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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研究

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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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考察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 需要在广泛汲取多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首先确定现实主义创

作方法的基本内涵; 以此为逻辑起点, 运用整体性方法即时代生活进程、民族文学传统和世界文学格局的宏大
尺度 , 概括出当代文学的基本发展脉络; 再根据马恩的现实 主义理论对 各个发展 阶段的文学 思潮、文学现象、
理论主张、
创作成果进行具体的分析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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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 代中期, 随着伤痕、反思、改革

还引起现实主义的讨论。90 年代的新潮文学, 诸

文学的落潮, 现实主义逐渐被冷落。这自然来自
人们对过分政治化和僵硬化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

如女性文学、新历史小说、晚生代小说、新新人类
小说等虽然有着浓重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却又表

的怨怼, 更重要的是, 对外开放的国门一旦打开,

现出各具特色的写实倾向。可见, 现实主义至今

西方文学及理论潮水般涌入中国, 斑驳复杂、新奇

仍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现象。回眸整个 20 世纪

怪异, 令中国作家目迷五色, 不禁心摹手追, 大胆
拿来 , 各种各样的文学新潮也就纷然而出: 朦胧

文学, 现实主义问题就更值得寻味。从 19 世纪末
到 20 世纪末, 世界上有两大文学潮流, 一是欧美

诗、
文化诗、新生代诗、
探索剧、现代派小说、
寻根

等国家和地区的现代主义文学, 二是苏联、
中国等

小说、
先锋小说
于是人们把现实主义弃置脑
后, 偶有提及, 也视之为陈旧、僵化、落后的同义

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二者几
乎是同兴衰, 同发展。我国的现当代文学便被视

语。令人始料不及的是, 这些新异诡谲的新潮实

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支流。如此看来, 好

验却因水土不适而相继衰微, 现实主义这个蒸不

也罢, 歹也罢, 褒也罢, 贬也罢, 谁也不能否认, 现

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的 铜豌豆 , 经过一番重
整旗鼓又露出那土里土气的嘴脸: 新写实小说可

实主义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潮。百年的现实
主义文学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而且还要以

说是现实主义的新变; 90 年代兴起的新现实主义

强大的历史惯性影响 21 世纪文学。要把握当今

更带传统现实主义的特征, 它于 1995 年前后形成
强大的冲击波, 并波及影视, 诱发反腐文学热潮,

文学的走向, 实现新世纪文学的腾飞, 就不可忽视
20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主潮史。遗憾的是, 当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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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界大多对自己的现实主义历史不屑一顾, 更
为热衷的却是在西方已经衰落的现代主义和后现

统。找到了比较正确的逻辑起点, 各种各样的问
题便一下子被照亮, 在一个有序的体系中各找各

代主义( 自然,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是必须研

的位置, 各显各的面目。笔者以此理论构成梳理

究的课题) 。言及现实主义, 总是进行满带鄙夷的
奚落和嘲讽, 赋予种种恶谥。仔细考察, 许多人并

西方现实主义理论从 古代到近代的 发展成熟过
程, 得出的思考是: 在基本原则层面, 现实主义强

未真正弄懂现实主义, 分不清启蒙现实主义和社

调客观真实性原则, 由古代的 摹仿自然 到近代

会分析的现实主义, 分不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

的 再现生活 , 再到马克思、恩格斯的 描写现实

马恩现实主义, 也分不清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
义。无视自己的历史是可悲的, 该是深入研究 20

关系 , 实现了理论的升华。在思维方式层面, 现
实主义强调典型化方法, 典型化的最高境界, 是塑

世纪文学主潮史的时候了。我国 20 世纪的现实

造典型人物。不过, 由类型化到个性化再到典型

主义文学历史, 后 50 年更加坎坷、曲折和复杂, 也
更有典型性, 因而更应着意研究现实主义的当代

化, 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将其推到最高境界
的也是马、恩, 恩格斯提出两个重要命题: 塑造典

命运。本文就是对此问题的基本思考。

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典型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

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论构成

有机结合。在特征手法层面, 现实主义强调细节

这 真是个 迷宫 和泥

的真实与典型。由强调情节真实到细节真实, 也
有一个漫长过程。巴尔扎克是研究细节真实的佼

潭。现实主义名称繁多, 见解各异, 中外的许多理

佼者, 马、恩进一步阐释细节真实性和整体性的结

论巨匠诸如亚里士多德、阿尔伯蒂、
达 芬奇、卡斯
特尔维屈罗、
布瓦罗、
狄德罗、莱辛、
费尔丁、
歌德、

合。在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中, 马恩的现实主义
可做高标: 在客观真实性原则上, 强调真实的描写

