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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名的确立与“文的自觉”

马银琴

摘 要：与“文学的自觉”相比，“文的自觉”这一命题更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在西汉以前，“文”是礼

乐、制度、经学的附属物，尚不具备本体意义上的独立地位。西汉末、东汉初，以“文”名的确立、“文人”群体的

出现为标志，中国文学才揭开了“文的自觉”的历史序幕。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王充是第一位明确讨论“文”与

“文人”独特价值与意义的人。他对“文”与“文人”存在价值、意义、历史及其功能的全方位论述，对于推动“文

的自觉”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东汉初年的王充等人，在积极肯定“文”的社会价值时，对“文”精诚由中、情

辞相称特征的强调与推崇，强化了自先秦以来文质并重的文化基因与性格，为“文以载道”的中国文学传统的

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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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钻研汉魏六朝文学，发现“文学自觉”

说是绕不过去的拦路虎。这个由日本学者铃木

虎雄首倡的命题，经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

及酒之关系》一文引述，对整个中国文学研究都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 90年代中期，孙明

君《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即对“文的

自觉”说之滥觞、嬗变作了回溯与反思［1］。至 21
世纪初，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2］，又

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来龙去脉，以及用“文学

自觉”概括中国中古文学发展规律的不合理性

作了剥茧抽丝式的阐释。但由于“文学自觉说”

已然形成的深刻影响，此文发表之后，又有多位

学者参与了这场讨论。至 2011年，李飞跃在总

结这场讨论时发现，“很少有学者对‘文学自觉

说’的概念内涵及其界定标准进行专门分析。

概念内涵的不明确与判断标准的失衡导致在这

个问题上的诸多分歧与失误，出现了大量重复

性讨论与不对称性对话。目前，这场旷日持久

的争论远没有达到观点共识或者理论提升的地

步”［3］。“文学自觉说”之所以能发生如此深刻的

影响，能引发旷日持久的争论，充分说明这个命

题确实触及到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具有根本意

义的核心问题。那么，在当下语境该如何理解

“文学自觉说”？中国文学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是否存在这样一个“自觉的时代”？如果存在，

它表现出了怎样的特征？

在梳理问题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确如李飞

跃所言，对于“文学自觉”的种种歧说，源自两个

概念的不明晰。第一个概念就是“自觉”。田瑞

文在《“文学自觉说”的争论及其理论困惑》一文

中，对既有的“自觉”说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总

结：“无论是‘魏晋说’还是‘两汉说’中都存在着

对‘文学的自觉’概念的‘前理解’。这种理解大

致有三方面，即：创作主体的独立（文学对政治

的疏离）、文学作品的审美性和文学批评的自

觉。”［4］这样一个包含着三项内容的“前理解”，

必然因其多重标准而带来种种问题，再加上学

者们各有侧重的取舍，必然引申出多种截然不

同的结论。由此而言，对“自觉”意义的理解，直

接关涉到对“自觉”问题的认识深度。因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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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自觉”的含义，是本文讨论“文学自觉”问题

的逻辑起点。

所谓“自觉”，即自我觉悟，也就是存在物对

自身的存在与意义有了明确的意识。文学作为

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它不是一种客观的自然

存在物。因此，所谓“文的自觉”，实际上反映的

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于“文”之存在与意义的觉

悟。《老子》有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

母。”对“文”的觉悟，当以“文”名的确立为起

点。换句话说，“文”名的确立，以及与此相应的

“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可以说是中国文学自

觉的开始。

“文学自觉”的讨论中，第二个让人混淆不

清的概念就是“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文

学”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今人所言“为

文艺而文艺”的“文学”，作为一个晚近的舶来

品，的确给理解中国古代的“文学”问题带来了

诸多障碍。但从根本上来说，理解和解决历史

问题最稳妥的做法是回到历史情境之中，通过

追寻当时人的思维轨迹与语言方式，分析他们眼

中的“文”与“文学”，以了解这个历史时段中人

们对“文”与“文学”的真正态度。唯如此，才能

对“文学自觉”说作出符合文学史进程的阐述。

一、先唐时期“文学”观念的演变

查检先秦史籍，“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论

语》。《先进》记“孔门四科”时云：“德行：颜渊、闵

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

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皇侃《论语集解

义疏》引范宁“文学，谓善先王典文”，把“文学”

