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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平：用邊界理論來研究沈從文和香港文

學

2017-11-01 由 胡小飛 發表于文化

黃子平 文學評論家，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1977級畢

業。現為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講座教授。論著

有《沉思 的老樹的精靈》《文學的「意思」》《倖存者的文學》《革命·歷史·
小說》《邊緣閱讀》《害怕寫作》及《遠去的文學時代》等。參與編著《文

化：中國與世界》 叢書、《漫說文化》叢書以及《中國小說》年選。

日前，文學評論家黃子平在深圳舉行了題為「沈從文與左翼文學的糾葛」的講

座，話題涉及沈從文與丁玲、胡也頻的恩怨糾葛，與左翼文學的理念爭論，沈

從文後期創作等，新的材料和觀點讓現場書友獲益匪淺。25日，他再次來深，

做客鳳凰書院，講述「沈從文後半生的幾個瞬間」。在兩次講座的間隙，晶報

記者專訪了黃教授，聽他暢談自己的沈從文研究，以及在其他一些領域的研究

心得。

沈從文研究還是要回到人性角度

晶報：您近年醉心於研究沈從文，您和沈從文先生有過交往麼？

黃子平：沒有交往，我一個師兄叫凌宇，專門研究沈從文。他和沈從文是老

鄉，都是湖南龍山苗族人，他經常去拜訪沈從文。有一次他準備了20多個問題

寫在一張單子上去採訪沈從文，但沈從文不跟他聊文學，總和他聊鄉下的事

情，對他的問題都是三言兩語就打發了(笑)。沈從文那段時間給很多青年學者

回信，主題只有一個，就是勸大家不要研究他，理由很奇怪：研究我對你們沒

好處。

晶報：您研究沈從文是從大學時候開始的麼？

黃子平：不是，我正式研究沈從文其實是去年年初才開始。我覺得凌宇和趙園

研究沈從文都很好了，都給他們講完了(笑)。去年人民大學文學院要我做一個

系列講座，我就說講沈從文吧，算是正式來研究沈從文，當然我一直在讀沈從

文的文章，然後又看到一些以前未見的材料，覺得還是有些自己的東西可以講

講。

晶報：您研究的立足點是什麼？

黃子平：我覺得還是要回到人性這個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沈從文說的，他要建

一個希臘小廟，裏邊供奉的是人性。上世紀八十年代沈從文和朱光潛兩個老朋

友重新見面，沈從文給朱光潛講他的文物研究，講匠人的生命如何凝聚在綢緞

衣飾罈罈罐罐而傳之久遠。朱光潛正在翻譯意大利思想家維柯的《新科學》，

覺得沈從文的工作對他理解維柯大有啟發。這裏的核心概念就是人性，人文主

每日頭條

首頁 健康 娛樂 時尚 遊戲 3C 親子 文化 歷史 動漫 星座 汽車 家居 情感

找不到想看的？搜索看看！

https://kknews.cc/archive/20171101/
https://kknews.cc/culture/
https://kknews.cc/
https://kknews.cc/
https://kknews.cc/health/
https://kknews.cc/entertainment/
https://kknews.cc/fashion/
https://kknews.cc/game/
https://kknews.cc/digital/
https://kknews.cc/baby/
https://kknews.cc/culture/
https://kknews.cc/history/
https://kknews.cc/comic/
https://kknews.cc/astrology/
https://kknews.cc/car/
https://kknews.cc/home/
https://kknews.cc/emotion/
https://kknews.cc/tech/


2019/7/10 黃子平：用邊界理論來研究沈從文和香港文學 - 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zh-hk/culture/5xa83gl.html 2/7

