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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comparative poetics scholars have been
challenging the tired model of East-West cultural binary opposition by analyzing the
complex aspects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presupposed by “comparison.”
They have also examined the nature and method of poetry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s, as well as the paradigms of poetics from the dimension of “metapoetics.”
The common feature of studies mentioned in this essay is that they do not blindly
follow mainstream Western thinking but focus on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oetics, thus showing a deeper awareness of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while reflecting on local and foreign poetics
recipro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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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过去的两年间，置身全球化、数字化时代的中国比较诗学
学者积极地在国内外学术话语平台发声，学界前辈笔耕不辍，

中青年学者亦锐意进取。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比较诗学领
域的新成果既有从“元诗学”（metapoetics）的维度反思比较诗学本身
的范式与方法，也有植根于具体文学文本的理论思辨，共同致力于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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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旧有的东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剖析“比较”所预设的“同”与“异”之下的复杂面向。
自 2018 年以来，中国比较诗学研究的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站在“元诗学”的维度反思比较诗学的方法论
在“世界文学”一词已为学界耳熟能详的今天，王宁《从世界文学到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
提出对世界诗学的构想：世界诗学的建构是基于世界文学和比较诗学的一种理论升华，它同
1

时有着这两方面的基础，是可行的、可译的，世界诗学的建构能够提升中国文论的影响。 刘
耘华的《远程阅读时代诗学对话的方法论建构》以诗学为对象，尝试建构工作平台意义上的
“精神性‘面对面’”，借此克服框架式“诗学比较”所伴随的“非客观性”，也为未来诗学的创造
发展提供生长空间。刘骥翔的《中国人文学科话语构建及与西方话语的对话之路》通过考
察曹顺庆、张佩瑶和葛兆光三位中国人文学科学者在各自领域构建中国话语的背景、方式
以及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探讨“中国人文学科话语”的内涵、对象、构建主体及与西方话
语的关系。
2

识古方知今，“学术的前瞻性往往吊诡地建立在历史回顾上。” 张汉良的《符号与修辞：
古典诗学文献的现代诠释学意义》从历时与共时的双重维度考察了西方诗艺与诗辩传统，关
于隐喻的论辩，记忆与叙述、诠释的关系，古典诗学与生物学范式之间的因缘等问题，“符号”
与“修辞”既是该书的对象文本的线索枢纽，亦是其方法论视野，由此解析和定位西方诗学的
宏大网络中多种话语机制的不同动机。该书是一部以诗学为对象语言的元诗学，于比较诗学
与古典学而言俱是一种别出机杼的探索。

二、在古今跨学科对话中思考文艺的本质与生成方式
比较诗学学者对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而不仅限于文学理论）的天生敏感，让诗学研究
与跨学科研究具有天然的亲缘性，比较的视野又让他们自觉地将文艺理论与批评范式置于全
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予以整体关照，探索文学批评与阐释的新的可能。
在 2019 年 4 月召开的“数字时代的文学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暨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第
12 届年会”上，赵毅衡针对罗兰·巴尔特关于“艺术无噪音”“艺术全噪音”两种看似矛盾的观
点，从符号学的角度找到解决冗余问题的途径—所有的艺术文本都落在指称对象和解释项
这两种趋向相反的意义之间，正是来自两种冗余之间的张力构成了“艺术性”，非艺术体裁不
1 王宁：《从世界文学到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外国语文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1—8 页。[WANG Ning,
“ Cong shijie wenxue dao shijie shixue de lilun jiangou” (From World Literature to World Poetics: A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Waiguo yuwen yanjiu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1 (2018): 1−8.]
2 张汉良：《符号与修辞：古典诗学文献的现代诠释学意义》，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18 年，第 2 页。[ZHANG
Hanliang, Fuhao yu xiuci: gudian shixue wenxian de xiandai quanshixue yiyi (Sign and Rhetoric: Classical Poetics and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s), Taipei: Bookman Books Co., 20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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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落在此对抗中，赵教授对艺术的本质的反思可视为人工智能时代的“诗辩”。《中国比较文
学》2019 年第 4 期辟专栏讨论数字人文这一“晚期人文批评时代”的人文学批评方法的可行
路径。中国数字人文学界如何在后发的时空框架中以西方已有经验为参照，建立本土化的数
3