释为“博学古文”，宋人邢昺在《论语正义》中则

以“文章博学”释之。由子夏被后世目为传经之

儒的实际看，此处的“文”与“文献不足故也”之

“文”同义，都指先王典籍。因此，“文学”的立

意，便集中在先王典籍之学上。孔门之中，子

游、子夏以精通先王的文献典籍之学而著称。

《论语》之后，《墨子》论“天志”“非命”而涉

及“为文学、出言谈”，其中“文学”之义与《论语》

相去不远。《墨子》之后，典籍中的“文学”，出现

在《商君书·外内》篇：“奚谓淫道？为辩智者贵，

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这里的“文学”，

在“先王典文”之学的基础上，意义扩大为“学

说”。在稍后于《商君书》的《荀子》中，“文学”一

词凡五见，且在《大略》篇被明确地与“学问”相

关联：“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

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在其他的

用例中，“文学”均可以“学问”释之。如《性恶》：

“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

至《韩非子》，“文学”成为一个使用频繁的

词语，共出现 16次。尽管“学问”“学说”仍是其

中“文学”一词的主要义项，但在当时特殊的历

史语境下，“文学”已经具有了特指儒家学说的

意义。如《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

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

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汉兴

之后，“文学”特指儒家学说的观点被继承并发

扬光大。如《史记·孝武本纪》云：“上乡儒术，招

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

堂城南，以朝诸侯……后六年，窦太后崩。其明

年，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文学”之官的设

置，更加强化了“文学”一名与儒学之间的关联，

“文学”甚至成为儒生的代称。发生在汉昭帝年

间的盐铁会议上，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文法之吏与

征自各地的“贤良文学”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

辩论，桓宽的《盐铁论》记载了这次辩论的盛况。

其中《论儒》中争论的主题就是儒学的功用：

御史曰：“文学祖述仲尼，称诵其德，以

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鲁、卫

之间，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为变，当世不

为治，鲁国之削滋甚。齐宣王褒儒尊学，孟

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

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当此之

时，非一公孙弘也。弱燕攻齐，长驱至临

淄，湣王遁逃，死于莒而不能救；王建禽于

秦，与之具虏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国

尊君，未始有效也。”

这里的“文学”，显然是就儒生而言的。

“文学”与儒学、儒生之间的对应关系，经魏

晋时期的过渡，在南朝出现新变。一个经常被

引用的例子就是见载于《宋书》的一段话：“时国

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

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

文学，凡四学并建。”尽管出现在这里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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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习文的学校，把它作为“文学”自觉的证据并

不妥当。但是，作为学校的“文学”与“儒学”“史

学”“玄学”的并立，从制度的层面上讲却具有实

质性的含义。因为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先秦以来

把“文学”视同“儒学”的观念，解除了束缚“文”

的最有力的绳索。此后，除了作为职官之名的

“文学”仍表现出很强的继承性，一直延续至明

清时代之外。在更多的场合，“文学”是“文”与

“学”意义的叠加，如《梁书·徐摛传》载梁武帝萧

衍为萧纲寻求侍读之人时，对周舍说：“为我求一

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5］446周

舍推荐了他的外弟徐摛。徐摛其人，据本传记

载，正是一位“文学俱长”的人：“摛幼而好学，及

长，遍览经史。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起家

太学博士，迁左卫司马。”《梁书·文学传》载录的

是“文兼学者”，《陈书·文学传》收录的，则是“学

既兼文”者。无论是“文兼学者”还是“学既兼

文”，“文学”一词的使用，都始终与近世所言“文

学”有较大的距离。因此，使用“文学自觉”的说

法来描述隋唐以前文学史发展的历史进程，的

确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概念上的障碍。但另一方

面，在“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的四学并建之

后出现的“文学俱长”的说法中，则表现出了令

人注目的“文”与“学”的疏离。疏离便意味着独

立，而独立地位的最终获得，确实是从最初的

“自觉”开始的。因此，李泽厚先生“文的自觉”

