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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考量标准之一。发展文化事业，增强文化软实力，

建设文化强国已经成为共识。我国学术话语在国内外长期处于“失语”，严重阻碍提升国际

话语权。建设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一方面要坚持回归中国文论，建设文论话语。掌握传统

话语言说方式，继承与创新，以同质性统一世界性，以异质性丰富世界性。另一方面，坚

持关注国际热点，发出中国声音，做到了解学术热点更要抢占理论前沿、立足中国特色更

要敢于学术创新、发现理论缺陷更要发出中国声音。

关键词：学术话语 失语 文化软实力 话语权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主持召

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

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

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

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由此点明大

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中国学术话语，提升

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文化建设不是政绩工程、

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而是关乎国家发展、民族

命运和人民生活的核心工程。《“十三五”规划纲

要》指出：“加大中外人文交流力度，创新对外传

播、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方式，在交流互鉴中展

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指出：“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增强国

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

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

的了解和认识，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

步的形象。”由此看来，文化建设不仅要“修内

功”，更要“走出去”，要加强自身文化建设，更

要做好文化输出，加强文化交流与传播，促使中

华文化走向世界。

文化走向世界，始终绕不开“话语权”问题。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占尽“天时

地利人和”，抢占话语权，文化霸权地位至今未曾

动摇。反观国内，西方理论鱼贯而入，迅速占领

学术阵地，致使国内学术研究成为西方理论的侵

略地，成为检验西方理论普适性的试验场，国内

学术话语彻底迷失。本文以我国学术话语生存现

状和未来发展为切入口，由学术话语至文化发展，

探讨建设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

力关系。

一、	提升文化软实力与建设中国特色学

术话语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 · 奈（Joseph Nye, 

Jr.）最早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

1990年，他在《软权力》（Soft Power）一文中指

出：“同化权力（co-optive power，即软实力）是

一个国家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倾

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这一权力往往来自文化

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

资源。”1 2006年，在《软实力的再思考》（Think 

Again: Soft Power）一文中，他为一个国家的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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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 Joseph Nye, Jr. “Think Again: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2006。
2 参见新华网《习近平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31/

c_118788013.htm。
3 关于“失语症”问题，参见曹顺庆教授《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2）：50-58）、《论“失语症”》（《文

学评论》，2007（06）：77-82）、《再说“失语症”》（《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6（1）：11-16）、《失语症与现代
性变异》（《社会科学战线》，2009（04）：190-195）等文章。

力确定三个源泉：它的文化（它能够吸引别人的

地方），它的政治价值观（它在国内外实践这些价

值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它的对外政策（这些对

外政策应该是合法，并被道德的政权所使用）。”1

可见，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考量“软实力”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 

目前，提升文化软实力是我国文化建设的战

略重点，也是提高综合国力、扩大国际影响力的

重要环节。早在2013年习近平主席即指出，提高

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

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

重塑国家形象、提高国际话语权。2文化软实力不

是绝对的、单一的，而是相对的、多元的。文化

软实力的提升，需要多管齐下。在大力发展文化

产业，继承、发掘、建设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中国梦的同

时，加大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提升国际话语权。

其中，对外文化交流，既包括文化产品、文化创

意、文化底蕴的交流，也包括学术思想、学术理

论、学术派别的交流；提升国际话语权，即包括

文化领域的发言权，也包括学术话语权。近年来，

伴随经济发展，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在被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同时，却不断遭

受质疑和责难。究其原因，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处

于弱势地位，话语权与国际地位不相符首当其冲。

构建中国话语，争夺国际话语权已经成为扩大中

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成为提升文化软实力、

增强综合国力的核心和关键。提升文化软实力，

必须深刻认识其多元化特征，不仅打造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业与产品，还要参

与和设置国际议题、引导国际舆论、分析诠释国

际事件，更要关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设中国特

色学术话语。

然而，我国学术话语建设困难重重，“失语”

