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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與比較文學的發展
樂黛雲1
北京大學
摘要：文化從來就是多元的，不同文化的互相啓發，互相促進，構成豐富多彩的
文化生態。一種文化的發展往往有縱向繼承的“趨同＂傾向和橫向開拓的“離
異＂傾向，只有這兩種傾向互相爲用的時候，這種文化才能鞏固發展。但我們必
須警惕和克服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割據主義給多元文化帶來的危機，不至於爲一
種霸權文化所覆蓋、以至成爲單極的某一種文化對全球的統治。不要讓戰爭狂人
來征服全人類，我們需要不同的制衡。不同的制衡需要不同的文化，不同的文化
之間就需要溝通、對話，互相寬容，互相支援，互相吸收。文學是溝通人類靈魂
最好的橋梁，比較文學在多元文化發展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它所研究的是不同文
化的文學間性。它的功能是幫助大家找到一條在對比中欣賞各種文學的路徑和不
斷地發現文學的生長點，觸發新思路；它的目的在於跨越文化，跨越學科，讓人
類通過比較的途徑達成理解、對話和共識。從而促進多種文化的交融和發展，共
同創造一個不同文化共存和互補的和平的新時代。
關鍵字：多元文化 文化霸權主義 文化割據主義 比較文學 跨學科 共存
與發展 生長點

一、

全球化與文化發展

全球化不等於一體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所有事物都很快地全球互
相聯繫、互相依存了；一體化（Unification）指的是完全一樣，遵守同樣的規則
和同樣的模式。現在，經濟上正在一體化，加入了 WTO，就得遵守同樣的遊戲
規則；科技也得按照同樣的規律來做。所以在經濟和科技的絕大部分領域已經是
一體化了。
但文化顯然不可以，也不應該一體化。文化從來就是多元的，各個人類群體
的生存環境不同，語言不同，傳統和習慣不同，文化也就各不相同。必須有不同
文化的互相啓發，互相促進，構成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態，人類才有發展前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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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古話說：“和實生物，同則不繼＂，孔夫子說：“君子和而不同，小人同而不
和。＂就是說，不同，才可以互相補充，互相啓發，互相發展，甚至於互相衝突，
衝突以後也可以發展。如果大家都一樣，不斷重復，那就不能繼續發展了。所以
我們一定要保持文化生態的豐富性，決不可以讓文化也變成單一化、一體化。這
和自然生態一樣，沒有樹林的覆蓋，沒有多樣化的自然發展，沒有各種生物的相
生相剋，那就會變成一片自然的沙漠。如果沒有不同的文化之間的和而不同，多
元並存，我們的文化也會變成文一片化沙漠。
事實上，文化是通過兩種不同的方式來發展的：一是“趨同＂，一是“離
異＂。“趨同＂是一種縱向發展，也就是趨向於共同的方向。例如秦始皇統一全
國，儒家一統天下，漢文化“定於一尊＂，結束了百家爭鳴的局面。 從發展來
看，這種階段也是必要的，因爲 “縱向的認同＂求得了統一，鞏固了前一階段
的發展。但是所謂“同＂也不是絕對的“同＂，裏面仍然包孕著隱在的“不同＂
的因素。發展到一定時候，這些因素就會使趨同的方式崩潰，而代之以“離異＂
的階段。橫向開拓一般有三方面導向，即外來文化影響，邊緣文化的中心化和與
原來互不相干的其他學科的匯合。
三種導向中，外來文化的影響是最重要的。例如魏晉南北朝，佛教傳入中國
後，衝擊了漢代的“定於一尊＂，形成了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中國有三次大規
模吸收外來文化的高潮，一是在魏晉南北朝時期，中國文化接受了佛教的傳入，
發生了很大的變化；第二次是明末清初時期，基督教文化大量傳入，那時候很多
清朝官吏，甚至包括康熙皇帝，他自己就學幾何，代數，這在中國過去是沒有的。
五四前後，又是一個西方文明大量傳入的時代。外來文化的三次大的影響和波
及，造就了中國文化橫向開拓的一個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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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方面是邊緣文化向中心靠攏，帶來了新的發展。邊緣文化就是我們通
常說的次文化，亞文化。主流文化吸收了邊緣文化，也是橫向開拓。這在中國特
別明顯，大家知道中國的詩歌從整齊的五言詩、七言詩變成長短參差的“詞＂，
就是受了民間的歌謠的影響，是一種邊緣文化和主流文化的匯合。小說也是一
樣，也是從邊緣文化開始的。例如佛教裏的講經，有僧講、俗講，爲要宣傳佛教，
就需要講通俗易懂、聯繫生活實際的故事，小說就此發展起來。說書人、話本、
講經都是不登“大雅之堂＂的邊緣的亞文化潮流。
第三個方面是從非文學的其他學科吸收新鮮血液，如繪畫、音樂、建築、雕
塑、以及自然科學等等。舉例來說，五四前後，進化論對於中國文學思想影響很
大，稱得上是對文學的全面刷新。魯迅正是根據進化論才提出青年人必勝于老年
人，未來會比現在更好。當然現在對此又有不同的看法，我只是說自然科學常常
給文學帶來新的觀念。總之，一種文化的發展往往有縱向繼承的“趨同＂的傾
向，同時還有橫向開拓的“離異＂的傾向。只有這兩種傾向互相爲用的時候，這
種文化才能鞏固發展。