的说法，较“文学自觉说”更加切合中国文学史

的本质。尽管从李泽厚先生的论述来看，他之

所以把“文学的自觉”改为“文的自觉”，更多是

为了与“人的主题”相呼应，“文学”与“文”之间

并不存在更多的差异。但就学术意义而言，“文

的自觉”这一命题一旦提出，就是认识中国文学

史的一个新起点。

二、“文”义追踪

“文”是一个起源很早的观念。《周易·系辞

下》说“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说“五色成

文而不乱”，由此可知，最早的“文”，指色彩杂错

因而具有和谐形式美的花纹和图案，逐渐也具有

了“文字”之义。之后，“文”的使用范围逐渐扩

大，除了花纹、文字这些基本的义项之外，大凡具

有和谐美好品质的人、事、行为，都能被冠上了

“文”字加以修饰，如“声成文谓之音”，再如“文

德”“文教”“文化”“文治”等。《国语·晋语四》记载

秦穆公设宴接待晋公子重耳，重耳拟让子犯从

行，子犯说：“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子犯

所说的“文”究竟指什么？《国语·周语下》单襄公

告单顷公的一段话，道出了“文”的丰富内涵：

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祚，

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

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

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

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

由赵衰的行事以及单襄公的论说可知，“文”往

简单里说，就是在合适的时候说合适的话、做合

适的事；往复杂处说，它是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

在言语行为上的整体表现。《逸周书·谥法解》

云：“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学勤好问曰

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

文。”“文”字几乎涵括了作为君主应该具备的所

有美好的品质，这也是先秦时代“文”字经常被

用为谥号的原因。除了这些通过言语行为表现

出来的“文”，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人类文明成果的文

献典籍，就是另一种更具典型意义的“文”，即前文

提及的“先王典文”。学习和研究这一类“文”的学

问，就是被列为“孔门四科”之一的“文学”。

“文”与“辞”“言”发生直接关联，出现在春

秋时代后期。这一时期“文”与“辞”“言”连用

时，多为后者的修饰语，指动听美好的言语、辞

令。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赵文子曰：“自今

以往，兵其少弭矣。齐崔、庆新得政，将求善于

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

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这里的“文辞”，指“动

听的言辞”，“文”仍然作为“辞”的修饰语出现。

之后子产献捷于晋，因“辞顺”而折服晋人之后，

孔子称赞他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

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

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这里的

“文辞”与赵文子所言“文辞”同义，也是指动听

美好的言辞。“文”从属于“言”的修饰性显而易

见。“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突出了孔子对于“言

之文”的重视。由此而言，即使从当下流行的

“文学”观念来看，《潜夫论·论儒》所言“文学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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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仲尼”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

孔子所要论述的中心要点仍在“慎辞”之上，

《志》之语“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与“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非文辞不为功”等，在充分肯定语言

的形式因素所具有的实用效果时，鲜明地表达

了“文”从属于“言”的特点。

与《左传》以“文”饰“辞”不同，《国语·楚语

上》出现了直接以“文”指代“文词”的用例：“若

是而不从，动而不悛，则文咏物以行之，求贤良

以翼之。”韦昭注云：“文，文词也。咏，风也。谓

以文词风托事物以动行之。”尽管这里的“文”可

以依据韦昭的注文作“文词”理解，但其意义的

重心仍在强调咏物之词的形式之美，未超出

“文”指向形式之美的意义范围。

“文”所代表的形式之美以及这种美给人显

而易见的愉悦感，使古人在认识和利用其实用

价值时，也充分注意到了形式与内容之间潜在

的对立。如《老子》第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

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

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又如第八十一

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

善。”孔子也充分认识到了“巧言令色，鲜矣仁”

