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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中国当代文论的基本关系

张永刚a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下思考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与发展问题，必须

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观点、方法融会在探究过程中，充分注意到中国

文学的实际状态，特别是它的多民族文学特质，使文论体现出中国特色和

中国气派，对中国文学整体发展产生更具针对性的阐释与引导作用。作为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学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学，与此相应，中

国当代文学理论应该是建基于多民族文学之上，同时对多民族文学具有阐

释能力的文学理论。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才

得到真正重视，逐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部分；尽管这尚未达到理

想的完满状态，但大势所趋，共识已成，成果渐多。与文学实践这种情形

不同的是，在理论领域，尚未形成切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规律和创作特点

的基本范畴、理论逻辑与话语方式。可以说，理论与现实之间仍存在较大

差距。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缺少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此相反，今天中国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日渐丰富，它涵盖了所有族别文学，涉及了创作的多个

环节。在观念上，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要求，也及时地汲取了现

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许多新成分，展示出阐释的敏锐性和实效性，在中

国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研究格局中呈现出活跃的态势。但事

实的另一种情形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成果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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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仍有不足，两个本应紧密相连的领域在许多层面上仍各行其是。在这

种情况下，一方面文学理论建设难以形成真正的中国文学特质，因为它或

多或少忽视了55个少数民族具有差异的文学实践和相应的研究工作；一方

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由于缺少更为有效的理论支撑而难以获得更深入的逻

辑力量和更充沛的阐释活性，极端的表现是，要么套用既成的精英化主流

化文论视角与话语，要么借用当下西方文论中某些新的概念术语和分析方

式，其结果是大大耗散了研究的价值。基于此，我认为在深入思考中国文

学观念和状态的时候，应进一步整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

论建设的基本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更加开

阔的视野中促进中国新时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多民族文学发展，也

才能进一步丰富完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学理论形态。

一、当代文论建设的重要资源

文学理论产生于文学实践，从发展角度看，更离不开实践这个前提，

只有植根于深厚的文学土壤，从中汲取新养分，解决新问题，文学理论才

能保持健康的生长活力，形成有效的理论逻辑和话语力量。文学理论与文

学实践联系的基本方式和主要纽带是文学现场的具体研究活动，它主要包

括个体化的文学批评和相关专项研究等。文学研究总是在既有理论观念和

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探寻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释放

出理论的阐释力量，同时又在现象中凝练出新的理论因素，使理论领域得

到不断丰富。这是理论由来已久的一种生长方式，也可以说正是这个过程

才使理论演进获得重要动力。诚如沃尔夫冈·伊瑟尔所说：“艺术作品为

‘精神’注定要前进的方向给出了感官表达。美学变成了对表现的研究，

将艺术看作是真理显现的媒介。”当然，在这种状态中，“与其说它关注

的是艺术作品本身，不如说是作品之外的某样东西，艺术只是对这种东西

起到指示作用”。a伊瑟尔在这里谈论的是“怎样做理论”的一种基本思

a　〔德〕沃尔夫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朱刚、谷婷婷、潘玉莎译，南京大学

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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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某样东西”即指理论因素，它在与艺术作品的交互作用中展示了阐

释功能和自我丰富与完善功能。循此思路，具体到少数民族文学与当代文

学理论的基本关系之上，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理论生成的这种逻辑决定了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文学理论建设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因为它在这里展

示了双重实践意义，即相对于少数民族文学而言它整合了实践，相对于当

代文学理论而言它转化为一种实践，这正如卢卡契所说：“实践与当前的

过程的结合改变着自身的内容、形式、价值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

思认为，实践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个对当前的冲突加以意识并把这种冲

突进行到底的工具。”a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正是这样，它不仅是当代文学

理论与中国多民族文学联系的一个重要纽带，也是它的一种重要资源。

在现实意义上，这是正在逐步明朗的中华文学观念决定的。中国文学

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学，56个民族的文学创作都是它的组成部分，离

开对55个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国文学研究的完整性和文学理论建设的

合理性是不可设想的。今天，人们对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预期是多样的，

但在核心问题上认识也有很明显的一致性，即努力追求中国社会主义文论

新体系。因此“对中国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研究，让它重获生命

力，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论新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主