義。當然人性的概念後來被解構主義給解構了，有人就此覺得人性是一個虛構

的神話。現在研究界的鐘擺又往回擺，要重新回到人文主義的角度來閱讀、理

解文本，強調一種閱讀倫理，用類似一種師徒教學的方式來傳遞人文精神。復

旦大學的張新穎老師，就覺得我們一向把沈從文讀「小」了，沒有認識沈從文

的「大」，他們提出來「天地」這個概念，「天地之大德曰生」，發生了很多

殘酷的事情，悲慘的事情，不幸的事情，可是人們還是得活下去，生生不息地

活下去。

晶報：您的講座主題之一是沈從文與左翼文學，您認為沈從文和左翼文學是對

立的麼？

黃子平：理念上可算是對立的，沈從文一直批評左翼文學的公式化寫作，寫來

寫去都「差不多」，批評他們是高爾基或辛克萊的題材、寫法的二道販子。他

覺得左翼文學作家基本上是住在租界裏道聽途說，根本不了解農村、不了解農

民、不了解社會，而憑概念寫作。但在個人交往上，沈從文不參加任何組織，

在左中右派里都有很好的朋友。

晶報：那蕭紅的《呼蘭河傳》和葉紫的《豐收》等算左翼文學吧？他們應該算

了解農村吧？

黃子平：左翼陣營有時候不知道拿蕭紅怎麼辦，不好定位。她的作品中，最符

合左翼文學標準的《生死場》被視為其代表作，而《呼蘭河傳》和《小城三

月》等名作則遭受冷遇。至於她的《馬伯樂》，從誕生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

長達四十年間，只有一篇評論。蕭紅本來要去延安的，到了西安就沒去了，倒

是蕭軍去了。像寫《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丁玲就算左翼文學作家。葉紫可算

作左翼作家，《豐收》魯迅寫過序，其實很概念化。

晶報：您被大雨阻礙的另一個演講題目是《沈從文後半生的幾個瞬間》。您打

算講沈從文晚年哪些瞬間？

黃子平：會講幾個點，第一個是參加土改。沈從文從精神崩潰中恢復過來以

後，很想回到「群」裏邊來，參加土改是一個機會。他做了很多前期的準備，

請教有經驗的丁玲等老朋友。他其實一直很抗拒階級話語，想想他在參加土改

這種大規模的階級鬥爭時會有什麼反應，這很有意思。那個時候他有很多書信

留下來——土改家書，這個今天討論的人比較少，講得比較多的是土改時他在

垃圾堆里撿到一本《史記》，藉《史記》講「有情」與「事功」，他怎麼參加

鬥地主這種階級鬥爭沒人關注。

第二個是1956年他是全國政協委員，有機會到處走走。在走的過程中，他重歸

舊地就會回憶以前的事情，哪一年在哪裏發生了什麼等等。我關注「回憶」在

沈從文後半生中起的作用，這種回憶對他晚年生命帶來的滋養。

第三個是1966年到1976年他的人際關係，包括親情、友誼等，大家討論得比

較多的都是沈從文在這段時間堅持不懈的文物研究方面。我則更多關注他在這

個時期的人情、親情，很多都讓人非常感動。舉個例子，在離鳳凰很近的地方

有個銅仁(貴州地名)，有一年沈從文回到鳳凰，有三個銅仁來的貴州人，見到

沈從文就下跪，可沈從文並不認識這三個人，原來這三個人曾在北京走投無

路，沈從文給了他們回家的路費，當時沈從文已經不記得這些事情了，張兆和

就說其實發生了很多這種事情。浩劫中的親情、人情，把沈從文凸顯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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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報：沈從文解放前寫小說，解放後轉到文物研究，這兩段經歷有什麼同與不