席勒、
黑格尔、
巴尔扎克、别林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

现实关系; 在典型性思维上, 强调典型环境中的典

基、
杜勃罗留波夫、
马克思、恩格斯、
卢卡奇、
布莱

型人物, 典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在特征性手法

希特、高尔基、马尔科夫、加洛蒂以及鲁迅、毛泽
东、
茅盾、胡风、周扬、
冯雪峰、邵荃麟等, 都参与了

上, 强调细节的真实性和典型性。这是现实主义
最基本的内涵, 现实主义可以发展变化, 但基本内

这一理论的构建。弄懂这些巨匠的现实主义思想

涵不变, 舍此便不能称其为现实主义。它并非僵

本就不易, 要进一步梳理辨析, 得出更为科学的结

化的教条, 而是具有生命活力的开放体系, 既是科

论, 就更难一层。我想从创作方法视角界定现实
主义, 岂料创作方法也是一笔糊涂账。面对大量

学的又是历史的, 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表现为形
态各异的多姿风貌。如此, 马恩现实主义就成为

的文献资料的思考与困惑, 确让人感到 拔剑四顾

观照现实主义文学的依据和标准。自然, 也就成

心茫然 。值得欣慰的是, 在与理论大师们的心交
中我惊异地 发现, 他们是那样的亲 切、热情和谦

为分析评价当代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主潮成败得失
的理论出发点。

什么是现 实主义?

虚, 正是他们那深邃而缜密的思考引领我走上 登
升 之路。

二、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性方法论

在广泛汲取多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笔者将
创作方法视为一个方法体系。它分为三个层面:

在确立了判定现实主义的依据和标准之后,
还有一个认识我国当代文学的方法论问题。黄子

基本原则、
思维方式和特征手法。基本原则指进

平等 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行文学创作的基本视点, 与世界观、
审美观紧密联
系, 带有艺术哲学的味道, 是最高、
最抽象的理论

体意识 : 一个宏观的时空尺度
世界历史的
尺度, 把我们的研究对象置于两个大背景之前: 一

层次; 思维方式指艺术形象、艺术境界的建构方

个纵向的大背景是两千多年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

式, 是中间层次; 特征手法指某一创作方法特有的

一个横向的大背景是本世纪的世界文学总体

手法, 是最表层、
最具体的层次。由基本原则到特
征手法是层层落实, 由特征手法到基本原则是层

格局, 不单是东、西文化的互相撞击和交流, 而且
包括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文学在本世纪的崛起。

层保证, 这样创作方法就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系

其实,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背景, 即 20 世纪的时

提出方法论的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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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生活进程, 它对文学的发展更有决定作用。如
此, 时代生活进程、
民族文学传统、
世界文学格局

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扬弃和
丰富, 也在于优秀的传统文学精神在新的历史条

就成为 认识新中国现 实主义文学的 方法。或者

件下焕发出新的光彩。在批判中继承, 在扬弃中

说, 必须把新中国文学置于时代生活进程、
民族文
学传统和世界文学格局的立体坐标系中确定其方

升华, 这是现代文学传统创造的历史经验。正因
如此, 我尤其看重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价值和意义。

位, 把握其特征。

它以决绝的反叛精神与传统文学决裂, 开出我国

从时代生活进程看, 新中国完成着社会现代

的现代文学长河, 也开出具有现代性的现实主义

化的最后历程。我国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的现代
化长征, 一个鲜明的特征是政治、经济、文化三大

文学的长河。具有现代性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
需有两个条件: 一是现代民主主义思想, 它能使文

领域的单向 独进, 此 消彼长。洋务 运动、戊戌变

学摆脱贵族性, 将下层民众当作 人 来看待; 二是

法、 三界革命 、辛亥革命、
五四运动、工农革命、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
发展市场经济
这些

现实主义思想, 它能使作家从过去不屑一顾的下
层百姓身上发现美。这两个条件, 只有高扬 德

运动的共同指向是富国强民的现代化高标, 因而

先生和 赛 先生的五四新文学运动能够达到。五

充满了理想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民族和历史的责任

四新文学传统在与古文学传统决裂中也有着承继

感。在这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经历坎坷的 非艺
术的时代 , 对文学的要求自然是认识作用和激励