状态长期存在。早在1996年，曹顺庆教授针对学

术积弊即提出“文论失语症”，直指中国文艺理

论处于“失语”状态。3二十年过去了，“失语症”

非但没有治愈，反而愈加严重。从我国学术话语

生存现状看，学术“失语”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文论话语失语。在西方文论面前，

中国文论全面沦陷、集体失声。中国人读不懂中

国文论，中国学者不使用中国文论，不愿意讲授

中国文论。伴随西方文论不断传入，中国文论内

外交困，举步维艰，正渐渐由“失语”走向“丧

生”。持续近二十年的“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盲

目追求现代性，以西释中，越转换，越失语，使

中国文论成为“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四

不像”，中国文论话语生存愈加艰难。

二是中国学术话语在国际热点问题的讨论中

失语，世界学术界缺少中国声音。面对国际学术

热点，国内学术界习惯于“拿来主义”，走介绍西

方理论观点和重要学者、翻译西方理论著作和学

术文章、以中国素材为基础验证西方理论普适性

的老路，导致重复研究、“吃剩饭”现象严重。究

其原因，部分学者创新性不强，缺少批判式阅读，

人云亦云；语言能力不过关，尤其是英语水平不

佳，导致一些有建设性意义的观点无法参与国际

学术界的讨论。此外，由于国际学术刊物和学术

会议等建设水平不高，中国学术话语缺少有国际

影响力的载体和输出渠道。当然，无论何种原因，

学术话语处于“失语”已成事实。学术话语是国

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中国学术话语在国际

学术界的“失语”已经成为制约文化软实力提升

的重要阻力。

如上所言，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国特色

学术话语，既要使中国文论话语发声，也要敢于

在国际学术界发声，敢于讨论学术热点。

二、中国特色学术话语建设的主要路径

学者沈壮海指出：“在当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

力的努力中，我们不能只靠传统演艺，不能只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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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中国’，不能只靠文化产业的振兴，不

