺术文体。仅从作品这

个组成部分自身来说，则存在着形式与内容的互相征服说，相互征服之结果的文体，则

具有若干层面，
9
 这些理论涉及到新时期颇有成就的文艺心理学理论、文体诗学理论以

及中西比较诗学等理论领域。文学审美特征、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

等关于文学本质的观念与思想，均合乎逻辑地渗透在文学活动过程中。童庆炳教授所著

的《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一书全部四章的题目 准确地标示了如上理论逻辑：“第一

章：文学活动的审美本质”“第二章：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第三章：文学作品的审

美结构”“文学接受的艺术规律”等。从如上梳理和辨析，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从文

学活动论切入，顺乎学理地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以及细部的文体学、文艺心理学

等相关的具体理论相互兼容与支持。由此，笔者尝试从文学活动论切入，考察从该活动

系统可否延伸出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的内在要求。 

2、文学活动的系统性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问题 

如果说，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是一个人为的任务，那么，这个任务是怎样提

出来的？从上面介绍的新时期各种得到共识的文学理论成果来看，它们相互之间圆融自

洽，体现了文学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其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作为本质，渗透于文学活动全

过程，这就形成了一个以审美意识形态为本质的文学活动的概念，那么，文学活动的内

涵与特征如何？ 

文学活动的内涵是：“第一，文学活动是满足人的高层次需要的一种高级精神活

动。……第二，人的需要作为人的活动的动力，决定着活动的本质。文学活动作为一种

意识形态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审美需要而产生的，因而文学活动的独特本质是审

美”。
10
文学活动具有哪些要素呢？“人的活动的要素共有两个：主体及其能动性，客体

及其属性。所谓活动就是这两个要素之间所产生的复杂关系。具体到文学活动，其要素

是四个：第一主体及其能动性（作家），第一客体及其属性（生活），第二主体及其能动

性（欣赏者），第二客体及其属性（作品）。这四个要素，构成了两组关系，即第一主体

                                                
9
 参见童庆炳：《文学活动的“二中介”说》；《论文艺作品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矛盾》；《论文学文体三层

面》等论文。可见童庆炳著、赵勇编：《在历史与人文之间徘徊——童庆炳文学专题论集》，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07 年版。 
10
 童庆炳：《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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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能动性与第一客体所形成的关系（作家与生活的关系），第二主体及其能动性与第二

客体所形成的关系（欣赏者与作品的关系）”。
11
这个文学活动的思想与美国学者 M.H.

艾布拉姆斯的“艺术批评的诸座标”即四要素的思想，从不同角度谈论不同问题，但显

示出基本一致的思想。可谓殊途同归。艾布拉姆斯提出：“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

产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

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

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这第三个要素 便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

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这个通用词

来表示，我们却不妨换用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世界。 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

听众、观众、读者。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
12
 艾布拉姆斯就此

四要素构筑了一个以作品为中心、世界、艺术家和欣赏者等三个辐射点的艺术批评座

标。从他提出的四要素及其艺术批评的诸座标所体现的四者相互联系的思想，如果放置

于横向发展的思路来看，即可为文学活动论的思想和视野。 

艺术接受者包括哪些主体？童庆炳教授在《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的第四章：“文

学接受的艺术规律”中提出“审美接受可分为一般读者的欣赏性接受和批评家的批评性

接受两种。欣赏性接受更重感性，批评性接受更重理性，但审美则是它们的共同特

征”。
13
 由此可知，在文学活动思想中，批评家处于接受者位置，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欣

赏者。批评家秉承怎样的文学观念、评价标准，以及批评发生怎样的效应等，都将存在

于文学活动中，并且与整个文学活动的其它部位发生着内在联系。在我看来，第一，批

评家对于作品的批评、对于文学发展整体的把握和评价、对于新萌芽的文学思想和思潮

的警觉与表述、总结等，其中影响较大者，均推动和助力特定时代的文学思潮、审美追

求等。并以各种方式和渠道渗透并影响到作家创作的各方面。无论作家认可与否。第

二，一般读者虽然不是批评家，但是他们有自发性的评论，即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区

分出的三种批评之一的自发的批评。街头巷尾、亲人聚会等都随时议论自己看过的电

影、电视剧和阅读的文学书籍，这是自发的评论。自发式批评是构成社会精神文化生活

的软性存在方式。批评家与一般读者同为接受者，但是批评家对作品的品鉴与评论对一

般读者的艺术接受都会发生影响。第三，批评家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艺术作品，批评既有

