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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如何开展学术批评和争鸣
———几个案例引发的反思

顾明栋

(上海交通大学　 文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

〔摘　 要〕学术批评和学术争鸣是促进学术进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举措ꎬ集中分析几位学者对 “汉学主

义”、“摹仿论”诗学和中国文学研究开展的几个正反两方面学术批评案例以后ꎬ主张文明、理性、健康、有助于学

术的学术批评应该具备如下几点:一、学术批评要有敬畏之心ꎬ对被批评者持高度尊重的态度ꎬ以如履薄冰的态

度对待批评ꎬ不应居高临下地轻易否定被批评的学术价值ꎻ二、批评者应该对被批评的内容有足够的学术储备ꎬ
不可自以为是地臧贬学术ꎬ造成学术观点是非不清ꎻ三、学术批评应避免学术势利ꎬ以学术为准ꎬ褒贬态度不可因

人而异ꎻ四、学术批评应有理有据ꎬ尤其在提出否定看法时要以被批评的文本为证据ꎬ不应采用“扣帽子”的方式

做出主观定性ꎻ五、学术批评应以促进学术进步为目的ꎬ不应成为蹭热度、吸引眼球、达到迅速发表的捷径ꎻ六、学
术批评是学术的衍生物ꎬ不应取代学术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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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批评和争鸣是促进学术进步的一个不

可或缺的举措ꎬ但由于种种原因ꎬ当下文明、理
性、健康的学术批评和争鸣并不多见ꎬ要么是没

有多少学术意义的赞颂以至无原则的吹捧ꎬ要么

是意气用事、充满偏见、别有用心的口诛笔伐ꎬ见
过学界发生的一些学术争议引起的事件ꎬ似乎愿

意从事正常、健康的学术批评者为数甚少ꎬ笔者

曾为之扼腕叹息ꎮ 但是ꎬ也有例外ꎮ 刘毅青先生

是一位颇有才气又勤奋多产的学者ꎬ虽然作为学

术新锐ꎬ没能赶上改革开放后西学成为国内显学

的大潮ꎬ但刘先生根据自己的中文专业学养ꎬ把

重心放在介绍、概述、评点国外文论和汉学ꎬ臧贬

国内外学者这一大方向上ꎬ他以评点国外汉学为

突破口ꎬ在发文数量上占据了优势ꎮ 根据其自我

介绍的网上信息ꎬ在已发的文章中ꎬ以评点海内

外学术和汉学为主旨的文章就占了一半以上ꎬ其
中颂扬和批评国内外学者的多达 １６ 篇之多:评
点顾彬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Ｋｕｂｉｎ) 的有 ３ 篇ꎬ宇文所安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Ｏｗｅｎ)的 ２ 篇ꎬ苏源熙(Ｈａｕｎ Ｓａｕｓｓｙ)的
１ 篇ꎬ于连(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Ｊｕｌｌｉｅｎ)的 １ 篇ꎬ徐复观的 ６
篇ꎬ再加上评点我的 ３ 篇ꎮ 因此ꎬ尊称刘先生为

国内学术批评专业户ꎬ那是实至名归ꎬ当之无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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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ꎬ举目四望ꎬ像刘先生这样介绍国外汉学热

点之广ꎬ臧贬学界人物态度之认真ꎬ选题时眼光

之独到ꎬ颂扬时情感之真挚ꎬ批评时措辞之尖利ꎬ
辩驳时逻辑之玄妙ꎬ发表的文章数量之多ꎬ其他

人无出其右ꎮ

一、学术批评的正反案例

刘毅青先生对我的学术研究表现出令我颇

感意外的兴趣ꎬ先是单独发文评点我的学术ꎬ后
来又联手两位学者发表了两篇评点我学术的文

章ꎮ 三篇文章的标题都很有意思:(１) «顾明栋

“汉学主义”之商榷»ꎻ(２)«顾明栋中国文学研究

的强制阐释»ꎻ(３)«顾明栋“摹仿论”诗学问疑»ꎮ
我一个三无学者能得到刘先生的持续关注ꎬ并且

发表针对我的文章竟达 ３ 篇之多ꎬ与我的“本

家”、欧洲汉学大家顾彬先生的文章等量齐观ꎬ让
我实感荣幸而又惭愧! 不过ꎬ不能与顾彬先生相

比的是ꎬ评论他的 ３ 篇文章有褒有贬ꎬ褒多于贬ꎬ
而评论我的 ３ 篇文章ꎬ虽然表面上只有一篇是负

面批评的标题ꎬ但读者只要浏览一下文章的摘要

就会获知ꎬ三篇主旨都是总体性价值否定ꎬ根据

这三篇文章的描述ꎬ我的研究都是没有什么价值

的学术泡沫ꎬ不值得一读ꎮ 我口说无凭ꎬ且以三

篇文章的摘要为证ꎮ 第一篇文章的价值评判是:
“汉学主义未能对自身认知反思之前的现代性反

思ꎬ其结果是仍然将西方现代以来的认知立场内

化为自身的标准ꎬ其理论对问题的定位也存在着

偏差ꎮ 从根本上看ꎬ汉学主义的理论建构并无建

设性意义ꎬ也未能从根本上提出一种有效的理

论ꎮ” 〔１〕第二篇文章除了标题表现了一目了然的

否定看法以外ꎬ其摘要的结论是:“顾明栋的强制

阐释以西释中ꎬ支离了中国文学ꎬ剥夺了中国文

学的真实意图ꎮ”第三篇ꎬ也是最近的一篇长文ꎬ
对我的“摹仿论”诗学研究作出了系统性的否

定ꎬ文章洋洋洒洒 １ 万 ４ 千多字ꎬ没有见到一点

正面肯定ꎬ对我的多年研究从立论到观点ꎬ从内

容到细节ꎬ都进行了全面的否定ꎮ 让我感到纳闷

的是ꎬ我关于摹仿论的研究写了多篇中英文文

章ꎬ发表在国内外的名刊学报上ꎬ而且研究结果

也收入不久前出版的英文新著〔２〕 之中ꎮ 这些名

刊学报和出版社都有严格的审稿制度ꎬ批评文章

把我的研究批得一无是处ꎬ难道是那些学报编辑

和外审专家不称职或者不负责任所致?
我提出这样的疑问ꎬ读者诸君千万不要以为

我只喜欢听赞扬的话ꎬ缺乏接受批评的勇气和度

量ꎬ我的疑问涉及到我多年一直挂在心头的一个

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开展促进学术进步的批评和

争鸣? 本人是个十分重视批评意见的人ꎬ一直认

为ꎬ其他学者的批评意见ꎬ即使是充满偏见的批

评ꎬ只要不是别有用心的贬损ꎬ我当报以感激之

心ꎮ 我的«汉学主义»一书出版以后ꎬ受到了国

内外不少学者的关注、评论和批评ꎬ国外有十来

篇书评或相关评述ꎬ国内有二十余篇有关文章ꎬ
有褒扬ꎬ有批评ꎬ有赞同ꎬ有反对ꎬ我都认真拜读ꎬ
让我受益匪浅ꎮ 我还和赵稀方、张西平、严绍璗、
张博等学者就汉学主义的理论问题展开过批评

