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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美国文学学界的易中天 - 于丹现象
周郁蓓

内容提要: 20世纪初, 美国英语文学 学界出 现了 一批对 抗学 术、专事 文化普 及、相仿 于易中 天等 明星学 者的 通才 学者。
作为社会进步、学科发展的结果与标志, 通才学者颇具现代和物质性 的个性追 求与活动方 式、
颇 为传统和 道德性 的人文
立场与美学选择, 在协助商业集团将大众文学阅读消费化的同时, 也在大众中培养了阅读意识、民族精神以及文化 自信。
尽管如此, 通才学者仍以走向学科边缘而告终, 成为大众文化与文 学学科彻 底疏离的促 动者与 见证者。但 是, 通 才学者
从学界的退却并不意 味着其人文理念的真正消亡, 他们与专才学者的对抗 , 如今仍以不同的矛盾形式存在于 美国文学学
界之内, 存在于文学学界与大众文化之间。为此, 百年前的通才现象, 不仅预 示着当代美 国文学 学界关于 文学批 评方法
的种种矛盾与争论, 也包含着当代美国文学学术的种种问题与困境。作为美国通才现象的一 种异国再现, 中 国的易中天
现象是中国人文学科 部分重复了美国文学学科的问题与矛盾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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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两 年, 易中天、于 丹等学 者在 电视 讲坛 上的

与商 业、学术 与大众 、
学 术与 人文、科 学与美 学的 冲突与

相继走红, 成为 我国 最 引人 关注 的文 化现 象之 一。事实

矛盾中起 步的。百 年后 的今 天, 曾为 美国 通才 学者 们所

上, 易中天 - 于丹现象, 既 非中国 特有, 亦非 新生事物 , 易

擅长的闲适随 性的 文学 漫论, 在 以学 术为 傲的 文学 学界

中天 - 于丹般学者早 在百年前就 出现在美 国的英 语文学

早已乏善可陈, 而其喧嚣一时 的文学 创作, 在以时 尚为本

学界, 被称为 通才学 者 ( genera lists)。当 时的 美国 通才学

的大众文 化领 域也 早已 稍纵 即逝。但 是, 通才 学者 曾致

者们, 与当今的易中天 - 于丹 们一样, 以普 通读者 为对象

力于推广的大学 通识教育仍是存 在于高校 之内的 当代事

撰文著书、读经释 典, 被精 专于学 术的 专才 学者 ( specia l

实, 其所推行的消费式经典认 读方式, 其所 促成的 时尚化

ists)视为异端与 另类。作为 美国社 会经济、政 治、文化发

文学阅读意识 和普 及性 文学 阅读 品位, 也 仍是 当代 阅读

展的产物, 通才学者与专才学 者在英 语文学 学界的 对弈,
作为关于文学 解读 方法、文 学言 说对 象等 问题 不同 理念

文化的典 型存 在模 式。如今, 只 通不 专的 学者 在学 术界

对峙 的典 型征象 , 一 方面, 折 射出大 众对 文化 的渴求, 另

解, 当今美国英语 文学 学界 的种 种困 扰实 为当 年通 专矛

一方面, 也反映了文学学科的 实用化 和职业 化, 是 在弱化

盾的 当代 变体, 因此 , 对 这一 历史 现象的 回顾, 实 是对当

社会服务功能、与大众逐渐疏 离的思 想导向 下开始的 , 反

今美国英语文 学学 界各 种主 要矛 盾本 源的 探索 与思 索。

映了文学学科的科研化和 体系化, 是 在研究 与批评、学术

百年前的美国通 才现象通过易中 天等学者 的文化 传播行

早已无以生存, 但是, 所谓 的通专 之争并未 因此而 自然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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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中国再现, 说 明了 以这 一现 象为 表征 的美 国英 语文

