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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文学经典 /服务当下现实:
生产性文学批评的功能取向

姚 文 放
(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 关于文学批评功能的讨论是由批评的“非功利性”问题引起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伊格尔顿，

他对文学批评功能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系统研究，旨在解决批评如何实现实质性的社会功能的问题，从而将

“生产性批评”的概念提上文学批评功能的议事日程。关于文学批评功能的意见分歧经过几番潮起潮落，引

发了关于“文学正典”的世纪之争，布鲁姆成为维护西方正典的孤独的斗士。伊格尔顿在文学批评是“回到文

学经典”还是“服务当下现实”这两极中作出自己的选择: 反对文学批评的“非功利性”，也不主张文学批评简

单回到文学经典，而是力倡文学批评在文本性与政治性、修辞形式与历史力量相互交融的情况下服务于当下

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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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的功能何在? 这无疑是文学批评的大关节目。进而言之，文学批评是有功利的还是非功

利的? 是关心政治还是规避政治? 是崇尚经典还是凌越经典? 是服务现实还是远离现实? 对于这些选

项的取舍总是萦绕在每一个批评家的脑际，从而与文学批评的发展同起伏、共始终，而在作为“批评的

时代”的 20 世纪得到了充分的凸显。

一、文化政治: 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性的

说到文学批评功能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特里·伊格尔顿，能够在近三十年中对文学批评功能问

题持续进行研究的，在西方批评界可谓绝无仅有。伊格尔顿的有关思考是从对文学批评“非功利性”的

质疑开始的，在《文学原理引论》( 1983) 关于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的讨论中，他始终是将那

种主张“非功利”“非政治”的“纯”文学批评作为负面参照的。在他看来，在历史和现实中种种形式主

义和唯美主义搁置历史与政治的企图中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它们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它们关于文学批

评“彻底的无用性”“无利害关系”以及排斥“文学的用途”、谋求“纯文学理论”等意见再清楚不过地透

露出谋求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功利性、政治性追求。可见在它们那里“政治的”与“非政治的”批评就像钱

币的两面，本来就是同一个东西。据此伊格尔顿声明其《文学原理引论》全书要说明的是，“现代文学理

论的历史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文学理论一直是同政治信仰与意识

形态价值密切联结在一起的”，而“那种‘纯’文学理论不过是学术上的神话”，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

“我们所研究的文学理论是政治性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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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伊格尔顿肯定文学理论的政治性仍有其特定的指向和限度，他对此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我不

准备为这样一种‘政治批评’进行争论，这种批评是根据与政治信念和行动相联系的一定价值的看法来

阅读文学文本的”①，“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的，人们往往把‘政治的’一词用于政见与自己

不一致的批评，这里讲的不是这个意思”②。这些说法表明了他并非将“政治的”一词用于关乎政见或

党争的批评，也不愿为那种单凭政治信念和行动来进行阅读的“政治批评”站台。那么，伊格尔顿是为

何种“政治批评”进行争论呢? 他所说的“政治批评”是什么意思呢? 关于这一点，伊格尔顿在该书“结

论”部分的开头就有过提示:“我所说的政治无非是指我们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以及它所包括的力量

对比关系。”他以南非的体育运动为例，指出此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将政治拉进体育运动，

这与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政治”大相径庭，但又确乎已成当今世界见怪不怪的常规。这就有了另一种

“政治”。
伊格尔顿坦承将这另一种“政治”区分开来既不是本体论的，也不是方法论的，而是策略性的。它

不是先问对象是什么，或如何探讨它，而是先要问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它，从而突出了这种区分的功能性。
这种功能性的操作体现了一种务实态度和有效意义。他指出，一旦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用新的

眼光来看待“政治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的问题:“不是从某些理论的或方法论的问题开始，而是从我们想

要做的事开始，然后看到哪些方法和理论最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③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想要

做的事”，在伊格尔顿看来，那就是最大的政治。进而言之，人们选择的总是自己认为重要的对象与方

法，我们对它们的重要性的评价则是由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实际形式中的利益结构来支配的。由于社

会生活实际形式中利益的多元性，“政治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就不会只有一种战略用途，而不同的战略

也不会只有一种目标，总之它们不会服从某个特定的目标。因此他所使用的“目标”概念是复数形式，

因为这种批评形式有待实现的目标很多，实现的方法也很多。正是在这一策略支配之下，伊格尔顿在

《文学原理导论》“结论”部分对于当时已经显山露水的文化研究、女权主义、文化产业、工人阶级创作运

动等四个重大问题作出了初步的思考，着力张扬了这些“政治批评”强大的实践性和生产性，就此而言，

这些批评形式就该受到欢呼。当然，这种乐观的情况能否出现仍是值得怀疑的，但如果真正将旧有的批

评形式从那种隔绝历史、形式主义以及恪守某种“永恒真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则可能带来文学的死