同？汪曾祺曾說沈從文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學，您也指出沈從文的考古研究

是抒情氣質和科學條理的完美結合，和他的文學創作方法相通。

黃子平：現在很多研究者確實想把這兩者(小說創作和文物研究)統一起來，建

構類似「形象史」、「抒情考古學」這樣的研究領域。我感興趣的是「邊界理

論」，可以參考俄國思想家巴赫金的「邊界理論」(邊界理論是巴赫金思想的重

要組成部分，強調文化的多元性，承認邊界的歷史性，關注發生在邊界的行為

和事件，肯定越界的合法性，是巴赫金看待世界、看待文化的重要方式)，包括

邊城的邊，張家界的界——界其實是湘西一帶非常重要的概念，三省交界等。

後來沈從文研究服裝史，衣服其實就是身體和世界的邊界，人的主體是由邊界

構成的。這是一個研究設想，把沈從文研究和巴赫金的邊界理論結合起來。

香港小說家很有想法，想法很可貴

晶報：您主編的「香港散文典藏」出了香港版和內地版，廣受好評。當初編這

套書的緣起是什麼？在編輯選稿以及資源整合(牽扯到幾家出版社)上有什麼趣

事？

黃子平：這是基於一種判斷，如果香港文學分別看不同的文體，散文成就最

高。編的緣起是香港中華書局100周年，想出一套叢書，大家討論結果是香港

散文值得出一套典藏。關於選誰、選題什麼的討論了很久，最後定的是9本，

其實編倒是不太難，因為好的文章一看就知道，最大的麻煩就是版權問題。我

們都在責怪中華書局，你在香港100年，香港這麼多優秀的作家的書都給其他

出版社出了，現在要出典藏版，還要一家家去談版權，費老鼻子勁了。過去

100年中華書局都在出古籍啊、文物啊、食譜啊，這也可能是香港出版分工的

問題，文學書香港三聯書店出的比較多。

晶報：我們知道，散文是香港文壇長盛不衰名家迭出的一種文體，也是香港文

學高峰，您怎麼看待香港的散文傳統？

黃子平：香港散文一個比較重要的園地是專欄，這也是中國現代散文的重要陣

地。報刊副刊專欄寫作是一個很好的傳統，幾個專欄作家固守在一個版上，天

天寫，好像一棟公寓樓，每人守一塊，大家成為鄰居，彼此的感覺好像「我樓

上那位」似的。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當然後來也分化了，包括飲食、旅遊、政

治、文化等主題，但會堅持，有的是每天寫，有的是七個女子分着寫一星期，

專欄叫「七好集」。每星期寫一篇，那也是堅持啊。天天寫，這就是一種生

機。

晶報：香港散文的興起與報紙發達有着密切關係，如今新媒體湧現，比如在內

地，報紙不再是稿件主流平台，香港散文有沒有這種問題？

黃子平：我倒是還沒太注意到香港的新媒體。我還很好奇人們怎麼在手機里看

文章，因為社交媒體里大家都是曬一些食物啊、小孩啊、寵物啊，寫文章的倒

是不多。香港我知道有個新媒體平台——端傳媒辦得還不錯，它以一些記者寫

的深度新聞為主，還有一些書評，港台作者文章也有，寫得很有深度。

晶報：相比散文，香港的詩歌、小說在華語文壇並沒有太大的競爭力，您怎麼

看香港詩歌小說的現狀和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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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平：我有一個判斷是，香港小說家還是很有「想法」的，包括台灣的小說