和反批评ꎬ特别是与张西平先生开展过两次较为

热烈的思想交锋ꎮ〔３〕但由于我们都秉持高度尊重

对方的态度ꎬ采取文明、理性、实事求是的批评方

式ꎬ思想交锋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学术和真理的追

求ꎬ也不影响我们对双方学术的欣赏和尊重ꎮ 我

和南京大学周宪教授编辑«汉学主义论争集萃»
(２０１７ 年)一书时ꎬ我们将所有当时已经发表的

评论文章ꎬ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的ꎬ甚至是充满

主观偏见的批评文章都收集在内ꎬ有位持激烈批

评态度的学者得知收录了他的文章后私下向朋

友对我的做法表示了钦佩之意ꎮ 后来ꎬ周宪教授

和我为英文学刊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当代中国思想»)编纂一个专辑时ꎬ在有限的

版面里ꎬ我们把张西平先生的文章译成英文ꎬ全
文刊载ꎮ〔４〕我认为ꎬ围绕“汉学主义”的批评和争

鸣是一次规模较大、健康正常、颇有成效的学术

活动ꎬ我从中获益良多ꎮ 我和周宪教授编辑«汉
学主义论争集萃»的目的ꎬ就是要弘扬这种健康

的学术批评和争鸣ꎮ
那本书出版以后ꎬ还有一些争鸣的文章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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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ꎬ比如曾军教授的 «尚未完成的 “替代理

论”:论中西研究中的“汉学主义”»ꎮ 阅读全文ꎬ
我十分欣赏曾教授认真负责严谨的治学态度ꎬ他
对全书作了实事求是的概述ꎬ其批评立论也是基

于书中的内容ꎬ既不溢美ꎬ也不贬损ꎬ既肯定其成

就ꎬ又指出其不足ꎬ指出不足时既没有主观曲解ꎬ
也没有断章取义ꎬ还在批评的基础上阐发自己的

思考和独到见解ꎬ不久前该文获得«中国比较文

学»的论文奖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ꎮ 当然ꎬ我对其

结论有一些不同看法:“顾明栋的‘汉学主义’只
是将范围从‘汉学’扩展到‘中国知识’、从‘政
治’延伸到‘文化’、从‘意识’扩散到‘无意识’ꎬ
采取的是‘泛政治化’的策略ꎬ因而只是‘东方主

义’和‘后殖民主义’的一种‘延展理论ꎮ’” 〔５〕 我

对东方主义和后殖民批评感到不满重要的一点

就是ꎬ其在学术研究中过分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

的批判路径ꎬ因而在“汉学主义”理论中提出学

术研究中应该尽可能保持理性、客观、中立、不受

政治影响的立场ꎬ有人批评这是乌托邦的理想主

义ꎬ但是ꎬ并不是我不知道学术不可能不受政治

影响ꎬ而是强调“尽可能”三个字ꎬ并将此视为一

种应该追求的治学理想ꎮ 曾教授批评我是“泛政

治化”ꎬ我不知当如何理解ꎬ也许可以理解为学术

不谈政治ꎬ结果是处处会涉及文化政治吧? 或者

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那样ꎬ一切文学和文化批

评归根结底都是政治批评ꎮ〔６〕 我也理解不了ꎬ不
走东方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的政治、意识形态路径

为何会是这两种理论的延展呢? 尽管如此ꎬ我的

质疑丝毫不影响我对曾军教授文章的钦佩ꎬ我尤

其欣赏曾教授结论中的一个观点ꎬ即“汉学主

义”是一个尚未完成的“替代理论”ꎮ 的确ꎬ像众

多理论那样ꎬ“汉学主义”是一个有待于学界共

同完善的理论ꎬ广集众人的智慧才能弥补“东方

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缺憾ꎮ 我个人觉

得ꎬ曾军教授的文章堪称学术批评的范文ꎬ我们

需要更多这样的批评和争鸣ꎮ
刘毅青先生批评“汉学主义” 的文章是在

«汉学主义论争集萃»付印后发表的ꎬ我看到文

章的题目ꎬ当时还为不能将其收入文集而感到遗

憾ꎮ 于是立刻找来认真拜读ꎬ以便吸收有益的批

评意见将来修订自己的观点ꎮ 但读了文章以后

认识到ꎬ除了我在前面已引用他在文章摘要中提

出的抽象否定以外ꎬ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意ꎬ
但当时ꎬ文章有一个具体的批评曾引起了我的注

意ꎬ这就是ꎬ他比较详细地批评了我的“摹仿论”
诗学ꎬ他的批评的主要观点是这样的:“在笔者看

来ꎬ将中国观物取象的‘观’归之为摹仿论ꎬ这忽

视了西方摹仿论所提出的语境及其演变与

此同时也忽视了中国古代观物取象为核心的思

维方式是一种横向思维ꎬ它是以类推逻辑建立起

来的象思维ꎬ不同于西方的垂直性思维ꎮ 而对摹

仿论进行改造ꎬ以期将中国有关摹仿的论述纳入

摹仿论ꎬ这实质就是将西方文论概念与体系

视之为一种普遍的理论ꎬ视之为普遍的模型予以

参照ꎮ 无论如何强调中国有自身的摹仿论ꎬ这种

做法的实质仍然未脱离将西方理论普遍化的思

维ꎮ” 〔７〕我当时就看出其批评的逻辑混乱ꎬ因为他

在这段话的前面刚写道:“他(顾明栋)认为摹仿

论不是西方诗学特有的传统ꎬ中国也有摹仿论ꎮ
他认为ꎬ摹仿论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理