亡，但也可能是它的再生。
进而言之，在伊格尔顿强调的“我们想要做的事”中显示了一种日常性、生活态，确认日常生活也是

一种政治，这一点在文学中尤显突出，文学与男男女女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 它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

它用丰富的色彩展现生活，并且拒绝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进行枯燥乏味的概念探索。另外，意识形态也

存在于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去教堂、投选票、让女人先进门等等行为; 它的范围可

以囊括上自对君主政治深挚的忠诚这类意识的偏好，下至衣着的方式、开什么汽车，以及这一切的无意

识的深层的意象。由于“政治批评”本身是由各种意识形态塑形的，所以它势必贴近日常生活和历史真

实而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正是在这一点上，才能够读懂伊格尔顿对于“政治批评”的这一界定: “任何

与人的意义、价值、语言、感觉和经验有关的理论都不可避免要涉及个人与社会的性质、权力与性的问

题、对以往历史的解释、对当前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希望等等更为深广的信念。”④
在以上界定中已经隐约可见伊格尔顿所倡扬的另一种“政治”的基本轮廓: 一方面“我们想要做的

事”成为最大的政治; 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也是一种政治，而且是更为根本的政治。但是他在《文学原理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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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中讨论“政治批评”之际尚未提炼出一个清晰的概念，或者说此时他在这方面的表述仍是语焉不

详的。这另一种“政治”其实就是伊格尔顿后来力倡的“文化政治”。伊格尔顿最初在《文化的观念》
( 2000) 中关注到“文化政治”或“文化政治学”的问题，后来在《理论之后》( 2003) 中对之进行了比较充

分的论证。他先是发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文化”概念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自身的本义变

成了对国家的、性别的、种族的、地域的特殊身份的认定，这种种文化身份已经从解决问题的办法一跃而

成为问题本身，从而“过去几十年间支配全球议事日程的激进政治的三种形式———革命的民族主义、女
权主义和种族斗争，作为符号、形象、意义、价值、身份、团结和自我表达的文化，正好是政治斗争的通

货”。①“文化政治学”就此进入了伊格尔顿的理论视野，成为“政治批评”的重要方面。在他看来，从文

学向文化政治学的转移乃是顺理成章之事，因为连接这两个领域的是主体性的观念。文化具有鲜明的

社会主体性，那些受过主体性科学的训练的文学批评也完全有资格讨论文化问题，因而这种转移并不是

不合逻辑的。
不过伊格尔顿进一步指出，“文化政治学”概念的内涵还有待于明确，任何政治变革都扎根于人们

的感情和观念之中，如果这种变革得不到他们的赞同，不与他们的需求紧密相连，那是不可能持久的。
而“文化政治学”研究不仅与真理、理性、信仰有关，而且与性别、种族、民族相涉，其中内涵极其丰富多

彩，乃是一个完整的人性的世界。伊格尔顿说: “文化理论的作用就是提醒传统的左派曾经藐视的东

西: 艺术、愉悦、性别、权力、性欲、语言、疯狂、欲望、灵性、家庭、躯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
霸权。无论如何估量，这都是人类生存很大的一部分。”②要想忽略这些，目光得相当的短浅。这很像叙

述解剖学而不提肺和胃，或者像中世纪的爱尔兰僧人编了半部字典，却遗漏了字母 S，让人无法解释。
文化政治学的兴起是文化研究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它标志着与社会政治相对应的另一种价值系

统的生成。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文化政治都旨在处理和协调人际关系，区别只在于前者主要处理以社

会体制体现的人际关系，诉诸国家、政府、议会、党派、外交、工会、法院、警察等; 而后者则主要协调以文

化身份构成的人际关系，诉诸性别、性、民族、种族、族裔、年龄、地域等。这两者都有一个核心问题———
权力问题，包括权力的掌握、支配、抗衡、斗争等运作方式，只不过这种权力运作方式前者是在社会体制

层面上加以实施，而后者则是在文化身份层面上得以体现。

二、兴盛与衰微:“非功利性”文学批评的命运

如果说伊格尔顿在《文学原理引论》中对于“非功利性”文学批评的来历和演变尚语焉不详的话，那

么次年问世的《批评的功能》( 1984) 一书则是对此进行的全面、系统的专论了。该书被认为解构了 T．S．
艾略特的同名论文《批评的功能》( 1923) ，伊格尔顿也坦言当年该书中关于批评功用主张的提出，乃是

出于对马修·阿诺德《当代批评的功能》( 1865) 有关观点的匡正。伊格尔顿与上述英国批评界前辈的

争议主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即文学批评是否涉及功利关系，或者说是否具有“非功利性”? 长期以来，

