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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交往的学术批评应然伦理规范建构
———以«顾明栋中国文学研究的强制阐释»为例

焦鹏帅

(西南民族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ꎬ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　 要〕学术批评应建立基于社会交往伦理原则的学术规范:应坚持真诚、友好商榷的态度ꎻ应以学术为

中心ꎬ以文本为依据ꎬ以理服人ꎻ应建立在对批评者文本、理论、方法、目的和思想完整理解和严密逻辑思考之上ꎬ
而不是非理性地对被批评者进行“扣帽子”和“打棍子”ꎬ超越文本ꎬ任意发挥ꎻ学术批评者应有与被批评者 “比

肩思维”的能力ꎻ应超越二元对立偏见ꎬ以一种超政治、跨国界的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视野和格局ꎬ对学术事实本身

进行客观评价ꎬ而非先入为主地以有色眼镜看待一切西方理论ꎬ进行主观性人身攻击和政治站位ꎻ学术批评不是

吵架ꎬ不是只看缺点ꎬ不见优点ꎬ一味情绪化、概念化单向定性输出ꎬ而应是有理有据理性地双向交互式探讨ꎮ 希

望能为学术批评正常、理性、友好地开展提供借鉴与参考ꎮ
〔关键词〕学术批评ꎻ强制阐释ꎻ伦理规范ꎻ文学研究ꎻ论证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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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学术乃天下公器ꎮ 正常的学术批评是社会

交往的一部分ꎬ是学界交流思想ꎬ互通有无ꎬ发现

不足ꎬ推动学术发展的必要路径和方式ꎮ 但在当

下ꎬ学界有些学者为博眼球ꎬ蹭热度ꎬ达到迅速发

表的目的ꎬ不惜以主观偏见对他人文字断章取

义ꎬ牵强阐释ꎬ乱扣帽子ꎬ表现出令人遗憾的学术

态度和做法ꎮ 刘毅青和郭楚楚的一篇批评文

章———«顾明栋中国文学研究的强制阐释» (下
称:刘郭文)ꎬ〔１〕 对顾明栋的两篇文章«孝顺情

结: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俄狄浦斯情结» 〔２〕 和«郁

达夫的‹沉沦›:中国一个被流放的俄狄浦斯» 〔３〕

提出了尖锐的批评ꎮ 本文以刘郭文为例ꎬ对其立

论、观点、动机和论证等进行深入分析ꎬ旨在正本

清源ꎬ提出学术批评应建立合乎基本学术伦理规

范的六条建议ꎮ

二、顾文“强制阐释”中国文学了吗

刘郭文开门见山ꎬ直指顾文以“俄狄浦斯情结

分析中国文学没有能够避免以西释中但

其结果不过是以西方理论对中国文学进行强制阐

释ꎬ剥夺了中国文学具有的真实意义”ꎮ〔４〕

其论点有几处值得再商榷ꎮ 其一ꎬ作者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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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里是中西二元对立思维方式ꎬ不能“以西释

中”ꎮ 众所周知ꎬ中西文学或理论都是人类的精

神和学术遗产ꎬ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自我生存状

态的描写ꎮ 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ꎬ
其异质性毋庸置疑ꎬ但因其异质性就抹杀了其作