论”ꎮ〔８〕他的矛盾之处在于ꎬ一方面描述我提出摹

仿论是跨文化的、不是西方独有的理论ꎬ一方面

又批评我用西方的摹仿论套中国的摹仿论述ꎬ实
质是以西释中ꎮ 而且ꎬ他置我论证摹仿论是跨文

化普遍文论的概念性探索以及根据中国的诗学

话语建构的中国摹仿论体系于不顾ꎬ将中国的摹

仿论简单归结为“观物取象”ꎬ这是不顾中国文

论事实的主观臆断ꎮ 但在当时ꎬ考虑到他的文章

主要针对的是“汉学主义”ꎬ而他的批评又没有

任何新意ꎬ我只要知道有这么一篇批评文章就可

以了ꎬ既然我已经就“汉学主义”发表了多篇回

应和争鸣文章ꎬ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ꎮ 但令我始

料未及的是ꎬ他在此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和批评路

径后来却成为其和另一位学者共同发表的长文

的主题思想和论争方式ꎮ
本文不打算详细分析、反驳刘先生批评“汉

—５８—

我们应如何开展学术批评和争鸣



学主义”文章中的细节ꎬ只想引用其摘要中另一

段话:“作为一种理论ꎬ汉学主义并未在认知架构

上真正更新我们对西方汉学的认知ꎬ它的落脚点

还是中西二元对立ꎬ其思想资源还是在西方后现

代知识理论谱系之中ꎮ 汉学主义未能对自身认

知反思之前的现代性反思ꎬ其结果是仍然将西方

现代以来的认知立场内化为自身的标准ꎬ其理论

对问题的定位也存在着偏差ꎮ”我不想用自己已

经发表的有关“汉学主义”的文章和专著的内容

予以驳斥ꎬ仅引用两位认真读过拙著的学者的看

法予以反驳ꎮ 周云龙教授的书评写道:“‘汉学

主义’理论彰显了不同于东方主义理论的知识贡

献———不再美化对西方的对抗ꎬ转向自我反思ꎮ
这个反思同时指向本土的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ꎬ
进而对自我有一种清醒而理性的认识ꎬ拥有一种

自信和开放的视野ꎬ同时恰当地认识他者的智

慧ꎬ这正是‘文化自觉’的基本内涵ꎮ” 〔９〕 曾军教

授的文章摘要认为:“‘汉学主义’是 ２１ 世纪以

来在中西研究中出现的一种学术观点ꎮ 它基于

‘中国从未被西方完全殖民过’的中西特殊性ꎬ
通过将‘汉学’范围扩大为中西研究的‘中国知

识及其生产’ꎬ强调其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

主义’的差异及对后者缺陷的克服ꎬ提出以‘文
化无意识’和‘知识的异化’为核心的‘汉学主

义’理论ꎮ” 〔１０〕刘先生提出的批评意见ꎬ我在他的

文章发表前都有回应ꎬ因此觉得没有必要进一步

回应ꎮ
刘先生在其第一篇批评文章中给我的学术

研究定下了“以西释中” “强制阐释”的基调ꎬ这
在后两篇批评文章中成了主调和批判的主要武

器ꎮ 第二篇批评文章关注的是我早期感兴趣的

一个研究项目:中西文学中的“俄狄浦斯”主题ꎬ
关于这个主题ꎬ我最早的一篇英文文章发表于

１９９１ 年ꎬ另一篇英文原稿发表于 １９９３ 年ꎮ〔１１〕 刘

毅青先生批评文章摘要的第一句话就是概念混

乱而导致错误的价值判断:“顾明栋将中国伦理

中的‘孝顺情结’视为‘俄狄浦斯情结’ꎬ对中国

人的情感进行了西方理论的强制阐释ꎮ” 〔１２〕 这句

话暴露了刘先生缺乏起码的概念性常识ꎬ儒家思

想中只有“孝顺”ꎬ没有“孝顺情结”ꎬ孝顺情结是

我对中国文学的一些作品中一个主题的深层解

读而提出的一个概念ꎬ指的是一种无意识或潜意

识的心态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ꎬ在一些文学作品

中甚至表现出神经症的病态ꎬ我的概念在发表的

文章中有较为详细的说明ꎮ 但刘先生将“孝顺”
和“孝顺情结”混为一谈ꎬ这一点在他的结论部

分得到更加清晰的阐述ꎬ他毫不含糊地说“顾明

栋将中国的‘孝顺’视为‘俄狄浦斯情结’”ꎬ〔１３〕

这完全是在儒家伦理的“孝顺”和“俄狄浦斯情

结”之间划上了等号ꎬ刘先生不知是缺乏起码的

概念性思考能力还是有其他什么目的ꎬ连基本的

概念差异都不顾了ꎮ 稍微有点心理学知识的人

都知道ꎬ“情结”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心态

和行为方式ꎬ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一种神经质反

应ꎬ维基百科告诉我们ꎬ“‘情结’是个人无意识

中的情感、记忆、感觉、欲望围绕一个共同主题而

构建成的核心模式”ꎬ而“孝顺”是儒家伦理的一

个核心观念ꎬ但在刘先生看来ꎬ“孝顺情结” 与

“孝顺”是一个概念ꎬ两种说法ꎬ可以相互置换ꎮ
他通过偷换概念的手法ꎬ一下子将文学作品中无

意识的孝顺情结与儒家伦理的“孝顺”观念等同

起来ꎬ也一下子给我戴上了“强制阐释”的帽子ꎮ
刘先生在文章结论中有一段这样的批评:

“顾明栋将中国的‘孝顺’视为俄狄浦斯情结ꎬ是
一种误读ꎬ其实质是以西方理论为中心对中国文

本进行逆向认知ꎬ其生成的意义是文本之外的附

加物ꎬ而非文本之内的衍生物ꎬ以主观诠释为主ꎬ
缺乏客观依据ꎬ剥夺了文本的真实存在ꎮ” 〔１４〕 这

一段批评的目标应该是刘先生本人在批评文章

中的所作所为ꎮ 他的批评方法就是挥舞“强制阐

释”的大棒ꎬ几乎根本不见文本证据ꎬ既很少引用

文学作品的文本证据ꎬ又很少引用我的研究的文

本证据ꎬ基本上是采用了“扣帽子”的做法ꎮ 本

人接受过新批评的细读训练ꎬ特别注重文本证

据ꎬ我的文章就是通过文本细读提出一个个小观

点ꎬ并以文本证据作支撑ꎬ提出一个中心论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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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虽然口口声声说要“以文本为中心”ꎬ强
调文本证据ꎬ却极少引用文本证据以支持其批