家，雖然他們不一定寫得很多，但幾乎每一篇每一部都很認真，都在思考小說

的「本質」，小說能做的事情是什麼。而內地的小說家好像很能寫，文筆也不

錯，但有些沒有「想法」，連形式上的追求也欠奉，像余華、蘇童等人還是八

十年代那種寫法，當然他們不斷地在寫。

也許香港作家的文字跟不上想法，但「想法」很可貴，給我們一種讀了會覺得

「小說原來可以這樣寫」的感受，比如方言小說，國內我知道的就一個上海話

的《繁花》。北方方言雖然容易引入普通話寫作，但是提煉不夠，比如老舍以

前寫的北京方言，是提煉為文學語言的。湖南的周立波以前寫《鄉村巨變》，

會融入一些方言，今天湖南作家有沒有繼續？韓少功還會寫一點，他對語言很

感興趣，《馬橋詞典》嘛，我覺得方言小說是很值得注意的。

晶報：董啟章、黃碧雲是近年香港小說界的標誌性人物，您看他們的作品麼？

怎麼評價他們這批中生代作者？

黃子平：我讀他們的小說。董啟章讀起來比較累，黃碧雲就讀得很開心。黃碧

雲自己就說她不用考慮生計的問題，她老公賺錢，她自己就琢磨小說。她會花

很多時間、下很大的工夫去寫一個不長的小說，比如《烈佬傳》，採訪一個老

人——他曾是一個香港黑社會的打手，還吸毒，現在老了，她採訪了很多很多

次，最後凝練成一本很薄的長篇小說，在國內大概沒有人會這樣去做。

晶報：近年來對身份的焦慮似乎成了香港的社會病，而事實上香港一直以來就

有着身份的焦慮症。您覺得香港文壇的中生代、新生代作者在這個社會問題的

表達上有相關作品麼？

黃子平：身份認同是香港文學持之以恆的一個主題，當然表現形式會不一樣。

關於歷來的社會動盪主題，香港作家都不是很直接地去描寫現實，都會轉換一

下、消化一下。描寫香港社會動盪主題的書倒不是很多。

今天的身份焦慮問題越來越激烈，我的理解是，它是一個全球化的直接反應，

在這個「平」的世界上，原來不怎麼接觸的人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密集接觸。比

如歐洲難民的問題、墨西哥移民的問題。首先是資源，資源有限的時候，你就

會劃出一個界線，提出分享資源的資格問題。身份焦慮和身份認同不光是香港

的問題，它是一個全球的問題。創造一個有利於身份融合的社會環境，好像越

來越難了。

讀者多少比文學地位高低更重要

晶報：作為文學評論家，您對目前中國文壇有着怎樣的觀察？對年輕一代的作

者有了解麼？您曾說自己讀到余華就不怎麼看中國小說家作品了，為什麼？

黃子平：我現在真的不敢回答類似的問題，因為我讀得很少。我以前是一年三

百六十天讀小說，人家問我有什麼好小說，我就很有把握推薦，說出個甲乙丙

丁。現在反過來到處問人家有什麼好小說，沒想到朋友們都很自豪地說：「我

早就不讀小說了」。(笑)

我的閱讀幾乎就到余華、賈平凹這些人為止。我一直和學生說，批評應該是批

評同時代人的作品，今天的新生代寫作者很寂寞，因為老一輩批評家都不讀今

天的新生代的小說，而他們的同代批評家都是研究、批評上代人。我發現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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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幸運，他們有自己的主張，會抱團，成立詩社，他們會主張什麼樣的詩才

是好詩。

晶報：1985年，您與陳平原、錢理群一起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和

一般文學史分的近代、現代、當代文學分類有什麼不同？能簡單介紹下背景和

訴求麼？

黃子平：這個概念消解了兩個時間點，一個是1919年，一個是1949年，用當

時的說法，是把「近代、現代、當代文學」的劃分「打通了」。那兩個時間點

是用來界定「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階

段的，因而是一個純政治的劃分，未必符合一個世紀的文學發展的歷史。

晶報：您們在《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指出20世紀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文學