字人文理论框架及实践路径，成为比较视野下中国数字人文发展探索的核心议题。 在
2019 年 10 月上海交通大学协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与人文国际理事会等单位共同举办的
“首届科技人文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创刊四十周年高端
论坛”上，曾军负责的分论坛“数字人文与文学性”就数字技术与文学研究方法、数字技术与文
本内容分析、数字技术与文本情感研究、数字化语境中的文本批评展开思想的碰撞，倡导在数
字技术与文学研究间的张力作用下，回归文学研究自身，探讨数字人文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
的学术价值及前景。陶锋、刘嘉敏的《文心与机芯：中国古代文论视阈下的人工智能文学》从
中国古代文论的角度分析指出人工智能文学无法媲美人类文学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徒有“机
芯”而没有“文心”。在杨乃乔主编《中西文学艺术思潮及跨界思考：文学与美术、音乐、戏剧、
电影的对话》中，赵宪章从诗歌与绘画的相互模仿及其艺术效果着眼，审视这两种艺术形式的
意义生成机制。吕效平对“drama”这一概念的内涵提出了有别于戏剧学界传统认知的新观
点，他以中国戏曲为例分析了中世纪集体信仰的价值观对其戏剧文体的决定作用。丁亚平梳
理了现代通俗文化/文学在中国电影历史发展中的形态与位置，试图寻找中国电影与民族通俗
文化/文学的“知识共同”。“比较诗学疆域中一种很有吸引力，却又很难进入的跨越性研究，
就是如何走出人文边界，直接进入科学和技术的场域，去做大跨度嵌入式的现象研究。”

4

陈跃红认为，如何对技术实施人文和伦理“审计”，关注它的意义展开，推动人文价值和意义的
关怀引导，是跨学科比较诗学正在开启的新的研究途径。
古典学与比较文学素来渊源深厚，古典学本就具有跨学科、跨地域的研究视野，西方诗学
界的弄潮儿们多半具有深厚的古典学学养。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科，古典学已愈来愈被比
较文学尤其是比较诗学学者所重视。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方兴未艾，比较文学视域下的古
典学研究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术阵地中尚待垦拓的一块。前文提及的《符号与修辞》一书，所
研讨的对象文本有西方文学批评史中的经典，更有大量鲜见于文学批评史著述或教材的哲学
篇章，所涉猎的主要学科有逻辑学、修辞学、生物学、神经科学，这一切考掘与检视的最终落
脚点是诗学。如张巍指出，在西方古典学同样存在着“考证”与“义理”的交互关系问题，具体
表现为古典语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张力。张巍《尼采重估“荷马问题”》将尼采论述的“荷马问
题”置于 18 世纪末古典语文学在德国兴起以及贯穿 19 世纪德国古典学的两大潮流—“人
3 陈静：《复数的数字人文−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数字人文》，《中国比较文学》2019 年第 4 期，第 14—28 页。
[CHEN Jing, “Fushu de shuzi renwen—bijiao shiye xia de Zhongguo shuzi renwen”(Plural Digital Humanities: Chinese
Digital Humanitie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Zhongguo bijiao wenxu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4 (2019):
14−28.]
4 陈跃红：《诗学人工智能跨学科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 期，第 135—138，160 页。[CHEN Yuehong,
“Shixue rengong zhineng kuaxueke yanjiu” (Poeti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Zhejiang shehui kexue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1 (2019): 135−38,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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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思想史脉络予以考量，解析其中内含的古典语文学与哲学之间
的本质性争执。张巍的《希腊古风诗教考论》梳理“诗教”在古希腊教育史上的位置，辨析哲
学、智术与诗的分合，诗人、先知与王者身份的糅合，诗言与辞令的分野，以赫西奥德的《农作
与时日》里的农人教育、梭伦与雅典城邦的公民教育、特奥格尼斯与会饮上的贵族教育为个
案，探究“诗教”的运作以及诗教与城邦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