的事实，但与老子“绝圣弃智”“见素抱朴”的极

端选择不同，孔子站在中庸的立场上，倡导文与

质的相辅相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

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与前文所倡“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表达了基本相同的立场。“文质彬彬”

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文”可视、可

闻、可感的直观性，在客观上成为人们致力于文

而忘其质的最大推力。秦伯嫁女、买椟还珠一

类故事在战国时代的流传，充分反映了文、质之

间的矛盾，以及人们对形式之“文”下意识的追

求与重视。而策士谋臣纵横捭阖的游说论辩，

也使文词之“文”成为诸多“文”中最引人注目的

一种。因此，到西汉中前期，原来仅具有“先王

典籍”之义的“文”，开始具有了指向著述文章的

意义。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上大夫

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这里的“文”，对

应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已经超出了“先王典

文”的范畴。另外，据传为孔安国所作的《孔子

家语序》中，还出现了在西汉末年之后颇为通用

的“属文”一词。除此之外，笔者从西汉中前期

的其他典籍中未能检索到以“文”指代著述文章

的用例。由此推论，在西汉时代，宽泛的“文”

义仍然是“文”最通行的用法。

三、“文的自觉”

《汉书》中的相关内容，却出现了完全不同于

《史记》的情况。《汉书·贾谊传》说贾谊“年十八，

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同样的内容在《史

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则是“年十八，以能诵诗属

书闻于郡中”。从《史记》的“能诵诗属书”到《汉

书》的“能诵诗书属文”，这个差异恰恰说明，与

《史记》相比，《汉书》的作者对“文”的意义指向已

经有了明确的认识。除了《贾谊传》之外，“属文”

一词频见于《汉书》其他篇章。如陈汤“少好书，

博达善属文”，“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

“辟彊字少卿，亦好读诗，能属文”，“更生以通达

能属文辞，与王襃、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

十篇”，等等。颜师古在刘辟彊传文下注云：“属

文，谓会缀文辞也。”根据《汉书》的成书情况判

断，“属文”应是一个在两汉之际较为通用的语

辞。与此相照应的是，稍早于班固的桓谭（约公

元前 22—约公元前 56），已经明确以“丽文”来指

称扬雄赋作了：“余少时见扬子云丽文高论，不量

年少新进，猥欲逮及，尝激一事而作小赋，用精思

太剧，而立感动致疾病。”［6］52《文心雕龙·通变》中

曾有相关论述：“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

刘、扬言辞，常辄有得。”由此可知，在桓谭时代，

“文”已经被作为著述文章的名称来使用了。但

是，这种使用更多地体现为积习的惯性，“文”自

身的存在价值还未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之后，

王充的出现，使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与班固同时代的王充（27—约 97），是历史

上第一个明确讨论“文”与“文人”独特价值与意

义的人。在《论衡·超奇》篇中，王充把“杼其义

旨，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

连篇章者”称为文人、鸿儒。针对当时存在的

“安危之际，文人不与，无能建功之验，徒能笔说

之效”的质疑，王充充分地论述了文人、鸿儒们

“笔墨之文”的价值与功用。他说：

心思为谋，集札为文，情见于辞，意验

于言。商鞅相秦，致功于霸，作《耕战》之

“文”名的确立与“文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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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虞卿为赵，决计定说行，退作《虞氏春