能只靠艺术家、企业家、美食家在世界舞台上的

出场，而是要在做出这些努力的同时，建设具有

自己特色和优势的学术话语体系，推动中国学术

的崛起，推动中国学者在世界舞台上的出场。”1

建设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不是喊口号、走过场，而

是要理论与实践、坚守与创新、“拿进来”与“走

出去”相结合，敢攀高峰，敢涉险滩。根据学术

话语“失语”的具体表现，中国特色学术话语建

设需坚持“回归中国文论，建设文论话语”和

“关注国际热点，发出中国声音”两条路径。

（一）回归中国文论，建设文论话语

建设中国文论话语，“现代转换”这条路走不

通，必须回归中国文论本身，认识中国文论的独

特价值，自觉使用中国文论。这种“回归”，不是

盲目“以中排西”，而是充分认识中国文论的基本

特征，秉持中国特色，继承中国传统，创新理论

观点。当然，“回归”之路并非坦途，挑战颇多，

既要解决“不会读”、“不会用”的现状，也要克

服“中国文论无用论”的挑战。

回归中国文论话语，首要任务是读懂中国文

论。目前，部分教师不喜欢讲文学理论，尤其不

喜欢讲中国古代文论；部分学生不喜欢学文学理

论，尤其不喜欢学中国古代文论。理由很简单，

文学理论枯燥无味，中国古代文论复杂难懂。当

前研读中国古代文论过程中，不顾古代文论的话

语言说方式，忽视“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的

基本特征，最终“化易为难”、“化简为繁”，事倍

功半，得不偿失。因此，掌握中国文论独特的话

语言说方式是建设中国特色学术话语的关键。

第一，立象尽意，以象破象。如《系辞上》

所言：“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

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在中国古代文论中，面对

复杂难懂的文论概念，常用“立象尽意”的方式

“化繁为简”，最终形成独特的文化话语。《文心雕

龙 · 情采》篇“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

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

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采用“立象尽

意”的方式，论述“文”和“质”的复杂关系，

使“文附质”、“质待文”的关系简单明了。

在发展过程中，一些“意象”的内涵已经模

糊，仅凭“立象尽意”难以表达清楚。如学界针

对“风骨”竟出现70多种不同阐释，2令人大跌

眼镜。事实上，刘勰已经在《风骨》篇中“以象

破象”，给出答案。一方面，“夫翚翟备色，而翾

翥百步，肌丰而力沈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

骨劲而气猛也。”翚翟有文采而无风骨，鹰隼无

文采而有风骨，前者翾翥百步，后者翰飞戾天，

因此“文采”不同于“风骨”。另一方面，“若风

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

文章没有文采依旧可以“鸷集翰林”，若文章缺

少“风骨”只能“雉窜文囿”，所以“风骨”重于

“文采”。“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风

骨”与文采兼备是文章的最佳状态，是“文笔之

鸣凤”。刘勰用“翚翟”、“鹰隼”、“鸣凤”为意

象，既在论述“风骨”、“文采”和“文章”三者

之间的关系，也在用“以象破象”的方式达“风

骨”之意。翚翟有文采而没有风骨，肌丰力沉，

只能雉窜文囿；鹰隼有风骨没文采却骨劲气猛，

鸷集翰林。由“风骨”和“文采”的关系可以看

出：有“风骨”意味着有力量，骨劲气猛，可以

翰飞戾天；无“风骨”则缺少力量，肌丰力沉，

只能�翥百步。“文章才力，有似于此”。由此可

知，“风骨”其实代表着一种力量美，是力量在文

章中的体现。这种力量美体现在“骨劲气猛”，体

现在“骨髓峻”、“风力遒”，体现在“结言端直”、

“意气骏爽”等。

中国古代文论采用“立象尽意”、“以象破象”

等方式，将抽象理论具体化，复杂理论简单化，

充分体现“易简”思维方式，是中国文论话语的

独到之处。

第二，言不尽意，以少总多。“方其搦翰，气

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

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

密则无际，疏则千里。”刘勰《文心雕龙 · 神思》

1 沈壮海《建设具有自己特色和优势的学术话语体系》，《学习时报》，2016年5月23日第001版。
2 参见陈耀南《<文心>“风骨”群说辨疑》，《求索》，198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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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构建“思—意—言”模式。“意”由“思”来，

“言”由“意”生。“思”既“神思”，为文者下笔

前的精神活动，包括联想、想象、构思等。“意授

于思，言授于意”，指出“意”来源于深思，作文

的语言受“意”支配，三者相辅相成。刘勰承认

言不能尽意，意无法尽思，此乃为文之难。对于

思考所不及的细微意义，文辞所难表达的曲折情

致，符号无法传达，所以只能“笔故之止”。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多处展现中国传统

文论话语“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的特点。如在

点评作家及作品时，只需两三言，作家风格、作

品特色便显露无疑。“温飞青之词，句秀也。韦端

庄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1（王

国维，2001：33）“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

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

淑女与倡伎之别。”（王国维，2001：37）在探讨

“隔”与“不隔”时，王国维没有进行学理探讨，

反而采取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以少总多。如“‘池

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

隔。”“‘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

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

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上’，则隔矣。”