评ꎬ偶尔引用我的文章ꎬ也是抛弃上下文和有力

的文本证据ꎬ引用可以有不同解释的细节ꎬ为他

强加于人所用ꎮ 比如ꎬ我认为«红楼梦»中贾政

和宝玉的父子冲突是俄狄浦斯式冲突ꎬ贾政一心

想置宝玉于死地ꎬ是在暴怒之下受到无意识的驱

使ꎬ与希腊戏剧中俄狄浦斯的生父企图杀子的心

理有相通之处ꎮ 我提出这样的看法是有文本支

持的ꎮ 我在文章中写道:贾政“对宝玉的态度具

有有意识的杀婴欲望的特征ꎮ 宝玉一出生ꎬ贾政

就对这个婴儿心怀敌意ꎬ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
宝玉生下时衔了玉来ꎬ便也古怪ꎬ我早知不祥之

兆ꎬ为的是老太太疼爱ꎬ所以养育到今ꎮ’他的话

暗示了如果不是祖母格外宠爱这个孩子ꎬ他早就

想以某种方式除掉这个孩子了ꎮ” 〔１５〕 可是ꎬ刘先

生却并不看这些文本证据和分析ꎬ故意忽略我引

用并分析的其他文本证据ꎬ如贾政对宝玉抓周时

说的话ꎬ特别是贾政在痛打宝玉、欲置其于死地

时说的狠话ꎬ我对此分析道:“众门客欲上前劝

阻ꎬ贾政答说不能等到他日儿子‘弑君杀父’ꎮ
‘杀父’这个词体现了贾政潜意识里恐惧的真正

本质ꎮ 这与拉伊奥斯的恐惧没有任何不同ꎮ” 〔１６〕

我还有其他的文本证据和分析ꎬ而刘先生视而不

见ꎬ一概忽略ꎮ 通读刘先生的全文ꎬ基本上都是

不顾文本证据和分析的指责ꎬ我完全可以写一篇

长篇反批评文章ꎬ但限于时间ꎬ我无意去为一个

３０ 年前开展的研究项目作辩护ꎮ
我阅读刘先生这篇批评文章的一个感受是ꎬ

刘先生是中文专业搞文论出身的ꎬ原以为他接受

过足够的文学批评训练ꎬ是个富有文学敏感性的

读者ꎬ但我以文本证据证明:如果不是出于某种

目的ꎬ他其实是一个极不合格的细读者(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ａｄｅｒ)ꎬ他对文学作品缺乏文学研究者起码的文

学体悟ꎬ只看到文学作品的字面意思ꎬ听不出文

学语言的弦外之音ꎬ更体会不到文学文本中所隐

含的深层含义ꎬ只能以概念解释概念ꎬ他的批评

可以说是套用“强制阐释”的一种“强制阐释”ꎮ

而且ꎬ更让我惊奇的是ꎬ刘先生作为一个文论学

者竟然在文中将文学文本与哲学文本、历史文献

混为一谈ꎬ不断从儒家思想和历史资料中旁征博

引批驳我的文章ꎬ完全无视文学文本的虚构性、
文学话语的多重含义及其隐含的意义ꎮ 在他看

来ꎬ文学研究必须依据哲学和历史叙述的观点ꎬ
否则就是误读和强制阐释ꎮ 他甚至还强调文学

研究不能“脱离文本本意”ꎬ批评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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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一个从

事文论研究的学者竟然说出阐释要寻找文学文

本的“本意”ꎬ文学批评应根据“作者的真实意

图”ꎬ这是把文学文本等同于历史叙事了ꎬ这是既

重拾早已被文学研究者抛弃的“意图谬误” ( ｉｎ￣
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ｌｌａｃｙ)ꎬ又无视新历史主义的一个见

解:历史并不是历史事件的客观记录ꎬ而是一种

与文学文本只有程度不同的叙事ꎮ
刘毅青先生批评我的文章关注的是我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从事的研究项目ꎮ 那时正是西方

理论蜂拥而至ꎬ拿来主义盛行的年代ꎬ对西方理

论几乎是全盘接受ꎮ 我本人也深受这种大潮的

影响ꎬ但我颇引以为豪的是ꎬ即使在西方理论被

视为真理的当时ꎬ我也有着不愿在西方理论后面

盲目跟风的意识ꎬ这种意识在我后来的研究中变

成了一条清晰的路径:在吸收西方理论的同时ꎬ
找出其不适用中国文化的地方ꎬ根据中国文化的

自身特点ꎬ从事与中国文化相契合的学术研究ꎬ
我提出“汉学主义”就是这种意识不断深化的结

果之一ꎮ 这种意识也反映在我这篇受到刘先生

强烈批评的文章中ꎮ 刘先生对弗洛伊德的精神

分析理论知之甚少ꎬ在批评文章中发表的看法不

仅十分浅薄ꎬ而且大都是片面和错误的ꎬ以如此

浅薄的知识储备批评我全盘接受弗洛伊德的“泛
性论”和释梦理论真令人哭笑不得ꎮ 我在自己的

研究中不是盲目照搬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理
论ꎬ而是在指出弗洛伊德理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

的同时ꎬ特别指出中西文化不同产生不同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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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和文学现象:“既然与西方孩子一样ꎬ中国的

孩子同样是由父母生养ꎬ童年时也努力通过确立

与父母的关系建构自己的个体身份ꎬ那么在精神

层面上ꎬ他们的心理结构也必然是由弗洛伊德所

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所构建的ꎮ 然而ꎬ在中国文

化中俄狄浦斯情结的缺失有着深层的文化原因ꎮ
这是由于中国文化很早就形成了伦理和道德规

范的系统ꎮ” 〔１８〕我在文章中还进一步阐明俄狄浦

斯情结在中国文化和文学中与西方不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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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对此类禁忌有任何表达ꎬ
将会受到残酷的惩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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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因为道

德上的压抑ꎬ这些作品中俄狄浦斯情结的表述被

变形、艺术化地隐藏了ꎬ好像并没有涉及到这个

主题一样ꎮ” 〔１９〕 刘先生对这些论述视而不见ꎬ一
门心思扣上“以西释中”帽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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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但颇

为讽刺的是ꎬ他自己在批评我以西释中的同时ꎬ
却从法国汉学家佛朗索瓦于连对精神分析的

论述中寻求理论支撑ꎮ 更令我哭笑不得的是ꎬ文
章在大段引用其他学者有关“三纲五常”的论述

以后ꎬ以此作为根据对我进行攻击:“顾明栋将孝

顺归为性压抑的情结ꎬ实为无知之见ꎮ” 〔２１〕 这种

毫无根据的攻击堪与文字狱的手法相媲美ꎮ 文

章结论中有几句话也许暴露了其一直关注我的

学术的真实目的:“见微知著ꎬ顾明栋整个中西比

较的问题即是过分倚重外来理论ꎬ脱离中国本土

实际ꎬ以西方理论作为普遍性来阐释中国古典文

学ꎮ” 〔２２〕这段话不就是企图从一篇文章推而广之

全盘否定我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成果吗? 这样

的批评文章还值得认真回应吗?