二、

多元文化的危機：文化霸權主義與文化割據主義

經濟全球化應是文化橫向開拓的大好時機，但經濟全球化同時也蘊涵著以強
勢文化覆蓋弱勢文化，削弱多元文化的可能。這主要表現在兩方面：第一方面是
文化霸權主義，第二方面是文化割據主義。
所謂文化霸權主義就是指某些人總是想把他們的價值標準，他們對於人生和
世界的觀念強加於人，覆蓋全球，形成單邊統治。這種單邊化相應地構築了文化
的一元化，破壞了文化生態，結果是使多種文化消亡。要抵制文化的一元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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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文化的多元發展，最重要的就是要維持一個多極化的機制，在相互制衡的同
時，大力發展不同民族的不同文化。
文化割據主義，是指有些人很怕受到外來影響，極力鼓吹“純而又純＂的本
土文化，動不動就搞“清除精神污染＂，排斥一切外來文化，拒絕交往，拒絕任
何改變，甚至爲此鎮壓內部改革求新的勢力。塔利班就是最明顯的文化割據主
義，他們毀掉一切外來的優秀文化遺産，如巴米揚大佛。其實文化割據主義也是
一種文化霸權主義，他們也是要用他們所堅持的信念來覆蓋別人、強制別人，只
不過他們力所能及的範圍很小。文化割據主義顯然只會帶來自己文化的覆滅，這
是歷史多次證明了的。
歷史和現狀都已證明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割據主義之間所引起的衝突必將
給人類帶來極大的災難。那么，在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割據主義之間進行對話，
達成妥協，避免戰爭, 進行對話是可能的嗎？
也許希望就在於這兩者之間還存在著極其廣闊的空間，世界上絕大部分人是
既不贊成文化霸權主義，也不贊成文化割據主義的。但他們往往或偏向於前者，
或偏向於後者。