人们在这些前辈关于文学批评“非功利性”的说教已是老生常谈，不再新鲜了，如阿诺德主张: 真正的批

评“它服从一个本能，这本能推动它去试图知道世界上已被知道和已被想到的最好的东西，完全无关于

实际、政治和一切类此的东西”③，艾略特则主张文学批评的目的就在艺术本身而与外界无关:“批评就

必须有明确的目的，这种目的，笼统说来，是解说艺术作品，纠正读者的鉴赏能力。”④英国批评传统中这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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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崇尚“非功利性”的文学批评，正是伊格尔顿另辟蹊径重新审视批评功用的缘起。
伊格尔顿在《批评的功能》的“序言”中开篇就指出，每一个批评家刚开始研究某个对象时，总会受

到一些问题的困扰: 这一研究的意义何在? 此书为谁而写? 想要影响谁? 或是给谁留下深刻印象? 社

会作为一个整体，它的批评行为又有何功能? 他认为，眼下这些问题是存在危机的，危机在于当今的批

评缺乏所有实质性的社会功能。他试图通过对于英国自 18 世纪初以来批评机制历史演变的回顾来探

讨这一问题:“毋庸置疑，这一历史回顾绝不是与政治无关的，我通过研究这段历史提出这样的问题: 在

我们这个时代，除了从学术内部保持对统治阶级文化的批判之外，批评到底还能履行何种实质性的社会

功能?”①

伊格尔顿所瞩目的英国自 18 世纪初以来的这段历史是非常特殊的，期间在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方

面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与文学批评机制的演变息息相关。一是自由资产阶级“公共

领域”的兴起。这里伊格尔顿采用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概念，它被定义为存在于国家与公民社会

之间，由俱乐部、杂志社、咖啡屋、期刊等一系列的社会机构组成，在这些机构内，个人自由集会，平等交

流，从而融合成一个相对具有凝聚力的整体，这个整体的意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此际期刊的

兴起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构成要件，它对于文学批评的兴盛也起到了厚植的作用。人们作为

一种话语共同体互相集群和交往，以自由、自主、平等的准则适应资产阶级不同主体的言论行为。在这

个意义上说，文化在物质利益上是自治的。此时的意识状态表面上是非功利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

种功利关系已经变成了支撑整个文化的不确定、无私心的隐性结构，不过只有那些真正对文化有兴趣的

人才能做到无私。”②“当时公共领域既没有头衔也没有财产，有的只是理性。但事实上，这种理性只有

那些既得利益者才能表达清楚。”③就是说，在那个看似非功利的时代，背后仍有功利关系在起作用。
二是商品化社会的兴起导致了传统公共领域的逐步瓦解。伊格尔顿将英国历史上这一过程的起始

时间推前得很早: 18 世纪 30 年代，文学赞助人的势力开始被减弱，而书商的力量则得到增强; 大约在 18
世纪中期，作家的职业初步形成，文学赞助人行将退出历史舞台，而文学产品则迅速问世并广泛传播; 在

18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文学期刊得以真正繁盛的时期。有记载证明，在此期间写作正在变成英国商业

中占据份额相当大的一部分，书商成为制造商或雇主，而各色作家、写家和操笔人都变成了为之雇佣的

雇员。伊格尔顿认为，导致传统公共领域日渐式微的有两个因素与批评机制攸关: 第一是经济因素，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劲地决定着文学产品的命运，这不再是一种假设”④，公共领

域的有限空间被私人商业和经济利益大举入侵，作家可以认为他的作品作为公开交易的产品是天经地

义的，在整个社会上有一种无名却有力的“公众”的力量隐约可见，但他们并不属于作家艺术家的群体。
第二是政治因素，正像所有意识形态的形成一样，商业经济和市场力量具有无限的潜力，没有任何实际

利益会超出它的范围，而衡量利益的标准也出于它的垄断和占有。此时公共领域的界限已被打破，因为

没有什么可以超越商业和经济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已然成为一种政治存在。
总之，英国自 18 世纪初以来在社会结构与经济体制方面发生的两大变故即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市场

权力的崛起，既催生了文学批评中的非功利倾向，又导致了它的式微。要打开这一死扣，必须另辟蹊径。
伊格尔顿后来在回顾此事时作了完整的表述: 所谓文学批评的“非功利性”已是明日黄花，不必抱残守

缺，更要紧的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点儿别的什么事”。这个“别的什么事”也就是《批评的功能》上述“序

①

②
③
④

Terry Eagleton，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structuralism，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4，p．8．
Terry Eagleton，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structuralism，p．16．
Terry Eagleton，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structuralism，p．26．
Terry Eagleton，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structuralism，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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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提出的问题: 当今文学批评如何实现实质性的社会功能? 这里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是采取专门的、
专业的专家路线，这就势必放弃所有在学术之外对社会表示关切的可能; 要么是像“左派批评”那样，设