为描写和反映人及其所在社会的共性ꎬ将西方理

论视为“洪水猛兽”ꎬ不能观照中国文学实践ꎬ这
种逻辑显然不符合学界的方法论共识ꎬ经不起推

敲ꎮ 或许ꎬ作者想通过这种“政治正确”ꎬ表现他

的“文化自信”ꎬ其实真正的文化自信ꎬ不在于

“以西释中”或“以中释西”ꎬ而在于是否能以宽

阔的胸襟接纳融合全人类的共同精神文化学术

遗产ꎬ为我所用ꎬ促我发展ꎮ 正是这种“旋涡模

式”ꎬ〔５〕化“他者”为“我用”ꎬ不断反观、丰富完善

自我ꎬ才成就了中国几千年来丰富多元精彩的文

学作品及文论ꎮ 刘郭文指出的“传统中国文学理

论性不足的问题”其实已经不言自明地指出了我

国文学理论的自身问题ꎬ对于传统中国文学理论

的局限和问题ꎬ不敢正视ꎬ一味提出“用中国阐释

中国”ꎬ〔６〕不是陷入自我阐释、自我论证的逻辑自

循环的无效论证吗? 这对于中国文学和理论的

发展与突破又有何裨益呢?
其二ꎬ刘郭文指出顾文“不过是以西方理论

对中国文学进行强制阐释ꎬ剥夺了中国文学具有

的真实意义”ꎮ “强制阐释”是张江提出的概念ꎬ
文中对其作了清晰的概念界定:“指背离文本话

语ꎬ消解文学指征ꎬ以前在立场和模式ꎬ对文本和

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效果图和结论的阐释”ꎬ〔７〕

其特征有四:“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

明”和“混乱的认识路径”ꎬ〔８〕 “‘强制阐释’论希

望捍卫文本的自主性(相对于阐释者)和文学的

自主性(相对于政治、经济等非文学领域)ꎬ坚持

一个确定的文本具有‘本身的确定意义’ꎬ这意

义能为多数人所认同”ꎮ〔９〕 在后续的«再论强制

阐释»中ꎬ张江指出:“对阐释者而言ꎬ阐释的对

象是开放的ꎬ应当允许阐释者任意阐释”ꎬ〔１０〕 “阐
释对象亦可分为两类:一是ꎬ独立于阐释主体之

外的自在之物ꎬ或为与主体意识毫无关联的自然

现象ꎬ或为与人的主体意识密切相关的精神现

象ꎬ可称之为外在对象ꎮ 二是ꎬ阐释主体自我ꎬ其
心理ꎬ其意识ꎬ其反思ꎬ包括情感和意志ꎬ可称为

内在对象”ꎮ〔１１〕

根据以上定义和概念阐释ꎬ不难看出ꎬ中国

文学作品作为阐释对象ꎬ是开放的ꎻ顾明栋作为

阐释者ꎬ是自由的ꎮ 他有选择视角和理论来阐释

他心目中的中国文学作品的自由ꎬ展现他基于自

身学识素养ꎬ去借用他者的理论或视角去发掘中

国文学作品中不被重视的底层结构、范式的学术

能力ꎮ 更何况顾文在对中国几部典型小说的详

细论证后ꎬ明确指出“对俄狄浦斯欲望的憎恶或

反对总是决定了俄狄浦斯情结在特定的文化及

文学作品中的特定表现形式”ꎮ〔１２〕 再者ꎬ陶东风

指出:“‘强制阐释’的核心是强制ꎬ它是通过权

力强行推行的一种牵强阐释”ꎮ〔１３〕顾明栋只不过

是一位学者ꎬ不存在依靠权力的“强制阐释”ꎮ
刘郭文无视顾文的结论、论证过程和写作目的ꎬ
断章取义ꎬ以简驭繁ꎬ草率得出顾文“以西方理论

对中国文学进行强制阐释ꎬ剥夺了中国文学具有

的真实意义”的结论ꎬ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先声夺

人的“强制阐释”吗? 更何况ꎬ“剥夺了中国文学

的真实意义”为何? 从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具体篇

什探讨突然上升到“中国文学”这个宏大的整体

概念ꎬ是不是在偷换概念? 退一步说ꎬ刘郭文声

称“剥夺了中国文学的真实意义”ꎬ那么中国文

学的真实意义是什么? 刘郭文能给个定论吗?
如果能ꎬ那中国文学还能称其为文学吗? 毕竟ꎬ
文学不是历史叙事和实践记录ꎬ虚构性和开放性

才是其根本属性ꎬ一旦给文学作品人为定义真

假ꎬ推行非此即彼的绝对性阐释ꎬ那中国文学赖

以“自在”的根本基础即轰然倒塌ꎮ 不难看出ꎬ
刘郭二人才是真正“剥夺”中国文学自主性和文

学性的人ꎮ
此外ꎬ王宁指出ꎬ“即使是强制阐释本身ꎬ也

有合法的强制阐释与不合法的强制阐释之分ꎻ此
外ꎬ还有成功的强制阐释与失败的强制阐释之

分ꎮ 合法的强制阐释可以导致理论的创新ꎬ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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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的强制阐释本身就会被人们所忽视ꎬ更无法

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ꎮ 同样ꎬ成功的强制阐释

所导致的是一种新的理论概念或范式的诞

生”ꎮ〔１４〕通过顾文对中国文学作品个案的考察ꎬ
不难看出他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创新性理解和针

