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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问题及问题周边

—— 高玉教授访谈

●高 玉    ○谢文兴

访 谈

● 高玉，1964 年生，湖北荆门人。1987 年毕业于湖北

大学中文系，1995 年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

2000 年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2003

年四川大学博士后出站。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

和比较文学研究。1998 年以来，在各学术期刊上发表

论文一百六十多篇。出版专著《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

文学》（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话

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9 年）、《跨文学研究论集初编》（北京 ：中国

文史出版社，2007 年）、《跨文学研究论集二编》（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 年）、《跨文学研究论集三编》

○ 高老师，在采访您之前，我查了一下您的资料。

看到您曾两次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以及多项其他奖励。作为国内文学研究领域较为

活跃的中青年学者，您取得的学术成就让人敬佩。我很好

奇您是因何与文学结缘，又是如何走上文学研究之路的，

能谈一下您的求学经历和学术历程吗？

● 我们这代人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常常不是自己所

能掌控的。但是，回过头来看我最后选择做文学研究，可

能与个人的兴趣爱好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小时候家里穷，

兄弟姐妹多，我几乎是没有钱买书看的。记得很清楚，高

考完后，我手里第一次余下了父母给的一些钱，很多同学

都拿着钱去喝酒或者做其他的事情去了，我舍不得，在书

店里面买了一本《聊斋志异选》，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买

书，这本书我至今都还好好珍藏着。当时对于我来说，其

实可供选择的东西还是蛮多的，但是最后我选了一本文学

书而不是其他的东西，说明我对文学是从心底喜欢的。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 年），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第六届“高等

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政府奖 15 项。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学

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 谢文兴，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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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虽然我从小就很喜欢文学，但从中学到大学我

的中文基础并不好。也因此大学期间，我读书很用功，除

了正常听课以外，大学四年我几乎都泡在图书馆读书。前

三年读得最多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

比如“十七年”文学，还有当时期刊上的那些小说，像《小

说选刊》之类的杂志我经常是一本一本从头读到尾。第

一届茅盾文学奖的小说我全部读完了，并且大多数在获奖

之前就已经读过了。当时，我对外国小说也很痴迷，再艰

涩困难的外国小说我都能够很好地读下去，在大量阅读外

国小说后，我对自己的阅读能力是非常自信的。到大四，

我又迷恋上了文学理论和科学哲学，这方面的书也看了不

少。现在回头看，这种大量的阅读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是

很重要的。

本科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师专去教书，我想教的是

现当代文学，学校安排我教的却是文学概论、美学，马列

文论，西方文论，我就一边给学生上课，一边阅读相关的书。

我真正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学术之路是在武汉大学硕士毕

业后。我在武大读的是文艺学，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艺

术起源怀疑论》，写了 15 万字左右，我刚刚结题的国家

艺术基金课题就是在这个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做的。硕士毕

业以后我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在思考自己在学术上应该怎么

往前走。当时，我觉得文学理论有点“四不像”，就深刻

性而言，它根本没法与哲学相比；就具体的作品解读而言，

它又比不上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当时学界

对文学理论这个学科是否成立也多有争议，很多人对这个

学科到底有多大价值都持怀疑态度。我想，如果从深度上

去追求的话，我就往哲学上发展 ；就作品解读而言，我就

往古代文学方向发展。于是我报考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美学

方向和西北大学古代文学方向的博士生。武大考博很不顺

利，复试过程中，我与报考的博士导师在学术观念上发生

了激烈的争执，我坚持认为“中国是没有美学的”，觉得

中国的美学是按照西方“美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

找材料建构起来的，报考的博士生导师不同意，后来就没

有招我。而在去西北大学参加考试过程中我发觉自己对西

北的气候极度不适应，就弃考了。回到湖北后，我临时报

考了黄曼君老师的博士生，后来就跟黄老师做现当代文学

研究。在做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我的研究又涉及到

了话语等问题，而当时国内在话语研究方面做得最好、影

响最大的就是曹顺庆老师，所以博士毕业后，我就申请了

曹老师的博士后，跟他一起做话语研究。这样看来，我从

事现代文学研究还是有些偶然。

○ 您主要从事的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但同时你也有

很多文艺学、外国文学、毛泽东研究等方面的文章，这种

研究格局的形成应该也与您的求学经历和人生经历存在着

某种一致性吧？

● 我虽然主要从事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但

是对我而言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毛泽东研究也

都是我关注的对象。因为，对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来说，不

管具体研究的是什么，文学理论都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所

以我虽然主要做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的研究，但是文

学理论也一直是我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至于我为什么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你是研