法找出批评的一套其他的功用。他给出的结论是: “这个问题还有待解决，从批评的结构上看，非左派

批评不能解决。”①伊格尔顿历来将自己划归“左派”阵营，因此这一结论不啻是自膺解决这一问题的

天命。

三、生产性批评: 实现实质性的社会功能

伊格尔顿对近世批评的总体趋向作了如下概括: 在 18 世纪初期，批评冒着高度泛化的风险开始关

注文化政治; 在 19 世纪，批评专注于公共道德; 而到了 20 世纪，批评则成了一个文学问题。此时文学俨

然成为立足于一个时代的知识、文化和政治生活的重要问题，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戏剧以及《细绎》杂志

的兴盛都是显例。此时只有谈及文学问题时，批评才传递人们普遍关注的整体文化形态及其命运的广

泛信息。而当“文化”成为一个迫切的政治议题，“诗歌”成为社会生活质量的隐喻，“语言”成为整个社

会实践的范式时，批评便有了其严肃的存在价值。时至今日，当人们身处核时代之时，确乎难以相信那

种重新捡拾往昔抒情诗和爱情诗的研究有什么合理性和正当性。有鉴于此，伊格尔顿发问:“批评是应

该走向消亡，还是可以发挥更具生产性的功能呢?”②
虽说 20 世纪批评成为一个文学问题，其实真正的起点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此际改写了欧美

历史进程的“五月风暴”其震动一直传递到整个社会的每一根神经末梢，导致现代文学理论的浴火重

生。不过文学理论有其特定的专业边界和学科规范，当其涉足政治时总是表现出某种模糊性，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临近，这一模糊性越来越明显。它往往是用自己的一套专业术语来表达具有全球广度和

历史深度的政治主题，如主体、无意识、语言、意识形态、历史、认知等，构成一个整体性的符号系统。如

果说这就是文学理论的主要成果的话，那么它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则是有缺陷的，这套符号系统促成了一

种盲目崇拜。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理论恰恰借此对文学批评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人们开始意识

到，仅仅将文学理论视为文学作品的直接应对是不够的，在任何情况下文学理论的阐释都可能溢出作品

本身，因此不能将文学理论贬低为作品的附庸。这里的根本问题是，究竟是理论在应对作品、说明作品

呢，还是作品在触发理论、激活理论呢? 理论究竟是仅限于对作品进行概括、归纳、总结呢，还是应以作

品为出发点进一步去创造、建构、生产新的意义呢? 回答显然是后者。因此伊格尔顿认为以下观点不应

受到斥责:“文学理论的存在理由并不一定都是从作品文本中来，它的实际效应能够扩展到更加广阔的

表意空间和实践领域。”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文学理论的推重又不能视为盲目崇拜，理由是在当时批

评的名誉江河日下之际文学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思路和方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批评的社会功

能。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此时往往将“文学批评史”称为“文学理论史”，将“批评流派”称为“理论流

派”。
伊格尔顿指出，摆在新一代评论家面前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当今的文学领域已然成为集聚众多取向

不同、方法各异的新潮理论的场域，包括符号学、精神分析、电影研究、文化理论、性别表征、通俗写作等

等，当然也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理论。它们所进行的探索除了对这些社会生活的符号化过程以及主观形

式的社会生产表示关注之外，没有任何明显的统一性。因此将这种种探索一概贬斥为赶时髦是愚不可

及的，因为这些新潮理论所创造、建构和生产的是传统批评主题的当代版本。与之相较，“此前批评主

①
②
③

特里·伊格尔顿等:《批评家的任务》，王杰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82 页。
Terry Eagleton，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structuralism，p．108．
Terry Eagleton，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structuralism，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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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曾被狭隘地限定在所谓‘文学正典’( literary canon) 的范围内”①，那是面向过去、向后看的，故不足为

训。概括以上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所作的分析，伊格尔顿得出的结论是，以上种种探索可能会为我们自身

的生存作出一定的贡献:“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政治权力往往通过这些符号化处理来进行策划，得到

加强，遭到抵抗甚至被颠覆，如果不能对此形成更深的理解，我们将无法解决目前我们正面对的致命的

权力斗争。现代批评起源于与极权制度的斗争，除非将其未来定义为与资本主义专制的斗争，否则它可

能根本就没有未来。”②
总之，对伊格尔顿来说，批评如何实现实质性的社会功能是他始终萦绕在脑际驱拂不去的情结，作

为对“非功利性”批评的一种逆反，他将生产性批评的概念提上了文学批评功能的议事日程。其理论依

据是，现代欧洲的批评是在一场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诞生的，18 世纪一代启蒙思想家开辟了一个独