偏向于文化割據主義的人總是有意無意將自己封閉起來，只願意談自己熟悉
的事，不願意，甚至畏懼開闢新的領域，吸收新的知識。如果你想討論世界上大
家都關心的，但是由別國提出的問題，他們就會說你們爲什么只想討論別人的問
題，就不討論我們自己提出的問題啊？其實，什么人提出的問題並不重要，重要
的是問題本身。只要是世界前沿，大家都關心的問題，就應該參加討論。如果不
能置身於世界發展的最前沿，就不能以一個大國的地位在世界上發言。例如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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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生態問題，儘管我們在這方面曾有豐富的文化遺産，但問題卻是外國人最先
提出的，不討論當然是不行的。
還有人提出我們要有自己的、不受外來影響的、“原汁原味的中國文化＂。
那實際上是不可能做到的。因爲中國文化從一開始就吸收了印度文化、西域文
化，後來又吸收了基督教文明。中國文化本來就是在一個不斷跟外界交換資訊，
不斷吸收外來文化的條件下發展起來的，到哪兒去找“原汁原味＂呢？就像剝洋
蔥皮一樣，你剝掉一層，好象是原來的了，還可再剝掉一層，最後你發現它是空
的，洋蔥剝到最後是什么都沒有的。這種文化保守主義也是很危險的，他總認爲
西方的東西都是精神污染，要把自己封閉起來。
傾向于文化霸權主義的也不光是美國。過去我們看到好多蘇聯的報章，他們
總想別人按照他們的方式辦，什么東西都是蘇聯的好，明明不是他們發明的也算
他們發明的。現在我們還可以從網上看到一些文章說，過去不是日本侵略中國，
而是日本團結中國來抵禦西方白種人的進攻。大東亞的人團結起來，爲生存而
戰，沒有侵略可言。這就是他們所謂的日本領導下的“大東亞共榮圈＂。東亞文
化實際上是以中國文化爲主流的，這是事實。但我們並不抹殺別樣的文化。我們
主張文化應該是多元的，多元並舉，多元並有。可是，這也不是容易辦到的事。
國內也有文化霸權主義的苗頭。例如常常有人說 21 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從理論
上來說，這也是不對的。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你要用中國文化來覆蓋全球，這本
身就作不到。中國文化可以成爲很重要的參照系，可以對別的文化提供非常好的
借鑒，可是要用中國文化“征服＂全球，強制人吸收，那就會形成文化霸權。
如上所述，我們希望 21 世紀是一個多極制衡，多元文化並存，互相交流，
互相發展的世紀，而不是哪一種文化覆蓋全球的世紀，不管你用哪一種文化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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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都是錯誤的，都會帶來人類的危機，所以這種傾向是很危險的。如果我們能
克服以上的錯誤思想傾向，首先在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割據主義之間的廣闊空間
裏讓人們逐漸接近，取得共識，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割據主義就會被孤立起來，
他們所産生的危險也就不是不可制止的。在這個過程中多元文化也就會發展起
來。