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应该很清楚，其实，整个中国

现代文学就是在向西方文学学习的背景下发生的或者说是

在西方的影响下发生的。而现当代文学的文体、话语、品

性、审美方式，表达方式等也都是在西方影响这一大的历

史背景下发生的。如果我们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过程

中仅仅只是研究作家、作品、作品的艺术特色等，这当然

也可以。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造性何在？中国现当

代作家面对西方文学后何以以这种方式创作而不是以另外

的方式创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品性与西方文学的品性有

何不同？中国现当代文学因何形成现在的品性而不是另外

的品性？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学到底存在着怎样一种

关系？要想把这一系列问题理解深刻，理解透彻，都要对

外国文学有所研究。此外，要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

及局限也需要对西方文学有所熟悉，有所了解。

中国的现代文学为什么蓬勃发展，而 1949 年以后，

文学为什么走下坡路，这也都和外国文学有着莫大的关

联。我们的新文学之所以发展那么快，其中一个很大的原

因就是向西方学习。而 1949 年以后，我们斩断了中国文

学和世界的关系，结果自然是不好的。为什么 1976 年以

后我们的文学又开始繁荣起来？这一方面源于当代作家的

创造，另一方面也与 80 年代以后我们的作家向西方学习，

并在借鉴、融汇中继续往前走有关系。从中我们不难看出：

无论是现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的发展其实都与对外国文学

的借鉴、学习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在研究现当代文学的

过程中，如果不懂外国文学，我们怎么可能把现当代文学

研究做好？我以前就曾提到过，现在我们的文学批评中有

个弊端就是不少的批评家不看外国文学作品或者说是看外

国文学作品看得不多，因此，当面对模仿西方的现当代文

学作品时，他们就往往言过其实，一看到作家们写出新奇

一点的东西就胡乱吹捧，其实常常驴唇不对马嘴，发生错

位。而真正的西方没有、中国过去也没有的、具有创新性

的作品他们却看不出来，只能保持沉默了。我举个例子，

文学问题及问题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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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日夜书》出来之后，很多人都在评论，但是他

们的评论大多都不到位，没有谈到要点。《日夜书》明显

受了米兰·昆德拉的影响，在中国大家都知道米兰·昆德

拉，但是有多少人认真读过米兰·昆德拉？韩少功很早就

把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翻译过来，他不仅在看，也在学习借

鉴，如果读过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又对韩少功曾经翻译

过米兰·昆德拉的书这件事有所了解，我们的评论还会如

此吗？

对于我研究毛泽东，很多人是不理解的，他们对我研

究毛泽东很疑惑，研究文学的怎么跑去研究毛泽东呀？我

做毛泽东研究做了很多年，为什么呢？其实，这里面我有

自己的考虑。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很多

问题的根源想要弄清楚，必须研究毛泽东，做了毛泽东研

究以后，很多问题的来龙去脉就清楚了。毛泽东不仅影响

了当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他对当代文学的整

体发展、文学的整体走向、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理和知识结

构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不对毛泽东，不

对这段历史很熟悉、很了解的话，文学研究也是很难做好

的。很多对文学产生影响的因素都是非文学的，很多时候

我们的文学研究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文学，它还涉及到了整

个的文化和社会的变化。那么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

才能真正搞清楚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因此，做毛泽东研

究不是与文学研究无关的，相反它与我们的文学研究紧密

相连。

当然，这也可能与我思考问题的特点有关，我在思考

一个问题的时候总是会连带性地思考很多问题，当这些问

题思考得比较深入、比较成熟时我就会把它们也写成文章。

另外，虽然我现在主要从事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

究，但是我硕士时学的是文艺学，博士后时则是进行的比

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面的研究，所以对我来说，文艺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也是我的研究方向和专业。因此，对