和联系, 启蒙现实主义对农民的 几千年的精神奴
役的创伤 的关注与描绘, 社会分析的现实主义对

效应, 唯现实主义能当此任, 现实主义文学就应运

社会发展的关注和历史风云的描绘, 表现出强烈

而生。上述历史运动可分为两大类型: 文化启蒙
( 包括 三界革命 、
五四运动、新时期思想解放运

的历史责任感和现实主义精神, 这其实是传统文
学中的 文以载道 、 兼善天下 在现代文学中的

动) 和政治经济实践( 包括洋务运动、
戊戌变法、
辛

新变。尽管阶级分析的现实主义存在严重的问题

亥革命、
工农革命、发展市场经济) 。文化启蒙催

与缺陷, 却并非取消文学的社会性时代性的依据。

生出启蒙现实主义, 由于五四运动是最深刻的启
蒙运动, 启蒙现实主义便体现一种五四文学精神。

要取消文学的历史责任感和现实主义精神无异于
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代表人物是中国新文学之父

鲁迅。政治经济

从世界文学格局看, 如果说世界文学格局形

实践催生出社会分析的现实主义。其中, 政治实

成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 那么, 五四时期中国

践以工农革命为最, 自 20 年代后期持续至 70 年
代末, 催生出阶级分析的现实主义, 始作俑者是中

文学便汇入世界文学潮流。中国文学是在一种充
满了屈辱和痛苦的情势下走向世界文学的, 开阔

国新文学巨匠

茅盾。由于政治革命较之文化

的胸襟里带着顶礼膜拜的自卑, 严肃负责的自尊

启蒙更为深刻与长久, 阶级分析现实主义的势头
也就更为强大。启蒙现实主义和阶级分析现实主

里含着实用主义的偏狭。这种双向效应引出无休
止的 欧化 和 民族化 的争论。鲁迅称之为内外

义的矛盾、联结与消长, 是 20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

双重桎梏。 当着世界的文学艺术已经克服了 欧

发展史的主体。经济实践主要是新时期以来的市

洲中心主义 , 开始用民族的尺度来衡量各民族的

场经济实践, 对文学的影响, 除了产生社会分析现
实主义之外, 还有大量的欲望写实。启蒙现实主

艺术的时候, 我们却可能误以为旧的是好的, 无法
挣脱三千年陈旧的内部的桎梏。当着欧洲的新艺

义和社会分析现实主义、欲望写实的矛盾、
联结与

术的创造者已开始了对他们自己的传统勇猛的反

消长, 贯穿了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
从民族文学传统看, 我们的文学有两个传统:

叛的时候, 我们因为从前未参与世界的文艺之业,
只好对这些新的反叛 敬谨接收 , 便又成为可敬

古代文学传统和现代文学传统。有人以为应更关

的身外的桎梏。 ( 黄子平、陈平原、
钱理群 论 二

注古代文学传统, 我则以为首先应当继承发展的

十世纪中国文学

是现代文学传统, 因为现代文学传统是古代文学
传统在 20 世纪的发展和新变, 是几代作家理论家

这种分析有很强的预言性。20 世纪 80 年代, 我
国文坛又开始了中西文化大交流, 五四和新时期

百余年来用心血乃至生命换取的成果。文学传统

两次中西文化大交流之间的 50 年, 中国处于相对

见 文学评论 198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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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状态, 文学主要是继承传统一 途, 确也存在
内部的桎梏 。80 年代的文化大交流, 中国文坛

来, 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 现实主义考论 : 考察现实主义

面对新奇怪异的现代派文学, 确也进行着唯西人

的历史发展, 确定其理论构成。 创作方法的理论

马头是瞻的 敬谨接收 , 有着 外部的桎梏 。即
使如此, 也应给这种交流以崇高的评价, 因为一则

构成 作为 引论 确定阐释现实主义的逻辑起点,
继而考察西方古代现实主义( 包括古希腊、
文艺复

它是难以避免的现象, 二则它开拓了当代文学的

兴和新古典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 、
西方近代现实

崭新局 面。而且世纪 之交的全球化 和世界一体

主义( 包括启蒙主义、
德国古典主义和批判现实主

化, 使中西文学交流进一步强化, 对我国文学的影

义的现实主义理论) 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现实
主义( 包括马恩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

响也进一步深化。五四和新时期的两次文学交流
对中国 文学的影响举 足轻重。前者 交流的结果
是, 当着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走向衰微时, 我们拿来
易卜生的现实主义, 以至成为文学主潮。这种错

论) , 研究其发展演变及理论成就, 从而确定现实
主义概念的基本内涵。
第二 部 分 为 现 实 主 义 的 当 代 中 国 命 运

位当是社会生活土壤所致。后者交流的结果是,
当着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走向衰微时, 我