同样简洁明了，不做长篇大论，让人观辞立晓，

又回味无穷。

第三，互文见义，参互成文。“互文见义”是

古诗文中一种常见的修辞方法，对于解读古代文

论具有重要意义。在阅读古代文论时，每当一句

话或一个词看不懂，可以联系上下文，“观辞立

晓”。如《文心雕龙 · 神思》篇“密则无际，疏

则千里”为例，范文澜注：“‘密则无际’即上文

所云‘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疏则千里’即

上文所云‘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2典型的

互文关系，不联系上下文很难读懂。《风骨》篇

中，“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周振甫注：“这是

互文。”3《文心雕龙 · 情采》篇：“真宰弗存，翩

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

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典型的前后参互成文。由

下文的“实存”和“无情”可以快速领悟到上文

“真宰”即“真实情感”的意思。在阅读十三经的

过程中，很多时候也需要前后相互参照才能理解

其中真意。

回归中国文论话语，不等于走老路，走老路

等于走死路；建设中国文论话语，关键在于做好

继承与发展。掌握变化规律，摸清发展脉络，继

承传统，勇于创新，是学术话语建设经久不衰的

法宝。“明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

必酌于新声。”（《文心雕龙 · 通变》）西方文论这

一“新声”的传入为中国文论发展注入新血液、

提供新契机。然而，在接受过程中，一味求同，

盲目以西释中，忽视中国文论的“异质性”，导

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盛行，“内容与形

式”泛滥。“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见过于师，

仅堪传授；见与师齐，灭师半得。”（严羽《沧浪

诗话 · 诗辩》）盲目以西释中，缺少中西文论平等

对话，可谓“入门不正，立志不高”。在发展过

程中，无法做到继承，更谈不上发展，不仅没有

“传授”，而且导致“失语”。建设中国文论话语，

需借助西方文论东渡契机，勇于创新，展开中西

文论平等对话，为中国文论发展注入“新声”。

学术话语建设任重道远，文论话语回归之路

曲折悠长。建设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不仅要具备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而且要走出国

门、走向世界，具备“世界性”意义和价值，参

与世界学术话语建设。在笔者看来，“世界性”具

有两种表现：

一是立足于同质性的趋同性。钱钟书先生曾

撰文“东海西海，心里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

裂”，即是此理。一方面，同质性有利于文学作

品和理论的广泛传播，发现共性，共同进步。另

一方面，“同质性”的确立也涉及话语权问题。如

达姆罗什就“世界文学”提出“椭圆折射”理论。

他利用椭圆具备两个焦点的特性，指代世界文学

的双重性质。世界文学具有两个核心要点——源

文化和主体文化。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想成为世界

1 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3页。
2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00-501页。
3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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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一部分，需要从源文化出发，被他国文化

空间接受。“接受”过程与接受主体的民族文化传

统和价值需求相关。因此，世界文学既与源文化

相关，又与主体文化相关，是一种双重折射。1而

且他进一步指出世界文学并非经典文本的简单集

合，而是一种阅读方式，使读者超越自身时空，

进入更加广阔的世界。作为阅读模式，一部作品

能否成为世界文学，取决于其他国家、民族读者

的阅读。一旦外国作品开始在读者脑中发生共鸣，

世界文学就开始活动。这种“共鸣”，实际是不同

民族文学作品的相同价值取向的融汇。作品自身

价值取向被本国以外读者认可，超越民族性，成

为世界性价值。但仔细分析发现，椭圆折射理论

更像主体文化以世界文学视角，秉持自身所认同

的普世价值，考量其他民族文学作品。双重折射

其实是由拥有话语权的主流文化所主导的趋同性

进行的筛选和改造。因此，同质性代表趋同性，

在全球化时代，有利于世界整体化发展。

二是立足于异质性的丰富性。全世界追求共

同“文心”的同时，又特点鲜明、风格各异。“世

界性”不仅要“求同”，更要“存异”。世界本身

即丰富多彩，不一定也不可能整齐划一。要想真

正构建起健康的、完善的世界性价值，必须摒弃

只重“同质性”的片面观念，将异质性作为世界

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同质性统一世界性，以异

质性丰富世界性。

西方学术话语建设只重“同质性”忽视“异

质性”，导致趋同性有余，丰富性不足，形成话语

霸权。建设中国文论话语，不能“唯西方是从”，

应该秉持传统，坚守中国特色，使中国文论话语

摆脱西方理论附会者角色，真正参与世界文论话

语建设。转变“异”、“同”观念，建立对话机制，

是中国学术话语在国际发声的重要前提，对于在

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具有重要意义。

（二）关注国际热点，发出中国声音

在国内，学术话语“失语”表现为中国文论

失语；放眼国际，“失语”还表现为世界性学术热

点问题的讨论中缺少中国声音。中国特色学术话

语建设在建立健全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同时，必

须了解和抢占国际学术前沿，在热点问题上与西

方展开对话，彻底治愈学术话语的“失语症”。笔

者认为，想要在国际学术热点问题讨论中发出中

国声音，需做好以下四点：      

第一，了解学术热点更要抢占理论前沿。

中国学术话语想要在国际发声，需做好以下

几步：首先，了解别人关注什么、讨论什么，即

国际学术热点。如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文学理

论家和批评家佳亚特里 · 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1942- ），她的多重身份特性（第三世界