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创新性阐释与发展ꎬ同时他的

阐释是基于文本细读对中国文学的深层结构给

予了一种新的认知和解读ꎬ属于合法的“强制阐

释”ꎮ 刘郭文对顾文的关注和激烈的先入为主、
上纲上线、语焉不详、概念不清的批评ꎬ不正是一

种非法“强制阐释”吗?
综上ꎬ顾文不过是通过细读几篇中国小说ꎬ

以西方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解释ꎬ为理解中

国传统小说提供一种新的认知和理解ꎬ刘郭文却

上纲上线ꎬ从对文学作品的具体探讨无限延异至

“中国文学”这一宏大概念ꎬ犯了“偷换概念”ꎬ概
念不清的逻辑错误ꎮ 下文将进一步深入论证刘郭

文逻辑混乱ꎬ硬性主观定性的霸权主义批判逻辑ꎮ

三、顾文“歪曲了儒家道德伦理”了吗

刘郭文指出:“顾明栋歪曲了儒家道德伦理ꎬ
认为俄狄浦斯情结‘隐晦地体现为父母要求子女

孝顺以及子女对父母尽孝’ꎬ将中国文化中的

‘孝顺情结’强行阐释为源自欧洲文化的‘俄狄

浦斯情结’ꎮ” 〔１５〕 此一段批评存在着一个根本性

概念错误:“孝顺情结”是顾明栋对几篇文学作

品中一个主题构建ꎬ不是什么“中国文化中的孝

顺情结”ꎬ更不是刘郭文所批评的“顾明栋将中

国的‘孝顺’视为‘俄狄浦斯情结’”ꎮ〔１６〕 儒家思

想中只有“孝顺”的伦理观念ꎬ没有“孝顺情结”ꎮ
刘郭二人依靠偷换概念的手法给自己的文章立

论ꎬ是违反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的ꎮ 错误的立论

导致了全文错误的批评逻辑和论证方法:刘郭二

人先用一个错误概念进行主观定性ꎬ再找出牵强

的证据ꎬ最后得出错误的结论ꎮ 那么ꎬ到底“顾明

栋歪曲了儒家道德伦理”了吗? 我们还是回到刘

郭文的论述和顾文里来一探究竟ꎮ
首先ꎬ刘郭文声称的“儒家道德伦理”是什

么? 我们需要搞清楚ꎬ然后再来看顾文是否真的

“歪曲”了ꎮ 众所周知ꎬ孔子依周文化重人伦的

传统ꎬ首提“仁学”为核心ꎬ兼顾义、礼、智、信的

道德学说ꎮ 汉儒在先秦四德说、忠孝论、礼乐说

基础上ꎬ发展三纲五常说ꎮ 宋代以降ꎬ理学兴起ꎬ
继续维护纲常名教ꎮ 明清继续发展ꎬ提出“忠孝

节义”新四德说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说ꎮ
此时对待儒家道德伦理ꎬ也有不同声音:王夫之

提出文化日新说ꎬ黄宗羲攻击君主专制ꎬ颜元高

扬经世致用ꎬ戴震批判纲常名教ꎬ谭嗣同批三纲

五常惨祸剧毒ꎬ直到近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彻底批判以至现代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ꎮ
不难看出ꎬ儒家道德伦理是一个动态且褒贬

不一的历史概念ꎮ 不知刘郭文中提出的“顾明栋

歪曲了儒家道德伦理”理据何在? 在他心目中ꎬ
儒家道德伦理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和实体呢?
至于其文中所说顾文认为“俄狄浦斯情结‘隐晦

地体现为父母要求子女孝顺以及子女对父母尽

孝’ꎬ将中国文化中的‘孝顺情结’强行阐释为源

自欧洲文化的‘俄狄浦斯情结’”更是无理无据ꎮ
顾文开宗明义指出ꎬ“在中国文化中ꎬ俄狄浦

斯情结的重要地位是不存在的ꎮ 与其他非西方文

化不同ꎬ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几乎没有任何有

记载的含有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文学作品ꎮ 
然而我认为ꎬ中国文学ꎬ尤其是古典文学中俄狄

浦斯情结的缺失仅仅强调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

化的区别ꎬ并证明了深深植根于儒家道德体系的

中国文化对人们的强大情感压抑ꎮ 我认为ꎬ
俄狄浦斯情结是具有普遍性的概念ꎬ但由于家庭

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同ꎬ不同文化的文学作品对

俄狄浦斯情结的反映也有所不同ꎮ 在古代中国ꎬ
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认为任何乱伦的幻想

都是严格的禁忌ꎬ因此在社会生活和文学作

品中都不可能找到明显的俄狄浦斯情结主题ꎮ
然而ꎬ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确存在俄狄浦斯式的人

物ꎬ只不过是有所扭曲的俄狄浦斯形象可以

说ꎬ孝顺或社会责任的道德约束决定了俄狄浦斯

情结的发展过程ꎮ 孝顺的文化强制性对俄狄浦

—６７—

　 ２０２２. ６学术批评



斯情结的完全决定性引出了我的研究中最重要

的论点:对俄狄浦斯欲望的憎恶或反对总是决定

了俄狄浦斯情结在特定的文化及文学作品中的

特定表现形式ꎮ” 〔１７〕

顾文清晰地表达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

几乎没有任何有记载的含有俄狄浦斯情结的中

国文学作品”ꎬ〔１８〕刘郭文不能全面深刻理解

顾文真正观点ꎬ对其明确指出的观点视而不见ꎬ
断章取义ꎬ偷换概念ꎬ任意定性ꎬ完全不是正常学

术批评应有的态度和方法ꎮ 同时刘郭文对于自

己提出的论点“儒家道德伦理”也未有明确的阐

释和界定ꎬ只是“扣帽子”“打棍子”ꎬ歪曲理解顾

文的真正用义和表达ꎬ这完全违背了学术批评应

有的真诚、理性、客观、公正的社会交往伦理道德

规范ꎮ

四、顾文“没有辩证地看待弗洛伊德的

精神分析”吗

　 　 刘郭文指出:“顾明栋没有辩证地看待弗洛

伊德的精神分析ꎬ他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一种普

遍的人类心理ꎬ缺乏根据ꎮ 他全盘接受弗洛伊德

的性压抑理论ꎬ将泛性论一贯到底ꎮ” 〔１９〕 刘郭二

位学者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表现出极为肤

浅甚至完全错误的理解和阐释ꎬ比如他们声称

“梦是性欲愿望的满足ꎬ精神病则为性欲的代替ꎬ
按弗洛伊德的意思ꎬ人不是别的ꎬ只是一种性欲

的动物ꎬ而且还只营一己的乱伦的性欲的生

活”ꎬ〔２０〕等等ꎬ弗洛伊德要是地下有知ꎬ一定会跳

出来予以驳斥ꎮ 在此ꎬ本文无暇给刘郭二位补上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课程ꎬ只是指出一

小点以说明二人对精神分析理论的认识是何等

浅薄ꎮ 释梦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ꎬ «梦的解

析»是弗洛伊德最重要的杰作ꎬ弗洛伊德曾将其

核心观点归纳成一句话:“梦是一个无意识愿望

的满足”(Ａ ｄｒｅａｍ ｉｓ ｔｈｅ ｆｕｌｆｉｌｌ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ｗｉｓｈ)ꎬ〔２１〕