重要任务 是通 识教 育和 人文 传播 而非 学理 钻研。但 是,

学学界的 种种 问 题 在一 定 程度 上 已经 国 际 化和 当 代化

通才学者的人文 视域因与科研视 域全无相 交之处 而逐渐

了。认识出现 在百 年前 的美 国通 才学 者现 象的 得与 失,

陷于以俗化、简化 或趣 化方 式言 说文 学的 平民 境界 和生

诠释通才理念 与通 才活 动的 利与 弊, 对广 泛吸 纳西 方人

活视角之中, 走入与语用学完 全对立 的极端 误区, 通才学

文学科模式、学科 理论 和学 科思 维的 中国 人文 学界 思考

者也因无以涵 纳学 术理 性, 在语 用学 研究 方法 终因 无视

人文教育和人文研究 具有现实意义。

文学本性而陷入 颓势之时落入败局。

一、美国通才现象产生的社会语境与学科语境

20世纪初 的通才学者既非 20世纪初的全新 事物, 也
非传统文 人的 全面 翻版。他 们的 文学 普及 活动, 外 化了

20世纪初的美国, 科学主义、
大 众主义、消费主 义、
工

英语文学学术 化过 程中 的矛 盾与 困境, 暴 露了 文学 学术

业主 义、现世 主义、民族 主义 等种种 思潮, 不 仅推 进了社

与大众文化逐渐疏离的 事实。而 他们最终 与媒体 和出版

会的变革, 也促成了大学的 转型。高 校之外, 职业 阶级不

业的结合, 又促进了中产文化 的形成, 演绎 了社会 转型时

断扩大, 廉价纸皮书大量涌现, 公 共图书馆 和博物 馆蓬勃

期的典型特征。为此, 通才学者是 将学科推 入 混 乱与迷

发展, 报 纸和 杂志高 度产 业化, 传媒 急速 增长, 随 之而来

惘 !局面之中 ( G raff 105), 同时又 从反面助 推文学 学科迅

的是文化的 扩 展、
教 育 的普 及以 及信 息的 膨胀。这 些变

速发展的内部 纷争 与外 部压 力的 一部 分, 也是 将美 国文

迁使个人对文化、信息、
形 象以及 地位产生 了愈来 愈多的

化引入市场体制 之中的市场动力和文化资本的一部分 ∀ 。

渴望 和焦 虑, 与此同 时, 个人 对文化 信息、文 化商 品的选

二、通才学者的文学理念

择也陷入困境。而高校则 在由学 院升级为 学生人 数更为
庞大、专业课程更为细化、科研权 重日益加 大的研 究型大

通才学者的 文学活动既广且泛 # 。这种广与泛 , 依鲁

学的同时, 在以上种种思潮所 引发的 矛盾纷 争中, 不断发

宾之见, 是通才学者 在变化 着的历史语 境中迎合 各种需

生着两极 化 变革 。一 方面, 高校 教 学 日 趋民 主 化、大众

要 !的结果 ( R ub in 144 ), 因而 也代 表着 这些 需 要的 广与

化、实用化和职业化, 另一 方面, 高校 研究日 趋专业化 、
科

泛: 大众、
学生等文学受众 的人文 需要, 媒体、出版 业等商

学化、尖端化和 现代 化。社 会的 急速 变革 和高 校的 两极

业集团的利益需 要, 以及通才 学者履 行文学 教授之 责、
获

发展, 使刚从古典 文学 专制 中突 围而 出的 英语 文学 专业

得心灵情 感自 由、实现 自我 价值 的个 人需 要等 等。如果

陷入困境和困扰之中 。一 方面, 高校 的科研 化趋向, 要求

说文学学术是 现代 理性 的全 新产 物, 那么 以迎 合学 术之

英语文学专业 迅速 积累 学术 资源, 构 建得 以使 之立 足于

外的种种现代 性需 求、以对 抗学 术为 其艺 术理 念和 人文

高校之内的科学性研究方 法和研 究体系; 另 一方面, 国家

立场之立意之 本的 通才 学者, 就 必然 既与 时俱 变又 因循

的强势化、社会的实用化和民 主化趋 向, 又 要求其 具有既

传统。

满足民族文化工程又 满足大众文 化和教育 需求的 政治功

通才学者对 传统的因循主要 体现在其 对文学 本体的

能和人文诉求。科学性的 学科导 向与文学 的人文 本质之

界定、对文学 阅读 的原 生态 认识 方法 之上。对 于通 才学

间从一开始就 存在 着两 个难 以调 和的 矛盾: 科 学性 的高

者而言, 文学, 以谢尔曼之 言, 处于 明晰可 辨的事 实疆界

度理性思维与文学本体的 道德、情感、美学 等非科 学性逻

之外 ! ( Sherm an 153), 因此, 文学阅读的功能和目的, 既非

辑之间的矛盾, 文学学术的精 英追求 与大众 缔造作品 、
作

发现 论题 也非 论证观 点, 而是 修身养 性、净化 心灵, 完善

品依赖大众而存在的文 学本质 之间的 矛盾。这两 对矛盾

自我 ( Rubin 155- 156)、
塑造 品格 ( Rubin 57)、怡情 益智、

的存在, 决定了构 建之 初的 美国 英语 学科 之内 的两 个根

筹备人生 ( V ande rbilt 9) , 无需理性引领, 只需 内心 之光 !