说句实话ꎬ阅读了刘先生的第二篇批评文章

以后ꎬ我对刘先生这样的所谓学术批评是真的很

难产生兴趣ꎬ但他的第三篇文章发表以后ꎬ有家

学刊邀请我作个回应ꎬ我起先仍然不想回应ꎬ但
注意到他的三篇批评文章呈现出越来越偏离学

术规范的倾向ꎬ如果再不回应ꎬ刘先生可能会以

为其批评文章的观点和分析都是正确的ꎬ其批评

路径也是合乎规范的ꎬ而且还可能沿着这样的批

评路径继续走下去ꎬ将前一篇勉强还算是学术批

评的文章升级为虚构性学术叙事ꎮ 更为重要的

是ꎬ批评文章涉及中西文论的基础性问题ꎬ批评

文章不仅曲解了我的研究ꎬ遮蔽了文艺摹仿论的

本来面目ꎬ而且其不合学术规范的批评ꎬ会形成

一股不健康的风气ꎬ即为了吸引眼球ꎬ获得发表

机会ꎬ可以不负责任地褒贬学术ꎮ 这种风气不仅

不能促进学术ꎬ而且还会阻碍学术进步ꎬ于是我

就决定作个回应ꎮ 认真研读了刘先生的文章以

后ꎬ我惊讶地发现ꎬ这篇文章几乎每一部分都值

得反驳ꎮ 我认真回应他的第三篇文章时ꎬ不写则

已ꎬ一写就写了三万多字ꎬ而且ꎬ还有言犹未尽之

感ꎮ 如果我愿意花时间仔细分析刘先生的三篇

文章ꎬ几乎可以写一本学术批评的小书了ꎮ 当

然ꎬ我不会那样做ꎬ因为那样我也就偏离了自己

学术研究的既定目标ꎬ步刘毅青先生的后尘ꎬ成
了反批评的专业户了ꎮ 因而ꎬ我将重点置于回应

他的第三篇文章«顾明栋“摹仿论”诗学问疑»ꎮ
我的回应有两个部分:一是从学理上回应批评文

章的理论问题和种种误读及曲解ꎬ澄清有关摹仿

论的模糊认识ꎬ二是从学术批评和争鸣的视角就

批评文章表现出的偏颇做法提出一些看法ꎮ 第

一部分已发表于«文艺争鸣»ꎬ〔２３〕 以下内容是第

二部分ꎮ

二、学术批评应该避免的方式和做法

学术争鸣是促进学术进步的一个重要环节ꎬ
尽管没有一定的成规ꎬ但是ꎬ学界都有一些共识ꎮ
当一位学者提出一个观点或一个理论ꎬ如果有其

他学者认为其观点或理论有问题或有错误ꎬ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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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摆出该观点或理论ꎬ然后再提出批评或商

榷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必须对提出的观点或理

论进行分析ꎬ并以理性的态度和充足的证据论证

提出的观点的错误或不妥ꎮ 在批评和商榷的时

候ꎬ有一个过程至关重要ꎬ就是要针对提出的观

点或理论ꎬ既列出被批评的观点的有关陈述ꎬ又
要在实实在在的论证过程中剖析并证明被批评

观点的谬误或偏颇ꎬ一切批评和证据必须有出

处ꎮ 通读第三篇批评文章并予以反思ꎬ我觉得ꎬ
其批评路径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学界学术批评

和争鸣无法深入开展的一些原因ꎬ其问题的共性

很值得予以关注ꎮ 在本文余下的空间里ꎬ本人一

方面继续澄清有关摹仿论的一些模糊看法ꎬ另一

方面试图结合前文的反批评得出的启示ꎬ总结出

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ꎬ虽然不敢妄言多么正确ꎬ
但有一点可以保证ꎬ反批评意见都是建立在文本