秋》。《春秋》之思，赵城中之议；《耕战》之

书，秦堂上之计也。陆贾消吕氏之谋，与

《新语》同一意；桓君山易晁错之策，与《新

论》共一思。观谷永之陈说，唐林之直言，

刘向之切议，以知为本，笔墨之文，将而送

之，岂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言哉？精诚

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是故鲁连飞书，

燕将自杀；邹阳上疏，梁孝开牢。书疏文

义，夺于肝心，非徒博览者所能造，习熟者

所能为也。①

正是基于对“情见于辞，意验于言”“感动人

深”“夺于肝心”的“笔墨之文”的充分肯定，王充

从“著文”的角度，把经生文士分成了“儒生”“通

人”“文人”“鸿儒”：

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

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

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

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

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以超

之奇，退与儒生相料，文轩之比于敝车，锦

绣之方于缊袍也，其相过远矣。

在中国文学史上，尽管“文人”一词产生很

早，但明确用以指代“上书奏记”之人，却是从王

充开始的。据刘勰《文心雕龙·定势》所引，桓谭

曾用“文家”之说：“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华而不

知实核，或美众多而不见要约。”而王充不但频繁

地使用“文人”，还对“文人”群体的范围有了明确

的界定：“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同期

的傅毅《舞赋》中有“文人”一称，“文人不能怀其

藻兮，武毅不能隐其刚”，亦明确地传达了“文人”

以文词藻饰见长的特点。而比较巧合的是，魏文

帝曹丕《典论·论人》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亦

由傅毅与班固说起：“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

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

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这是否可以说，在曹丕

看来“自古而然”的“文人相轻”的历史，就是从王

充界定“文人”群体范围的东汉初年开始的呢？

王充对被他视为文人代表的桓谭等人作出了高

度的评价，《论衡·超奇》中曾记有他的论述：“自

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笔能

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

观见其文，奇伟俶傥，可谓得论也。由此言之，繁

文之人，人之杰也。”从王充对桓谭等人的充分肯

定中，我们能够更进一步深刻地体会到《汉书》以

“能属文”来描述一个人所具有的意义。

从《论衡·书解篇》开首一句“士之论高，何

必以文”的质疑，联系西汉末年扬雄的“悔其少

作”，可知在儒学占绝对主流的两汉之际，人们

对以辞赋为典型代表的“文”是否有存在的价值

存在着很深的怀疑。因此，面对这样的质疑，王

充奋起为“文”辩护。他首先引用《易·系辞》“圣

人之情见乎辞”，以天文地理的自然造化为说，

提出了“人无文，则为朴人”的说法。之后他又

以“著作”与“说经”为标准，把在当时界限并不

十分明了的文人儒者区分为“文儒”与“世儒”两

类：“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世儒当

时虽尊，不遭文儒之书，其迹不传……汉世文章

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扬子云，其才能若

奇，其称不由人。世传《诗》家鲁申公、《书》家千

乘欧阳，公孙，不遭太史公，世人不闻。”在这里，

他明确把以陆贾、司马迁等人为代表的“汉世文

章之徒”归入“文儒”行列，既是为以著述为业的

“文章之士”寻找立身的价值与存在的根本，同

时也表现了他试图通过“文儒”之名，把“文”纳

入作为主流的儒学价值体系的努力。

除了充分肯定“文”的价值，明确界定“文人”

群体的范围，肯定“文儒”在传述“世儒之业”方面

不可或缺的作用之外，在《论衡·佚文》篇，王充还

对周秦至汉以来“文”与“文人”的历史作了梳理

与评说。他视孔子为“周世之文人”，把历史上的

“文”分为“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

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五类，在

对“五文”的比较之中，着重对“造论著说之文”进

行了相关论述：“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何

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

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

为也。”“五文之中，论者之文多矣，则可尊明矣。”

除此之外，他还以扬雄与班彪为榜样，再三强调

了“文人之笔”的特殊价值与品质：“扬子云作《法

言》，蜀富贾人赍钱十万，愿载于书。子云不听，

曰：‘夫富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

安得妄载？’班叔皮续《太史公书》，载乡里人以为

恶戒。邪人枉道，绳墨所弹，安得避讳？是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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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不为财劝，叔皮不为恩挠，文人之笔，独已公