本冲突, 即以科学论证为主导、以 解读为根 本的新 兴研究

( Sherm an 153)。 内在 于 文学 学术 的 阅读 训 练和 规 则套

方法与以主观 评价 为己 任、以鉴 赏为 根本 的传 统批 评方

用, 从根 本上 抛弃了 文学 本源、遮 蔽了文 学真 意, 不仅多

法的冲突, 学术派与反学术派的冲突。

余, 更是误导。正如 成为缜 密科学 !的 文学 研究 !对谢

基于德国语 用学 背景 之上, 视 文学 为 语言 或历 史事

尔曼而言 必将因枯竭贫瘠 而衰亡 !一 样 ( Sherm an 153),

实的语用学研 究法, 因 其研 究模 式的 数据 化和 研究 内容

弃直感而择实验, 弃释 读而 重发现 !的专才 学者 对坎比

的刚性化, 成为学术主张的典 型代表, 不仅 为英语 文学专

而言, 也必将在转 型为 科学 家的 同时 使文 学研 究转 化成

业注入了学术 元素 和科 学因 子, 也确 立了 英语 语言 文学

纵横字谜 ! ( Canby 252), 转 化成 一 场追逐 自我 毁灭之

学科在高校中的学术地 位。但其 悖逆于美 学批评 和价值

力量、毫无生气可言的竞赛 ! ( Canby 195)。

评判、无 视文 学作为 美学 事实、个体 事实、文 化事 实和道

学术对文学的根本威 胁, 在通才 学者看 来, 是 对文学

德事实而存在 的缺 陷, 也使 文学 学术 陷入 理性 极端 和狭

人性本质和美学特性的 无视或 扭曲。虽然 通才学 者将哲

隘视野的窘境 之中, 为 反学 术派 学者 提供 了批 判文 学学

学性和美学性 的双 重内 涵置 于文 学的 界定 之中, 但 其文

术的正当理 由。作 为态 度坚 决的 反学 术派 学者, 通 才教

学实践却并不 是对 文学 美学 本质 的深 入探 求, 不是 对文

授从维护文学 的人 文本 性出 发, 拒绝 将文 学作 为科 学真

学哲学内涵的 积极 探索, 而 是对 文学 道德 教益 和素 质提

理或理性逻辑加以研 究, 主张 文化民 主, 认 为文学 学科的

升作用的阐发。通才学者 认为, 文学 讲授即 文学批 评,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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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批评即道德 教诲, 文 学学 术对 于文 学人 文本 性的 弱化