( 上) : 考察十七年间的现实主义, 即社会主义现

们却将其拿来。这种错位大抵是 外部的桎梏 所

基, 讨论和确立, 以及发展与曲折; 对此间与现实
主义有关的重要文艺现象和理论主张, 诸如第二

致。摒弃的现实主义尚未发展充分, 拿来 的现
代主义因水土不适也好景不长。90 年代又出现
现实主义的新变与复兴。由此也可得出结论: 现
实主义是 20 世纪文学发展的主潮。

实主义。主要考察社 会主义现实主 义的理论奠

次文代会、
对胡风的批判、 百花文艺 、 两结合
创作方法、 写中间人物 和工农兵文学等进行梳
理、
分析和评价。

由时代生活进程、民族文学传统和世界文学

第三 部 分 为 现 实 主 义 的 当 代 中 国 命 运

格局的立体坐标系确定的整体性方法, 比较准确
地把握了 20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进程: 五四

( 下) : 考察分析新时 期的现实主义。分两个阶

新文学运动催生出启蒙现实主义; 30 年代以降社

段: 第一阶段(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期)
是启蒙现实主义时期, 包括伤痕、
反思、改革、
知青

会分析的现实主义又在工农革命的浪潮中应运而

文学等, 以及由此生发的各种有关理论问题诸如

生, 它取代启蒙现实主义居于至尊地位直至文革
结束;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又使启蒙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 两结合 、 写真实 、 写本

得以复兴和发展, 伤痕、反思、改革文学显示着其

质 、
典型论、
形象思维以及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
的争鸣; 第二阶段( 80 年代末以来) 是多元发展中

创作实绩; 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迫使现实主义重

的写实走向: 一是新写实、
新现实主义体现着现实

整旗鼓, 90 年代以来文学多元发展中普遍存在向

主义的新变与复兴; 二是新历史、
新女性、
晚生代、
新新人类等新潮小说的写实走向, 如新女性的 私

写实的回归。在这个伟大进程中, 现实主义文学
既居于主潮地位, 又经历着坎坷的命运。

三、对现实主义当代中国命运的宏观
思考和微观分析
确定了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的理论构成
和考察当代文学的整体性方法论, 关于现实主义

秘真实 、
新历史的 碎片真实 、晚生代和新新人
类的欲望写实等。
宏观思考 的 结语 应是对新世纪文学发展
的思考。认为应站在 21 世纪的制高点上全面整
合 20 世纪文学的经验教训, 寻求多种相关理论命

当代命运的研究思路就应运而生。它包括两个基

题的合题效应。其中主导矛盾则是当代文学的现
实主义传统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潮的冲突。

本方面: 对现实主义当代命运的宏观思考和微观

新世纪文学应建立现 实主义主潮和 西方现代主

分析。
其一, 对现实主义当代命运的宏观思考。指

义、
后现代主义新潮的互动关系。

确定基本思路、结构框架, 这一框架在现实主义理

其二, 对现实主义当代命运的微观分析。指
对具体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
理论主张及创作成

论与整体性方法论的交融与互动中形成, 大致说

果的具体分析与批判。研究思路和结构框架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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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不过是宏观的方略制定, 最终的完成还在于众
多复杂问题的具体阐释, 一个个理论概念, 一次次

并未生成 第三种东西 , 是 混合 而非 化合 ; 在
典型性思维和真实性原则上也是 混合 型的。因

文学思潮, 一场场理论争鸣, 半个多世纪的文学风

此 两结合 创作方法在理论上就难以成立。再如

云, 不仅要扒梳搜求, 探迹追踪, 洞悉其来龙去脉,
还要梳理辨析, 以现实主义理论标准臧否其成败

对新世纪文学发展走向的思考, 笔者将其放在民
族文学传统、
历史发展进程和世界文学格局的宏

得失。而且, 概念与概念、思潮与思潮、
争鸣与争

阔背景中进行整体性观照: 从文学传统看, 现实主

鸣之间, 还有细致微妙的矛盾、
联系、发展、演变。

义作为 20 世纪文学主潮将以强大的惯性影响着

理论的依据和标准、方法论的整体意识要在这里
坐实, 研究的心得和结论要在这里提升。如此, 每

21 世纪的文学; 从世界文学格 局看, 西方的现代
主义、后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之后以全球化的强

一节有关理论、思潮、
争鸣的具体论述都是一场艰

大气势影响着我国文坛; 新世纪文学是持守现实

苦卓绝的战役。这些战役的制胜策略主要是现实
主义理论与整体性方法论。首先将对象置于宏阔

主义还是走向后现代主义, 焦点的问题是看时代
发展进程的需要。我国现实社会的本质是什么?