要目标；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新境界，努力使其在与中国社会实

践、文艺实践紧密结合中实现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和具体化，加强其

对文艺领域一切工作的指导能力与指导意义，是我国文论健康发展的根本

保证；汲取西方文论的最新成果，根据我国文艺实践与理论的现实需要，

交往互鉴，有取有舍，使西方文论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论的有益补充，是

我国文论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径。”b可以肯定，要实现中国文论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研究，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前提下处理好多重关

系，其中之一就是要结合中国实际，充分注意到中国文学的民族化特质。

a　〔匈〕卢卡契：《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沈耕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页。

b　丁国旗：《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体系建构的理论思考》，见张江主编：《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与中国文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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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质当然与多民族文学创作的历史过程相连，但更重要的是与多民族

文学创作的当下状态相连，因为这是最具活性的成分。今天，这种活性成

分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已经展示出巨大的研究价值，促成

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当代少数民

族文学研究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资源，并非仅仅只是逻辑推

演的必然，它的现实存在才更为重要。

根据什么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一个具有积极成果和鲜明特色的丰富

存在，并潜藏着值得重视的文学理论构建资源因素呢？从宏观角度看，可

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族别文学研究齐全

姑且不论由来已久的关于少数民族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研

究，仅就作家书面文学研究而言，今天每一个民族的作家文学都进入到研

究视野之中，得到了不同层次的研究。像壮族、彝族、回族、蒙古族、藏

族、哈尼族、白族等民族，其文学创作成果丰硕，文学及其相关现象研究

丰富多彩，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塔塔尔族、珞巴族、赫哲族、独龙族、鄂

伦春族、门巴族、裕固族、德昂族等民族，人口总数少，作家作品不多，

但文学创作情况也同样进入到理论关注之中，如塔塔尔族，早在1983年格

拉吉丁·乌斯满就写出《新疆塔塔尔族文学概况》，由新疆社会科学院刊

印面世；独龙族，里介筇保·阿图在《刚刚起步的独龙族文学》中就分析

了阿柏、李新明、李明元、迪新荣等独龙族文学作者在新时期创作的具有

浓郁边地特色和强烈民族意识的文学作品a。迄今关于55个少数民族文学

的研究已经形成浩大状态，有了可贵的成果。族别文学研究的丰富性正是

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成就的重要体现之一。

（二）文学要素研究充分

目前，除少数民族文学观念、时代社会效应、文学史构成等民族文

学发展整体研究外，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及各种相关文学现象研究已经丰富

a　里介筇保·阿图：《刚刚起步的独龙族文学》，《民族文学》1992年第3期，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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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它涵盖了题材、主题、形象、体裁、结构、语言及创作过程所有微

观因素，还涉及了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等宏观层面。这些研究往往归结于

少数民族文学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效应分析判断，其中的精粹之

论，可以为中国文论的丰富完善提供许多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学原创因素。

（三）观念演进研究深入

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有70年历史，其时代特征和民族意蕴不断

增强，原因正在于研究的理论观念随时代不断演进而提升。整体看，近70

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总体观念实际上是基于三大背景之上形成的，一是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唯物辩证法；二是“人民共和”的社会主