矣。贤圣定意于笔，笔集成文，文具情显，后人观

之，见之正邪，安且妄记？足蹈于地，迹有好丑；

文集于札，志有善恶，故夫占迹以眼足，观文以知

情。”王充对“文”与“文人”多方位的论说，充分说

明，班固、王充生活的东汉初年，是“文”与“文人”

之名确立并开始产生影响的时代。王充对“文”

与“文人”的充分论述，为推动“文的自觉”发挥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

时代更晚于班固、王充的王符（约 85—约

163），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这一时代“文”的自

觉。《潜夫论·务本》有云：

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

之文，以求见异于世，品人鲜识，从而高之，

此伤道德之实，而或蒙夫之大者也。诗赋

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

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今赋颂之徒，苟为

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

怪于世，愚夫戆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

思，而长不诚之言者也。

王符的观点，与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

丽以淫”的看法并无本质的区别。但与扬雄独举

“辞人之赋”不同，“雕丽之文”突破了“词人之赋”

的限制，把所讨论的范围由“赋”扩大到了“赋颂

之徒”以外“学问之士”所著之“文”上。至此，

“文”已然成为“会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的

文质综合体。在批判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

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的同时，雕饰文辞，籍华

叶之言述有实之事、抒哀乐之情，亦成为东汉文

人自觉主动的追求。《后汉书·傅毅传》云：“永元

末，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骃主簿。

迁大将军，复召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

章之盛，冠于当世。”至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

置鸿都门学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

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7］341。鸿都门学

设立之后，尽管因其与宦官、外戚集团的复杂关

系，遭到了士族儒林的激烈反对，但从“文的自

觉”的角度来看，这一事件却也反映了汉末“文”

风渐重的真实。生活于其时的刘熙，在解释“文”

名时，便充分地肯定了它“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

文绣然也”的特征。之后，魏文帝曹丕作《典论·
论文》，由“文人相轻”论起，以“四科八体”立说，

为“文”划定了明确的范围；魏明帝青龙四年（236
年），“置崇文观，征善属文者以充之”［8］107，文人由

此获得了专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与晋升之途。

综合上述讨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确存在

着一个“文的自觉”的过程。对于这个过程，我

们可以作如下的总结：在西汉之前，“文”是礼

乐、制度、经学的附属物，尚不具备本体意义上

的独立地位。西汉末、东汉初“文”名正式确立，

“文人”群体开始出现，“文”的功能与价值获得

了充分的肯定。扬雄的《法言》、桓谭的《新论》、

班固的《汉书》、王充的《论衡》，这些作品的出现

体现了“文”名确立之后，文人主动为文的自觉，

他们从创作主体与阅读体验的层面上，开启了

“文的自觉”的时代大门。在东汉文人有意识的

追求中，人们对文的概念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

于是出现了刘熙《释名》“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

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的解释。刘熙

《释名》对“文”的解释，从概念上肯定了“文”独

立自足的本体意义；此后，魏文帝曹丕以一篇

《典论·论文》，从理论上宣告了“文”的独立；而

崇文观的设置，则从制度上确立了“文”独立的

地位。从东汉初年王充为“文”呐喊，到曹魏时

代崇文观的设置，“文”由开始自觉而最终独

立。去除儒学束缚且获得当政者大力称赞和支

持的“文”，由此走上了繁荣发展的历史之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王充对“文人”与“笔

墨之文”的充分肯定，及王符对赋颂之徒“苟为

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的批判中，

可以发现，东汉初年的文人在充分论述和讨论

“文”的价值与意义时，并没有把形式上的雕文

饰词视为“嘉令之文”的重要标准。他们所追求

的是“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的情辞相称，是

“精诚由中”“情见于辞，意验于言”的载道与言

志。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对由孔子“文质彬彬”