三、

比較文學在多元文化發展中的特殊地位

如上所述，遏止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割據主義危機的關鍵之一就在於溝通生
活在不同文化中的人民，通過對話使他們能互相理解，互相尊重，以至互相欣賞。
正如費孝通老先生在《反思·對話·文化自覺》一文中所提出的：“各美其美，美
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從歷史來看，文學從來是文化溝通和文化對話
的最重要的途徑之一。因爲文學是研究人的，研究人和人的關係，研究人的靈魂。
不管是哪一國的文學，都是研究人。只要是人，他就有七情六欲，就有共同的生
命形式，如人和人的關係，人和自然的關係，人和命運的關係，夫妻關係、父子
關係等等。這對於全世界的人來說都是一樣的，可是解決問題的方法不同，方式
不同，價值觀也不同；我們可以通過談論文學，談論人的關係來互相溝通，互相
理解，互相寬容。人的體驗方式也是一樣的，不管你是什么人，都有歡樂，有痛
苦，有幸福，有憂傷，有希望和絕望，有愛恨、有生死，有離合……這樣的人類
體驗無論東方人和西方人都是有的。在這些問題上就很容易溝通。文學是用以溝
通人的靈魂的，它是溝通不同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我們要解決世界問題，首先要瞭解不同文化對這一問題的不同看法，否則就
會引起誤解和衝突，甚至訴諸武力。可以給大家舉一個例子。中國最講究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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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要很尊重，要很愛你的父母。中國人講“仁＂，“仁＂就是“親親爲大＂。
要先愛你的父母，然後“推已及人＂，也愛別人的父母，然後是愛天下人的父母。
這就是“老吾老，以及人之老；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不可能說你愛你的父
母跟愛別人是完全一樣的，這就是“愛有差等＂。這是中國的一個傳統。可是在
別的國家就不一定是這樣的愛，像非洲有一個部落，他們有一個習俗，父母到了
六十歲時候就把他們殺掉。爲什么呢？客觀上他們的生産力不發達，如果老人太
多，年輕人就沒有東西吃了，所以他必須要把老人殺掉。在心理上呢，他們認爲，
父母到了六十歲以後都是很困難的，走也走不動了，吃東西也吃不動，這兒疼，
那兒疼，腳也不好，牙也不好。把他們殺了，就是把他們的靈魂解放了。他們的
靈魂從肉體中解放出來再去投生到一個新的肉體裏邊，成爲一個快樂的年青人，
有什么不好呢？他們認爲這是對父母做了一件好事。等到科學發達，他們認識沒
有靈魂這回事，就不一定把父母殺死了。所以你就不能怪他，不能按你的標準來
要求他。你要是不理解他，不能容忍他，甚至跟他爲仇，進行剿滅，那就不對了。
你要尊重別人的信仰，相信他們會進步。西藏也是，我們的父母死了都要好好地
埋葬起來，入土爲安，或者是土葬或者是火葬。但是西藏實行天葬，把父母的屍
體放在最高的山上面，讓老鷹把他們的肉叼走，叼得越乾淨，就是對父母越盡孝。
因爲這證明你的父母是最純潔的。如果你說這是殘忍的、不孝的；他也可以說你
把父母埋在地下，讓螻蟻蟲子一點點蛀空吃光，才是殘忍不孝呢！這樣，互相就
不能溝通。所以文化要能夠共容共存，就必須互相理解，互相溝通。
通過文學的途徑，使不同文化的人們得以互相溝通是很重要的，在當前尤其
如此。以跨文化文學研究與跨學科文學研究爲核心的比較文學在發展多元文化，
展開不同文化的對話，緩解文化霸權主義與文化割據主義的對立，促進文化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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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等方面顯然具有不同於過去的重要意義。