我而言，说我的学术道路和人生经历是一致的或者说我的

求学经历影响了我的研究格局也是可以的。

○ 在《“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这本书的后记

中您谈到您主张“跨文学研究”，您能否简单阐述一下“跨

文学研究”这一概念？

● 好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使用“跨文学研究”这

个概念，但是我使用这个概念纯粹是对我自己学术体验的

一种表述，或者也可以说是我的一种学术主张或是学术期

许吧。简单说来，“跨文学研究”就是主张在文学研究中

打破文学各学科的界线，打破文史哲各个学科的界线，以

问题为中心来研究文学，强调在文学研究中不仅关注文学

问题还关注文学问题的周边。

○ 文学问题及文学问题周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提

法，您能否具体阐述？另外，您觉得关注文学问题的周边

对我们的文学研究有何重要性？

● 现在我们做研究都很强调问题意识，而在实际的

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多围绕问题进行。当我们选择某个问

题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时，这个对象就成了我们研究的中

心，比如，当我们选择哲学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时，那么

哲学就是我们的中心 ；选择研究历史，那么历史就是我们

的中心。围绕着这些研究中心有很多与我们研究的问题相

关联的或者是由我们研究的问题辐射出来的东西，这就是

问题的周边。文学研究也是这样。当我们做现代文学研究

时，那么现代文学就是我们的中心，这个时候，古代文学、

外国文学、文学理论就是我们研究的问题的周边 ；当我们

做鲁迅研究的时候，那么鲁迅就是我们研究的中心，而整

个现代文学背景，当时的社会状况、时代特征等就成了我

们研究的问题的周边。当然，问题和问题的周边也是有区

别的，是有所不同的。大问题有大问题的周边，小问题有

小问题的周边。并且，随着我们的关注点的变化，问题会

发生变化，问题周边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现在很多人做研究，他们对研究的问题本身是非常关

注的，但是往往对其以外的东西，对研究的问题的周边不

太关注。这肯定是有缺陷的。实际上，在我们研究一个问

题的过程中，对研究的问题的周边进行了解对于我们的研

究是有积极作用，有帮助的，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刻、

更宏观、更准确把握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对于我们做文

学研究的人而言，我觉得，虽然文学研究才是我们的专业，

但是我们的视野和知识不能仅仅局限在文学之内，文学所

涉及到的、文学周边的东西，我们应该知道，应该有所了解。

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我们的文学研究者做“通人”，现代

社会想要做“通人”太难了，但是与我们的文学相关的

东西，我们应该有所把握，有所了解。只知道鲁迅，不可

能把鲁迅研究好 ；只知道茅盾，不可能把茅盾研究好 ；只

知道文学，不可能把文学研究好 ；只知道问题，也不可能

把问题研究好，问题周边的东西必须要了解，要知道。

○ 现在很多人做研究都是集中火力猛攻某一个领域，

您的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过去的学术研究在做法上有很

大的不同。对于您这种“跨文学” “跨学科”的研究方式

有人提出过看法或者说是质疑吗？

● 有的。不少朋友特别是师长，出于对我的关心和

爱护，经常劝我，他们说我可能做得太杂，这样不好，研

究起来也比较艰难，他们劝我如果研究的东西太多会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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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觉得好像不太清楚我究竟在研究什么，不少人劝我比较