愿望有多种多样ꎬ并不仅仅涉及性欲ꎬ这怎么是

刘郭二位声称的“梦是性欲愿望的满足”ꎮ 弗洛

伊德还用一句话说明释梦为何重要:“释梦是通

向大脑中无意识活动知识的康庄大道” (Ｔｈｅ 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ｅａｍｓ ｉｓ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ｒｏａｄ ｔｏ ａ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ｄ)ꎮ〔２２〕

弗洛伊德最关心的是人的无意识ꎬ而不是性欲ꎬ
他从来没有把人类视为“只营一己的乱伦性欲生

活的性欲动物”ꎬ更没有把“精神病视为性欲的

代替”ꎬ恰恰相反ꎬ他的研究说明ꎬ人因为愿望得

不到满足而患神经症正是人不同于动物的差别

之一ꎮ 刘郭二位连“精神病”和“神经病”都不分

还有什么资格去诋毁弗洛伊德?
我们且抛开刘郭二人的知识储备不足ꎬ还是

以证据和逻辑分析来看看顾文是否如刘郭文所

批评的那样“照搬弗洛伊德的性压抑理论”ꎮ 笔

者遍查顾文ꎬ终于查到顾文原文是“我认为ꎬ俄狄

浦斯情结是具有普遍性的概念ꎬ但由于家庭结构

和生活方式的不同ꎬ不同文化的文学作品对俄狄

浦斯情结的反映也有所不同”ꎮ〔２３〕 姑且不论刘郭

文将顾文“普遍性的概念”偷换为“普遍的人类心

理”ꎬ最重要的是故意无视顾文强调的后半部分ꎬ
断章取义ꎬ任意阐释ꎮ 并且“他全盘接受弗洛伊

德的性压抑理论ꎬ将泛性论一贯到底”的指责更

是无端指控ꎮ 顾文明确指出:“我的研究表明ꎬ与
西方文学作品相反ꎬ完全表现了索福克勒斯戏剧

中激烈俄狄浦斯冲突的作品在中国文学中是很

少见的我们可以把中国文化中的俄狄浦斯

情结称为‘沉默的情结’ꎮ 这一情结的分裂使得

这一表现更复杂ꎮ 我的分析表现了个人与

大众紧密相关ꎬ性欲与道德紧密相连ꎬ个人满足

是与家庭利益捆绑在一起的ꎮ” 〔２４〕 不难看出ꎬ顾
文明确界定了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俄狄浦斯情结

的差异化表现ꎬ指出了中国语境下ꎬ俄狄浦斯情

结的“个人与大众紧密相关ꎬ性欲与道德紧密相

连ꎬ个人满足是与家庭利益捆绑在一起”特征ꎬ不
知刘郭文的结论从何而来ꎬ还是主观臆断而为?

同时ꎬ顾文明确指出:“我所分析的这些中国

文学作品中的俄狄浦斯情结没有那么明显、那么

普遍、那么有推理性ꎬ但是却更加丰富多彩、更加

具有多面性ꎮ 这也许表明了俄狄浦斯情结不是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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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抽象、笼统的概念ꎬ而是具有包容性的理

论ꎮ 在特定的文化中ꎬ弗洛伊德以及其他西

方理论家论述的俄狄浦斯冲突的某些方面可能

会受到压抑ꎬ或者转移成无伤大雅的表现形式ꎬ
或是曲解为其他的形式ꎬ使得我们通常都不会将

其与俄狄浦斯情结联系起来ꎮ” 〔２５〕这里顾文一方

面指出“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俄狄浦斯情结没有那

么明显”ꎬ另一方面ꎬ又指出“俄狄浦斯情结不是

固定、抽象、笼统的概念ꎬ而是具有包容性的理

论”ꎬ如果这都不算辩证地看待弗洛伊德的精神

分析ꎬ那么ꎬ请问怎么才算是呢? 这种对他人的

完整文本视而不见ꎬ断章取义ꎬ歪曲理解ꎬ妄下谬

论的批评ꎬ其真实用意何在? 难道仅仅是哗众取

宠ꎬ赚取人们的关注吗? 需要学界深思ꎮ

五、“精神分析属于心理学ꎬ难以证实

也难以证伪”吗

　 　 刘郭文指:“精神分析属于心理学ꎬ难以证实

也难以证伪ꎬ将俄狄浦斯情结作为文学阐释的角

度实则就是以阐释主体预设为主ꎬ忽视了文本ꎬ
也掩盖了作者的真实意图ꎬ陷入自圆其说的非逻

辑证明中ꎮ” 〔２６〕的确ꎬ学界有一种“唯科学论”将
精神分析划归心理学范畴ꎬ试图用证实或证伪的

方法来证明它是一种自然科学的论调ꎮ 但我们

也看到诸多西方哲学课或书籍〔２７〕 将弗洛伊德的

精神分析归结为 ２０ 世纪的伟大哲学ꎮ 哲学是科

学的前身ꎬ科学是哲学的后演ꎬ这点无须过多解

释ꎮ 我们也看到为探明人类心理深层的活动机

制ꎬ行为心理学和计量心理学等学科应运而生ꎬ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尝试去破解人类内心活动的