含有坚守个性和维护自 由的动 机。职业与 公共行 为中的

因而是对文学 道德 作用 的弱 化, 对文 学学 者教 师之 责的

个性动机使通才 学者具有传统内 涵的文学 行为成 为美国

弱化。依此逻辑, 文学批评和文学教 学是 对有意 阅读的

文化由品格文化 向个性文化转型的现代表征与产物 ∃ 。

美国智者的传道解惑 ! ( V anderbilt 445), 是实现 民主之道

如果说个性 因素仅仅指涉了 通才学者 现代性 的一个

( Rubin 117) , 抵御 庸俗 之法 ( R ub in 116 ), 也是 大学 教育

方面, 那么通才学者对商业和 市场的 包容与 利用, 就将文

平民化转接 的 媒介。基 于此 种理 解, 通才 学者 多乐 于为

化的商业化与 市场 化存 在这 一现 代特 征, 演绎 得淋 漓尽

师, 也善于为师, 常以亲和、通 俗、激发快感 和投入 情感的

致。通才学者在走入市 场、
满 足学术 以外的 种种需 求时,

方式讲授和言说 文学 ( G raff 86- 87), 常将 文学讲 授内容

其前期文学理念 的道德和文学纯 粹性逐渐 失落于 其后期

置于日常生活主题和 日常道德命题的现世背景之中。

文学活动的商业 性、
新闻性与 广告性 之中, 其前期 的美学

但是, 对文学理性内涵近 乎毫无 折中的 批判和 摒弃,

选择也逐渐沾染了商业 动机。后 期的谢尔 曼对文 学评论

使通才学者的 人文 拯救、传 统传 承以 及文 化创 建陷 入道

的一番表述足以 说明通才学者 的变化之 巨, 谢尔曼 认为,

德相对论和一元品位观 的误区 之中。通才 学者普 遍将传

文学评论已经不 再是简单的印象式感 言, 而 是要 省略括

亦无

弧, 去掉从句, 减少从属 表述 % % 减少典 故; 抹去暗 喻; 语

让品位得以施展其上 的东西 ! ( E rskine 56), 传 统的缺失

句不得缓和; 记住你是在做广告 & 你是 ∋布告 牌 , 而不是

如若阻滞了艺术, 就会 间接造 成举 止失体, 行 为不端, 因

∋蚀刻画 ! ( Rubin 66)。

统等同于品位, 厄斯金 认为,

无传 统, 即 无品 位 !,

为行为举止实乃艺术 ! ( Ersk ine 58)。通才 学者们 对不合
其品位标准的 思潮 一律 采取 排斥 态度, 他 们反 对政 治激

三、
通 才学者与大众阅读消费

进主义和纯美学主义 , 鄙薄自 然主义、物质 主义和 现代主

可以认为, 通才学者人文 实践无 纵深拓 展、
其 文化传

义。在他们眼中, 自然主义 赤裸 而野蛮 ( Rubin 55), 物质

播无理论诉求、其民主追求无 草根根 基等种 种缺陷, 赋予

主义低级而 庸 俗, 而 现 代主 义则 极端 和扭 曲。坎比 就曾

了其大众 性和 现 代 性以 较 强的 商 业可 塑 性 和市 场 易感

将先锋派文学逻辑描 述为 主体欲望 !的发泄 ( qtd. in Ru

性, 这一缺陷会同逐渐垄断非 学术文 化领域 的市场 体制、

b in 118), 认 为现 代 美国 文 学承 载的 是 变 态、失 衡 和失

逐渐弱化公共 职能 的学 术文 化一 起, 决定 了通 才学 者必

度 !等内容 ( R ub in 119)。 即便是 率先开设 现代文 学课的

然与媒体、出版 业 和报 刊 业 形成 同 构共 生 的 利益 关 系。

珀瑞和菲尔普斯也坚 信, 与现 代文学 相比, 古典文 学才是

对于疏离学术的通才学者 而言, 市场 是实现 自我、实践理

真正的习养艺 术之 道, 而谙 熟此 道也 只是 少数 人才 具备

念最为有效最 为广 大的 空间 与平 台, 而对 于必 须依 赖大

的能力 ( P erry 146)。正 因为 如此, 通 才学 者对 名著 文化

众而获得利益回报的媒体 、
报 刊业和 出版业 而言, 通才学

的竭力推崇与 积极 实践, 虽 貌似 基于 大众 立场 上的 文化

者的公众性、亲和力就是开发 大众市 场的象 征性资 本, 通

普及, 实为对所谓 的文 化道 德性 和品 位纯 洁性 的极 端守

才学者 的身 份 及 权威 就 是吸 引 顾客 的 象 征性 广 告。因

护。

此, 通才 学者 介入市 场, 既是 商业 对其的 主动 选择, 也是
虽然通才学者在 道德与文学 视域上 偏向保 守, 但是,

其自身 对市 场 半 推半 就 的迎 合。他 们 介入 市 场 的 结果

他们既不像拒斥文学 娱乐作用和 快感功能 的新人 文主义

是, 一方面将人文气息引入了 市场, 使文化 商品具 有了人

者那样沉醉于 古典 传统, 又 不像 爱略 特等 褒扬 传统 的文

文内涵, 使公共领域拥有了人 文传输 渠道, 另一方 面其自

学现代派那样 憎恶 现代 文明; 既 不像 美国 诗人 惠特 曼那

身在趋同于市 场逻 辑的 同时 沦为 商业 集团 的利 益工 具,

样对大众充满 浪漫 与理 想, 也不 像美 国哲 学家 桑塔 亚纳

而其文学 言说 在 一 定程 度 上变 异 为新 闻 传 播与 商 品广

那样对大众 不 屑一 顾。从根 本上 而言, 通 才学 者既 现代

告。在语言和思 想上 展现出 市场 潜力 的谢 尔曼 被 (纽约

又传统、既认同于大众又高于 大众, 高于大 众是因 为他们

先驱论坛报 )副刊 (读书 )聘为位 于头 版的文 学专 栏主持

与其他沉溺于 对社 会进 行智 识性 批判 的知 识分 子一 样,

者时, 就起到 了这 种双 重作 用。该报 将谢 尔曼 之名 置于

将其文学普及 活动 视为 精英 对社 会责 任的 履行, 对 全民

报纸名下, 并配以 最为权威、享誉国内 外的文学诠 释者 !