对于艺术魅力程度的评鉴，更有对于其艺术价值构成机制的分析，并通过分析而合乎学

理地转向审美价值的评价。（此提法后面还会涉及，而且需要扎实理论论证。）第四，批

评家对作品做学理性分析与评价，作为对于文艺作品内部艺术规律的不断发现和逐步深

                                                
11
 童庆炳：《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 62 页。 

12
 （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等译，北京

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5 页。 
13
 童庆炳：《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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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对于艺术作品理论凝炼和产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第五，无论对于作家、一

般读者还是对作品的品鉴、评价和判断，都以审美评价的方式，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影

响到社会生活，特别关涉到人文理想等精神价值领域。质言之，与世界发生了联系。当

然影响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经过“一般中介”——社会心理所发生的。既然批评家在

文学活动中处于如此位置，有其特定功能，并且与其他各部分有内在关联。那么，在批

评实践中，批评家以怎样的文学观念及融汇于其中的价值取向予以批评实践？这种实践

是否有益于文学活动健康发展和人的审美需要？这些问题需要理论来回答，即应建设批

评家可秉持的价值取向、立足点、评价标准等理论，质言之，从文学活动论的读者接受

部分，以及批评家部分，自然可延伸出文艺批评价值体系的理论问题。换个角度说，即

这种理论问题的提出，缘自文学活动论逻辑链中的作家创作论、艺术作品论、鉴赏论等

理论，当然，更是来自文学活动的各个部位的实践。（后面将会涉及实践问题） 

3、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逻辑起点 

首先，文学活动论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制约关系，是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问题提

出的理论依据，活动的实践则是问题得出的现实依据。第二，文学活动论本身的“世

界”因素，就是以一个更大于文学活动的外在环境即社会环境及其活动为条件的。质言

之，文学活动论体现了系统论思想方法，具体涉及到价值，则给予价值产生于关系的思

想方法。第三，因为文学活动论以系统论为思想方法，所以，可以恰当地解决文艺／文

学的区分和关联问题。（就价值和文艺两个概念及其问题，后面会详细讨论，此处暂不展

开。） 

既然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是从批评家那里延伸出来的问题，那么，批评家以怎样的

理论批评？这些理论与价值体系有怎样的关系，这就提出了下面的问题。 

 

三、从两种批评理论的系与内在悖论看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 

文艺评论是有意识的理性活动，涉及文学观念和不同层次的批评理论等诸方面。文

学观念问题，通过前面的理论梳理，确认为文学是审美活动，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

美意识形态。以此文学观念为基石延伸出来的文学理论各组成部分具有自洽性和内在逻

辑性。籍此 ，笔者下面将探讨文学批评理论的现状与问题。 

1、既有文学批评理论及其实践的现状分析 

既有文学批评理论，蔚为大观的主要为探究文学作品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批评理

论。我们承认，文学以审美特质即其艺术魅力而掌握住读者。换个角度说，读者被其艺

术魅力所感染使其价值得以实现。因此，批评以确认作品艺术魅力为前提，但是，批评

家与一般读者的不同，在于他要继而说清楚，这样的艺术效果是如何获得的，如何获得

就是艺术作品的艺术魅力形成的内在机制，也可表述为艺术价值形成机制。那么，与这

样的批评目的相关的具体批评理论有哪些种类呢？笔者从自身研究经验和对诸如叙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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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理论的掌握和理解，认为可以分为如下两种。 

第一种，具体文体的作品本体理论。比如诗歌艺术本体论、小说艺术本体论等。一

块金币的这面是本体论，另一面就是方法论。例如叙事学，就是关于叙事作品构成的本

体理论，叙事学关于叙述人称、视角和叙述时间等形式方面的理性探究，关于叙事作品

作为一个陈述句，它有怎样的故事语法的说明等，如果批评家将之用来批评叙事性作

品，即为探究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学理性批评理论。运用叙事学理论可以分析叙事性作