密码ꎮ 刘郭文此结论的前提预设是把精神分析

视为自然科学ꎬ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本质上说

属于社会科学和哲学范畴ꎮ 弗氏的精神分析本

身不是要去证实或证伪什么ꎬ而是去解释人类纷

繁复杂各种行为以及整个人性活动背后的深层

原因ꎮ 鉴于此ꎬ一个前提预设一旦错误ꎬ后面势

必会得出错误的结论ꎮ
其次ꎬ刘郭文指顾文“将俄狄浦斯情结作为

文学阐释的角度实则就是以阐释主体预设为主ꎬ
忽视了文本ꎬ也掩盖了作者的真实意图ꎬ陷入自

圆其说的非逻辑证明中”ꎮ〔２８〕 首先ꎬ顾文并未将

俄狄浦斯情结作为文学阐释的角度ꎬ顾文明确声

明:“我的研究表明ꎬ与西方文学作品相反ꎬ完全

表现了索福克勒斯戏剧中激烈俄狄浦斯冲突的

作品在中国文学中是很少见的ꎮ 公开表示对异

性父母性欲的作品就更少了ꎮ” 〔２９〕 前文有述ꎬ此
不赘ꎮ 顾文明确指出:“我认为ꎬ俄狄浦斯情结是

具有普遍性的概念ꎬ但由于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

的不同ꎬ不同文化的文学作品对俄狄浦斯情结的

反映也有所不同ꎮ” 〔３０〕不难看出顾文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的客观理性精神:一方面承认俄狄浦斯情

结作为概念的普遍性ꎬ同时又承认因文化、家庭

结构和生活方式不同ꎬ其表现形式不同的实然

性ꎮ 如果认真读过顾文的话ꎬ相信任何一个读者

都不会得出顾文“忽视文本”的结论ꎬ顾文里对

中国文学中的几篇文学作品的深入骨髓的分析

恰恰证明了他的研究是立足于扎实的文本分析

基础之上ꎬ而不是像某些批评者不深入全面细读

他者的文章ꎬ便妄加断言ꎬ草率作出结论ꎮ
再则ꎬ文学作品一旦涉及阐释ꎬ必然牵涉主

体性的前理解、知识储备和认知能力ꎬ必然展现

的是研究者基于自身前理解、知识储备和认知能

力对文学作品进行理解的个人“偏见”ꎮ 这是由

于人这个主体性的发挥使然ꎮ 正如德国现代哲

学诠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所言ꎬ一切阐释都

是首先从个人“偏见” 出发ꎬ因此ꎬ没有不存在

“偏见”的文学研究ꎮ 再说大一点ꎬ几乎所有人

文社科研究都必然掺加了作者个体认知ꎮ 没有

不预设前提的研究ꎬ几乎所有人文社科研究都是

有预设前提的ꎮ 而真正较为客观理性的文学研

究应该根据个人的学养和理论储备ꎬ提出一个理

论和文本相契合的观点ꎬ然后通过文本细读ꎬ去
揭示这个观点是否具有现实解释力和说服力ꎬ同
时发现它的盲区ꎬ弥补它的不足ꎮ 真正的学者是

会根据自己对文学文本的解读ꎬ不断调适自己的

理论预设ꎬ进行动态化管理ꎬ以使自己的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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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信有效ꎮ 综观顾文的研究思路ꎬ正是按照以