固定地研究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领域，我非常感谢他们的

善意。还有一些人对我说，语言问题你就不要去研究了！

这么多搞语言研究的，你还去搞什么语言研究？我觉得这

种看法是没有道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从语言的

角度看文学是能看出很多问题的。谁规定只有从事语言学

研究的人才能研究语言，我们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就不能研

究语言？反过来，又是谁规定的只有研究文学的人才能研

究文学，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就不能研究文学？还有，又

是谁规定的只有搞外国文学的人才可以研究外国文学，我

们搞现当代文学的人就不能研究外国文学？这些都没有人

规定，是我们自己设限。对同样的东西，研究方式不同，

问题出发点不同，参考系不同，最终得出来的东西也是不

一样的。同时，由于问题出发点不一样，那么我们所研究

的问题所涉及到的问题的周边也不一样。对于我而言，无

论是文学、语言，还是哲学、历史，它们是我研究的文学

问题及问题的周边。我就是以这样一个思路进入文学研究

的，但是很多人不理解，他们觉得我怎么一会儿做这个，

一会儿做那个，好像不太清楚我具体做的是什么，如果去

看我家里面的书的话，可能会看得更明白，我的书很杂，

我所读的一些书更能反映我的研究历程。

○ 您的研究看似没有章法，但是最集中做的应该是

文学的语言问题研究，而您的研究也多围绕文学的语言问

题展开的。

● 确实如此。 在很早以前我就发现文学上的很多关

键问题都可以从语言这里得到深刻的阐释。实际上，从读

博士以来我真正集中做的就是文学的语言问题研究，我的

博士论文是《语言变革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后来出版

时更名为《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这本书就是主要

围绕文学与语言的关系来研究的。那么后来为什么我又做

到话语、关键词、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研究里面去了呢？

其实这里我也有自己的思路和理念 ：我研究的核心是文学

的语言，那么话语、外国文学、翻译文学这些就是我研究

的问题的周边，我的研究是从这里出发辐射到周边的，研

究周边是为了更好地研究核心。不管是话语还是翻译，它

们都属于语言范围，当时我就觉得要想把文学的语言问题

研究好，除了语言学研究的语言需要关注以外，语言变革、

白话、现代汉语、国语、新国语、旧国语等一系列的问题

也都值得关注。在历史上这里的很多问题都是被放在一起

讨论的，但是现在的研究中很多人把这些原本放在一起区

别不开的问题人为地分开了，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错

位。

原本紧密联系的问题如果被我们生硬地把它划分开，

或者我们把它的研究范围框定了，忽略了这些问题涉及到

的其他东西，那么我们对所研究的问题的定位与定性往往

就会不准确。我是从语言的角度切入研究文学的，随着对

文学的语言问题研究的深入，我发现要想把我研究的一些

问题弄清楚，还涉及到了词汇以及词汇的演变。同样一个

词语，古代的意思和现代意思往往是不一样的，很多词语

的变化不是词语形式的变化，而是词语内涵的变化，很多

时候现代汉语中的某个词在古代汉语中就已经有了，但

这些词现代的含义古代绝对没有，比如，“科学”“自由”

这些词在古代就有，但是那时候的这些词与后来从西方翻

译过来的这些词含义是完全不同的。于是，这些都成为了

我关注的内容。同时，我认为这才是我们思想文化发生变

化的关键。而既然做文学的语言问题研究，那么现代文学

与翻译、文学的翻译问题等自然也就成了我关注的对象。

而翻译问题又涉及到话语，话语并不是我的研究最初进入

的领域，但是它后来成为了我的中心，成了我的问题，而

不再是我研究的问题的周边了。而把话语作为我研究的中

心，那么就还涉及到文学理论里面的关键词方面的研究，

它们后来也成了我研究的问题的周边。实际上，话语、关

键词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我对文学的语言问题研究的进一步

思考或者说延伸。

○ 在对语言与文学的关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你提出

了语言本质的“道器性”、翻译本质的“二层次性”等大

胆、新锐而又富有创见的观点，当时提出这些观点您是基

于何种考虑？

● 主要还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在考察语言本质的过

程中，我发现在我国古代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比较看重

的是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古人认为语言的本质就是文字的

本质，而我国的文字又主要起源于象形，起源于“物”，

说到底，我们古代的语言观看重的主要是语言的工具性，

“诗言志”“诗言道”等话就明确的体现了这一点。而西

方传统的语言观与我们大同小异，他们也比较看重语言的

工具性，认为语言主要充当的是交际工具的作用。后来虽

然马克思、恩格斯等又提出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等观点，但是无论是交际工具论还是思维工具论归根到底

其实都是一种语言从属论，而只要是从属论，就不可能从

语言的本体上来研究文化和思想。我觉得语言既有形而下

的“器”的层面，这主要体现在它的工具性上，也有形

而上的“道”的层面，也就是它的思想性，这两个层面

是不同的，否定其中任何一个都是有失偏颇的，但是现实

中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非常不到位，我提出语言本质的

文学问题及问题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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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器性”，就是希望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我提出翻译本质的“二层次性”也主要是基于现实

的考虑。我发觉很多关于翻译本质的观点其实都主要是传

统的语言学观点的演绎和转化。但这些由传统的语言学生

发出的翻译观大多数都是一种理想或者说是“空想”，是

不利于我们的翻译实践的。传统语言观演绎出来的翻译观

大多认为翻译在本质上就是语言形式的问题，是不同语言

之间“等值”或“等效”的转换。但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

翻译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文化问题。从语言的工具层面

出发，翻译是技术问题，要求“等值”或“等效”；但是

从语言的思想层面或者说语言的思维层面出发，翻译则是

个文化问题，从这个层面出发，翻译是不可能“等值”和“等

效”的，正是基于这层考虑，我写了《翻译本质“二层次”