立的话语空间，启迪思想，彰明理性，将封建专制和教会神学提交到理性的法庭上接受审判，其理性之光

照亮了后来的批评领域，进而铸成了一种理性传统而垂范后世。时过境迁，到了伊格尔顿重新审视批评

功能的问题时，其关注的目光已转向文学批评如何与工人阶级创作活动相结合、如何参与大众的文化解

放事业了。也正是这一信念，使他更愿意将激赏之情给予那些虎虎有生气的新潮理论，它们凭借启蒙主

义传统的强大基因所赋予的对专制制度的叛逆天性凤凰涅槃、满血复活，将探索的锋芒指向现时、直逼

当下，而不是仅仅在与世隔绝的作品文本中讨生活，仅仅亦步亦趋对所谓“文学正典”作注脚。

四、“文学正典”: 在旧梦中寻求慰藉

尽管伊格尔顿在《批评的功能》一书的“结论”部分对于“文学正典”概念说得风轻云淡，但却触及

了 20 世纪后期批评领域中一桩影响广泛、意义深刻的学案。关于“经典”以及“文学经典”之类概念的

使用由来已久，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人们都不觉得这些概念的使用有什么不妥，但将其提交到

1968 年在法国爆发的“五月风暴”及此后席卷欧美的“新社会运动”的大背景下，情况却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上述社会运动标举否定现存世界、与过去决裂的批判精神，反叛传统，蔑视权威，解构体制，

凌越常规，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一切既定事物，从而奠定了对待文学经典的激进立场。人们发现了一个长

期习焉不察的事实，以往的文学经典几乎都是清一色出自过世的、白色人种的、欧洲的、男性的( Dead
White European Man，简称 DWEM) 作家之手笔，而把活着的、有色人种的、非欧洲的、女性的作家统统排

除在外。这一“经典壁垒”的构筑，隐含着严重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级歧视、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厚

古薄今的偏见，在其背后，则潜伏着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操控力量。
在这场旨在重估经典的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是女权运动，与之几乎同步的是争取种族和阶级平等的

种种社会运动，而其批评形态则表现为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

等种种新潮理论。这场世纪之争最早在大学展开，后来通过传媒业界以及知识界、读书界扩大到整个社

会。以斯坦福为始作俑者发起的这场变革在美国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多方强烈的反应，与

之对立的保守派视之为给教育界造成灾难性后果甚至葬送整个西方文化的祸殃。有人认定，这场“打

开经典”运动说到底还是祸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五月风暴”，当时那批造反的大学生如今已经四

十多岁，其中不少人进入了教育界，获得了大学里的终身教职。这批左翼教授如今的学术活动只是他们

当年政治活动的延续。他们占领了高等学校的阵地，与他们心目中的男权主义、种族主义作殊死的较

量，这批激进分子的作为严重地危害着美国的高等教育，也颠覆了传统的西方经典，女性主义和少数族

裔激进人士试图从女性和有色种族的角度修正经典或拓宽经典。还有人认为，正是这种所谓的“开放

性”( Open-ness) 导致了文化上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而西方文学经典正是抵制这种虚无主义思潮侵

①
②

Terry Eagleton，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structuralism，p．124．
Terry Eagleton，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structuralism，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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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的最有力武器，从荷马到乔伊思的西方文学精品，可以把大学生培养成为心胸开阔、理智健全、沉稳刚

毅、有高尚道德情操的现代国民。学校应该坚持西方经典作为学生必修课，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尽可能多

读原著。阅读经典是灵魂的畅游，是智力的训练，作为人的存在的意义，与阅读伟大作品是密不可分的。
说到对于西方经典的大力崇尚，不能不提到耶鲁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布鲁姆前期以“影响的焦

虑”说而闻名，后期则因对“憎恨学派”的激烈抨击和对西方正典的极度推崇而引起关注，后者最早不迟

于 1970 年亦即与他提出“影响的焦虑”几乎同时发轫。布鲁姆对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

义、拉康心理分析学、解构主义、符号学等“憎恨学派”的种种奇谈怪论予以拒斥，认为正是其泛滥所及

使得周围全是些哗众取宠的教授，充斥着法德时髦理论的克隆和各种关于性倾向和社会性别的意识形

态，以及无休止的文化多元主义。“我于是明白了，文学研究的巴尔干化①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所有

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持敌意者不会走开，他们会培养出一批体制性的憎恨者”，他们“正在摧毁人文与

社会科学的一切知识和美学标准，这是以社会正义的名义进行的”。②
面对“憎恨学派”政治化操作所造成的文学颓势，布鲁姆既愤懑难平又无力回天。他悲叹自己正处

在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警示人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而且这种衰退已难以逆