背景，女性，理论家）使其理论对于第三世界打

破西方帝国主义霸权具有重要意义，是不折不扣

的国际学术界研究热点。

其次，学术热点讨论必须“知己知彼”。“知

己”即总结国内研究现状和不足。就斯皮瓦克研

究而言，国内关注早、成果显著。从上世纪90年

代开始，斯皮瓦克便不断被介绍进中国。从前期

以单篇译作为主，到后期学术专著和硕博士论文

涌现，斯皮瓦克研究在国内从起始走向繁荣。然

而，仔细梳理研究现状亦可发现国内斯皮瓦克研

究尚存在研究视角和范式单一、缺少论争和批判、

研究资料时间和常识性错误频出以及资料匮乏、

研究材料不足、重复研究较多等不足。尤其是对

英语世界研究情况不了解，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

已经跟国际学术界脱轨。“知彼”即了解国际研究

成果和趋势。以英语世界为例，英语世界斯皮瓦

克研究如火如荼，专著、论文层出不穷，观点、

理论创新不断，形成纵向与横向相结合、赞扬与

批判相结合、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等多元化研究模

式。具体来看，关于斯皮瓦克与赛义德、霍米巴

巴等学者的比较研究，对于斯皮瓦克书写风格的

研究，对于其后殖民、底层等理论的批判等成为

国际学术界研究热点和未来趋势。

最后，在比较中立足自身发现创新点，在讨

论中勇于发声抢占前沿。综合比较国内与英语世

界斯皮瓦克研究情况，发现英语世界研究情况可

1 【美】大卫 · 达姆罗什著《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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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丰富国内研究理论、材料和方法，对于实现中