证据之上的看法ꎮ 我个人认为ꎬ如下几点不是理

性健康的学术批评应该采用的方式:
(一)居高临下ꎬ强势定性ꎮ 学术批评和争

鸣最忌讳唯我独尊ꎬ以自己的是非观给批评和争

鸣的议题作价值判断和定性ꎬ一些学术批评为何

不欢而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ꎬ批评的一方给被

批评的另一方的学术轻易作出否定的价值判断ꎮ
建设性的学术批评和争鸣应采取商榷的口吻ꎬ摆
事实ꎬ讲道理ꎬ以理服人ꎮ «顾明栋“摹仿论”诗

学问疑»的标题似乎是遵循这样的做法ꎬ另一篇

文章题目也采用商榷的口气:«顾明栋“汉学主

义”之商榷»ꎮ 但是ꎬ谦逊的标题只是遮人耳目

的假动作ꎬ文章实际内容却采用唯我独正确的态

度ꎬ以教训的口吻ꎬ直截了当地指出被批评的文

章这也不是ꎬ那也错误ꎬ压根没有商榷的意思ꎬ也
不是以理服人ꎬ而是“扣帽子”ꎬ提出全面否定的

价值判断ꎮ 我在此以文本证据说话ꎮ 以“扣帽

子”为例ꎬ批评者以为只要运用一种理论ꎬ给被批

评者扣上几顶帽子ꎬ被批评的观点就会不攻自破

了ꎮ 他们批评我的摹仿论的一把利器就是ꎬ顾明

栋的研究是一种“以西释中”的“强制阐释”ꎬ“先
预设了西方‘摹仿论’具有普遍性ꎬ把中国古代

诗学归附于西方诗学理论”ꎬ“顾明栋意欲凸显

中国诗学的普遍性ꎬ但这种普遍性要通过西方文

论来证成ꎬ究其实ꎬ是对中国文论缺乏自信ꎮ” 〔２４〕

并在其文章结论部分以教师爷的口吻发表了一

通教导ꎬ如“真正的会通比较要建立在文化自信

的基础上ꎬ以平等的眼光来看待西方的理论ꎬ不
以西方为标准来衡量中国诗学” 〔２５〕云云ꎬ洋洋洒

洒一大段ꎬ足有八百余字ꎬ这种大而空的宣言ꎬ字
字正确ꎬ却不着边际、空洞无物ꎮ 看了这些空话

套话以后ꎬ我觉得ꎬ作者似乎在说ꎬ“摹仿”是西

方文论的概念ꎬ因为你使用了就是将中国古代诗

学臣服于西方诗学理论ꎮ 这种强词夺理的批评

不仅无法让批评者心服ꎬ也无法让学界同仁信

服ꎮ
(二)自说自话ꎬ无的放矢ꎮ 具体表现是ꎬ他

们会引用我的一个分析案例ꎬ然后展开批评ꎬ但
并不联系我的分析ꎮ 比如ꎬ批评者说:顾明栋把

中国诗学概念与柏拉图理念和亚里士多德艺术

理想相联系时出现了矛盾:“这种对中西‘摹仿

论’真实性的论述出现了悖论:一方面认为中国

摹仿论更接近柏拉图摹仿论ꎬ另一方面又不得不

结合亚里士多德摹仿论观念ꎬ以契合中国摹仿论

中的道的特征———既是超验的又是内在的ꎮ 顾

明栋也没阐明中国诗学对‘道’的体认(中国诗

学摹仿论的真实性)ꎬ有别于西方摹仿论的真实

性(真理)具有的理性主义倾向(对事物的精确

认知)ꎬ它是生命的感悟ꎮ” 〔２６〕稍微对中国哲学的

“道”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一概念的超验性和

内在性ꎬ我在自己的文章中详细地论证了中国摹

仿论对“道”的体认ꎬ我在此以本人文章的内容

反驳批评者的批评ꎮ 在«中西文化差异与文艺摹

仿论的普遍意义»一文中ꎬ我用了“摹仿的基本

概念”整整一大节对“道”在中国摹仿论中的概

念性作用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ꎬ读者可以阅

读那一节获知详细的论述ꎬ在此我仅引用几段ꎮ
在比较中西第一哲学原则时ꎬ我写道:“在中国文

化里ꎬ‘道’(被译成 ｔｈｅ Ｗａｙ)是类似于柏拉图理

式或上帝的概念ꎬ是控制宇宙万物运行的首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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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ꎮ 当然这一粗略的类比没有考虑‘道’具有的

其他内涵ꎮ 不同于西方的首要原则ꎬ‘道’既是

超验性的又是内在性的概念ꎮ” 〔２７〕我接着阐述了

“道”对中国美学思想的影响ꎬ然后ꎬ阐释分析了

刘勰如何在«文心雕龙»里把“道”的二元性概念

引入了诗学领域ꎬ构建了中国摹仿论的概念性基

础:“形而上者谓之道ꎻ形而下者谓之器ꎮ 神道难

摹ꎬ精言不能追其极ꎻ形器易写ꎬ壮辞可得喻其

真ꎮ” 〔２８〕我在分析摹仿论的理论基础时写道:“毋
庸置疑ꎬ在该陈述里出现了摹仿论ꎮ 刘勰使两个

迥然不同的实体类别彼此对立ꎮ 一个是可见的、
有形的、可描摹的ꎬ而另一个是不可见的、无形

的、不可描摹的ꎮ 刘勰不仅区分了先验的道和实

体的器(物体)ꎬ而且设想了两种形式的模仿:一
种是再现超验概念ꎬ另一种是模仿其它现实物

体ꎮ” 〔２９〕这些文本证据有力地反驳了批评者批评

我没有阐明中国诗学对“道”的体认以及对中国

摹仿论的构思存在着悖论的说法ꎮ
(三)曲解原意ꎬ强加于人ꎮ 学术批评应该

有理有据ꎬ以理服人ꎬ但是批评者经常提出批评

意见ꎬ既不说明批评意见为何正确ꎬ也不提供被

批评观点有误的文本证据ꎮ 通观全文ꎬ他们多次

在没有引文的情况下ꎬ不断批评我的错误ꎬ但就

是不给出证明错误的文本证据和分析ꎬ比如:我
曾以«周易»“观物取象”为例说明在中国古代有

关“模仿”的概念是上古就有之ꎬ他们批评说:
“顾明栋认为ꎬ中国传统文化亦不例外ꎮ 他举

«周易»为例ꎬ认为«周易»的‘观物取象’是圣人

对天地万物的模仿结果ꎮ” 〔３０〕接着就是引用我的

一段话:“‘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ꎮ
象其物宜ꎬ是故谓之象ꎮ’在该陈述里ꎬ譬如‘拟’
(模仿)、‘形’(摹形)、‘容’ (描摹外貌)和‘象’
(再现ꎬ字面意义即画一个意象)ꎬ这些词都是

‘模仿’概念的变体ꎮ «系辞传»还进一步证实了

‘爻’象的线条意象(虚线或实线)也起源于模

仿:‘爻也者ꎬ效此者也ꎻ象也者ꎬ象此者也ꎮ’”然
后在没有任何分析的情况下ꎬ批评者就直接提出

批评:“然而ꎬ顾明栋以西释中ꎬ从西方观物方式

的角度切入ꎬ忽视了中国传统的观物方式之特

点ꎬ对«周易» 的 ‘观物取象’ 的理解亦有失偏

颇ꎮ” 〔３１〕至于说我是怎么以西释中ꎬ怎么从西方

观物方式的角度切入ꎬ又怎样忽视了中国传统的

观物方式之特点ꎬ完全没有分析和说明ꎬ他们更

不愿解释我对«周易»“观物取象”的理解偏颇在

什么地方ꎬ只有紧接着的一句价值评判:“有失偏

颇”ꎮ 这样的批评如何让被批评者信服? 事实情

况是ꎬ我在分析中国古代有关模仿的概念完全是

根据自己提出的最原始的模仿定义ꎬ跟西方的摹

仿论八竿子也打不着ꎬ因此ꎬ只能给我戴上一顶

“以西释中”的帽子ꎬ至于说这顶帽子是否合适ꎬ
他们就不管了ꎮ

(四)引用含糊ꎬ不给出处ꎮ 我在阅读第三

篇批评文章时发现这样一个普遍现象ꎬ文章很少

有直接引用被批评的观点ꎬ而被批评的观点也只

是他们自己的复述ꎬ没有具体的页码出处ꎬ偶尔

提及我的观点时只在注释中列出该观点出自某

篇文章的题目ꎬ但没有具体页码ꎻ相反的是ꎬ他们

引用来支持其观点的其他论述的出处不但有出

版信息ꎬ还有详细的出处页码ꎮ 这样的做法应该

不是疏忽ꎮ 对我的观点的陈述采取模糊的做法ꎬ
因为无法在我的文章中找到谬误证据ꎬ只好打马

虎眼蒙混过关ꎮ 我读到这样不顾起码的学术规

范、不负责任的批评ꎬ不禁要问:这是正当的学术

批评吗? 批评意见连曲解的文本证据都不提供ꎬ
几乎等于遵循了这样的逻辑:“我说你是错的ꎬ你
就是错的ꎮ”