转。在万般无奈之下他甚至发出生不逢时、误入歧途的哀鸣:“如果我是出生在 1970 年而不是 1930 年

的话，我就不会以文学批评家和大学老师为职业，就算我有十二倍的天赋也不会作此选择。”③正是在这

一哀怨郁闷心情的驱使之下，布鲁姆只能求助于毕生侍奉的文学经典，从往日的旧梦中寻求一丝慰藉。
布鲁姆在康德美学的“审美自主性”( esthetic autonomy ) 中寻求根据，认为无论西方经典是什么，都不是

拯救社会的纲领，它作为一种传统并不为任何社会目的服务，即使这种具有目的性的服务在道德上如何

令人赞赏。在他看来，“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 娴熟的形象语

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④ 因此我们必须把西方经典中的美学价值与任何精神、
政治及道德的实际后果区分开来，从而维护“审美自主性”的尊严，而美学尊严正是经典作品的突出

品格。
布鲁姆对于文学经典的守护走的是纯粹的精英路线，在他看来，一切经典都是精英之作，它们以美

学的尊严作为自己的身份徽号。然而“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守护经典也就成为孤独、寂寞的事业。
对此布鲁姆颇多感慨:“近来我在维护审美自主性时颇觉孤单……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想象的自主性

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⑤尽管如此，但布鲁姆的抵抗也堪称顽强不屈，他明确反对把文学经典加

以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不同意把文学经典看成阶级斗争的舞台、文化资本的表征和道德准则的道具，

更不允许将它变成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事业。值此艰难时世，布鲁姆给出的救世方案仍然坚定不移，

他大声疾呼:“现在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只是维系审美领域的连续性。”⑥
布鲁姆非常清楚，自己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或者是美学价值，或者是种族、阶级以及性别

的多重决定。二者必居其一，他必须作出选择。而布鲁姆也作出了决绝的选择，他将坚守审美价值的主

张书写在自己的旗帜之上，从而在文学经典的城堡上留下了一个孤独的斗士的背影。

五、文本性与政治性交错: 服务于当下现实

在与《文学原理引论》《批评的功能》问世相隔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伊格尔顿遇上了一个全面检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按所谓“巴尔干化”是指某个领域因为缺少强有力的主导力量而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09、25 页。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中文版序言，第 2 页。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第 20 页。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第 7—8 页。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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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学术思想的机会，那就是与马修·博蒙特博士共同完成的访谈录《批评家的任务》( 2009) ，对其学

说生涯进行了朝华夕拾式的回顾和总结，文学批评的功能问题是其中的重头戏。但由于相隔久远、时过

境迁，这种旧话重提总是带有重新阐释的性质，往往在延续已有理论观点的前提下有所修正、有所突破。
就伊格尔顿而言，在经历了许多以后，一朝开新，境界全出，尽管锋芒依然、棱角不磨，但已越发成熟、越
发圆融了。

首先要解决的是文学经典问题。布鲁姆对于排斥、消解和抹杀文学经典的“憎恨学派”的痛心疾首

还令人记忆犹新，而在伊格尔顿的书架上又增添了几本新著。学界公认伊格尔顿为“新马克思主义”的

牵头人之一，他也公开承认自己属于“文化政治”一派，按说伊格尔顿毫无疑问属于布鲁姆归入“憎恨学

派”的死对头，尽管布鲁姆似乎并未指名道姓进行讨伐①。但伊格尔顿在文学经典问题上并不像布鲁姆

那样激烈，他在其新著《英国小说导论》的“序言”中曾为该书固守文学经典而向读者表示歉意，当访谈

者问及他为何在明知文学经典是此种旧式架构方式的产物的情况下，仍编写出这本侧重经典的教材，他

坦承这是继承了剑桥的保守传统，剑桥传统的熏陶使之成为一个旧观念的捍卫者，强调并非所有的旧观

念都是负面的。在他看来，作为对立面，非经典作品倒是包括很多种族主义和带有性别歧视的东西，特

别是刚刚站稳脚跟的文化研究其影响所及造成大学的阅读中这样一幅场景却是令人忧虑的: “讲话轻

声细语的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们在图书馆里扎成一堆，勤奋地研究着像吸血鬼迷信、挖眼睛、电子

人，淫秽电影这样耸人听闻的题目。”②伊格尔顿潜在的固守文学经典的冲动并不仅仅来自剑桥的保守

传统，也得益于理性认识的烛照，他在另一处指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传统概念无疑非常重要，雷

蒙·威廉斯说过，“一个只依靠当代资源生存的社会是很贫穷的”，托洛茨基也曾说过，马克思主义者

“一直活在传统里”。不过伊格尔顿在肯定传统的同时仍然给文学经典问题明确划定了一条底线: “这

当然不表示对在思维上有保守特征的传统不加批判或卑躬屈膝。”③这也就是他在肯定各色新潮理论的

生产性功能之时反对将文学批评狭隘地限定在文学正典范围内的总体思想背景。
与文学经典密切相关的是文本性问题，不言而喻，重视文本性乃是文学批评的本分。伊格尔顿的讨

论还是从学生开始的，他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几乎丧失了仔细分析语言文字的习惯，但这不能责怪学生，