上所述展开:一方面承认俄狄浦斯情结是一个普

遍性的概念ꎬ另一方面又根据中国文学的具体表

现手法和文化特性ꎬ指出由于家庭结构和生活方

式的不同ꎬ不同文化的文学作品对俄狄浦斯情结

的反映也有所不同ꎮ 同时ꎬ文学之所以称为文

学ꎬ正是因为其主题、思想、理念、审美等的开放

性和复义性才使其成为文学ꎮ 一切试图挖掘文

学作品作者真实意图的努力几乎全是研究者的

一厢情愿ꎮ 因为ꎬ作品既成ꎬ作者离场ꎮ 剩下的

阐释权即交给读者和研究者ꎮ 即便作者能重新

在场ꎬ那也是不可靠的“后文本意图”ꎮ 因此ꎬ一
切声称对文学作品真实意图的研究或发掘ꎬ都不

过是研究者的一厢情愿ꎮ 再试问ꎬ哪一篇文学研

究不是研究者努力让自己的理论预设和文本研

究进行不断调适ꎬ达到自圆其说呢? 因此ꎬ刘郭

文所述“将俄狄浦斯情结作为文学阐释的角度实

则就是以阐释主体预设为主ꎬ忽视了文本ꎬ也掩

盖了作者的真实意图ꎬ陷入自圆其说的非逻辑证

明中”是缺乏文学研究常识的体现ꎬ是贻笑大方

的任性指责ꎮ

六、顾文的“论断陷入逻各斯中心主义

的窠臼”了吗

　 　 刘郭文指“顾明栋的论断陷入逻各斯中心主

义的窠臼ꎮ 表面上顾明栋是将西方的俄狄浦斯

情结中国化ꎬ实质上是对西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

的照搬ꎬ以西释中”ꎮ〔３１〕 这是该文所批评的强制

阐释的“场外征用”的生动表现ꎬ顾文是研究中

国文学几篇作品的论文ꎬ根本与“逻各斯中心主

义”风马牛不相干ꎮ 如果硬要拉上逻各斯中心主

义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ꎬ我们需要厘清“逻各斯

中心主义”这个概念ꎮ 逻各斯中心主义( Ｌｏｇｏ￣

ｃｅｎｔｒｉｓｍꎬ亦称逻辑中心主义)源于希腊词

(言说和言说的内容)ꎬ引申义为理性、思想和逻

辑等内涵ꎬ是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由德国哲学家路德

维希克拉格斯(Ｌｕｄｗｉｇ Ｋｌａｇｅｓ)提出的哲学概

念ꎬ即把词汇和语言看作是对外部现实的根本表

达的西方科学和哲学传统ꎮ 笔者在此不想过多

展开话题ꎬ只想揭示其本质ꎮ 逻各斯中心主义

“其突出特点在于把意义、实在法则视为不变之

物ꎬ把它们作为思想和认识的中心ꎮ 逻各斯中心

主义不仅设置了各种各样的二元对立ꎬ如主体与

客体、本质与现象、必然与偶然、真理与错误、同
一与差异、能指与所指、自然与文化等等ꎬ而且为

这些对立设定了等级ꎬ对立双方在那里不是一种

对等的平衡关系ꎬ而是一种从属关系ꎬ第一项每

每处于统治地位和优先地位ꎬ第二项则是对第一

项的限制和否定”ꎮ〔３２〕

简言之ꎬ“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二元对

立ꎬ但又不平等关系的一种思维方式或认知世界

的哲学观ꎮ 刘郭文指责的意思仿佛是说顾文写

作思路陷入西方表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式的“逻
各斯中心主义”ꎮ 其实只要认真读一遍顾文就不

难发现ꎬ顾文并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俄狄浦斯情

结来分析中国文学ꎬ同时顾文里也并未体现出丝

毫“西高中低”的情绪或偏见ꎬ而只是遵照学术

无国界的思想ꎬ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ꎬ去探查一

下中国文学作品中是否具有俄狄浦斯情结的主

题ꎮ 通过对中国文学中的人物深层次心理和情

感的分析ꎬ试图去发掘或解释这些人物行为背后

的深层作用机制ꎬ其目的是融通中西文学理论和

实践ꎬ在中西文学理论和实践之间搭建起一种可

共同对话的机制和路径ꎬ避免自说自话ꎬ无法沟

通ꎮ 上文有述ꎬ此不赘ꎮ 如果说对这种表层行为

的深层心理探讨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ꎬ那
刘郭文“表面上顾明栋是将西方的俄狄浦斯情结

中国化ꎬ实质上是对西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照

搬ꎬ以西释中”这种指责逻辑不正是“逻各斯中

心主义”思维方式的体现吗?
在刘郭二人看来ꎬ“逻各斯中心主义”好像

是个十恶不赦的“坏理论”ꎮ 须知我国国家意识

形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里的物质 /意
识、现象 /本质、偶然 /必然、真理 /谬误等等ꎬ本身

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体现ꎮ 难道刘郭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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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批判吗? 当然ꎬ笔者并不想漫延话题ꎬ只是想

强调学术批评应该就事论事ꎬ上来就用“某某主

义”来给他人“扣帽子”ꎬ浑然不觉指责他人的逻

辑也同样反映在自己身上ꎬ这种批评完全不该是

一个学者应具备的逻辑训练和应有的学术批评

伦理ꎮ

七、作为社会交往的学术批评规范和伦理

诚然ꎬ学术批评是推动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的

必要活动和环节ꎮ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学术规范»指出:“应大力倡导学术批评ꎬ积极推

进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讨论、相互交流与学

术争鸣”ꎮ〔３３〕学界只有大力开展学术批评ꎬ才能

谈透一个问题ꎬ廓清一个问题ꎮ 学界对某一理论

或成果的批评是促进作者进一步深思ꎬ完善该理

论和成果的契机ꎮ 上文提及的张江教授的“强制

阐释”理论一经发表ꎬ近几年出来很多针对此理

论的批评文章ꎬ为该理论的深化和完善起到了积

极的正面推动作用ꎮ 这是一个良性学术批评的

案例ꎬ对推动“强制阐释”的深化与完善起到了

很好的推动作用ꎬ促使张江教授 ２０２１ 年进一步

著文深入阐释完善该理论ꎬ在学界形成了“强制

阐释”研究热点ꎮ 客观而论ꎬ一个学者的研究成

果发表出来ꎬ能有其他学者关注并给以真诚友善

的批评ꎬ这是对一个学者学术成果的最大的奖赏

和认可ꎬ说明该学者及其学术成就有影响力ꎮ 不

同学者因学术背景不同ꎬ理解认知必然会有所差

异ꎬ学术批评需要的正是不同视角、方法带来的

认知互补ꎬ这样才能推动一个理论或观点发展完

善ꎮ 反之ꎬ如果一个学者的学术成果出来ꎬ无人

问津ꎬ反倒说明这个学者在学界影响力不足ꎬ观
点成果还不被学界认可ꎮ

笔者以为ꎬ学者首先是一个社会人ꎬ然后才

是一位学者ꎮ 学术批评其本质也是一种社会交

往行为ꎬ应遵循一定的社会交往伦理原则和规

范ꎮ 学术批评一旦发表ꎬ即从私域转向公域ꎬ必
然会在学界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ꎬ学界必然会对