(五)断章取义ꎬ不遵守学术批评常识ꎮ 无

论是谁ꎬ如果想批评别人的学术观点ꎬ都必须认

真研读被批评者的作品ꎬ然后作出有理有据的批

评ꎮ 批评者在没有认真研读我的几篇文章的情

况下ꎬ仅凭主观想象就断章取义ꎬ妄加指责ꎬ甚至

连起码的学术规范也不顾ꎮ 下面来看看批评者

的一段话:“尽管顾明栋可能知道中国古代诗学

在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转向危机和中国现代诗学

建构的现代性危机ꎬ但他仍从西方诗学概念名称

出发提出‘摹仿论’是具有普遍性的共同诗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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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ꎬ顾明栋先预设了西方‘摹仿论’具

有普遍性ꎬ把中国古代诗学归附于西方诗学理

论ꎬ再从中国古代诗学中寻觅相关材料ꎬ依此认

为中国诗学中的‘观物取象’就是西方的‘摹仿

论’ꎮ” 〔３２〕这一段话显示了一连串的问题ꎮ 首先ꎬ
作者将我对中国诗学模仿论的系统构建简单归

结为“观物取象”ꎬ这是彻头彻尾的学术简单化

和不负责任行为ꎮ 批评者提到我的文章«中国美

学思想中的摹仿论»ꎬ但不知出于何因ꎬ在批评文

章中几乎没有引用分析ꎬ且完全忽视本人那篇文

章的主旨ꎬ即“试图建构一种与西方摹仿论不同

但却具有可比性的中国摹仿论ꎬ并在此基础上尝

试提出可能导致二者之间差异的哲学美学原

因”ꎮ〔３３〕在拙文中ꎬ我不仅探讨了中国摹仿论的

概念性基础ꎬ而且对文学的几大门类———诗论、
诗歌、戏剧、小说的摹仿论予以归纳ꎬ并指出各自

特点和最高准则ꎬ它们分别是:“穷形尽相:中国

诗学的意象模仿”ꎻ“以形传神:从意象性模仿到

文学再现”ꎻ“良史善绘:中国小说批评中的模仿

理论”ꎻ“离形得似:中国摹仿论的最高理想”ꎬ全
文 １ 万 ７ 千字ꎬ只是在开篇提到西方的摹仿论ꎬ
而且只是作为对比的参照ꎬ构建的摹仿论体系完

全扎根于中国文艺传统的资料和理念ꎬ几乎没有

西方摹仿论的影子ꎮ 我的这篇文章本来还有一

大节构建了中国戏曲理论的摹仿论ꎬ但由于文章

篇幅已经较长ꎬ在发表时删去了ꎬ后来其主要思

想出现在«文学评论»的另一篇专门探讨中国戏

剧理论的文章中ꎬ这篇文章通过分析古代戏剧家

的剧论ꎬ肯定了“中国戏剧的基本原则都是某种

形式的摹仿”ꎬ与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具有一定

的可比性ꎬ但我同时强调:虽然中西表演艺术的

本体都是以“摹仿”为基础的ꎬ但两大传统的“摹
仿”在理论和实践中有着不同的哲学与美学根

源ꎮ 文章的结论是:“亚氏的诗学是建立在对希

腊古典戏剧和史诗研究之上的艺术理论ꎬ其对模

仿的强调决定了西方戏剧的发展走向和表演艺

术的形式ꎬ新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和戏剧中的自然

主义都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摹仿论基础之

上的必然结果ꎮ 中国戏剧表演艺术虽然也强调

模仿ꎬ但中国哲学中‘大象无形’的理念、美学中

‘离形得似’的思想、画论中‘以形传神’的命题、
诗学中的抒情表现手法等ꎬ都对中国戏剧的写意

象征艺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ꎬ使中国戏剧表演艺

术走向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ꎮ” 〔３４〕 因此ꎬ批评

者指责我对中国诗学的摹仿论的强制阐释ꎬ“导
致中国古代诗学归附于西方诗学理论”的说法是

没有任何根据的主观臆断ꎮ 其将笔者精心归纳

的众多中国摹仿论思想简单归纳为 “观物取

象”ꎬ不仅是缺乏严谨治学态度的表现ꎬ更是对他

人辛辛苦苦所做的学问的不尊重ꎮ
(六)缺乏严谨的治学态度ꎬ这点具体表现

在许多阅读细节上ꎮ 比如ꎬ我曾在文章中引用苏

源熙批评西方一些学者的话ꎬ苏源熙不无嘲讽地

将那些学者关于中国诗学的真实观缺乏西方诗

学的超验性总结为:“不同于希腊摹仿说ꎬ中国诗

学的再现总是真实的ꎮ” 〔３５〕批评者对这句话的前

因后果不加细究ꎬ竟然把一句讽刺语作为证据直

接引用以支持其“真实观”ꎮ 我甚至怀疑他们根

本没有阅读过苏源熙有关中国诗学的英文文章ꎬ
因为他们竟认为苏源熙是与叶威廉等学者持同

样的观点ꎬ却不知苏源熙是批评那些观点较为强

烈的一位ꎮ 同样ꎬ他们批评“顾明栋也没弄清楚

宇文所安等人指出的中国诗学的‘真实性’含

义”ꎬ可是却不去分析宇文所安等人的原文以支

持其批评ꎬ只是引用一位中国学者介绍宇文所安

文学评论的二手资料ꎬ完全不顾我的分析是以宇

文所安等人的英文原文为根据的批评ꎮ 仅凭二

手资料且没有文本证据就指责别人错误的批评

是极不负责的批评ꎮ 更为荒唐的是ꎬ他们竟然把

批评中国传统没有摹仿说的苏源熙归入赞同中

国传统无摹仿说的学者之列ꎬ本人在此提供他们

的原话为证:“顾明栋的逻辑是:有些学者(如宇

文所安、苏源熙等)认为中国文学思维不支持希

腊摹仿说ꎮ” 〔３６〕他们文章的开场白也暴露了不严

谨ꎬ他们说:“学界一般认为ꎬ中国诗学不存在西

方诗学严格意义上的‘摹仿论’”ꎮ 事实情况是ꎬ
—１９—

我们应如何开展学术批评和争鸣



一些著名的学者ꎬ由于确信古代中国文学是抒情

表现的传统ꎬ因而认为中国诗学只有少量的摹仿

现象ꎬ根本没有摹仿论ꎬ并不是说没有西方诗学

的摹仿论ꎮ 诸如此类的误读和偏颇看法在批评