义政体以及与之相匹配制度；三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国族观念

以及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政策导向。a这是十分恰切的总结。但在具体历史

时段研究观念又有不同体现，譬如，20世纪90年代以前少数民族创作和研

究都体现出明显的现代性倾向，创作主体和研究主体都以融入统一的民族

国家整体为思想与艺术价值圭臬，并没有真正意义的身份意识和认同问题

等带来的复杂情况。90年代以后，受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首先是少数

民族文学范畴意识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文学是56个民族共创造的文学这种

意识增强，少数民族家身份意识在理论视野中因此得到越来越多突出，文

化交融与价值选择变得十分复杂，其结果是加大了民族文学的多样性和差

异性。观念的变化，导致少数民族文学的内涵也有了新的理解和变化，其

中利弊杂陈，意义多样。但总的说来，理论观念的演进及其相关研究的开

展具有积极意义，它可以为我们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前提下构建和

而不同、多元共生的当代文学理论形态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具体材料。

二、朝向理论形态的优化提升

今天，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虽已蔚为大观，有许多可以称道的

a　龚举善：《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方法论选择》，《民族文学研究》2016

年第4期，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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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但要在完善中国文学观念、构建当代文学理论中发挥更大作用，有

赖于自身优化和理论品位进一步提升。文学评论与文学现象的具体研究只

有既保持鲜活的即时性、在场感又沉潜于规律与逻辑，才能使研究对象和

自身理论话语具备更大价值。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可以进一步提

升的空间很大。

正如黑格尔所说：“本质的观点一般地讲来就是反思的观点”a，规

律与逻辑的沉潜有赖于对研究状态的反思。实际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伴随着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的展开，对研究存在问题的反思就已开

始，特别是新时期，反思的层面增多，针对性增强。1983年《民族文学研

究》创刊号号召“开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局面”，随即有学者就针对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薄弱表达了有价值的思考b。新世纪之交，就此

进行审视、反思的学者更多，譬如，曹顺庆发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

究中有“三重话语霸权”c； 李晓峰意识到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缺失”d；

刘大先从“文学共和”角度致力反思与重建，就研究方法、立场和理论

命题进行思考，并论及民族文学学科建设e；李晓峰与刘大先合著《多民

族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倡导改变和推进研究内容与反思方

式f；姚新勇认为当代民族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不足，全面表现于宏观理论

研究和整体把握与微观具体批评上，具体体现为“三大症候”：一是少数

民族文学批评宏观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性欠缺；二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

微观性考察空泛；三是有关少数民族文学重要理论问题的思考存在着被动

a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版，第242页。

b　吴重阳：《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断想》，《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1983年第4期，第68-71页。

c　曹顺庆：《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2005第3期，

第5-10页。

d　李晓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民族文学研究》

2003年第1期。　

e　刘大先：《文学共和：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

2014年第1期。

f　李晓峰、刘大先：《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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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重复性和随意性a；罗庆春则认为民族文学批评的重大变革和转向正

在发生b……这些思考说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

重要发展，就是要进一步增强理论性，要在发现、总结规律与逻辑，形成

强大的理论品质和理论阐释力量等方面下功夫，最终在构建少数民族文学

理论的道路上取得新成果。

上述研究者发现并提出的问题是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论化的一

个良好开端，但要解决这些问题，抵达理论构建的目标则还需要艰难的

努力，其中理论的提升力量是至关重要的。有学者认为：“宏观地看，面

对当今历史语境、现实思潮和创作实际，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

总体上表现得比较窘迫、被动，主体性回应和建构性理论基点都十分贫

弱。”c这个总体性不足，正是理论建设的难题所在，需要在马克思主义

基本观念指导下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理论形态”来提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

究的价值？为什么“研究”本身的丰富性不能成就研究工作的完整意义而

要由理论构建来达成？为什么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构建必须在与中国当代文

学理论建设的交往融合中才能得以实现？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不断发

展的今天，这些问题内含着“理论自觉”性质，应该得到进一步重视。这

是理论发展规律决定的，马克思说：“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

出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出

整个体系”d，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必须按这种方式实现朝向理论

的自我提升，否则它只在现象中徘徊，很有可能会被现象淹没。从另一个

角度也可以说，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只有实现了“理论自觉”，获

得理论品质，才能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从而在中华

当代文化整体中展示出更大价值；与此相应，中国当代文学也才能在实践

和理论上获得进一步充实，成为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华多民族文学。

a　姚新勇：《对当代民族文学批评的批评》，《文艺争鸣》2003年第5期，第17-20页。

b　罗庆春：《转型中的构型——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当代转向》，《西南民族学

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8期，第114-117页。

c　汪娟：《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何去何从》，《文艺报》2012年2月6日。

d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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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意义上回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状态中情况就十分清楚。我们