论》，希望能破除人们在翻译本质认识上的一些迷误。

○ 您从事文学研究多年，肯定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及

研究体会，能谈一些可供参考借鉴的文学研究经验吗？

● 好的。那我就试着谈一些自己的感受。首先，我

觉得一个研究者不能在自己研究的问题所涉及到的知识上

存在着死角或漏洞，否则我们对研究的问题的表达和发言

往往就会出现失误或硬伤。

其次，在文学研究中我们不能仅仅只是关注文学问题，

对文学问题周边周边的东西我们也要关注。现代社会，学

术分工越来越细，人文社会科学被划分为文学、历史、哲

学、社会学等学科，这些学科之间并不存在天然鸿沟，它

们之间的界限大都是人为划定的，事实上，文学也是常常

与历史、哲学等产生关联的，并且很多时候这些学科里面

的知识也都与我们研究的文学问题有关，是我们研究的周

边。在文学研究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文学里面的有一些

问题，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也在思考，由于研究

的角度不同，他们往往思考得比我们更深入、更具体。比如，

关于本质的问题，关于二元论的问题，关于物质与精神的

问题，关于人的心灵的问题，关于人的理性这一系列的问

题，因为视角的不同，切入点的不同，很多时候哲学或心

理学就比我们讨论得更深入、更透彻。但是，在文学研究

中涉及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多文学研究者往往并不借鉴

其他学科的已有成果，而是独自冥思苦想。他们对很多别

人已经做了很好的研究、对我们文学研究很有启发性的东

西不去阅读和借鉴。这对于我们的文学研究是很不利的。

其三，在文学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对所研究的问题

的已有研究成果及研究状况要清楚。如果不了解已有的研

究成果，那么就可能重复前人的研究。对于一个研究者而

言，这无异于浪费时间、浪费学术生命。但是，现在这样

的例子还不少，比如关于旧体诗，80 年代就已经有很多

人在做研究了，并且有的研究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现在

还有人在写类似于《旧体诗应该重视》之类的文章。在

最初研究者们对这个问题不太重视时，提出旧体诗应该重

视这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现在关于旧体诗的研究已经向前

发展了，并且有的研究已经做得很好了，还在提这个问题，

这显然就是对当下旧体诗研究状况不了解了。再比如，关

于鲁迅的翻译问题，假如现在有人还在写文章谈鲁迅最初

做了哪些翻译，这些翻译有什么特点，这肯定也是“落伍”

的研究。

另外，研究者应该对知识不断进行更新。现代社会日

新月异，很多东西都在不断变化，我们的学术研究也在不

断发生着变化，这就需要研究者不停地关注新事物和新的

学术研究成果，这不是赶时髦，而是学术研究者应有的品

格。在知识的更新和新事物涌现的过程中，我们很多旧的

问题得到了解决，而很多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这就需要

我们不断吸纳借鉴新的知识，但是对于我们研究者而言，

这是特别难的。此外，很多研究还与研究者最初的学术习

惯和精神品格有关。一个好的学者不仅要不断更新知识，

还要敢于破旧立新。很多人都认为坚持古代的一些东西或

者过去的一些东西就是保守，我不这样看。我觉得坚持基

本的东西，坚持经过长期检验的或是传统的观点其实也是

人文学科应有的品格，但是如果研究已经向前发展了，已

经有很多新的东西涌现出来，却不接受新的东西，排斥新

的东西，固守过去的，甚至是不正确东西，这就是保守了，

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 能谈谈您未来的研究计划吗？

● 未来的研究计划就是继续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文

学。以后，我可能会沿着以前的研究路子，进一步研究白

话文运动、大众语、世界语、晚清白话语言与文字的问题

等等。近来，我很关心晚清、“五四”一直到当代的语言

变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晚清的语言文字变革与文学的关

系可能是我接下来重点研究的。另外，一直以来我都比较

关注作家的手书。现在的作家大多用电脑写作，这与手书

是有很大区别的，电脑写作有点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的意

味在里面，手书不是这样。当下的作家为什么语言存在着

那么多的问题，很多作家的语言为什么臃肿、不节制，其

实这都与用电脑写作有着很大的关系。古人的手迹、手稿，

现代的巴金，老舍，茅盾等作家的手稿，这里面有很多问

题都值得深入探讨，以后我可能会做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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