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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文学、杂文学观念
与中国文学批评史

□　 张　 健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语言及文学系 香港

　 　 “纯文学”是从日本输入的术语。 “纯文学”作
为日本文学术语有两个含义：其一是与广义的文学

相对，广义文学指以文字为表现媒介的范围广泛的

作品，狭义的文学指诗歌、戏曲、小说之类以美的形

成为重点的作品。 其二是与“大众文学”、“通俗文

学”相对，以不取媚读者的纯粹艺术感兴为轴心而

创作的作品。 前一义为早期含义。 根据日本学者的

研究，明治二十五年，内田贡在《文学一斑》中提出

“纯正文学”“纯文学”之说。 在他而言，纯文学就是

诗，即西方所谓 Ｐｏｅｔｒｙ。 明治二十六年，北村透谷在

《何谓与人生相涉》一文中也提出“纯文学”之说。
明治三十九年，太田善男《文学概论》一书将文学分

为“纯文学”与“杂文学”两类：前者是情的，后者是

知的；前者诉诸情，后者诉诸知；前者目的在感动，后
者在教导。

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已经用纯文学论述中

国文学批评，认为魏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期”，而
梁代则有“偏重纯文学的潮流”，又谓“裴子野尝著

《雕虫论》批评纯文学”。 在日本有关近现代文学的

工具书中，未见有“杂文学”术语，此或可解释为，太
田氏提出的“杂文学”一语未能成为学界普遍接受

的文学术语。 然在中国，“杂文学”却与“纯文学”一
道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的一对基本范畴。

“纯文学”、“杂文学”术语何时进入中国，目前

难以完全考定。 王国维对输入日本学语持正面态

度，他当是最早使用“纯文学”术语者之一。 其《论
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
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 ……甚至戏

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恉。”又其《文学

小言》称“《三国演义》无纯文学之资格”，此“纯文

学”之术语当来自日本。 王国维在学术界影响巨

大，他之用此术语，当会促进其迅速流行。 鲁迅《摩
罗诗力说》谓“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

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 文章为美术之

一，质亦当然”。 黄人所编《普通百科新大词典》“文

学”条中已经明确提到“纯文学”，周作人《日本近三

十年小说之发达》论日本文学，“从前虽受了中国的

影响，但他们的纯文学，却仍有一种特别的精神”。
又其《人的文学》中论中国传统文学，“中国文学中，
人的文学，本来极少。 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

都不合格”。 “从纯文学上举例”，像淫书、鬼神书等

十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统应该排斥”。 以

上所引诸条表明，至迟在 １９０５ 年时，“纯文学”术语

已经输入中国，且渐被接受。
“杂文学”术语之输入中国学界，当较“纯文学”

为晚。 呂思勉《小说丛话》中提出“纯文学的小说”
与“杂文学的小说”之分，虽论小说，却是以“纯文

学”与“杂文学”相对。 其“纯文学”与“杂文学”之

二分说乃是从太田氏《文学概论》来。 但吕氏有时

亦称“纯文学的小说”与“非纯文学的小说”，说法亦

未固定。 朱希祖《文学论》引太田氏《文学概论》，
说：“日本太田善男，亦以诗为主情之文，以历史、哲
理为主知之文，惟称主情文为纯文学，主知文为杂文

学，其弊与吾国以一切学术皆谓文学相同，兹所不

取。”到 １９２２ 年，杨鸿烈发表《文心雕龙的研究》等

论文，即以“纯文学”与“杂文学”相对举。 其后“纯
文学”与“杂文学”遂成为现代中国文学批评之一对

范畴。 １９３３ 年《新中华》第五卷第 ７ 期“现代中国文

学诸问题特辑”有《杂文学》 （施蛰存）、《纯文学》
（顾仲彝）两文专门介绍此两个术语，即是明证。

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分别，其西方学术的依据，乃
英国的著名文学批评家戴昆西 １８４８ 年在《蒲伯作品