素质的拯救; 而认同于大众, 则因 为他们将 大众置 于自己

等文字说明 ( Rubin 67), 借宣传谢尔曼而推销了自身。

的视域之中 , 以 通俗 方 式言 说文 学。这种 大众 视野 作为

通才学者在 一定 程度 上被 信息 化、广 告化 了的 文学

他们满足市场 需求 和接 纳商 业逻 辑的 前提 和条 件, 具有

言说, 如鲁宾所说, 在协助 媒体与 出版社不 断将大 众的文

了相当的现代性。但是, 通才 学者最 为显著 的大众化 、
现

化焦虑转化成 对文 化商 品消 费的 焦虑, 将 对知 识的 焦虑

代化特征是 他 们对 个性 张扬、自 我表 达的 竭力 追求。通

转化成对文化 信息 的焦 虑的 同时, 也 协助 两者 以商 品形

才学者, 如鲁宾所言, 多 为渴望表 达情感、企 盼宣泄 自我、

式不断解除和再制造焦虑 , 将 文学转 化为消 费品, 将文学

向往个性自由的率性 至情之人 ( R ub in 159), 他们的 教学、

阅读与文化习养 转化为消费行 为、
时 尚追随 和信息 获取。

创作与著述均 是情 之所 钟, 是对 心灵 需要 和情 感需 求的

但是, 通才学者的行为的确使 大众阅 读意识 逐渐形 成, 在

满足, 是个人情感、
个人思 想以及 个人体验 的行为 化再创

一定程度上协助 解决了快速发展 的社会中 普遍存 在的文

造 ( Rubin 56, 159), 因此 他们反 叛学 术的 初衷 之中 也包

化盲和素质劣 问题, 填 补了 学术 无以 也无 意填 补的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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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 使阅读得以变成实现民 主和代 言民主 的重要 渠道,

与现实、公共与个人等的涵纳 与折中, 使其 行为既 迥异于

成为民主意义的象征性 载体。正 因为意识 到商品 形式所

学术文化, 又区别 于大众 文化, 被 归于 吉勒 瑞所 说的 高

具有的这种文 化功 能, 通才 学者 的商 业介 入逐 渐由 他者

雅文化的大众化 形式 !这一中产文化的畛域之中 ( G uillory

主导转为主体 主导, 其 对文 化的 商业 运作 方式 也逐 渐由

87)。中产文化 尽管 非此 非彼, 但 如吉 勒瑞 所说, 至 今仍

认可趋于认 同。坎 比在 承认 自己 的工 具作 用的 同时, 就

是解决 美国 [即低俗或大众文化 ] 与西方高雅文化关系 !

坚信其与 读书俱乐部 !的商业化合 作是教育对 新时代做

的一种途径, 而且极有可能是 目前唯 一的解 决方式, 因为

出的正确反应 ( Rubin 121)。
厄斯金对广 告的 了解 与推 崇, 在一 定 程度 上证 明了

西方传统名著今 天没 有也从 没有 以超越 中产 文化 形式
的方式 被 融合 进 大 学 校 园之 外 的 美 国 文 化 生 活 之中 !

鲁宾关于厄斯金名著 课程操作方 法实乃典 型的广 告运作

( 84)。的确, 中产 文化 可能并 非阿 多诺 和霍克 海姆 所说

法之观点的 正 确性。鲁 宾认 为, 厄斯 金有 效利 用明 星教

的具有蒙蔽民众之实的文 化启蒙, 但 是, 相 较于专 才知识

授身份, 巧妙创造亲善使者 形象, 自觉弱 化识读、辨析 、
批

分子以高度理 性和 高端 智识 改造 社会 的责 任定 位, 通才

判能力的培养, 刻意突出经典 作品的 可及性、可读 性和可

学者的中产文 化活 动, 显然 具有 对大 众浅 层阅 读要 求过

对话性, 并以名著榜单和名著 概要替 代文学 和文化 整体,

分纵容、对大 众阅 读过 度助 读的 偏差。这 一偏 差使 通才

其名著课程虽 无商 业介 入, 却演 绎了 商业 运作 的高 妙之

学者的文学言说 欠缺对大众理性 反思能力 和批判 意识的

处 ( Rubin 174- 175)。厄斯 金名 著课程 开设 于经 典出版

调动, 欠缺沟通大众阅读与社 会改良 的社会 构想, 欠缺对

所引发的经典 热潮 之中 的事 实, 从侧 面说 明了 商业 在其

叙事空间、历史氛围或政治因 素的探 索, 较 少以传 统经典

经典传播过程 中的 有效作 用。 1910年, 科 利尔 父子 出版

视角展开对现 实的 深刻 反思, 因 而也 较少 使传 统文 学与

公司 ( P. F. Co llie r& Son)就以哈佛经典系列之名出版了

现代文学的评 论进 入相 互关 照与 反视 的境 界, 更少 对传

哈佛校长查尔斯 ∗ 爱略 特的 五 尺书 架 !经典 书目, 将爱

统的地 位与 意 义 做出 全 新的 阐 释。通 才学 者 的 文 化行

略特之语和哈 佛之 名作 为营 销热 点, 成功 制造 了一 场经

为, 在视智识能 力为 论辩、反 思、分析、批 评、评 价以 及建

典消费热潮。 人 人图 书 馆 ! ( 1906 年 ) 、 现代 图 书 馆 !