四、多元文化中的文學欣賞
多元文化中對不同文學的欣賞是比較文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它可以提供我
們多種多樣的欣賞的快樂。如果只知道中國文學，那么範圍是很窄的，就不知道
外國文學也提供了很多很有意義、有趣味的欣賞物件。如果把不同文化中寫同樣
題目的作品放到一起來欣賞，就會得到不止是看一種作品的樂趣。我可以舉個例
子，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喜歡欣賞月亮。中國人對月亮很看重，有很多關於月亮的
詩。中國的月亮詩多半是很富於哲理的。特別是李白的詩，他把月亮和很多哲理
結合在一起，比如通過月亮把人生的短暫和自然的永恒加以對比。他寫道：“今
人不見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若流水，共看明月皆如此。＂給人很
多感慨，人世經過許多滄桑，而明月依舊如此！中國人看月亮，常常把月亮當作
永恒的象徵，詠歎人世的短暫！
日本人寫月亮，就不太一樣。日本有一個獲 “月亮詩人＂，美稱的大詩
人，明惠上人，大概是生活在宋朝這樣的年代。他寫月亮，從不涉及哲理，而是
動情地表達與月亮無猜的親密。他寫過一首詩，是很短的俳句： “山頭月落我
隨前，夜夜願陪爾共眠。＂和月亮一起共同睡覺。這在日本人看來非常美，可是
在中國人看來，就會覺得對月亮多少有些褻瀆，而不是一種虔敬的感覺。中國詩
人通過月亮把短暫和永恒結合在一起，日本人卻把自己和月亮本身結合在一起。
像這首詩，後面又說：“心境無翳光燦燦，明月疑我是蟾光＂，我的心境是那么
清純明亮，我和月亮是那么親密，連明月都懷疑我就是月亮本身了！日本著名詩
人川端康成在獲得諾貝爾獎發表演說時，認爲“月亮詩人＂講得非常好，他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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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這些詩，認爲它們集中代表了日本民族的審美趣味。這是另外的一種欣賞方
式。
再看希臘神話裏對於月亮的欣賞。在希臘神話裏，月亮是一個非常漂亮的
少女，是一個女神。這個女神每天駕著好幾匹白馬拉的金車從東邊到西邊，每天
都是一樣。月亮每天這樣走來走去覺得非常孤獨，後來她就愛上了一個人間的少
年，她非常愛他，可是凡人是要死的，不像月亮可以永恒。她就把這個美男子放
在一個山洞裏，每天經過山洞，她都親吻他，擁抱他，然後再駕車走掉。這個少
年由於月亮女神之愛，得到永恒，但他只能長年不醒，也不會說話，永遠在睡眠
中生存。這個神話告訴我們人要得到永恒，就要付出代價，這代價就是離開塵世，
永遠孤獨。中國的嫦娥，吃了長生不老藥，就成仙升天到月亮上去了。那裏只有
她一人，還有一隻玉兔，有一個砍樹的吳剛，他砍的樹砍下又複生，他永遠在樹
上下不來，另外還有一個三支腿的寶蟾。所以嫦娥也很寂寞。唐代詩人李商隱的
詩說：“嫦娥應悔偷靈藥，碧海蒼天夜夜心＂，日日夜夜都是一樣寂寞，你要想
和別人不一樣，要想追求永恒，它的代價就是孤獨。
歐洲的近代詩歌又不相同。法國詩人波特萊爾的詩集《惡之花》中有一首
非常有名的詩，題目是“月之愁＂，寫得很美，它的特點是月亮和人完全是兩分
的，詩人完全把月亮擬人化了，在詩人筆下，月亮是一個憂愁的女人。這首詩說：
“今晚月亮做夢有更多的懶意，像美女躺在許多墊子上＂，月亮周圍有許多白
雲，有如羽毛坐墊。詩歌描寫月亮在漫不經心地撫摸著自己，在入睡之前，覺得
很悲哀，她就面向地球，讓她的眼淚一串串地悄悄地流向大地。這時，一位虔誠
的失眠的詩人，面對著月亮把這蒼白的淚水捧在手掌上，好象乳白色的珍珠碎
片，銀光閃亮。他把它放在心裏，那是太陽永遠照不到的地方。這就和日本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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亮詩很不一樣，日本的詩是人與月亮合爲一體，這首詩是寫人和月亮的兩分。這
首詩和中國的月亮詩、希臘的月亮神話也不一樣，這不是對孤獨與永恒的描寫，
而是寫一種月亮和人的美好的世俗關係。由此可見，如果我們只欣賞中國的關於
月亮的詩當然很好，但你也可以用別的欣賞方式，日本的方式、希臘的方式、歐
洲的方式……那么你就會很豐富了。
這樣的例子還很多，比如關於鏡子，各種文學對於鏡子都有不同的描寫。
對於各種象徵，全世界也是不一樣的。例如在西方的象徵系統裏，蝙蝠是最壞的
東西，因爲它又是哺乳動物，又是鳥，所以它代表魔鬼。可是中國認爲蝙蝠是非
常好的象徵，大家看木梳上刻著蝙蝠，門窗上也有很多蝙蝠的形象。爲什么中國
人覺得蝙蝠是很美的呢？因爲蝙蝠跟“福＂同音，蝙蝠來了，就是“福＂來了。
所以中國人就很喜歡蝙蝠。有些象徵也是一樣的，比如狼，中外文學中都是壞的
象徵。外國文學中，狼總是貪婪、殘忍的，中國也一樣：“子系中山狼，得志便
倡狂＂。但也有變化，大家看過傑克·倫敦的《海狼》
，在原始的森林裏，狼嗥，
代表一種原始的活力，對生命力的追求，這是另外一種象徵。
千百年來，人類創造的精神文明實在是太豐富了。比較文學就是幫助大家
找到一條在對比中欣賞各種文學的路徑，能夠很好地去欣賞人類所創造的各種精
神財富。