集》的书评中所提出的“知的文学”与“力的文学”之
分辨。 太田善男《文学概论》第三章“文学的解说”
中引其语，译为“文学有二，一为知之文学，一为情

之文学”，直接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译为“情之

文学”。 在中国，黄人《中国文学史》亦引戴昆西之

语，其中译即根据太田氏日译：“科因西哀所著《亚
力山大扑浦论》中有曰：文学有二：一知之文学，情
之文学。 前者以教人为事，后者以感人为事。 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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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为舵，情之文学为棹与帆也。”吕思勉《小说丛

话》分“纯文学的小说”与“杂（不纯）文学的小说”，
谓“一诉之于情的方面，而一诉之于知的方面也”，
亦据太田氏所介绍之戴昆西说。 谢无量《中国大文

学史》第一编第一章第二节“外国学者论文学之定

义”，实根据太田氏《文学概论》第三章第一节“文学

的意义”撰成。 谢氏所引第三家即是戴昆西：“戴昆

西 Ｄｅ Ｑｕｉｎｃｅｙ……尝释文学曰：文学之别有二：一属

于知，一属于情。 属于知者，其职在教；属于情者，其
职在感。 譬则舟焉，知如其柁，情为帆棹，知标其理

悟，情通于和乐，斯其义矣。”如此，则知识与情感之

分遂成为两类文学之别。 谢氏主张“文学为施于文

章著述之总称”，属于所谓广义文学观，其在第一章

第四节“文学之分类”中谓“自欧学东来，言文学者，
或分知之文与情之文二种”，当是指太田之《文学概

论》，即以戴昆西之说，将文学分为两类。 谢氏文学

史在早期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界影响巨大。 其“杂文

学”之语当为时人所熟知。
２０ 世纪上半期，戴昆西此段论述在中国学术界

影响甚大，被认为是广义文学与狭义文学分别之依

据。 钱基博《我之中国文学的观察》、马宗霍《文学

概论》论文学定义，皆以谢无量所译戴昆西之说作

为广狭二义文学之区分依据。 钱锺书评周作人《中
国新文学源流》中说：“周先生把文学分为‘载道’和
‘言志’。 这个分法本来不错，相当于德昆西所谓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此

同样是把戴昆西之说与文学的广狭二义相连。 当杂

文学与纯文学之说等同并逐渐取代广义文学、狭义

文学之术语时，戴昆西之说遂被视为杂文学与纯文

学分类的依据。 曹百川《文学概论》先引谢无量所

译戴昆西语，并云：“我国学者类别文学，亦有相似

之说。 理知之文，以供世人实用为目的，故亦称‘实
用文’或曰‘杂文学’，情感之文，以使读者兴美感为

目的，故亦称‘美术文’，或曰‘纯文学’”。 这大体代

表了当时对于纯文学与杂文学观念的主流看法。
本来纯文学与杂文学之分只是文学内部的分

别，但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至 ３０ 年代初，主张纯文

学的人干脆否定杂文学是文学。 陈源（西滢）《论翻

译》 重译了戴昆西的著名论述， 将 “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改译为“力的文学”，指出“在普通的公众的

分类”中，“智的文学”即杂文学已经不算文学，纯文

学与杂文学的分别本来属于文学内部的区分，遂成

为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 在纯文学的观念支配下，
文学概念的范围发生了变化，杂文学被从文学中剔

除，文学就是纯文学，杂文学不是文学。 此种文学观

念体现在文体上，诗歌、小说、戏曲被认定为文学

体裁。
在纯文学的观念支配下，文学概念的范围发生

了变化，杂文学被从文学中剔除。 此种文学观念体

现在文体上，诗歌、小说、戏曲被认定为文学体裁。
１９３２ 年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说：“近来大家

都有一种共通的毛病，就是：无论在学校里所硏究

的，或者个人所阅读的，或是在文学史上所注意到

的，大半都是偏于极狭义的文学方面，即所谓纯文

学。”此可见到 １９３２ 年时，纯文学观念已经成为主流

的文学观念。 周氏说法可以拿当时的文学史研究来

印证。 金受申《中国纯文学史》、刘经庵《中国纯文

学史纲》、梁启勋《中国韵文概论》等书都是基于纯

文学观念。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方面，杨鸿烈是较早

以纯文学与杂文学观念论述中国古代文学观念者。
１９２２ 年，杨氏发表《文心雕龙的研究》，以纯文学与

杂文学的观念论述《文心雕龙》；１９２４ 年发表了《为
萧统的〈文选〉呼冤》，认为萧统提出了纯文学观念。
同年，发表《中国文学观念的进化》，则是以纯文学、
杂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观念的演变历史作了总体性