西学术话语“对话”意义重大。国内学者可以中

国特色创新理论。如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底层和

女性主义等理论与其第三世界身份（印度裔）息

息相关。同为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与印度在国情、

环境和文化等方面有相似亦有不同。斯皮瓦克及

其理论在中国的土壤上未必可以“无缝衔接”。如

果能立足自身国情和现状，发现其理论的缺陷和

不足，不仅可以与斯皮瓦克本人展开对话，也可

与西方学术界广泛讨论，成为斯皮瓦克研究领域

的重要成果，亦为建设中国特色学术话语和提高

国际地位提供契机。

当然，学术热点不能盲目选择，要联系实际，

考虑国情。而且，学术创新不是特立独行、标新

立异、为所欲为，必须以现实为基础，以事实为

依据，做到“以新引人”，“以理服人”。

第二，立足中国特色更要敢于学术创新。

中国学术话语建设必须具有“中国特色”。

2016年5月17日习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

会上提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

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

业性”。由此看来，“中国特色”内涵丰富，不仅

包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也包括顺应时

代发展出现的原创性、专业性、系统性理论和体

系。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即是建立中国特色学术话

语体系的成功范例。

比较文学危机不断：克罗齐质疑“比较”作

为方法并不专属于比较文学，同样适用于其他学

科；韦勒克指出法国学派人为割裂艺术整体性，

只关注渊源和影响，毫无“文学”可言；伯恩海

默直言比较文学迎来多元文化时代，研究对象从

文学领域扩大至文化领域成为未来趋势；乔纳

森 · 卡勒担心无限扩大比较文学研究范围，导致

比较文学看起来不再像一个学术领地；苏珊 · 巴

斯奈特坦言比较文学走向死亡，翻译研究将成为

重要趋势；斯皮瓦克断言欧美中心主义导致比较

文学死亡……

仔细梳理可知，学科危机源于“可比性”缺

失。克罗齐质疑“比较”只是普通方法，可比性

不足，难以成为合法学科。法国学派为此提出

“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

象人为划定为“国际文学关系史”，关注事实关

系，使其独立于其他学科，以“同源性”作为可

比性。韦勒克质疑法国学派人为限制文学研究范

围，只注重渊源和影响，忽视文学研究的核心文

学性，可比性不全面，致使比较文学陷入危机。

美国学派为此重新重视平行研究，将“类同性”

作为可比性之一。伯恩海默指出多元文化时代来

临，扩大比较范围，变文学研究为文化研究，跨

学科成为重要趋势。比较文学研究范围扩大至无

所不包，几乎涉及所有学科、所有领域。这一做

法非但没有使比较文学走出困境，反而导致在无

限广阔的范围内，比较文学可比性再次迷失。

面对比较文学学科现状，中国学者立足自

身，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与法国学派影响研

究追求同源性、美国学派平行研究追求类同性不

同，中国学派坚持特色，创新理论体系，在“同

源性”、“类同性”等同质性之外，确立“异质性”

为重要可比性之一，主张跨文明研究，使比较文

学真正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走向世界。异质性和

跨文明研究作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在国际比较

文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对于推动比较文学学科摆

脱危机、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曹顺庆

教授独创变异学理论，以异质性和变异性为基础，

引起世界反响，为比较文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做

出重要贡献。2013年，其英文专著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由Springer公司出

版，变异学正式走出国门，引起国际反响，也促

使中国学术话语“声”扬海外。

至今，中国学派已悄然走过三十余年，在比

较文学学科纷繁复杂的国际潮流中，形成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回归不等于走老路，中国特色不

等于一成不变。建设中国学术话语，需博采众长，

既关注中国传统，亦了解国际优秀资源，再发现、

再创造，实现理论突破、学术创新。

第三，发现理论缺陷更要发出中国声音。

中国学术话语“失语”原因之一便是“唯西

方是从”，长期奉行“拿来主义”，以介绍宣扬西

方理论观点为荣，以能言善辩西方方法论体系为

傲，以证明西方观点在中国具有普世价值为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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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理论观点的产生，既有理论家的主观因素，