品如小说“怎么样”（有没有艺术魅力？）“如何”（艺术效果有哪些？）等。即能说

清楚该小说作品如此吸引人感染人的审美效应的原因。从工作原理和方法说，这样理论

和运用此理论的具体批评，必定是分析性质的。新时期以来，由于广泛地借鉴中国古代

文论、中国现当代文论和西方古典和现代文学理论，这样的具体文体的作品本体理论理

论，成果非常丰硕。 

但是从如上理论，自然引发出了一个问题：探究文学作品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批评

理论，毕竟属于分析性理论，分析性理论可否与评价性理论衔接？如果可以，那么，分

析性批评就可以自然地转换为评价性批评，即可理解为，分析性理论和评价性理论具有

学理的自洽和兼容性。评价性理论也就应该归属于文学理论范畴，而不是文学之外的用

来评价的什么理论了。如果不可以，那么，就以为分析性批评理论属于文学理论范畴，

而评价性批评理论则属于文学理论范畴之外的其他理论领域。笔者认可前一种，当然具

体论述和形成系统理论的任务非常复杂。但笔者曾经做过尝试。这就是笔者所说的探究

文学作品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批评理论的第二种。 

第二种，分析性批评理论学理性地转向评价的批评理论 

文学理论已经区分出诗歌学和解释学两种文学研究模式。“诗歌学以已经验证的意

义或者效果为起点，研究它们是怎样取得的。而解释学则不同，它以文本为基点，研究

文本的意义、力图发现新的、更好的解释”。
14
 前述的第一种，目的就是研究作品的意

义或者效果是怎样取得的。从逻辑上说，如果一部作品经得起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分

析，说明它确实具有艺术价值，那么，所谓的艺术价值是什么呢？是合乎人类与现实的

诗意情感关系，确证了人类对于向往的精神家园的审美追求，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

化，那么，应该说，这样的作品就是有价值的。由此可知，分析性和评价性理论的衔接

以及评价性理论的具体内涵和内容，就是笔者所说的第二种理论。目前这种理论尚未存

在，笔者基于经典文学作品文本分析理论与实践，逐步产生这个理论设想。认为“文学

作品的文本分析，怎样进行价值判断和评价？不是主观随意地、无根据地判断和评价，

而是基于分析的判断和评价，即从学理分析自然转换至判断和评价”。
15
 有了此判断和

                                                
14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1998 年

版，第 64 页。 
15
 刘俐俐：《文学经典·故事·方法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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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分析性批评才真正落实在文学的人文属性之上。笔者既往对叙事性作品的研究中

曾经做过若干探索，诸如文本内外方法互相结合转换；以及晚近的故事理念文学批评观

之下的“作品内外精神同构的故事批评方法”、“系统观视阈的故事批评方法”、

“‘宏隐喻’视阈的故事批评方法”、“口头与书面相通的故事批评方法”、“互文视

阈的故事批评方法”、“品味与辨析讲述者的故事批评方法”、“文学文体学视阈的故

事批评方法”等。作者表述为“此书所谓方法论是以故事为切入点的文学批评方法

论”。
16
 但这个探索性研究的论题限定在叙事性文学作品批评方法论范围，尚未提升到

一般文学原理层面。现在，从如上两种批评之间的关联性来看，文艺评论价值体系视阈

中重新探究的理论任务自然提了出来。 

既有批评实践，论文后面部分还有详细涉及，此处不展开，仅指出：目前的批评实

践中侧重分析性的批评，一般具有学理性，属于学术性批评。侧重价值性的批评，常与

分析分开而脱离了学理，即直接介入评价和判断。笔者以为，这呈现为理论上的自相矛

盾，乃为悖论，作为一个问题需要研究。 

2、既有批评理论及其观念的悖论分析 

既然既有批评理论存在上述问题，那么，与文学理论的既有观念有怎样内在关联

性？ 

我国学术界有学者认为，应该区分出“一般文学观”和“文学价值观”两种观念。

认为“一般文学观念侧重于认知对象’是什么’方面的问题，……一般文学观念属于’

事实认知’，……是一种以思维方式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本质上是阐释性的、说明

性的、其 高层次是科学的、系统的文学知识体系”。侧重认知对象“是什么”方面的

问题，属于“事实认知”。文学价值观侧重于认知对象“应该如何”方面的问题，属于

“价值认知”。是一种以基本评价标准为核心的价值信念，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尺度，其

高层次是审美理想，即内在的、稳定的评价模式。
17
以“事实认知”为主要目的的批评

理论，置于一般文学观念之下。以“价值认知”为主要目的的批评理论，置于文学价值

观之下。笔者以为，如此区分必定会相应产生一些理论困难。 

认为“事实认知”为主要目的批评为分析性的、知识特性，这点笔者没有任何异

议。但是，将如果认为“价值认知”不属于知识，自然不能属于文学原理范畴，对此我

有异议。因为，这涉及了若干问题：一般文学观念是否含有价值成分？对作品价值评价

的理论是否可纳入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笔者进一步整理了我国目前的批评理论，以为目