历史性论述。 《中国文学观念的进化》一文有两个

核心范畴：一是历史观上的进化论，二是文学观上的

纯文学观。 杨鸿烈将进化论与纯文学、杂文学观念

结合起来，以论述中国文学观念的进化，其所谓进化

者就是从杂文学观念向纯文学观念的进化。 他认

为，先秦时代，孔子“把一切包括在书籍里的东西都

叫作文学”，而到墨子、韩非子，则“凡政教礼制，言
谈书简，学术文艺都是文学，这样的文学观念当然比

孔子要进化得有限制了”。 这种观念一直到汉代，
司马迁仍受其支配。 到东汉，班固在《两都赋序》中
把文章分为两类：一类是“言语侍从之臣”的作品，
一类是“公卿大臣”的作品，“这样就隐隐的有分前

一类做纯文学，后一类做杂文学的意思了。 这样的

趋势，到了晋以后，才大大的显明出来，中国文学观

念的进化，到了那时代才有一度的正确”。 在杨氏

看来，魏文帝的《典论·论文》 “就很推重一些作诗

作赋的文学家”，这是推重纯文学的表现。 而到了

晋代，“就有所谓‘文笔之分’，即纯文学与杂文学有

分别，狭义的文学与广义的文学有分别，这是文学观

念进化的一件可喜的事。 那时所谓的‘文’，就是纯

文学；所谓的‘笔’，就是杂文学。”到梁昭明太子“从
文学所涉及的外围来确定文学的观念，就是排除

‘经’‘子’ ‘史’于文学范围之外，他只以‘事出沉

思，义归翰藻’的当作文学”，梁元帝“只是以最富于

感情‘吟咏风谣，流连哀思’的才能叫他做‘文学’”，
“这样观念的正确，真值得在中国文学史上大书特

书的把他郑重的记载下来”。 杨氏 １９２４ 年发表的

《为萧统的〈文选〉呼冤》一文，正是从文学观念进化

的角度肯定萧统所持的是纯文学观念，他根据《文
选序》，称萧统“认为是文学的，必须有两个条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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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方面要有情感，在形式方面要美丽”，他认为非