的一個世紀，您認為今天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地位如何？接下來會如何發

展？

黃子平：「世界文學」仍然是一個烏托邦想像，儘管各民族的作家、作品和讀

者的交流交往前所未有地頻密了，但中國文學還在「走向」之中。中國作家拿

到國際大獎也不少了，諾貝爾獎，卡夫卡獎，雨果獎，但是最重要的是，讀者

到底有多少？我現在不太在意「地位」一類的問題了，「拿來」也好，「走出

去」也好，「軟實力」也好，都不是文學家要關心的。

晶報：聽說您已經結束了人大的教授工作，返回香港。您現在的生活狀態是怎

樣的？

黃子平：我退休前，那些已退休的人就警告我說「你退休之後會更忙」，我還

不信，現在發現真的比退休之前還忙。

晶報：您現在有沒有成型的寫書、編書計劃？

黃子平：手頭還有一些稿子沒整理出來，但現在沒有太多空閒機會來做。我一

直都是寫散篇文章為主，比較抗拒專題、成體系的專題寫作。比如關於沈從文

的研究並不多，幾篇而已，還在到處「亂講」。(笑)大概明年會把關於沈從文

的一些研究、演講集結成書。

晶報：之前聽您說曾有過兩個讀書計劃，一是從法國大革命讀起，讀此後發生

在世界上的一次次革命的書；一是關於俄國文學，您完成了麼？您還有這樣龐

大的讀書計劃麼？

黃子平：哦，那是上大學的時候自己制定的，沒有完成，因為後來發現越來越

多的書，來不及讀。倒是俄國小說很多都讀了，先是托爾斯泰、後來是陀斯妥

耶夫斯基，再就是契訶夫一路讀了很多，很喜歡。

現在沒有這種成體系的讀書計劃，又回到我更年輕的時候的讀書「壞習慣」，

就是同時讀三四本書，隨便抓到什麼讀什麼。隨便翻開就讀，也未必讀完。

晶報：最後，請跟《晶報》讀者分享下您的讀書方法與閱讀心得。

黃子平：我覺得我的這種讀書方法都不能推薦給別人，就是魯迅主張的「隨便

翻翻」讀書方法。現在更糟糕，又要網上閱讀，隨便點點，更淺更泛，重要的

是會停下來，做點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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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章
想像力、語言與文學
2016-06-18

燕舞這是一場遲到了十年的採訪。2006年夏，時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的黃子平出版了隨筆集

《害怕寫作》，他從「寫作與權力的關係」維度反思，「是誰給了你寫作的權力、寫作的資格，就憑

那幾張體制認可的學位證書麼——我感到害怕」。黃子平還坦承，「傳說倉頡造字的那天，『天雨

粟，鬼夜哭』。

沈從文的希臘小廟（節選）
2016-06-29

編者按：沈從文先生文章的美感即來源於此。精英文人的小說，有時

候有一種苦難感，文學裏的緊張、躁動感佔了許多空間。浪漫派的小

說家在吟哦，寫實主義者有了控訴的聲音。這些路徑不同，各臻其

妙，有了自己的審美維度。自從廢名出現，小說的安寧的氣味出現了。在不動聲色的表達里，審美的

路在慢慢變動。

劉川鄂：夏志清是發現經典的「智勇之士」
2014-01-21

記者歐陽春艷19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榮休教授、中國文學評論家夏

志清的葬禮在美國紐約坎貝爾殯儀館舉行，享年92歲。53年前，夏志

清用英文寫出《中國現代小說史》，發掘了一批被忽略和遮蔽的作

家，扭轉了中國現代文學的閱讀與歷史敘述。

梁鴻談袁凌新書《我們的命是這麼土》：「土」是一種世界觀
2016-07-05

我是袁凌的忠實讀者，從他的《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從出生地開始》到這本書，我一直非常喜歡袁