构思想和置疑思 想之能力的 学术界 & 无论 是早些 时候的

( 1925年 ) 等经典系列的 出版, 都是这 一时期 经典 热潮的

保守专才还 是当 今的 激进 学派 & 看 来, 对 美学 精神 构建

典型表现。厄斯金的名著 课程既 充分得益 于已被 出版业

既无理论贡献 也无 行为 参与、对 社会 思想 意识 现状 既无

调动起来的文 化焦 虑, 也充 分利 用了 被出 版业 赋予 经典

颠覆作用也无建设意义。 即便是 同被格拉 夫界定 为通才

书目的商业 张 力。这样 的焦 虑与 张力, 在 圣约 翰学 院因

学者、对语用学亦 持坚 决批 判态 度的 白璧 德也 贬称 其他

采用本科全程经典教 学大纲而一 举摆脱入 学率低 以及经

通才学者为 不务正业者 !, 斥其为 自然主义 运动的女性

费不足 等困 境这 一 事实 中 ( R ub in 189) 可 见 一斑。 1952

化表征 ! ( 115) , 专注于 日 常主 题 !、 巧 言妙 谈 !、 取悦

年, 艾德勒的经典书目, 在称艾德勒 为 美国头号促 销员 !

逗乐 ! ( 116, 119)。 在专才 学者 眼中, 通才 学者 轻慢 出

( Rubin 195) 的参议员 W illiam Benton的 提议下, 以 (西方

科研成果 !这一 学术 !正业 ( Sherm an 149), 不过是 文字

世界的经 典名 著 ) ( Great Books of the W es tern W orld ) 之名

商人 ! ( K rupn ick 237)或教书匠 而已。为此, 谢尔曼 感言,

由大英百科全 书出 版社 推出, 该 系列 最为 独到 之处 并非

要在学术领域获得升迁就不能在 学生身上 浪费时 间, 而

入选的经典著作本身 , 而是艾德勒编辑的包含有 100个思

是要出版 ! ( Sherm an 149 ), 菲尔 普斯 也叹 道,

想主旨的两卷本 (西方大观念 )了。 经典书目的 制定以及

迎已成 [升职之 ]障碍 ! ( P he lps 164)。

经典思想的圈定, 既体现了通 才行为 以信息 代文学、以标

受学 生欢

早在 20世纪初, 如白璧德 所说, 美国 全国较 为重要

准代思想、以规则代文化、以简述 代评论的 反文学 特征和

的古典和现代 文学 系主 任职 位已 大多 为受 过科 学训 练、

反文学手段, 体现 了精 英文 化平 民化 转接 通道 的简 约化

具有科学成就的 人所占 据 ! ( Babbitt 116), 在 此无 以逆转

程度和商品化 性质, 也 无可 否认 地体 现了 通才 学者 使美

的学术大潮下, 通 才学 者与 学术 的对 抗终 以无 可挽 回的

国与西方有了 一体 性, 使美 国大 众在 文化 层面 有了 凝合

败势而告终, 通才 学者 作为 一个 并无 组织 性和 凝聚 力的

点, 展示了通才学者在大众层 面强化 西方文 化自信、培养

群体在 20世纪 30年代也逐渐解体, 年 长的通才学者接连

西方文化自觉、深 化西 方民 族精 神等 方面 所起 到的 积极

逝去或退休, 新生代通才学者 要么成 为文学 新闻从 业者,

作用。

要么被新批评 所同 化, 要么 完全 放弃 了通 才道 德与 社会
四、通才学者与文学学术界

尽管信息性、标准性、体系性 使通才学 者的经 典传播

观, 皈依于专才学术理念 ( G ra ff 147)。
五、通专之争的当代反思

与专才学者的学术行 为一样包含 了现代思 维特有 的工具

通才学者从 学术 领域 的最 终退 却, 意 味着 学术 思维

理性成分和技 术性 体系 化逻 辑因 素, 但通 才学 者对 貌似

和科学逻辑对 高等 文学 教育 的全 面同 化, 意味 着学 术体

对 立的矛 盾体 如精英 与大 众、传统与 商业、教 益与娱 乐、

制与趋从于大 众层 面的 思维 习惯、助 益于 大众 阅读 的人

精神与物质、知识与消费、知识与 信息、文化 与个性、理想

文功能、活动于公共领域的文 人行为 的逐渐 疏离, 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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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英性、学术的 精英 地位 以及 文学 的学 科合 理性 保有