前将一般文学观和文学价值观分而置之的理念和思路有一定问题。如果从文学审美特性

角度和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论来看，一般文学观念就是文学价值观念。文艺作品“应该

                                                
16
  刘俐俐：《文学经典·故事·方法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第 7 页。 

17
 参见党圣元：《论文学价值观念的基本规定性》，原载《学术研究》1996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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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的理论理当属于一般文学观念覆盖之下的批评理论。我国新时期的文学审美特征

论认为，“文学的对象和内容必须具有审美价值，或是在描写之后具有审美价值”。这

就可推导出，文学是与审美价值相关联的事物。文学具有审美价值，不仅取决于“文学

的对象和内容必须具有审美价值”，诸如与人的精神具有感应的优美、壮美、崇高等感

情，而且，还取决于那些经过描写之后具有审美价值的生活。可见文学审美在对象、内

容以及反映方式两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性。从审美反映的对象看待对象，总是以审美

情感来判断与评价，以对象能否契合和满足主体自身的审美需要为原则。从审美目的

看，“由于审美的对象是事物的价值属性，是现实生活中的美的正负价值（即事物的美

或丑的性质），而美是对人而存在的，是一对象能否满足主体的审美需要从审美对象中获

得某种满足而引起的。所以，从审美愉快中所反映出来的总是主体对对象的一种直接或

间接的（即通过对丑的否定来肯定美）肯定的态度，亦即’应如何’的问题。这就决定

了审美反映不是不可能以陈述判断，而只能是以评价判断来加以表达”。
18
 质言之。作

家艺术家面对创造题材和对象内容，以审美原则为选择评价之根本，读者阅读和接受文

学艺术作品，也以审美原则为选择和评价之根本。质言之，文学本身即关涉人们的精神

家园的审美活动，其发生本身就有实实在在的功利性，或者按照康德所说的，其呈现为

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表面超功利无目的，内在本质上却合乎人们追求自由、美好生活的

总目的。这是一般美学表述，文学原理的表述，则是“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

意识形态”，不仅由于意识形态与人们的情感和精神世界的互融渗透关系，还因为意识

形态会反作用社会生活，不断改变人们精神生活环境等，由此自然地具有了功利性。因

此，从文学本性来说，作为原理的文学理论，也就具有价值特性。所以，作为文学原理

的文艺批评理论应该含有两种义项：担负搞清楚“应如何”的艺术是如何构成的？其艺

术价值形成机制如何？从批评任务自身来说，就包含价值判断和评价。 

笔者以为，恰恰是从目前批评理论的现状出发，我们发现了这个观念性问题。也再

次证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之必要。 

3、文艺评论价值体系视野的批评理论假设 

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中题中应有之义的批评理论，应是怎样的理论，这是本课题要研

究的问题。可以有如下考虑： 

在尊重既有具体文学批评理论基础上，探寻价值体系范围之内的某种衔接批评理

论，以便与既有具体文学批评理论兼容。这种理论既是从文学活动中的批评家延伸出来

的，同时，又遵循文学基本原理范围内部各种因素特质的逻辑联系，因此，也具有文学

原理之本质。它的特性应该具有两个方面：其一，从体系来说，它是知识性的、原理性

的稳定性的。其二，此批评理论用于文学批评，即可体现“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与引

                                                
18
 王元骧：《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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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功能。质言之，将以往脱离学理直接价值判断和评价的文学批评，纳入到学理性批

评范围之内，从非学术活动转变为学术活动。 

这既可以看作是一种理论设想，也可理解为是文学批评理论自身呈现的文艺评论价

值体系理论假设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与批评实践的关系 

本教育部重大课题的全称既然为“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表

明价值体系与批评实践的关系是该课题需要考虑的重要维度。如前所述，价值体系具有

稳定性、完整性和活动性，从如上二、三两部分阐述，可再追加上“科学性”，由科学

性有可延伸出知识性。这样就可概括为：价值体系具有稳定性、完整性、活动性、科学

性和知识性。稳定性和科学性，从哲学角度说，其实就是事物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对应