所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习惯上是指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和文

学现象的具体研究，它体现出明显的文学批评（或文学评论）特征。少数

民族文学史料乃至文学史的梳理编撰也带着这种具体化的研究特点。一般

情况下，这种具体化的研究当然具有支配性的观点，有时这些观点还很独

到很深刻。事实上正是依据这些观点，才形成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与

现象多种多样的分析阐释。但在这里，观念总是与想象相随，想象又与感

觉相随，文学评价因此无法离开体会、品味、领悟和鉴赏，批评家的个体

艺术修养与个人嗜好扮演着这幕内心演出的主角。在这种状态中，就研究

主体心理而言，关于文学作品的理解可以达到绝对“自明”的境界，却与

其他人保持着间隔与差异。这样的理解方式将理解者与作品紧紧捆绑在一

起，并迫使他的阐述在总体上采用与作品相一致的艺术化方式，带着想象

和领悟特点，形成个性化的语言表达。a这是我在拙著《文学理论的实践

视域》中对文学批评方式及特点所做的概括。从某种角度不能否认，这是

简洁而有效的文学研究方式，被许多研究者不断运用。问题是这种个性化

的、与他者保持着间隔和差异的方式，因为缺少普遍性规约，在展示具体

研究丰富性的同时必将带来芜杂与零散的负面效应。因此，有力度的批评

总是要向理论索求支持，并努力使自己升华为理论，或带上理论色彩，以

增加研究价值。

但是，理论不会凭空而生，它有赖于时代的思想资源和思想环境。

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还有赖于研究主体的角色意识和对研究对象

的思考、处置方式，也就是所谓“主体性回应”。它要求研究主体不满足

于“个人自明”的富有特色的解释，而必须通过超越批评的方式向理论

的普遍规律索求阐释价值与话语品位。这两种做法的差别在哪里？“要称

得上是一种理论，它必须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这还不够，它还应该

包含一定的错综性。”乔纳森·卡勒在谈论理论的基本特质时特别强调了

这种“错综性”，认为这是使理论超越一望即知的推测形成自身张力的重

要因素，有了这种“错综性”，“被称为理论的作品的影响超出它们自己

a　张永刚：《文学理论的实践视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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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领域”，因此“要证实它或推翻它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具体研

究方式如果达到这种状态，意味着它实际上已经获得了理论生命。因此可

以说“错综性”不仅是理论构建的结果也是构建的一种基本方式。用通俗

的话表达，“错综性”就是要求在丰富的现象之中凝练出规律性因素，首

先获得逻辑起点，进而形成整体逻辑自洽，以此奠定话语体系的理论合法

性，最终具备理论的普适原则。在这种状态中，思想和作品融为一体，达

到了自为的存在状态。在当代文论发展中，这种状态被称为一种“新的类

型”。乔纳森·卡勒引用理查德·罗蒂的话说：“从歌德、麦考利、卡莱

尔和爱默生的时代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著作，这些著作既不是评价文学作

品的相对短长，也不是思想史，不是伦理哲学，也不是关于社会的预言，

而是所有这些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类型。”b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说