因为从来没有人指导他们。而要读好一首诗，你必须学会听它的语调、感受它的文采、感悟它的节奏或

情绪上的变化，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但现在文学专业的学生接受的教育几乎都是传统的内容分析，而对

于形式的关注只求了解押韵或格律即可。伊格尔顿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内容分析本身很好，但它并不是

文学批评的全部，修辞作为有记载以来最古老的批评形式，本来就兼具文本性和政治性。但 20 世纪的

情况有点特殊，上半叶绝大多数批评都倾向于文本性，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出现了倾向于政治性的

反拨。这两种倾向虽各执一端，但是有一共同缺陷，它们都不同程度地缺失了文本性与政治性的相互交

错和融合。而这一点对于批评来说恰恰至关重要:“在注意纸页上那些名扬四海的文字的同时，也应该

注意那些构建它们的历史力量: 这个关联提出了极为普遍的、有政治意义的且与文本细节密切相关的问

题”。④ 但实际情况恰恰与之背道而驰，现在许多理论家不做细读、无视文本几乎是公认的，包括巴赫

金、阿多诺、本雅明、詹姆逊、克里斯蒂瓦、哈特曼、德里达、德曼都是如此。他们这样做，难道也对吗?

对于那种文本性与政治性的相互交错、修辞形式与历史力量的彼此融合的批评模式，伊格尔顿说起

①

②

③
④

布鲁姆曾不指名地攻击“英国有一位马克思主义拉拉队的头领竭力鼓噪，要称我为阅读复兴主义的吉米·斯瓦

加牧师。”(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中文版序言，第 1 页) 此处很可能是指伊格尔顿。
特里·伊格尔顿等:《批评家的任务》，王杰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68 页。参见特里·伊格

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第 4 页。
特里·伊格尔顿等:《批评家的任务》，王杰等译，第 164 页。
特里·伊格尔顿等:《批评家的任务》，王杰等译，第 2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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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显得非常享受:“在我看来，批评最大的成就感是当这两方面聚合在一起时使读者享受到的那种醍醐

灌顶的畅快感。”①他指出，像浪漫派或剑桥学派这类批评主体的优秀传统在现今陷入困境其症结就在

乎此，在他们那里这两个方面被割裂开来了: “一方面，我们已经丢失了咀嚼文本的习惯; 另一方面，批

评家的角色不得不与公共领域的命运以及知识分子的总体境况联系在一起。”②如果说前者说的是当今

时世个人经验的普遍商品化所造成的浮躁，使得文学批评疏于细读功夫的淬炼的话，那么后者则与知识

分子在历史过程中的角色转换有关。知识分子的角色在历史上从来是变动不居的，从中世纪的神学家

到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再到 19 世纪的科学家都是如此，直至 20 世纪早期，历史的眷顾才降临到文学

知识分子头上，其原盖在于文化、文化产业、民族认同等问题变得日趋重要。值此际遇，那些以往偏居一

隅做些无伤大雅之作的批评家，忽然找到了感觉、露出了锋芒，从奥尔巴赫、巴赫金，到燕卜荪、瑞恰慈，

再到萨义德，都遇上了好时代。在这一语境下，文学成为更具普遍意义的领域，甚至获得了像哲学、政治

理论或社会学这些邻近领域的突出地位，或是经验主义的，或是实证主义的，或是行为主义的，但无论是

哪一种，都凸显出文学的作用。但这样一来，恰恰导致文学批评在成为主流和热点的同时丧失了文本细

读的看家功夫和当行本色，导致了两者之间的断裂。据此伊格尔顿对其心目中推崇的批评家给出了明

确的界定: 那就是对修辞的细析和公共话语两方面意义进行理想结合的特殊人物。
在肯定文学批评的政治性、历史性的同时给予文本性和修辞性以特别的关顾，使得伊格尔顿受到了

莫名的攻讦，爱德华·萨义德曾批评伊格尔顿的学术研究曲高和寡，因而称之为“文学马克思主义者”
或“学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笔耕不辍，但闭关自守，全然不理会现实政治世界的纷争。伊格尔顿并不

认同萨义德的指责，宣称只要不狭隘，作为一名“文学马克思主义者”没什么不对，但萨义德这种“政治

行动主义”的激进立场并不适合自己:“跟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我生性不是活动家……我无法从政治行

动主义中体会到特别大的乐趣，我参加过各种小组，让我很快意识到自己无须为此感到不快，因为有太

多无法不成为行动主义者的人。”③

且不论伊格尔顿是否属于萨义德所指的狭隘的文学马克思主义者，按说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不仅