亦包含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等客观因素，甚至包

括学术派别、学术传统等“软环境”因素。任何

一个理论，即使立意高远、思虑缜密、抱负远大，

亦有理论盲点和局限。中国学术界一味为西方理

论唱高调，不仅体现出学术话语的“被殖民性”，

还直接导致“失语”。建设中国特色学术话语，必

须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附心理，秉持批判性思维，

发现闪光点，思考缺陷，进行理论创新，发出中

国学术话语最强音。

以世界文学为例：西方比较文学界视世界文

学为比较文学未来发展。但目前，“世界文学”的

含义尚无定论。苏源熙认为“世界文学是既定事

实，所包含的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作品、文学模式

等像档案馆一样有待发掘，无须重新建构，为比

较文学研究提供良好基础。”1世界文学代表世界

范围内文学作品的总和，是一个集成概念，作为

既成事实，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桑德拉伯

曼认为“世界文学是一个空间概念。在这个空

间里，可以研究外国文化和主体文化的碰撞。”2

（Bermann，2009：343）他的观点与苏源熙略有

异同，二者都承认世界文学代表着一个范围、空

间，但苏源熙突出作品总和，而伯曼更强调世界

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与此同时，达姆罗什

认为“作品通过被接受进外国文化空间成为世界

文学。这一空间通过主体文化的民族传统和自己

作家的当前需求等多种方式定义。”3他的观点极

具代表性：一方面，与苏源熙明显不同，他认

为并非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文学作品都是“世界文

学”；另一方面，能否成为世界文学由多方面因

素共同决定，既包括作品本身，主体文化，也包

括接受国文化、社会需求等。

“世界文学”概念传入中国后，立即引起广泛

关注。介绍性、阐释性文章层出不穷，在吹捧的

同时，试图证明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然而，此类研究效果不佳。一方面，“世界

文学”概念在西方尚处于论争阶段且无定论，简

单介绍即试图梳理世界文学的定义无异于痴人说

梦。另一方面，按照达姆罗什的观点，中国文学

能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或者中国哪些文学

作品能有幸成为世界文学尚需要西方主流社会和

话语权检验，中国学术界并没有话语权。在“世

界文学”这一学术热点上，中国学术话语再次

“失语”。

要想走出困境，必须学会论争。仔细分析西

方有关“世界文学”的理论，缺陷明显。一是自

身理论不完善，体系不健全。世界文学价值趋同，

渴望形成普世价值观。但由于该价值观标准、依

据等不明，致使世界文学更像是掌握学术话语权

的西方世界赋予比较文学研究的乌托邦梦想。二

是方法论体系缺失。世界文学更像世界范围内优

秀文学作品的集合，边界模糊，内容混乱。在全

球化时代，她虽然为比较文学带来“世界”视角，

但是缺乏方法论体系和可操作性，只能成为反思

和展望。三是注重同质性，忽略异质性。世界文

学追求同质性，寻找不同国家、地区、民族文学

作品的普世价值。“椭圆折射理论”便是主体文化

以“世界”视角，秉持自身所认同的普世价值，

考量其他民族文学作品。“双重折射”实质是趋同

性筛选和改造。世界文学盲目坚持同质性，忽视

异质性，导致没有超越法国学派的同源性和美国

学派的类同性，没有摆脱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

磕绊。西方话语权掌握世界价值取向，致使世界

文学虽然拥有世界眼光，但难逃西方中心主义的

窠臼。

世界文学无法代表比较文学的未来，结合中

国研究现状，中国学术界完全有实力“预言”比

较文学的未来发展，中国学术话语完全有能力参

与甚至引导世界学术话语建设，推动世界学术话

语发展。根据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相关理论，跨

文明研究将愈演愈烈。如曹顺庆教授所言：“只有

进行跨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才能从根本上

改变西方霸权话语一家‘独白’的局面，使比较

文学成为异质文化间平等的、开放的和有‘交换

1 Saussy, Haun. “Comparisons,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Common Denominator.” A Compan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d. Ali 
Behdad and Dominic Thomas.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1, pp. 61-62.

2 Bermann, Sandra. “Working in the And Zon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4(2009).
3 Damrosch, Davi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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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对话。”1跨文明研究是全球化的必然，也