得更明确：“一代人以前，依然有职业哲学家的专门话语以及与之相应的

完全不同的其他学科的话语，譬如政治科学、社会学、文学批评等。可是

今天，我们有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就叫作‘理论’的写作，它同时涵盖了

这一切学科。”c 今天，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应该努力构建的正是

这种新理论类型。

用什么力量使研究涵盖“一切学科”，获得“错综性”，进而成为

一种“新的类型”呢？回答只能是理性思维的概括方式或抽象功能。它

抛弃个别追寻一般，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在文学现象深处搜寻本质与规

律，避免过分沉浸于现象，让就事论事的研究掩盖了观念和方法。也就是

说，要用观念和方法引导具体研究，去伪存真，在规律层面上形成更明晰

的目标，产生更大的话语力量和言说自信。在这里，区分理论与批评的不

同就变得很重要。我们应该不仅仅常识性地注意到文学理论与文学评论的

差距，而是要在思维方法上深入理解文学理论的基本特性，正如西摩·查

特曼所强调的：“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本质的研究。它不会为了自身而关

a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b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c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与消费社会》，见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

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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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任何特定的文学作品进行评价或描述。文学理论不是文学评论，而是

对批评之‘规定’的研究，是对文学对象和各部分之本质的研究。”a可

见，将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混为一谈实际上是取消了文学理论的功能价

值，结果是仍然停留于无理论状态。相反，肯定和突出文学理论的“决定

性作用”可以给文学评论带来积极的意义，它给予批评以工具和武器并优

化提升了批评，同时又在这种批评中获益，使批评成为理论自身完善的先

锋，为理论不断提供新的养分。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具有重大文化意

义——如果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能够理解和调动理论即能使自己的实践

理论化，也就是在当代文化政治中为自己获得了公民权。”b 在这种状态

中，理论的价值实际上也就超越了理论本身。换句话说，你不仅研究了

“少数民族文学”，同时还使它在文化整体中成为不可忽视也难以忽视的

存在，具有了“文化权利”，研究对象和研究本身的价值当然就会随之得

到巨大的提升与强化。

三、交往融会的理论发展途径

进一步提升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品位，不断推进中国当代文论

建设，这是关系到新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其内涵繁复，

涉及宽广。如果仅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当代文论建设的关系而论，我认

为，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当代文论的交往融会，这是理论发展

的必要和有效途径。其中有两个侧重应予注意。

（一）重视当代文论的主导作用

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其理论发展（包括理论

品位逐步提升、理论形态的逐步形成等）不能离开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基

a　〔美〕西摩·查特曼《故事和叙事》，见阎纲：《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b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与消费社会》，见拉曼·塞尔登、彼得·威

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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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观念和主导方向。这是中国文学整体状态决定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只

有上升到中国文学整体理论高度，不断汲取中国当代文论的积极因素，才

可能形成更为开阔的视野，获得更大价值。

今天，世界文学理论多元多样，中国文论也丰富复杂，但马克思主义

观点、方法主导下的理论建构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力量，也可

以说是主导力量，特别是新时代文学理论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的

理论观念、方法，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文论建设的思路，更是文论建设的

基点。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主流文论学习、借鉴西方和俄苏文论，逐步

建构了文学基本理论的框架体系，围绕文学本质、文学创作、文学作品和

文学接受等，形成了研究基本范畴和逻辑理路。虽然不同理论家在具体观

念和研究方法上理解不同，差异很大，但并不影响这些基本范畴和逻辑理

路作为理论结构的基本要素在文论构成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每一种理

论实际上都有着自己的内在规定性和建构方式，这是理论的“元语言”，

文学理论当然要“致力于创造一种元语言，借此可以系统地探讨文学问

题，如果取消了概念和概括，如果没有元语言的术语，对文学的组成因

素和文学史的研究便不可能科学化。”a可见，在这个方法层面，中国当

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必须首先满足“文学理论”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