五、在多元文化中尋求文學的生長點
從文學史發展的角度來看，比較文學的另一個功能就是發現文學的生長
點。多種文化中的文學的解讀是創造新文化的一個必要條件。一種文化進來了，
人們要接受它，首先要對它進行解釋。我們在解釋它的時候，肯定跟它原來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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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中被解釋的情況並不一樣。有許多方面會不知不覺地按照我們傳統文化的習
慣去解釋，這就難免有誤解，有誤讀。我舉個例子來說，我在美國加州大學教書
的時候，和美國大學生一起討論過一篇趙樹理在延安時代寫的題爲《小二黑結婚》
的小說，。小二黑是個農民，他正在跟村子裏名叫小芹的姑娘談戀愛。小二黑的
父親叫二諸葛，小芹的母親叫三仙姑，三仙姑四十來歲，她是個神婆，靠跳神給
人家治病。人家來看病，她就唱請神的歌，唱得特別好聽。小芹的男朋友們來了，
她就跟這些青年人混在一起，有說有笑。作爲一個寡婦，村裏的習慣勢力對此很
是看不慣。後來小芹和小二黑的結婚受到了當地幹部的壓力，因爲村幹部的朋友
想要和小芹好。於是，他們找了個由頭，把三仙姑一家告到了村裏。村幹部就把
小芹的媽媽叫去罵了一頓，指責她管教不嚴。村幹部說，你都四十幾歲了，還打
扮得花枝招展的，粉搽得那么多，就像“下了霜的驢糞蛋＂！中國的一般讀者都
會覺得小芹的媽媽是不規矩，四十幾歲了，還跟那些男人談笑，搽粉，打扮，戴
花什么的，不怎么樣。在和美國學生討論的時候，他們的看法可不同。他們認爲
三仙姑是一個非常解放的女性，她熱愛生活，雖然四十幾歲了，仍然愛美，認爲
生活是美好的，她願意和年輕人在一起，她希望過一種不是別人給她安排的、快
樂的生活。她並沒有危害什么人，她應該是一個正面人物，是勇敢突破束縛的、
女性解放的先鋒。這種看法真是我們沒有想到的。他們還批評那個村幹部，說這
個村幹部就是中國的父母官傳統的寫照，什么都要管，人家臉上搽粉有多厚也要
管，這是妨害個人自由！我在國內講現代文學時，和中國的學生也討論過這篇文
章，但從來沒有人有這種觀點。我們當然也可以說，美國學生的看法是對中國作
品的“誤讀＂，這肯定不是作者趙樹理的原意。事實上，作者的原意並不一定很
重要，作者總是會死的，他的意願也不大可能完全如他所願地表現在作品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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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誤讀＂必然會産生的。這種 “誤讀＂並沒有什么壞處，倒是給我們提供了新
的角度，從不同的方面來理解這部作品。如果一部作品永遠只有一種解讀方法，
那它就很難發展了。由此可見，不同文化之間，文學作品的“誤讀＂能夠造成一
個新的生長點，使得文化向前發展。比較文學要研究的也就是這樣的生長點怎樣
觸發新的思路，促進兩種文化的交融和共同發展。
例如種一棵蘋果樹，接上梨枝，這棵樹結出來的果子就不再是原來的蘋
果，也不是原來的梨，這就是一種改進。比較文學起的也是這個作用。易蔔生的
劇本《傀儡之家》在五四時期的中國有很大影響。原著並沒有講女主人公娜娜離
家出走後結果如何，後來魯迅寫了一篇文章《娜娜走後怎樣？》以中國社會爲背
景，他指出娜娜走後只有兩條路：一條路是回來，另外一條就是墮落，因爲她沒
有工作，無法生存。魯迅的這個思想就補充了易蔔生的《傀儡之家》的思想，不
光是一走了之，還要有社會的改革，要準備可行的道路。魯迅的短篇小說，《傷
逝》寫兩個年青人，自由戀愛，離家出走，還沒到一年，男的由於社會壓力，失
業在家，女的也找不到工作，只能天天做飯，養了一隻小狗，養了幾隻小雞，越
來越覺得生活平淡無味，太沒意思！愛情也就此消亡。最後，女的又回到她的娘
家，男的則無家可歸。這篇小說顯然是沿著《傀儡之家》的思路來寫的，經過對
中國社會實際情形的思考，使原作深化，變成了另外一個作品。其實，胡適的獨
幕劇《終身大事》和後來茅盾的短篇小說《創造》也都可以看出從《傀儡之家》
萌發出來的不同的生長點。在文學史上，新的變動就是這樣在不斷的碰撞中産
生。比較文學爲不同文學的碰撞提供了土壤。