为比较文学发展开辟新篇章。可以想象，随着信

息化时代来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明冲突愈

演愈烈，文学传播更加方便、快捷，跨文明比较

研究势必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核心。此外，变异

学将成为比较文学未来新突破。比较文学变异学

立足于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跨文化

变异研究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已经成为比较

文学研究最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和突破点。比较

文学变异学不同于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世界文学

亦然）的“求同”心理，立足于异质性，关注变

异性，不断挖掘不同文明、国家、学科间的变异

关系，构建“和而不同”的世界。

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不仅要参与讨论学术热点，

更要发现学术热点、引领学术热点、创造学术热

点，争夺学术话语权，让国际学术界重视中国话

语，打破西方话语霸权。

第四，坚持“拿进来”更要学会“走出去”。

学术话语建设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只

进不出”，要坚持“拿进来”更要学会“走出去”。

中国学术话语要想被国际学术界认可，必须走出

国门、走向世界。同时，“走出去” 要讲求策略，

不能盲目，不能随意，更不能“一意孤行”。一方

面，积极关注国际学术热点，参与讨论，敢于发

表意见，是一种“走出去”策略。由于受到国际

学术界和学术话语的引导和限制，故称之为“被

动走出去”；另一方面，变被动参与为主动交流，

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互动，参与热点甚至创造热

点，主动走出去。针对当前学术话语生存现状，

国内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急需建立有效对话机制。

如上文所言，中国学术研究在很多领域都有能力

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但如何使其走出

国门，避免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尴尬局面

至关重要。例如：在西方比较文学界，“危机论”、

“死亡论”从未停歇，各种观点争议不断。目前，

比较文学学者热衷于从事理论研究、跨学科研究

（如电影），导致比较文学“不比较”、“不文学”，

学科走向“名存实亡”。但在欧美之外，尤其在新

1 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3期。

兴国家和后殖民国家，比较文学研究却欣欣向荣。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已经悄然走过三十年，跨文明

研究获得认可，研究实践成果斐然；变异学理论

成为学科重要转折点，促使比较文学摆脱危机，

迎来新发展。然而，由于缺少对话机制，我国的

部分研究成果和理论在西方鲜为人知，令人惋惜。

“走出去”的核心“在于”对话，“对话”的

关键在于“平等”，平等对话的前提在于“有话

可对”。要想“有话可对”，一方面要建设强有力

的中国学术话语，了解国际学术热点，做到“有

言以对”；另一方面要创新理论，不做西方理

论的“跟随者”，凸显中国特色，做到“言之有

物”。与此同时，与西方学术话语平等对话，必

须提高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化”水准。“国际

化”不等于“西化”，而是为“对话”创造机会

和条件，提供载体和平台，让中国学术话语主动

走向国际。例如：

参与甚至承办国际会议，加强国内外学术互

动，让国际学术界了解中国学术话语。2016年，

由四川大学和美国宾州州立大学联合主办的“第

七届中美双边比较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

举行。来自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

美国杜克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和清华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中美多

所高校的300多名学者，围绕“跨文化语境中的

比较文学”主题，对比较文学的前沿研究、世界

文学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与文学翻译、文学与

其他学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此次会议不仅

使中国学术界近距离接触国际学术前沿，也促使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术话语进一步了解。同年，

在第21届国际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中，中国比较文

学学会会长曹顺庆教授代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发

言，并成功获得“第22届国际比较文学学术会

议”承办权。参与和承办一系列高水平国际会议，

对于中国学术话语走向世界，提高学术话语建设

的“国际化水平”十分重要。

此外，创办国际刊物、提高刊物水平也是学

术“国际化”的重要途径。学术刊物是学术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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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尹晶，西方文论关键词：生成，《外国文学》，2013年第3期，第101页。

的重要载体，也是学术对话的主要平台。目前，

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力的刊

物多由西方社会掌控，中国学术话语对外传播缺

少有效渠道。由曹顺庆教授主编的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比较文学：东方与西

方》英文版）已经出版近二十年。作为国内外公

开出版发行的学术集刊，主要刊登与比较文学、

文学研究、文学及文化理论、翻译研究、媒介研

究与文化研究等领域相关的学术论文，且与世界

各主要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有交流计划，为

传播中国学术话语做出重要贡献。2016年创刊的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World Literature亦以讨论

比较文学学术热点、加强对外交流与传播为己任。

“走出去”战略是学术话语建设的重要举措。

平等对话机制和有效传播载体是该战略成功与否

的关键。学术话语不可一日建成，需坚定信念，

树立文化自信、话语自信，增加积极性、主动性。

结语

中国学术话语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严重

制约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建设中国特色学术话语，

必须坚持“回归与创新”、“继承与发展”、“引进

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转变“唯西方论”，回归

中国学术话语，不做跟随者，敢于发声，做到理

念创新；完善对外交流机制，提供中西对话平台，

坚持平等对话，做到制度创新；坚持文化走出去，

主动交流，创新学术，敢于发声，做到战略创

新。学术话语是国家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

话语的国际地位体现国家的学术水平和文化水准。

十三五期间，软实力建设成为重中之重，文化产

业即将成为拉动国家、社会进步的新动力。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不仅符合文化软实力

的多元化特征，而且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提高

国际话语权和国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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