的“种概念”要求，才有可能作为一种理论形成自身特点。理论总是要以

这种强制方式促使现象显示本质，促使个别走向一般，然后在普遍性上形

成“理论自洽”状态。在此层面反观现象，方可达到视点更宽、层次更深

的澄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化过程，应当适应文学理论的

构建规律，完成经由抽象概括达成的“错综性”，而不是被浩繁的现象淹

没。只有这样，无论是继续致力于批评化的具体研究活动，还是开启少数

民族文学理论的体系化书写，才会形成新的视野和新的思路。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枝叶繁茂，择其主要，有六个基本问题构成它的

主干。换言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应该着重解决这六个基本问题

及其相关指涉，形成理论取向与表达，以便为当代文论建设提供更多的民

a　〔荷〕佛克马、易布思：《20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

版，第11页。



文艺理论

·97·

文艺理论

·97·

族文学新的理论因素。一是文学本体问题，即要探讨“文学是什么”，这

是文学理论作为理论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它涉及文学的哲学意义和思想

基点。二是文学的表现对象问题，即要弄清“文学写什么”，文学与生活

的基本关系要在这个范围里得到阐明。三是文学创作主体问题，即要追问

“文学怎样写”，要解密文学的创造性并展示出可以依循的创作规律。

四是文学的文本问题，即要描绘“文学什么样”，以语言符号为体现方式

的文学“象”“意”体系必须在此得到清晰阐释。五是文学的价值问题，

即要探讨“文学有何用”，这是从历史文化层面对文学价值的再审视，它

让文学理论再次回到广阔的外部世界。六是文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即将

文学理论本身作为对象进行反思与探讨，以此了解文学理论的科学属性，

促成深层的文学理论自觉。在文学基本理论的构建中，这六个问题构成了

它自身相对的自足性、独立性和有机性，“这是它作为一门学科的最大立

足点”a。离开了这个“立足点”，理论主干残缺，理论之树不能健康生

长，理论话语就会苍白散乱。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化过程绕

不开这个框架中的上述基本问题，甚至可以说，这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融

入中国当代文论的重要路径。

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这种理论构建工作实际上已经有

了可贵的尝试。比如，“20世纪90年代，梁庭望开始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

进行深化探索，建构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首先是在研究生中开设《中

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讲座，逐步积累研究成果。”1988年由梁庭望、

张公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作为研究生教材面世，这“是

迄今唯一一部从理论上论述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著作。”它在少数民族

文学定义的基础上，由“少数民族文学的起源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学

的分类”“少数民族文学纵横论”“少数民族文学与周边国家文学的关

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法论”“少数民族文学与当代社会”六章构

成。涉及了文学理论主要基本问题。b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论化过程

a　董学文、张永刚：《文学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b　梁庭望、汪立珍、尹晓琳：《中国民族文学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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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是一个重要成果，迄今这样富有理论意识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著作

并不多见。理论空档引发了进一步思考，2007年刘大先从少数民族文学学

科角度强调，需要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领域、范畴、对象、理

念和方法，理清那些对于少数民族文学习焉不察的错觉和由来已久渐成

僵化的析解。a还有学者认为应改变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与汉民族文艺

理论之间的二元对立，少数民族文学文论研究要走出过去大而化之的空

泛比较，走出为自己“正名”的初步阶段，在时代精神关照下赋予新的

阐释。b这些积极思考，是不断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论进程的重要力

量，体现出对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主导作用的重视与认同。

（二）发挥民族文学研究的积极影响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需要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更有价

值的成分，以弥补、完善存在问题，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最终形成文

学理论的中国特质。从主流文论角度看，虽然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前

行，但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高度完善封闭自足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