所奠定的情辞相称、旨富词文的审美观的遵循

与继承。司马贞在《史记索引后序》中比较《史

记》与《汉书》之优劣时曾说：“其班氏之书，成于

后汉。彪既后迁而述，所以条流更明，是兼采众

贤，群理毕备，故其旨富，其词文，是以近代诸儒

共行钻仰。”“其旨富，其词文”的评价，充分而准

确地点明了以班固、王充为代表的东汉初年文

人所追求的“书文奇伟”“奇伟俶傥”的文儒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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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因此，范晔才会用这样的词句来评价东汉

文坛：“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

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淫

费。”［9］2658在“文”开始自觉的时代，东汉文人对

“文”精诚由中、情辞相称特征的强调与推崇，确

定并强化了中国文学文质并重的基因与性格，

为“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从而也规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走势。如前文所

言，形式之“文”可视、可闻、可感的直观性，在客

观上往往成为人们致力于文而忘其质的最大推

力，表现在诗赋文章方面，就是对丽词文句的追

求。汉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史上，类似于“竞为侈

丽闳衍之词”的追求形式之文的冲动，曾多次甚

嚣尘上，但对之如影随形的批评与纠偏，总会让

为文的主流回归到文质并重、情辞相称的载道

之河。即使在今天这样文学娱乐化的时代，这

样的坚守亦时时可见。网传格非在“茅盾文学

奖”获奖感言中有这么一段话：

司马迁的遗产对于今天的写作者而

言，往往意味着出神入化的叙事技巧、奇崛

瑰丽的修辞方法、错综含蓄的文体结构以

及朴素华美的语言风格，也许很少有人会

想起司马迁当初的叙事抱负和写作使命。

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学写作日趋娱乐化的时

代，司马迁的伟大抱负对我们是一个必要

的提醒。因为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文学

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矫正力量。文学写作不

仅仅关乎娱乐和趣味，也关乎良知，关乎是

非，关乎世道人心。

格非的这段话中对文学作为“矫正力量”的强调，

对“关乎良知，关乎是非，关乎世道人心”的认同，

表现出了最具中国传统文人典型气质的特征。

（本文初稿完成后，同道许继起、程苏东、蔡

丹君、高晓成、郜同麟诸君，以及我的学生胡霖，

都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注释

①王充《论衡·超奇》。引文据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

“新编诸子集成”1990年版。下同。

参考文献

［1］孙明君.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J］.北京大

学学报.1996（6）.
［2］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J］.中国社会科

学.2005（2）.
［3］李飞跃.“文学自觉”说辨证［J］.中州学刊.2011（1）.
［4］田瑞文.“文学自觉说”的争论及其理论困惑［J］.黔

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2）.
［5］〔唐〕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6］〔汉〕桓谭著，朱谦之注.新辑本桓谭新论［M］.北京：

中华书局，2009.
［7］〔宋〕范晔著，〔唐〕李贤注.后汉书·灵帝纪［M］.北

京：中华书局，1965.
［8］〔西晋〕陈寿.三国志·明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

1959.
［9］〔宋〕范晔著，〔唐〕李贤注.后汉书·文苑传［M］.北

京：中华书局，1965.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me of“Wen”and“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Wen”

Ma Yinqin

Abstract：Compared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literature, the consciousness of Wen(writings or texts)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ior to the Western Han Dynasty,“Wen”is the appurtenance of the ritual and
music system,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Confucian classics，it did not get the ontological independence position.
At the end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me of
"Wen"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group of“literati”, marked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Wen, which opened the historical
prelude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In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Wang Chong was the first one to discuss the uniqu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Wen”and“literati”．His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n their values, significances, histories and functions of
Wen and literati, played a decisive role to promot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Wen. At the same time, the literati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represented by Wang Chong, emphasized and sang high praise for the characteristic of Wen, such as sincerity
from the inner heart, coordination of the emotion and the expression，which strengthen the culture genes and the culture
character of equally valuing outward grace and solid qualities since pre-Qin Dynasty，and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that is“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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