事物的个别性和特殊性。批评实践虽说必定秉持一定的文学观念、批评准确和批评方

法，但就批评行为来说，由于缘于批评家个人、批评对象、批评环境和语境等各方面，

则以特殊性与个别性为基本特征。那么，普遍性、一般性与特殊性、个别性，即批评实

践与体系的关系如何？笔者以为，其关系 起码可表述为复杂并有所转换。下面从如下

几个方面来讨论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与批评实践的关系。 

1、价值体系与批评实践的印证关系抑或例证关系 

为什么提出这样区分性问题？所谓印证关系，就是说本课题列出的四个批评实践性

子课题，对批评实践历时与共时的考察应该能够印证文艺评论的价值体系。那么，可以

印证吗？根据托马斯·阿奎纳的看法，形而上学或存在论所探讨的固有对象即是“是”

（to on, esse, being）自身。他在论证“是”自身时候，指出“是”包括本质与存在

两种形态。存在形态先于本质形态，存在的“是”是“是” 具体、个别的、实体的独

一无二的完美实现。这是他区分出“原初性存在”和“逻辑性存在”的基础。因为，他

认为存在形态先于本质形态，所以，他强调“原初性存在”的“是”重于“逻辑性存

在”的“是”，
19
对应于我们的话题，具体的批评实践是原初性存在，而价值体系则是逻

辑性存在。这符合事实，因为批评总是分散的自发性存在，价值体系则是在考察和归

纳、总结批评实践基础上，并依据一定理论起点而成的理论体系。但是，这样的体系一

旦成型，就不再直接与批评实践直接对应了。从实践到理论的体系性，中间经历若干范

畴的、具体理论环节的转化，由此，已经不可能互相对应，根据此原理，本课题不取印

证式关系，而采取例证式关系的研究逻辑。所谓例证式关系，是指在考察具体批评实践

的时候，根据这些批评各自特点并从某个侧面可以证明价值体系的理论，就表明作为体

系的理论具有合理性。因为普遍性具有 大覆盖性和包容性，理当能够覆盖住各种批评

实践的特殊性。或者说，批评实践的特殊性中因为具有普遍性因素，才可被普遍性的体

                                                
19
 参见（意）托马斯·阿奎纳：《论存在者与本质》，段德智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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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覆盖。 

2、实践性批评对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的意义 

如果说实践性批评对于价值体系是例证式关系，那么，实践性批评自身的本体性意

义在哪里？明了了这一点，即为抵近该课题“实践研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实践性批

评的意义在于，第一，实践性批评涉及到文学的各个门类、各个阶段及其意识形态环

境、各个民族和各种文体，所以，它自身携带着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向价值体系提出了

自己的要求。这就实际地规约着价值体系理论的外延、范围和覆盖性。比如，我国少数

民族文学，其口个头文学的模式、母题、类型等，在当下作家书面文学中依然占有很大

比重，特别是对于叙事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批评如果尊重这个特点，那么，少数民族叙

事文学批评的实践性个案，就要求价值体系建设要考虑此因素。第二，实践性批评自身

就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且横向地与当下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意识形态背景等密切关

联。 突出的例子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在当代依然有大量读者，特别是被如香港、台

湾和澳门的人们阅读，则可能出现不同价值观背景下的审美判断差异乃至相反理解。这

就向价值体系提出了历时的纵向的动态因素问题，也提出了不同语境的差异问题。再

如，儿童文学随着生活的变化，文体、传播和媒介都不断发生变化。以往界定文学作为

审美意识形态本质的时候，几乎是将儿童文学忽略不计，儿童文学似乎不存在意识形态

性成为历来的潜意识。但其实不然。比如，分属于加拿大、美国等国际的国际知名儿童

文学研究专家彼得·哈林戴尔(Peter Hollindale)在 1988 年提出“童书与意识形态”，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儿童文学，哈林戴尔由此被认为是世界上 早就此话题发言的专

家。再如，杰克‧齐普斯(Jack Zipes)侧重童书／童话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问题研究，

极有影响 。贺伯特‧寇尔(Herbert Kohl) 举西方孩童耳熟能详的童书《大象巴巴》的

故事为例，深入剖析成人、童书、与儿童的权利运作关系问题。贾桂琳‧罗丝

(Jacqueline Rose)撷取精神分析理論，以西方儿童文学名著《彼得潘》为例，阐明“儿

童”概念乃是成人欲望的想象。这些遍布世界各地的儿童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相对于价