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的双方研究进行检验ꎮ 因此ꎬ

作为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均应遵循良好的社会伦

理规范和原则ꎬ按照一定的学术批评伦理要求来

进行ꎮ 根据格赖斯(Ｈ. Ｐ. Ｇｒｉｃｅ)提出的对话合作

四原则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ꎬ ＣＰ): 量的准则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质的准则(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关系准则(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和
方式准则(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 ｏｆ Ｍａｎｎｅｒ)ꎮ〔３４〕 刘郭文违

反了“量的准则”———超越文本ꎬ上纲上线ꎻ违反

了“质的准则”———说的都是自知是虚假的话ꎬ
说的话缺乏足够证据支持ꎻ违反了 “关系准

则”———指责偷换概念ꎬ以偏概全ꎻ违反了“方式

准则”———语言缺乏礼貌ꎬ漏洞百出ꎮ 鉴于此ꎬ笔
者尝试提出如下六项学术批评应然伦理规范ꎬ为
学术批评正常开展提供原则参考ꎮ

首先ꎬ学术批评应该坚持真诚、友好商榷的

态度ꎬ遵循必要的社会交往礼貌友好准则ꎮ 在哈

贝马斯看来ꎬ交往意味着人们交流思想ꎬ以便达

成共识并被理性的论据说服ꎬ即便不能达成共

识ꎬ理性也是人们交往的第一原则ꎮ〔３５〕 学术批评

本身即是一种社会交往ꎬ礼貌是一个学者作为社

会中人ꎬ与人交往的起码准则ꎮ 礼貌不仅是对他

人的尊重ꎬ也体现了批评者的自身修养和学养ꎮ
刘郭文以«顾明栋中国文学研究的强制阐释»为
题ꎬ直指被批评者顾明栋教授ꎬ不是就事论事ꎬ以
诚意探讨商榷ꎬ而是盛气凌人、咄咄逼人ꎬ既不礼

貌ꎬ也不得体ꎮ 真诚礼貌友好的学术批评既是一

种态度ꎬ也是一种方法ꎬ更是一种能力ꎮ 这不仅

体现在一个学者行文治学的语言层面ꎬ也能反映

出一个学者的学品和人品ꎮ
其次ꎬ学术批评应以学术为中心ꎬ以文本为

依据ꎬ以理服人ꎮ 从刘郭文的«顾明栋中国文学

研究的强制阐释»一文批评逻辑、论证过程来看ꎬ
对被批评者的文本断章取义ꎬ不是先事实ꎬ再判

断ꎬ以理服人ꎻ而是先定性ꎬ再依他的偏见ꎬ找到

所谓的“证据”ꎬ强词夺理ꎮ 从上文的分析不难

看出ꎬ刘郭文对顾文的批评ꎬ完全违反了学术批

评的正常理路和规范ꎬ不是商榷探讨ꎬ而是以对

被批评者的观点或理论一知半解的断章取义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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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定性ꎬ以批倒对方为目的ꎮ 这违反了«高等学

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中的“学术批评

应该以学术为中心ꎬ以文本为依据ꎬ以理服人”学
术批评伦理准则ꎮ〔３６〕

其三ꎬ学术批评应建立在对批评者文本、理
论、方法、目的和思想完整理解和严密的逻辑思

考之上ꎬ而不是非理性地对被批评者进行“扣帽

子”和“打棍子”ꎬ超越文本ꎬ任意发挥ꎮ 综观上

文所述ꎬ刘郭文对顾文的批评完全是片面理解顾

文ꎬ然后以一种非逻辑、非理性的预先定性ꎬ后找

“理据”ꎬ主观任意发挥ꎮ 其批评方法完全不符

合一个学者进行学术批评应具有的学术批评伦

理规范ꎬ也没有体现出其应有的逻辑素养ꎮ 逻辑

素养是学者的一种基本能力ꎬ也是其理性的表

现ꎬ失去了逻辑和理性ꎬ只剩下情绪的宣泄和先

入为主的偏见ꎮ 要想全面完整理解被批评者的

学术观点和思想ꎬ就必须系统、动态、全面理解被

批评者的学术成果ꎬ而非局部、静态、片面地抓住

局部ꎬ不见整体ꎮ 刘郭文批评的顾文其实是顾明

栋教授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年的旧文ꎬ且在书中前言ꎬ顾
明栋教授明确指出:“本书收入的文章最早的发

表于 １９９３ 年ꎬ最晚的发表于 ２００６ 年ꎮ 时间的跨

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笔者探讨如何在久经研

究的作品和课题中发现新意的心路历程”ꎮ〔３７〕 如

果刘郭二人稍稍留意一下该书的前言及作者后

续诸多文章著作的学术观点和研究理路ꎬ动态

地、而非静态地ꎬ全面地、而非局部地观照ꎬ就不

会仓促得出难以服众的结论ꎮ
其四ꎬ学术批评者应与被批评者有“比肩思

维”的能力ꎮ 如果批评者的学术视野、学术格局、
学术修养、学术能力不及被批评者ꎬ就难免陷入

批评错位ꎬ不得要领ꎬ让本应严肃的学术批评沦

为“蹭热度”或“碰瓷”ꎮ 如果读过顾明栋教授的

全部著作ꎬ就不难发现ꎬ他一生旨在跨越中西二

元对立的思维方式ꎬ消弭传统中西二元政治划

界ꎬ让学术超越国界和政治偏见ꎬ努力构建中西

文论和思想融合的“大人文”学术研究理路、方
法和实践ꎮ ２０２１ 年顾教授新近出版的专著 Ｆｕ￣

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ꎬＰｏｅｔｉｃｓꎬ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中西语言、诗学、
美学批评视域的融合») 〔３８〕正是其一生学术努力