理论的生命总是在不断发展中体现并壮大的。目前，中国当代文论在丰富

多彩的文学现象面前，特别是在多民族多区域丰富多彩的文学状态面前，

理论观念与研究方法其实都有许多开拓空间。因此，强调少数民族文学研

究与中国当代文论的交往融会，首先意味着一种希冀，即当代文论建设必

须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积极成分和影响，更多尊重、学习、借鉴少数

民族文学研究成果，使理论自身获得更大的生长动力。

在促进中国当代文论发展方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可以发挥作用的领

域很多，无论是在文学本体与形态，创作与接受，还是在文学的社会功能

与文化价值等方面，其影响都是明显而有力的。

譬如，关于文学本体和文学观念，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就提供了重要的

观察视域和理解思路。不断发展的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带来的一个重大

a　刘大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之检省》，《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6期。

b　张杰：《少数民族与汉族文艺理论比较之商榷》，《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

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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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影响力就是不断扩大和增强了中国文学观念的内涵。今天，中国作

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文学不仅仅是以汉族文学为主的精英文学，而应

该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多样化文学，这样的观念已经逐渐得到认同。如

果说当代文论不能再沿用过去的思路方法来理解“中国文学”的含义及其

本质，那么如何调整角度深化认识，形成新的观念和理解思路，这正是少

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工作提出的挑战。在文学本体世界中，要概括、体现

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独特性质和精神风貌，有效识读与汉族文学不同的、多

种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学是一个基本前提，也是摆在当代文论面前的一个难

题。解决这个难题，只能充分借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从另一个角度

看，中国多民族国家文学整体观念的确立，将改变人们对整个中国文学的

认识，包括它的历史和现状。回首过去，文学史书写过程显露了理论的乏

力，迄今尚没有一部充分融会多民族文学在内的文学史，“西方话语霸权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研究，因为超过一半的文学史都

建立在西方话语体系上。”a审视当下，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很大程度

仍然保持着精英视野和西化的价值标准，少数民族作家阵营虽不断壮大，

作品不断增多，但仍然难以得到充分重视，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不入

流的边缘写作。这与尊重多样文化、倡导多元共生的时代要求相距甚远。

因此，主动汲取多民族文学研究成果，更新文学理论观念方法，实为当代

文论建设的迫切使命。

再如，在文学形态方面，少数民族文学的语言状态及其研究成果，

可以为当代文论建设提供更丰富的内容。语言是决定文学存在的唯一的因

素，被称为“文学的第一要素”，只有语言才构成了文学的独特魅力。民

族文学带来的是丰富多彩的民族语言，文学语言的深处是话语权问题，文

学语言研究的价值往往会超过语言本身而具有深厚的文化意义。因此，无

论从何种角度看，文学语言及其带来的多样丰富的话语方式都是文学乃至

整个文化的幸事。中国当代文论在文学话语研究方面其广度和深度都有欠

缺，势必影响对文学话语的充分阐释，也难以为拓展文学话语的表达力度

a　梁庭望：《20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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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多样性丰富性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这在文学创作反抗西方话语霸权方

面尤为突出。有人认为，这甚至导致“现当代文学处于西方话语霸权的压

迫之下，在反映本民族生存经验的过程中表现得不够出色，出现现当代文

学的失语现象。”a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发展境况中，问题还有延伸的负

面效应。因此，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总是徘徊在语言困境中，总是会在

使用民族母语写作还是汉语写作中不断纠结困惑。可见，文学语言问题中

积淀着众多文化因素，怎样找到正确的处理方式，解决好多民族文学语言

和话语问题，这是当代文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及

其研究中或可找到解决途径和方法。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取得了丰富的

成果，但也存在理论拓展不足问题。除了争取“必要的社会条件支持和其

他学科的理论支援”b之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下，强化文化尊

重，积极与中国当代文论进一步交往互鉴、融会贯通，并形成具有中国民

族特色与理论品质的文论话语才更加重要。我们不要忘记马克思曾说的：

“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

式上的反映”c，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

文学的进一步壮大，必将是56个民族文学共同繁盛的结果。这正是少数民

族文学研究与中国当代文论基本关系的起点与归宿。

（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

a　李晓峰：《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发生》，《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

期，第15-16页。

b　刘志浩：《双重困境中的新时期文艺理论》，《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2009年第8期，第75页。

c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