文学的则“缺少了这两个条件，如经，史，子，和其他

种类的杂文”。 他说：“这样文学观念在齐梁时代就

有过，这很可以算中国在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件光荣

的事！”但是，在他看来，“千余年来的读者，都不明

白他的著作如《文选》那样的有价值”。
刘勰在中国文学观念进化中的位置，是杨鸿烈

非常早关注的问题。 他 １９２２ 年已发表《文心雕龙的

研究》，将《文心雕龙》放到文学观念进化的过程中

去透视。 他认为《文心雕龙》有“三大好处”，其一是

“主张自然的文学———要用自然的思想情感来描

写”，其二是“矫正当时不可一世的雕琢的文学，依
据他自定的标注去逐一的批评”，其三是“能看出并

且能够阐明文学和时运的关系”。 但他认为此书的

“最大的缺点，最坏的地方，就是‘文笔不分’，换句

话说，就是他把纯文学和杂文学的界限完全的打破

混淆不分罢了。 在他那文学观念已经大为确定明了

的时代，他偏要出来立异，想要文以载道，这是他最

大的错误”。 因为纯文学在内容上是抒情的，载道

在内容上来说就已经不属纯文学，这样就模糊了纯

文学与杂文学的界限。 就文学观念看，这是错误的；
从进化论的观念看，这不是进化，而是复古，是倒退。

在杨鸿烈看来，刘勰“偏于复古一面，接着唐代

那般古文传统派出来，文学的观念便暗晦得无比

了”。 他认为，唐宋以来的文以明道的观念都是“文
学观念的不正确”，“影响于文学的进步，很是重大。
唐以后文学在传统派手里，所以变成死物，不能不说

这是唯一的原因了”。 但杨氏在明清“文学观念的

不正确”的潮流中也举出清代“最先懂得文学的真

谛”的“几个思想家”，即黄宗羲、袁枚、魏际瑞。 黃、
魏二人都重情，在杨氏看来是纯文学观念。 杨鸿烈

特推重袁枚，撰有《袁枚评传》，称其为“中国罕有的

大思想家”。 在文学方面，杨鸿烈强调袁枚两点：其
一，重情，且重男女爱情为文学之基本要素；其二，强
调文学的独立性。

清代桐城派与文选派的文论，被杨鸿烈置于纯

文学与杂文学的现代文学观念框架中，以为文选派

的文学观体现了纯文学观念，桐城派体现了杂文学

观念；他又将两派观念置于进化论的框架中，认为桐

城派的文学观念是复古的，不正确的，文选派的文学

观念是进化的，正确的。 杨鸿烈认为，“文学革命”
是“中国人文学根本的发动改变处”，他列举了陈独

秀、刘半农、罗家伦关于文学的观念与定义，认为这

些“由欧美文学上集合而成的定义，使我们中国人

得有一个正确明了的观念，从此文学上的介绍和创

作，在中国就辟了个新天地”。
郭绍虞先生被公认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

真正开创者。 他论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也是基于

进化论与纯文学、杂文学观念。 其《文学观念及其

含义之变迁》论文学观念的演进与复古，便是基于

纯文学与杂文学二分之说。 他认为周秦到魏晋南北

朝的文章观念是“演进”，其实就是从杂文学观念到

纯文学观念的演变；隋唐到北宋的文章观念为“复
古”，即是文章观念从纯文学又回到了杂文学观。
这种论述成为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基本观念架

构。 这些论述与杨鸿烈相当一致。 但是，郭先生在

论述唐宋及其以后复古的文学观时，区别“文以贯

道”与“文以载道”。 唐人李汉提出“文者贯道之器

也”（《韩昌黎集序》），周敦颐提出“文所以载道也”
（《通书》），郭先生认为“贯道是道必藉文而显，载道

是文须因道而成，轻重之间分别显然”。 在他看来，
贯道的文学观是古文家古文的观念基础，古文家

“虽口口声声离不开一个‘道’字，但在实际上只是

把道字作幌子，作招牌；至其所重视者还是在修词的

工夫”。 载道是道学家古文的观念基础，“偏于重道

而只以文作为工具”。 郭先生的这种分辨较之杨氏

更为细密。 尽管如此，整体上说来，郭绍虞先生关于

中国文学观念演进的总体论述，实与杨鸿烈大体一

致，且晚于杨氏。 此前，学术史研究者（包括笔者）
往往强调郭绍虞首先运用纯文学、杂文学观念论述

中国文学批评，未能注意到杨鸿烈已论之在先。
“纯文学”、“杂文学”术语虽是输自日本，但其

观念基础还是西方文学理论，以之论述中国文学传

统是否恰当？ 朱自清先生已有质疑。 朱先生《评郭

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认为以西方文学观念

重建中国文学史具有其合理性，但是，他对“直用西

方的分类来安插中国材料”却主张应该“审慎”。 基

于此，他对郭绍虞以纯文学与杂文学论述中国文学

观念并不赞同。 在西方文学理论中，狭义文学观念

（纯文学）落实到体裁层面，是指诗歌、小说、戏剧诸

体裁而言；纯文学观念应用到中国文学传统中，也面

临体裁层面的认定问题。 从积极的层面说，传统不

登大雅之堂的戏曲与小说，因为符合西方狭义文学

的体裁范围，得以进入文学的核心文体，成为“纯文

学”，其价值随之被重估。 从消极的方面说，原来属

于核心的文体，如被称为“大手笔”的实用文、载道

的古文，都因其不纯而被剔除出文学的范围之外。
根据纯文学观念重建起来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与

其“本来面目”已有巨大的不同。 朱自清先生是主

张借用西方的文学批评的“明镜”照见中国诗文评

的“本来面目”的，故他对郭著此一方面有所质疑。
纯文学与杂文学观念塑造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

中国文学批评史，影响至今。 考察此一形塑过程及

其得失，对于当今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依然具有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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