值体系，是实践性的，但给予我们以灵感：儿童文学和童书，在孩子价值观形成中的地

位和机制是什么，非常值得研究，需要纳入价值体系思考中。以往我们理解的儿童文学

就是孩子睡前的讲故事，现在则必须放置于文化传播重要手段的地位来思考了。 

价值体系与批评实践的关系，概而言之，体现了关于系统／体系的特质和特征。

主要地是体现了前面所述的体系／系统只有在与外界交流互动中才能保存自身的特质和

特征。但它并不因此而不含有一个自身封闭的系统。批评实践则是作为环境／外界与价

值体系交流 密切相关的方面。由此可见，教育部公布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

设与实践研究”选题，具有内在科学性、合理性和实际可操作性。作了如上几个方面的

大致讨论和理论设想，现在可以初步给予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一个定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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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必要说明与定位 

（一）说明及其简要论证 

1、说明之一：关于文艺评论 

文艺评论，字面看应该指包括文学、影视、绘画、音乐等所有当代艺术分类所可囊

括的所有艺术样式。但是，考虑到倘若顾及所有艺术样式，势必分散力量，与“有限规

模”的要求不符。本课题将“文艺评论价值体系” 界定在文学评论（批评）的价值体

系。 

那么，如何理解并解决以文学评论（批评）的价值体系界定“文艺评论价值体

系”，并能体现包含各艺术门类的“文艺评论的价值体系”的应有内涵？ 

首先，历史依据。受前苏联学术命名和规范的影响，建国初期，我国将研究文学发

生发展、文学创作以及作品形式和文学接受活动等原理和规律的学科，认定为文学学。

照顾汉语习惯称之文艺学。 

其次，学理论据。关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1988 年童庆炳的《文学理论导

引》从三个层次讨论文学的本质特征。分别为，第一层次，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有共同的本质，都是社会生活的能动的反映。第二层次，文学这种

意识形态在内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它的特殊本质：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以人的整

体的具有审美属性的生活为独特内容，以艺术形象为反映生活的独特形式。第三层次，

作为语言艺术，文学又有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性，即艺术形象的间接性，描述生活的宽

广性、蕴含思想的深刻性和语言媒质的韵律性。这个论证逻辑显示出，仅在第三层次

上，才区分文学与其他艺术的不同，可倒向推导出，所有艺术门类均具有第一、二层次

的属性。那么，如果具体到本课题的文艺／文学之关系，笔者以为，在认可审美意识形

态的前提下，可以将层次作些调整。即可否把文艺价值 基本的审美情感设置为第一层

次，这是超越于时代、民族具有共同性的因素。意识形态则为第二层次，第三层次为艺

术形式等技术方面因素。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在 1980 年发表的《美和美的创造》一文提

出，“艺术的本质和美的本质，基本上是一致的。美具有形象性、感染性、社会性以及

能够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特点，艺术也都具有这些特点，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说，美

是艺术的基本属性。不美的’艺术’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不管他

办不办得到，但从本质上说，他都应当是创造美的艺术的人，创造美和创造艺术，在基

本的规律上是一致的”。
20
 我以为，蒋孔阳教授的表述可为支持。倘若如此理解文学作

为审美意识形态并兼顾到其他艺术门类，在逻辑上如果行得通，是否可解决以文学代替

或者代表文艺都不周延的问题？ 

第三，理论发展事实的依据。中国和西方，指称文学的诗学，都是发源 早到目前

                                                
20
 蒋孔阳：《美和美的创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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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止也 成熟艺术种类的理论。西方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对诗人的理解、界定与态

度，以及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等理论的着重点均为文学。中国先秦儒家和道家，虽然

也有对文学之外的如音乐理论《乐记》，但非常侧重音乐的感物而动与乐察民心的价值。

总体来说，是综合性讨论艺术。艺术观念与思想中对文学的关注非常明显。现代门类艺

术概念的发生是 18 世纪的事情。1746 年法国神学家和艺术理论家阿贝·巴托（Abbe 

Batteux,1713-1780），他以认识论哲学为基础，在《归结到同一原则下的美的艺术》

（The Fine Arts Reduced to a Single Principle）一文中，首次对艺术进行了分类。

他“美的艺术”覆盖下含有音乐、诗、绘画、雕塑和舞蹈等五个艺术门类。与“美的艺

术”并列的还有“居中的艺术”（其覆盖下含有建筑和论辩术）以及“机械的艺术”