致的文化愚昧 现象 归因 于文 学研 究的 极端 学术 化、理论

在学术同质 性 之中 的内 在动 机。但是, 通 才学 者在 学术

化和意识 形态 化思 维现 状。与此 同时, 左 派人 文学 者的

领域的边缘化, 并不等于其所 代表的 人文理 念已经 消亡,

意识形态化文 学批 评, 将以 经典 价值 与传 统道 德为 核心

也并不说明文学以大 众为存在根 基与存在 前提这 一根本

的人文思想视 为霸 权意 识之 体现, 而 其对 社会 现实 的批

特性的消亡 。格拉 夫认 为, 通才 学者 反抗 学术 的积 极意

判与审视, 对民主目标的诠解 与追求, 则是 在展示 优越于

义, 在于这一行为促使文学学 术界加 强了危 机意识, 生成

大众化思维的 精英 智识 能力 的行 为中, 标 榜对 大众 的拯

了反思自身的能力, 迅速建构 了学术 体系, 从结果 上推进

救。

而非阻滞了文学 学术的 发展 ( G raff 97)。事 实上, 通才现

其三, 通才现象的更高层 次意义, 则在 于其应 引发人

象的当代意义并不局 限于其对文 学学术的 反抗与 挑战这

文学者在思考 矛盾 冲突 现象 的同 时, 关注 生成 于同 一语

一行为本身, 不局限于这一行 为所产 生的直 接后果 之上,

境的学术与学术 外文化在貌似绝 对的矛盾 状态下 的趋同

而是反映在以下三个 方面:

化现象。如果说学术理念 与通才 学者所代 言的人 文理念

其一, 通才学者 所代 表的 一部 分人 文 理念 仍然 以各

之间的矛盾, 因既 反映 了学 术界 对理 性思 维的 崇信 又体

种方式和形式存在于 美国的 高校内 外。首先, 高校 之内,

现了其对道德信 念、
师德师责 等的摒 弃, 而 同时具 有了得

内在于通才理念的人 文思想被诸 如新保守 派之类 的文学

与失的话, 那么美国当代学术 界的理 性优势, 也在 学术运

学者如 W alte r Jackson Bate、E. D. H irsch、
哈 罗德 ∗ 布鲁姆

作与学术存在 模式 普遍 重复 通才 学者 商品 化、广告 化和

等部分传承下来, 这些学者尽 管不再 以通为 业, 但 仍像当

新闻化弊端、摒弃 通才 学者 长处 这一 双重 行为 中逐 渐失

年的通才学者一样制定经 典书单, 疾 呼文化 普及, 呼唤文

落。如今, 关注学界研究动向 与新闻 要事, 是美国 学者个

学回归人文, 以其 登上 畅销 书榜 单甚 至榜 首的 人文 著述

人职业行为的 重要 组成 部分, 个 人研 究的 成功 往往 取决

广为中产人 士 所知 晓。与此 同时, 不 少大 学仍 以名 著为

于其是否迎合 研究 潮流, 对 研究 潮流 是否 有创 新性 视角

通识教育内容, 圣约翰学院和 Thomas A qu inas学院仍采用

的贡献。而学术探求又常 常潜行 于批评著 述所构 成的不

名著大纲为 本科 教学大 纲。而高 校之 外, 名著 基金 会 !

断更新的庞大 知识 体系 与信 息体 系之 中, 而非 文学 作品

一直致力于推 动经 典传 播和 阅读, 在 全美 各地 组织 形式

本身, 即便是文学 作品 本身 所构 成的 典律 对于 文学 学术

各异的名著讨论。经典出 版在基 金会等组 织与政 府的支

而言也仅 仅是 数据 与信 息。学术 话语 与著 述方 式, 因是

持下仍是出版界热衷 之事。 1990年, (西方世界 的经典名

信息 累积、命 题寻找 、
规 则套 用以 及命题 论证, 对 文学意

著 )就在艾 德勒 的 修 订与 扩 展下, 重出 新 版。而 与 此同

义也成为对规律 与规则的发 现。与此同 时, 学术成 果, 不

时, 系列经典导读书至今畅销 不衰, 导读网 站也大 有异军

仅依赖圈内的 广告 式运 作, 也成 为换 得生 存权 利与 声名

突起之势。

地位的商品。学术成果的 量化也 使数量成 为学术 个人和

其二, 曾被通才 学者 所外 化的 学界 内 部分 歧和 内外

学术整体发展 与进 步的 标志, 从 而使 学术 在某 种程 度上

部矛盾并未因文学学 术的发展而 有所消 减、变质或 转移。

唯 量 !是图, 唯 用 !是图, 进而唯利是图。文学学术的信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
教学与 科研、价值观 教育与 职业化