是在文学或学术上被肯定，也是在实践性、生产性的品格上被确认的。他在访谈的“结论”中回答关于

“批评家的任务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时坚称:“社会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是要参加大众的文化解放

这项事业。”④而这一主旨可以追溯到其《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 1981) 一书，当时他就已提

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是积极投身并帮助指导大众的文化解放。”⑤其社会机构及功能

包括作家创作室、艺术家工作室和大众剧院的组织; 文化和教育设施的改造; 公众设计和建筑的事务; 对

日常生活的质量的关注等，所有这些工程都依然是革命文化理论的主要职责。嗣后在《文学原理引论》
的结尾之处，他进一步将推动文化研究、女权主义、文化产业和工人阶级创作运动列为当代文学批评的

四个重大任务。可见在伊格尔顿那里，将“参与大众的文化解放事业”认定为社会主义批评家的任务是

一以贯之的。毫无疑问，伊格尔顿倡导的大众文化建设工程也是至关重要的实践活动，或者说与政治行

动并行不悖、不可或缺的文化实践，显示了强大的生产性、建设性和建构性，绝非“政治行动主义”的激

进偏见能够一笔勾销。而其一以贯之的批评理论或文化实践终将汇入“参与大众的文化解放事业”的

时代洪流。伊格尔顿告诫社会主义批评家应牢记这一历史性的任务，而谨防只是扛着某种政治标签写

写无关痛痒的文学评论文章而已。果真如此，那么批评家的真正任务尚未到来。对批评家来说，不是任

①
②
③
④
⑤

特里·伊格尔顿等:《批评家的任务》，王杰等译，第 165 页。
特里·伊格尔顿等:《批评家的任务》，王杰等译，第 165 页。
特里·伊格尔顿等:《批评家的任务》，王杰等译，第 288 页。
特里·伊格尔顿等:《批评家的任务》，王杰等译，第 288—289 页。
特里·伊格尔顿:《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郭国良、陆汉臻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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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候都能踏进弥赛亚的窄门而进入天堂，前路漫漫，任重道远，但其未来的宏图大业则是完全可以期

待的。

结 语

鉴于伊格尔顿文学批评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政治性与实践性、生产性，有人提出了所谓“‘伊格尔

顿’式的批评理论或批评实践”这一概念，其理由在于，伊格尔顿的思想不能被归结为一种静态的方法，

在回应当代思想的发展时，他的理论是如此多变和具有创造力。如果把伊格尔顿的那些看似分散的立

场串到一起，会发现他其实是在致力于探索“什么样的批评可以被新的社会和思想信仰所接纳，以及批

评家在发挥社会政治功能时的责任”。① 概观伊格尔顿关于文学批评功能的取向，总体上是呼应着时代

生活的风云变幻、追随着理论潮流的跌宕起伏而得到凝聚的，永不停息是其个性，与时偕行是其情怀，创

造开新是其灵魂。最初伊格尔顿是以英国“非功利性”的批评传统为负面参照而展开有关思考，得出了
“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的”的判断; 其次是将“政治批评”从社会政治扩展到文化政治，与当

代新潮理论相结合，将生产性批评的概念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不是仅仅在“文学正典”中讨生活; 再次是

倾重新潮理论的生产性批评并不意味着弃置文本细读和修辞分析，而是谋求政治性与文本性兼得; 最终

是将“参与大众的文化解放事业”作为社会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而以上几个阶段的转换不仅勾勒

出其文学批评功能取向的持续进展，而且使其文学批评功能取向的主旨得到充分的彰明，那就是: 反对

文学批评的“非功利性”，也不主张文学批评简单回到文学经典，而是力倡文学批评在文本性与政治性、
修辞形式与历史力量相互交融的情况下服务于当下现实。

Ｒeturning to Literary Classics /Serving the Current Ｒeality: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Productive Literary Criticism

Yao Wenfang
( College of Humanities，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9，China)

Abstract: The argument about the func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was caused by the issue concerning the“non-
utility”of criticism． Here，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erry Eagleton ( 伊 格 尔 顿) conducted a long-term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issue concerning the func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so as to find a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about how to realize the substantive social function of criticism， thus placing the concept of
“productive criticism”on the agenda about the func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 division on the func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experienced several ups and downs and triggered a centenary debate on“literary canon”，in
which Harold Bloom ( 布鲁姆) became a solitary fighter to defend the Western canon． Eagleton made his own
choice between the two po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returning to literary canon”or“serving the current
reality”． That is to say，he opposed the“non-utility”of literary criticism，but meanwhile，he didn’t hold that
literary criticism should simply return to literary canon． Instead，he advocated that literary criticism should
serve the current reality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extuality is integrated with politics，and rhetorical form with
historical power．
Key words: productive literary criticism，functional orientation，non-utility，literary canon，current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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