（其覆盖下含有纺织等）。
21
可见艺术门类区分及其理论比文学理论要晚的多。其理论成

熟程度自然要有所不同。至于影视艺术、摄影艺术等依赖现代技术而出现的艺术门类，

其理论更为晚近。所以，以成熟的文学为讨论艺术的本体有其合理性。 

2、说明之二：关于价值 

何为价值？ 

《辞海》的“价值”辞条表述为：“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如参考价值；有价

值的作品。凝结在商品中的一半、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基本属性之一”。
22
 辞条

乃为 基本与客观的表述。其实，关于价值为客观自在存在，还是在关系中存在，始终

是价值理论的不同思想。 

价值理论从古希腊的柏拉图起就诞生了。但是，直到 19 世纪初，超越于经济范围的

价值论，作为哲学分支的独立理论和学科方才诞生。马克思主义价值概念，起步于经济

学并超越于经济学，进而转向了并进入一般价值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

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在物的关系中产生

的”。
23
“是人们所利用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表示物的对人有用

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
24
马克思关于价值的 值得关注的思想，是他在《资本论》中

提出的“价值对象性”概念。马克思把物的社会存在描述为物的“价值对象性”。并且

把价值的对象性和价值予以区分。将价值看作是价值对象性的表现形式。捷克哲学家

弗·布罗日克汲取了马克思的这个概念，将其提升为价值论的基本范畴。“这是个富于

独创性的见解。他所谓的价值对象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为我之物’（不论是自然

的还是人造的）对社会的人具有的功能”。
25
 即“价值对象性”是建立在价值和价值需

                                                
21
   参见徐亮：《现代美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25-26 页。 

22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年版，第 220 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1963 年版，第 406 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1973 年版，第 139 页。 

25
   （捷）弗·布罗日克：《价值与评价》，李志林、盛宗范译，知识出版社 1988 年版，《中译本序》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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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评价主体之间的关系性概念。由于价值对象性是与人有关系的概念，方可理解为是

“为我之物”。概而言之，凡是和人类建立了功能性关系的事物，就是价值对象性存在

物。这就应和了马克思关于价值与价值对象性相互区分的思想。而且可以概括为：表现

为一定价值的价值对象性，是由客体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地位和功能所决定的。由

此，关于价值，可概括为：其一，不存在自在的孤立的价值，所谓“指事物的用途或积

极作用”，一定是指事物对谁有用途或积极作用。即“将价值看作价值对象性的表现形

式”。
26
 其二，价值存在于和需要评价主体的关系中。在这个角度看，价值的存在即价

值对象性存在。其三，价值因为与人的需求关系密切而具有类别和等级。 

如上介绍了价值产生于关系的思想，在价值哲学中的体现和表述。其实，本论文以

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并存在于文学活动论为本课题理论基点，已经蕴含了审美价值产

生于关系的文学思想和思维方式。 

（二）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的定位。 

1、定位于文学基本原理 

由于从文学活动延伸出来的理论与实践性问题，而文学活动业已有自身的基本性质

的规定，关于此性质的理论即为文学原理，所以，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定位于文学原

理，逻辑上应该说得通。按照逻辑，如此定位应该具有下面一些特点：首先，它具有自

律性，也就是说，它自成体系，又与既有文学原理具有兼容、贯通、内在逻辑关联性，

由此而具有整体性。其次，它也受其他诸多因素影响而出现他律特征，因为外在环境会

有变化，文学原理内部和理论之间相互衔接部位的若干新理论的出现和更加细化，都需

要不断有所调整，由此具有活动性。第三，因为与文学原理各部分有互相兼容贯通和内

在逻辑联系，所以，它总是通过学理论证而获得的，由此而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这些

乃为人文科学的特点。质言之，该体系建立后属于文学基本原理。即文艺评论价值体系

是具有稳定性、完整性、活动性、科学性与知识性的理论。 

2、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总体面貌假设 

总体面貌假设：由基本文学观念为其核心，该文学观念自身即含有文学价值元素和

特质。与文学观念相互联系的是一系列相关文学思想。体系可分为基本原则和不同层

次，基本原则为统帅。不同层次划分，以便将稳定的部分和具有不断调整的部分相互区

分。评价标准也将区分为不同层次。出于认真负责和严谨的学术态度，此面貌的假设目

前不宜过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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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捷）弗·布罗日克：《价值与评价》，李志林、盛宗范译，知识出版社，1988 年版，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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