六、

文學理論的現代化和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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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學理論肯定是世界文學理論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的文學
理論非常重要，非常有特色。很早以前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主任克勞德·紀延
（Claude Gillian）就曾說過世界文學理論如果沒有中國的參與，就不會是全面
的，也是不能想象的。這種想法很早以前就被很多學者所認同。
但如果永遠是原封不動的古代理論，那就不能爲今天所用，更不能成爲一
種爲世界其他文化的人們也能接受和利用的東西。因此首先是要使其現代化,爲
現代人所明白。也就是要對中國文學理論進行現代詮釋，並推向世界，讓世界接
受它，使它成爲二十一世紀新的文化理論建構中的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是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在世界文學理論正在進行建構中，傳統文學理論的現代化決
不是關起門來所能完成的。我們必須來到世界文學理論發展的前沿，瞭解人們都
在思考和談論什么問題，瞭解這些問題從何而來，也就是瞭解這些問題的歷史和
現狀，經過仔細的對話和參照，才能弄清楚在我們的理論遺産中哪些是我們自己
最可寶貴的東西，哪些是可以補他人之不足的東西，哪些需要揚棄，哪些需要改
造以適應現代的要求，作到既非強加於人，又非故步自封。只有這樣，才能使中
國傳統文學理論走向世界，有益於全人類。這正是以跨文化文學研究爲其核心內
容的比較文學學科必須面對的重要任務。
對於外國文學理論的引進也只有在相互比照參證中才能産生互動，互相引
發，使雙方都得到發展。例如當我們討論德國、法國、英國的浪漫主義時，如果
能參照浪漫主義傳入中國、日本、印度的不同情形——被接受的不同重點、改寫
和變形，就不僅可以更深入地研究當地文學發展的來龍去脈而且也是對於浪漫主
義本身的一種極其重要的反饋和豐富。
總之，比較文學所研究的是不同文化的文學間性，即各種文學聚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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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産生的各種現象，這既不是“比較＂也不完全是“關係＂所能範圍的。記得
中美比較文學雙邊會議繼 1983 年第一屆會議（北京）和 1986 年第二屆會議（美
國普林斯頓、印地安那、洛杉磯）之後，曾計劃於 1989 年召開第三屆會議，議
題就是“Literatures，Literary Theories，Literary Histories）即“多種文學、多種
文學理論、多種文學史＂。近 30 篇論文都已寫好，但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這
個雙邊會議就此中斷。論文曾由遼寧大學出版社用英文出版，爲許多美國大學圖
書館所收藏，但在中國卻鮮爲人知。當時楊周翰、王佐良等先生的設想就是要在
這次會上討論各種文學聚集在一起時所産生的各種現象。