文章中十分常见ꎬ限于篇幅ꎬ不拟展开分析ꎮ
再比如ꎬ他们批评说“顾明栋在«中西文化

差异与文艺摹仿论的普遍意义»中指陈学界关于

西方‘摹仿论’的研究只限于简单的二分法ꎬ认
为西方‘摹仿论’具有普遍性ꎮ” 〔３７〕这是没有文本

证据的批评ꎮ 我说摹仿论具有普遍性ꎬ是指广义

的、跨文化的摹仿论ꎬ不是单单指西方 “摹仿

论”ꎬ读者不必通读我的全文ꎬ只要看一下我的文

章的标题就可看出:«中西文化差异与文学艺术

的摹仿论的普遍性»ꎮ 有趣的是ꎬ他们紧接着这

句话又说:“其论证逻辑如下:首先ꎬ顾明栋重新

解构了西方诗学‘摹仿论’的定义ꎬ将摹仿归结

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ꎬ他认为西方诗学‘摹仿

论’不是建立在超验性与内在性分离的基础上ꎬ
而是建立在模型与复制之间的二元性上ꎮ” 〔３８〕 凡

是不带偏见的读者从他们的话语中即可看出ꎬ我
所说的“摹仿论”不是西方的摹仿论ꎬ而是广义

的摹仿论ꎮ 至于说其他没有证据的批评ꎬ在他们

的文章中比比皆是ꎬ在此仅列举几例:“顾明栋对

«周易»观物方式的片面理解”ꎻ“顾明栋也没弄

清楚宇文所安等人指出的中国诗学的‘真实性’
含义ꎬ中国诗学的‘真实性’并不是顾明栋所认

为的西方模仿再现之意”ꎻ“顾明栋把中国诗学

摹仿观与‘摹仿论’的理论架构一一对应ꎬ混淆

了摹仿与‘摹仿论’的区别”ꎻ“顾明栋的‘摹仿

论’是建立在解构西方诗学‘摹仿论’真正涵义

和片面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上”ꎻ“顾明栋

先预设了西方‘摹仿论’具有普遍性ꎬ把中国古

代诗学归附于西方诗学理论”ꎻ“顾明栋意欲凸

显中国诗学的普遍性ꎬ但这种普遍性要通过西方

文论来证成ꎬ 究其实ꎬ 是对中国文论缺乏自

信”———如此等等ꎬ不一而足ꎬ全是在没有引文证

据和分析的情况下作出的主观批评ꎮ 这样的批

评路径让我感到十分悲哀ꎬ这种为了批评而批

评ꎬ为了质疑而质疑的批评文章ꎬ除了能给作者

提供发表文章的机会ꎬ吸引一些眼球ꎬ提高一点

知名度以外ꎬ对促进学术进步有何益处?

三、学术批评应有敬畏之心

虽然我对几位学者的批评路径和具体做法

不敢苟同ꎬ但我还是要好好地感谢他们ꎬ因为即

使是有问题的批评也有可能会使文论界关注“汉
学主义”和中国传统是否有摹仿论等一些理论问

题ꎬ还可能顺便关注我这个三无学人的学术ꎮ 我

的态度是ꎬ不管批评意见正确与否ꎬ只要是实事

求是的批评ꎬ都会诚恳接受ꎮ 同理ꎬ我的反批评

意见如果有可取之处ꎬ也希望几位学者能接受ꎮ
我要特别感谢刘毅青先生ꎬ承蒙刘先生有心关注

我的学术ꎬ多次撰写文章批评ꎬ并教导我应该如

何做学问ꎬ本人一方面心存感激ꎬ另一方面作为

回礼ꎬ也冒昧地给刘先生几点进言ꎮ (一)虽然

学术批评可以畅所欲言ꎬ但仍然希望您为了维护

学术的尊严对批评多一点敬畏之心ꎬ“敬”是对

被批评者表示应有的尊重ꎬ不可采用“扣帽子”
的方式否定其学术价值ꎻ“畏”就是要以如履薄

冰的态度ꎬ反思提出的批评是否客观公正ꎬ没有

个人偏见ꎮ (二)希望您对批评和褒扬采取实事

求是的态度ꎬ对有权势学者和无名学者应一视同

仁ꎬ不要把学术大咖的学问捧得上了天ꎬ认为是

字字珠玑ꎬ句句真理ꎬ即使错了也不能批评ꎮ 同

理ꎬ也不要对其他学者又是一副面孔ꎬ不讲实际ꎬ
口诛笔伐ꎬ必欲使其学术声誉扫地而后快ꎬ不知

您是否考虑过这样有可能会被读者视为学术势

利? (三)您是一位多产学者ꎬ发表了几十篇期

刊论文ꎬ但不少是介绍、综述、评点、褒扬国内外

大咖或质疑批评其他学者的文章ꎬ这样的文章当

然有其存在的价值ꎬ但恕我疑惑地问一句:仅仅

依靠介绍、概述、评点学术成果ꎬ褒扬或批评他人

学问就能做出真正具有学术价值、让人钦佩的学

问吗? 本人绝不是要反对您从事衍生性学术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甘当评点学术和褒贬学

者的专业批评家ꎬ只是觉得以您的勇气和才华ꎬ
—２９—

　 ２０２２. ６学术批评



何不自立门户ꎬ去做原创性的大学问? 譬如ꎬ您
对我草创的中国摹仿论持彻底的否定态度ꎬ何不

构建一套您自己满意、学界也称赞的中国摹仿论

呢? (四)加上您独著的那篇质疑汉学主义的文

章ꎬ三篇稿件都采用了相同的批评方式ꎬ都是通

过曲解、质疑作者学术的争鸣以达到迅速发表的

目的ꎮ 我个人认为ꎬ那既是一条快速走向成功的

捷径ꎬ但也可能成为误导青年学者的歧路ꎬ因为

寄生性学术做得再好也是没有多大前途的ꎮ 你

我都知道ꎬ学术上其实没有什么捷径可走ꎬ唯有

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才有可能有所收获ꎬ赢得学界

同行发自内心的尊重和钦佩ꎮ 我一直奉马克思

的那句名言为座右铭:“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

道ꎬ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ꎬ才有

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ꎮ”让我们以马克思的这句

名言共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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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如何开展学术批评和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