的背景中进行整体性观照, 进而以现实主义理论

它需要怎样的文学? 中国社会的本质要看占有绝

进行细部的分析与批判, 使这些文学思潮、
理论争

大多数人口和土地的农村的工业化、
城市化、
现代

鸣、
文学创作的真实面貌昭然若揭。自然, 其间还
需要翔实的资料, 密集的信息和扎实的论证。如

化进程。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到 21 世纪 50
年代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等口号看, 我国并未

对 两结合 创作方法的研究, 首先广泛搜求资料,

彻底完成现代化进程, 更未进入后现代社会。这

对 两结合 提出和讨论情况有了基本的把握。继
而用整体性方法论进行观照, 发现 两结合 的提

样的社会和国情, 更需要文学的激励作用, 帮助人
民认识现实、把握现实, 创造美好的未来。因而,

出不仅与大跃进的现实土壤和革命现实主义文学

现实主义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现实主义的基本

的发展有关, 而且还有更宏阔的历史文化背景: 随

原则要求真实的表现现实关系, 现实关系有三个

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 在毛泽东的心灵深
处, 不仅要在政治经济上摆脱苏联的控制, 而且要

层次: 历史发展的具体阶段上各种错综复杂的社
会关系, 影响社会生活发展的社会关系以及 最现

在文艺上别立新宗, 走自己的路。毛本人对 两结

代的思想 。21 世纪的文学应当完成对这些关系

合 未作具体解释, 倒 是学术界将其 视为创作方

的认识与把握。可惜的是, 当下的文坛作家日益

法, 自然可用创作方法的理论标准予以衡量。 两
结合 的关键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可不可以结

贵族化 , 批评家日益 中产阶级 化; 身居都市,
远离农村和下层群众, 咀嚼着身边小小的悲欢, 而

合生成 第三种东西 。但从特征性手法看, 两者

把这悲欢视为 全世界 。对于某一作家来说, 到

一个强调主观性真实, 一个强调客观性真实, 比如
细节描写, 现实主义强调细节的真实描写, 就像生

处都有生活, 无需苛求。而中国偌大的作家评论
家群体, 如果大都离开社会公众, 不了解体现社会

活中具体发生的一样, 而浪漫主义则强调极度的

本质特征的农民和下层群众, 却不能说不是文学

夸张、
奇特的想象, 要使二者 化合 成带有新的特

的悲剧。当着陈桂棣、
春桃的报告文学 中国农民

征的 第三种东西 , 几乎是不可能的。自然, 二者
可以进行另一种形态的 结合 , 即在现实主义创

调查 于去年问世时, 作家和评论家 们都大吃一
惊。何以吃惊? 是因为陌生。如果赵树理、柳青、

作中, 加进浪漫主义手法, 有的细节用现实主义手

高晓声健在, 便不吃惊, 因为他们生活在农民之

法, 有的用浪漫主义手法。比如, 在 梁山伯与祝
英台 中, 同窗读书、十八相送、
英台抗婚、山伯殉

中。这警钟般的事实使我们对现实社会有了更清
醒的认识。至此, 可得出结论: 时代生活进程需要

情等情节和细节都用写实手法, 死后化蝶却用了

现实主义, 20 世纪现实主义 主潮又有强大惯性,

浪漫手法。如此, 在典型性思维层面, 两结合 的

新世纪的现实主义还有广阔前途, 然而, 西方现代

人物形象总体给人以生活的真实感, 但又带有奇
特的想象性; 在基本原则层面, 现实关系的再现中

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又不可忽视, 所以我们的
文学应是现实主义主潮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

也有主观的表现。然而, 这类 两结合 在手法上

潮的互动与结合。

崔志远, 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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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从宏观上, 本论纲力图对创作方法、现
实主义理论进行比较科学的阐释, 并以宏阔开放

力的展现, 还想获得多种富有新意和启发性的感
悟与思考。

的整体性方法梳理出新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以上是对我国当代文学现实主义问题的概略

脉络, 从而形成具有科学性和创新性的研究思路
和结构框架; 从微观上, 力图在具体的论述中刻意

思考, 提出一个基本思路。故称为论纲。论纲的
展开需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 写一部较大规

追求资料翔实, 信息丰富, 推理细密扎实, 不仅使

模的专著。不过, 那就不是本文的任务了。

现实主义理论标准和整体性方法论得到充分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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