息化、商 业化、市 场化和 产业 化, 不仅 造就了 沙姆 威和坎

教育、媒 体批 评与学 院批 评、学生大 众与 学者 精英、学者

贝尔等人所说 的学 院明 星制 与追 星族 现象, 也 在一 定程

师德与专业发展、文化传统与 现代大 学等的 矛盾, 由于资

度上使学术道 德建 立在 职业 利益 基础 之上, 使 学科 之内

本主义社会市场化、民主化态 势与学 术化、专业化 态势的

的竞争和危机 意识 在很 大程 度上 肇始 于政 治、资金 等原

并存, 因美国学术精英主义和 大众反 智主义 的对抗, 而无

因, 产生于以利益为指针的大 企业竞 争模式 之中, 而不是

从消 弭, 文学 的美学、情 感、道德 等逻辑 与先 行假 设再行

改良社会的思想与思辨语 境之中, 不 是教益 学生、授业立

论证的科学思维之间的矛 盾, 因文学 学术日 趋理性、规范

德的需要之中。尽管文学 学术也 无可否认 地在这 一模式

与数据化, 更是无从消解。人 文学界 内部的 理论争议 , 多

中通过理 性探 索 和 理性 思 辨将 文 学探 讨 保 持在 思 想活

数都是围绕着这些矛 盾而展开的 , 学 界内部 的理论 探讨,

跃、挑战现状、
纠正偏见、洞见 真相、不断出 新的进 取状态

也多数是以趋 同于 矛盾 一方 的视 角而 进行 的, 尽管 这种

之中, 但文学学术 的道 德立 场也 毕竟 无可 否认 地陷 入忧

理论探讨亦表明学界 以职业为主 导的争鸣 已转化 为以思

患。

想为主 导的 争鸣 。 Dw ight M acdona ld 等 学者 将中 产 文化

也许正 是对 这 种兼 具 排斥 性 的 同 质现 象 的 普 遍回

视为穿着儒雅 外衣 却无 以吸 纳儒 雅文 化智 识思 维、创新

避, 美国英语文学学界内部相 互批判、相互 制约的 良性作

性思想的大众文化, 生产文化 商品的 产业文 化, 相 较于大

用才无以减缓人文派与职 业派、新保 守派与 左派、学术文

众文化对精英文化更 具侵害性的文化模 式。 Russe ll Jaco

化与中产文 化的尖 锐对 立。 21世 纪的美 国大 学, 如 果确

by等学者, 则将具有 公众意识美德的知识 分子的消 亡, 归

如詹姆斯 ∗ 杜德 斯达在 (二十一 世纪 的大学 )中所说, 正

咎于学术对包 括文 学创 作、文学 批评 在内 的智 识文 化行

在演变成富于 竞争、被 市场 完全 同化 的企 业化 产业 和社

为的垄断, 归咎于 学术 智识 文化 对公 众文 化服 务功 能的

会服务业, 那么, 由通才学 者的出 现以及通 才理念 的存在

丧失 +。新保守派更是 将人 文教育 的颓 败以 及由此 所导

所引发的思考, 就应该超越其 失败或 边缘化 的事实 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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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对专才和 通才 进行 高下 之分 的学 术视 域, 进入 学术
文化与中产文 化既 对立 又同 质、既互 斥又 互补 的矛 盾关
系之 中, 关注 如何使 两者 取长 补短、互惠 互益, 关 注如何
使两者的同质性超越物质 范畴, 进入 良性精 神层面, 关注
如何使知识分子和作 家既有平民 立场但又 具有超 越平民
的独特性和个 体性, 关 注如 何使 文化 知识 的传 输与 理性
批判意识的培 养衔 接而 行, 使学 术研 究与 施教 弘德 并行
而进, 使美学逻辑与理性逻辑互相兼容。
对美国 20世纪 初的 通才 学者 现象 似亡 尤 存的 最终
结果的思考, 在同样是貌似学 界异端、其中 却有学 界之变
和社会之变之 丰富 征象 的易 中天 现象 在中 国初 起之 时,
在易中天等明星学者 被学界非议 但被各自 所在学 校奉为
广告资本之时, 对中国人文教 育、人文研究 以及民 族文化
意识构建扬美国之长 避美国之短尤是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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