的完美诠释ꎮ 遗憾的是ꎬ刘郭二人根本不读顾明

栋教授的所有文章ꎬ只是断章取义ꎬ主观臆测ꎬ便
轻率结论ꎬ这即是学术批评者不及被批评者学术

视野、学术格局、学术修养和学术能力的实证ꎮ
“比肩思维”同时也是一种共情能力ꎬ即批

评者是否能站在被批评者的角度去思考被批评

者所写所思的真正目的和旨归ꎮ 共情能力不仅

是社会交往的一般准则ꎬ更是学术批评的基本规

范ꎮ 如果一个人不会移情ꎬ换位思考ꎬ就不能明

白他者的真正所思所想ꎬ必然产生认知错位ꎬ达
不到真正有效交际的目的ꎮ 同理ꎬ学术批评上ꎬ
批评者如果不能与被批评者共情ꎬ只会产生不得

要领的个人主观偏见ꎬ批不得题ꎬ批不到点ꎬ让学

界和被批评者付之一笑ꎬ不予置评ꎬ达不到学术

批评应有的有来有往的真正目的ꎮ
其五ꎬ学术批评应该超越二元对立偏见ꎬ以

一种超政治、跨国界的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视野和

格局ꎬ对学术本身事实进行客观评价ꎬ而非先入

为主地以有色眼镜看待一切西方理论ꎬ进行主观

性的人身攻击和政治站位ꎮ 刘郭文对顾文的批

评整体是建立在中西二元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

偏见上ꎬ而非建立在基于学术共同体的事实分析

基础上ꎬ照此逻辑ꎬ西方文论课全可以取消ꎬ因为

西方文论是西方的ꎬ而非基于中国文学实践的ꎮ
因此ꎬ得出“表面上顾明栋是将西方的俄狄浦斯

情结中国化ꎬ实质上是对西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

的照搬ꎬ以西释中”的谬论ꎮ 诚然ꎬ中国的文学作

品有其自身的文化特殊性ꎬ但由于中国的文学作

品本身也是写人或事ꎬ基于人性的普遍性ꎬ西方

文学或相关理论当然可以用来对中国文学进行

观照ꎬ以期发现这些理论在中国文学实践上的有

与无ꎬ呈现或变形ꎮ 一味强调民族性、独特性ꎬ那
只能闭门造车ꎬ无法与西方文学理论界进行友好

对话ꎬ更无益于彰显中国学术和中国学派ꎬ建构

世界文学共同体的伟大历史使命ꎮ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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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ꎬ学术批评不是吵架ꎬ不是只看缺点ꎬ不
见优点ꎬ一味情绪化、概念化单向定性输出ꎬ而应

是有理有据理性地双向交互式探讨ꎮ 从刘郭文

的语言行文上来看ꎬ奉行的就是一种先用宏大概

念进行定性ꎬ再从顾文中断章取义进行牵强论

证ꎮ 这种先预设结论再找论据的方式ꎬ违反了学

术研究的基本论证规范ꎬ是一种“移的就箭”式

的强权论证逻辑ꎮ 这种论证逻辑是以批倒被批

评者的目的为先ꎬ而不是以事实为基础的理性论

证方式ꎮ 这种非理性、宏大概念化的先定性ꎬ后
找理据的论证方式违反了学术批评作为社会交

往应有的学术规范和伦理规范ꎬ也是一个学者进

行学术研究、学术批评的大忌ꎮ 这种批评方式不

是理性的学术争鸣ꎬ而是强词夺理ꎻ不是学术研

究ꎬ而是别有用意的学术挑刺ꎬ甚至给人以无理

取闹的感觉ꎮ

八、结　 语

有学者曾在«文艺研究»上就开展理性的学

术批评时指出:“如果远离雅正批评ꎬ一意酷评ꎬ
就是过分自我中心的表现ꎮ 真正的批评应当是

善意的批评ꎬ它不仅指主观上的努力ꎬ还指基于博

观之上的自我反思ꎬ它以追求真知为目标ꎮ” 〔３９〕 通

过对刘毅青、郭楚楚的文章进行概念、逻辑、论证

等方面的深入分析ꎬ不难看出ꎬ作为批评者ꎬ作者

本应该实事求是ꎬ通过文本分析以理服人ꎬ但却

上纲上线ꎬ先扣上一堆帽子ꎬ什么“以西释中”
“逻各斯中心主义” “强制阐释” “支离了中国文

学”“歪曲了儒家伦理思想”等等ꎬ然后采用断章

取义、以偏概全、牵强附会、故意歪曲、移的就箭

等手法ꎬ完全偏离了学术批评应有的常识和规

范ꎮ 本文以此案例为鉴ꎬ从学术批评应有的原则

和态度出发ꎬ对作为社会交往的学术批评提出六

条合乎学术伦理的原则ꎬ希冀能为学界构建良好

的学术批评氛围、方式和实践提供一些借鉴与参

考ꎬ让学术批评回归理性ꎬ回归常识ꎬ回归逻辑ꎬ
回归文本ꎬ回归就事论事、以理服人ꎬ促进学术争

鸣向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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