凌的文字。《我們的命是這麼土》跟他之前的幾本非虛構著作不一樣，是一本小說集。我先讀他的散

文，後讀到他的小說，覺得他的散文和小說既有不同，也有相通之處。

香港的聲音
2016-01-16

——評也斯《灰鴿試飛：香港筆記》向敬之雖然只活了六十五歲便隨

白雲遠去，雖然文藝創造跨越詩歌、小說、散文、攝影、評論……
但，也斯的寫作、研究和教學，留給讀者的，更多的是一種最能體現

香港文化的亮度和溫度。

回味金庸——香港書展向俠道致敬
2016-07-25

新華社香港７月２３日電（丁梓懿 黃宇徹）２３日，香港會展中心演講廳，來自台灣的盲人青年李堯

正在「我與金庸——全球華文散文徵文獎」的頒獎禮上分享他與金庸的故事：父親突然離世促使他寫

下一篇震動心靈的作品——《金庸筆下的生離死別》，獲得了公開組一等獎。

對話許子東
2018-08-14

許子東圖/本刊記者梁辰「如果今天的年輕人，能夠多些了解近幾十年

來中國發生的事，無論如何是對國家對人民都有好處…

民國時期嚴重被低估的那些作家，你同意嗎？
2017-06-23

蕭紅：代表作：《生死場》《呼蘭河傳》《小城三月》等她是我最喜

歡的女作家，夏志清說過：沒有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評論蕭紅的

作品，是「最不可寬恕的疏忽」。這一點我深表同意。她和呂碧城、

石評梅、張愛玲更是被稱為「民國四大才女」，這些人中要麼早逝，要麼命途多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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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軒解讀兒童文學：孩子的故事是成年人的鏡子
2017-05-31

適逢「六一」兒童節臨近，曹文軒帶着他的新小說《穿堂風》歸來。自從去年獲得「國際安徒生獎」

後，曹文軒就一直在探索他的小說之「新」， 新的含義包括「新的思考」「新的理念」「新的氣

象」，當然作為得獎後的第一部作品，《穿堂風》也是他文學創作的新起點。

談談汪曾祺的語言，兼及其他
2017-06-04

（在汪曾祺逝世二十周年紀念的當口，聽到有人質疑汪，論調不外政治打頭，文學壓後。政治的事

情，三言兩語就可說完，至於後者，大致被質疑的是汪的語言就是口語白開水，是前輩魯迅沈從文開

出文學語言新境之後的倒退云云。這些高論，無論證，只給出「果實」，實在讓讀的人不明所以。

黃永玉的文學行當
2016-10-18

【光明讀書會】光明日報記者吳娜整理編者按今年92歲高齡的黃永玉

先生，在過往的人生中，始終用藝術的眼光發現生活的美，用真誠的

情懷記錄不同時代的風土人情，足跡遍及湘西、閩南、上海、香港、

北京以及世界多地。他用筆畫下走過的山山水水，也用筆寫下所見的人情與風俗。

汪曾祺：最後的士大夫，最後一個純粹的文

人，三所大學成就了他！
2016-10-02

汪曾祺的創作處於一個特殊的時期，就是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等開始

盛行，人們開始運用更加民主和自由的觀點來反映文革時期的一些問

題，來實現自己某方面的政治訴求。而汪曾祺恰恰反其道而行，追求一種小農的，桃花源式的精神實

質。是一種純粹的文人精神上的自我實現。

餘澤民：隨着身份尷尬解除，你的生命會趨近

自由
2017-02-16

餘澤民現代化的電子設備可以讓採訪變得方便快捷，不容迴避的是，

面對面交談更能挖掘出東西。人與人之間，若想深入交流，還真得促

膝而談。俗話說，四目相對若情人嘛。不過，餘澤民好像不受這個道理約束。因為余則民長年定居匈

牙利布達佩斯，當面採訪頗為困難，記者只好藉助於郵件和微信。

現代文學的「現代性」｜一個常考常新的問題
2018-06-29

發軔於啟蒙時代的現代性，因其優越的現代化文化，對中國近代及以

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現代性從西方到東方，從近代到當代，它是

一個『家族相似的』開放概念。

思郁：汪曾祺說中國散文坏於楊朔和劉白羽
2016-09-10

少時讀書，無法可循，無經典可參照，讀的大多數是一些雜七雜八的

書，很多都是名作家選集或者名篇選集之類的讀物，認識汪曾祺就從

這些選集中獲取的印象。現在回想起來，都是名家，為啥偏偏對汪曾

祺的文字印象最深？大概就是感覺到他的文字與那些主旋律的名家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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