七、

跨學科的文學研究

比較文學的另一個分支是跨學科文學研究。它研究文學和其他學科，包括哲
學、藝術、自然科學等不同學科的關係。這方面的研究常常因爲其範圍過於廣泛
而不大被人們所認同。其實，如果緊緊扣住文學研究這個中心，從這個中心向其
他學科輻射，還是完全可以把握的。例如研究《春江花月夜》這首詩，如果和以
它爲創意的古典樂舞春江花月夜（我甚至看過一次很成功的春江花月夜芭蕾舞演
出）和有關的繪畫、音樂聯繫起來研究，一定會交相輝映，比單獨研究一首詩更
有意義。
比較困難的也許是文學研究和自然科學的關係。其實，這種關係也是非常值
得研究的。21 世紀嚴重的問題之一是現在科學的發展，逐漸離開了人文的目標
和精神。過去發展科學、技術都是爲了人類的幸福，現在不同了，追求利潤成了
發展科學技術的最重要的目的。即便科學家仍然本著自己的“良心＂，但他也不
得不聽命於給他投鉅資建立實驗室的資産者。一位著名的法國科學家，到北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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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來演講，他提出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他認爲過去的自然科學，目標是追求真
理。哥白尼，伽利略爲堅持“是地球圍著太陽轉＂，而不是“太陽圍著地球轉＂
獻出了自己的生命。到了二十世紀，科學的目的也還是爲了人類的利益，爲要造
福於人類。但是到了現在，科學失去了它的目的。如今科學既不是追求真理，也
不是服務於人類，科學只能服從於利潤，沒有利潤，科學就無法繼續進行。就拿
植物轉基因來說，由於改變了基因，土豆越來越大，番茄越來越紅，這當然可以
賺更多的錢，但是基因改變會不會引起整個生物鏈的改變？這種做法長遠來看，
結果如何，誰也不知道，誰來負責，沒有人負責。改變了植物的基因，動物的基
因，然後我們吃這個植物和動物，人類的基因也會受到影響，到了十年二十年以
後，人類會變成什么樣子，整個自然的生態遭到了破壞，原來的均衡遭到了破壞，
到底會帶來什么樣的後果。這些問題都影響著整個人類生活，都向人文科學提出
了挑戰。人文科學應該和自然科學一起回答這些問題。在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結
合，面對人類命運的過程中，文學可以作出很大貢獻。如科幻小說，科幻電影就
可以在想象中充分預示科學脫離人文的目標後所可能出現的種種危機；探索人類
未來的文學作品更可以爲自然科學家提示有益的啓發。
另外，自然科學新理論的進展往往也會刷新文學的研究。進化論、系統論、
資訊理論、控制論等新理論也對文學産生了很大的影響。特別對文學研究方法更
是如此，比方說我們把《紅樓夢》輸進電腦後，統計了一下，哪些詞各用了多少
次。《紅樓夢》前八十回後四十回是兩個人寫的，怎么來證明呢？首先統計哪些
詞在前八十回用了多少次，在後四十回用了多少次，一比較就會發現，有的詞在
前八十回用了幾百次在後四十回卻沒用過幾次。這樣一比較，經過統計，就會知
道《紅樓夢》是兩個人寫的，不可能是一個人寫的。這種借助統計學的科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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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了文學研究中詞彙學、風格學等學科的研究。
總之，目前，爲了世界的多元文化的發展，爲了世界能有均衡的制衡，不至
爲一種霸權文化所覆蓋，以至成爲單極的某一種文化對全球的統治，不要讓一些
戰爭狂人來征服全人類，我們需要不同的制衡。不同的制衡需要不同的文化，不
同的文化之間就需要溝通，對話，互相寬容，互相支援，互相吸收。文學是溝通
人類靈魂最好的橋梁，比較文學的目的在於跨越文化，跨越學科，讓人類通過文
學互相交流，互相對話，互相理解，來共同創造一個不同文化共存和互補的和平
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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