三、西方诗学在中国与中国诗学的海外传播
通过检视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史，进而探索如何超越西方文论的局限以展开我们自身
的理论建构，同时考辨中国诗学、美学的海外旅行，揭示中国文化与文学思想的世界性意义，
是近几年文艺美学与比较诗学学者热切关注与探讨的议题。从张江“强制阐释论”到王宁对
“世界诗学”的呼吁，学者们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美学的三次转向，继而思考当前文学的间
5

6

性特征 ，或考察中国“审美经验”的知识谱系 ，检视西方“美学”与“艺术哲学”两个术语的纠
7

8

缠带给中国学术的难题 ，或倡导关于西方美学的比较文献学研究 ，寻求中西方平等对话，重
9

建“中国话语” ，或围绕中国与世界的学术语境、对西方理论影响的焦虑以及学术的“术”与
10

“道”的问题，作出元批评和思想史 (知识谱系学) 角度的分析。 或针对古代文论及其研究长
期所处的焦虑、失语的状态，考察新时期以来中外学界对中国古代文论文本的研究方法、研究
王一川：《回到语言艺术原点−文艺美学的三次转向与当前文学的间性特征》，《文学评论》2019 年第 2 期，
第 13 —21 页 。 [WANG Yichuan, “ Huidao yuyan yishu yuandian−wenyi meixue de sanci zhuanxiang yu dangqian
wenxuede jianxing tezheng” (Back to the Origin of Language art—Three 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Esthetics and Literary
and Arts Theory and Intertextual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t Chinese Literature), Wenxue pinglun (Literary Review) 2 (2019):
13−21.]
5

6 周才庶：《中国“审美经验”的知识社会学考察−—兼论新时代文艺美学的一种转向》，《文学评论》2018 年第
4 期 ， 第 197 —204 页 。 [ZHOU Caishu, “ Zhongguo ‘ shenmei jingyan’ de zhishi shehuixue kaocha —jianlun xinshidai
wenyi meixue de yizhong zhuanxiang” (Research of Chinese “Aesthetic Exper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of
Knowledge), Wenxue pinglun (Literary Review) 4 (2018): 197−204.]
7 陆正兰、赵毅衡：《“美学”与“艺术哲学”的纠缠带给中国学术的难题》，《中国比较文学》2018 年第 3 期，第
41—51，16 页。[LU Zhenglan and ZHAO Yiheng, “‘Meixue’ yu ‘yishu zhexue’ de jiuchan daigei Zhongguo xueshu de
nanti” (The Confusion between “Judgment of Beauty” and “Philosophy of Art” in Chinese Academia), Zhongguo bijiao
wenxu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3 (2018): 41−51, 16.]

周宪：《关于西方美学的比较文献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2019 年 1 期，第 15—26 页。[ZHOU Xian, “Guanyu
xifang meixue de bijiao wenxianxue yanjiu” (On Comparative Bibliography of Western Aesthetics), Wenyi lilun yanjiu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1 (2019): 15−26.]
8

曹顺庆、卢康：《中国话语“重建的文脉”−以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为视角》，《中外文化与文论》
2018 年第 2 期，第 321—333 页。[CAO Shunqing and LU Kang, “Zhongguo huayu ‘chongjian de wenmai’—yi dangdai
xifang wenlun zai Zhongguo de yanjiu qingkuang wei shijiao” (“The Reconstructed Thread” of Chinese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 China), Zhongwai wenhua yu wenlun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2 (2018): 321−33.]
9

10 刘康：《中国遭遇西方理论: 一个元批评角度的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6 期，
第 97—108 页。[LIU Kang， “Zhongguo zaoyu xifang lilun: yige yuanpiping jiaodu de sikao” (Chinese Encounters with
Western Theories: A Metacommentary), Shanghai jiaotong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6 (2019): 9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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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思路的转变历程，重估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 或是通过回溯词语和概念跨国、跨语际
12

流通的过程，将中国现代性建构置于全球现代性概念史的图景中进行还原和评析。

在 2018 年 8 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文学理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第 11 届年会上，周启超追
溯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学者在外国文论借鉴上的重要缺失，指出有待填补的译介空间，反思
40 年来外国文论引介的经验教训。《文艺争鸣》2019 年第 6 期“批评理论的中国问题”研究专
辑汇聚老中青三代学者，深入剖析应以何种学术规范、话语形式来开展中西文论对话，“中国
13

问题”“中国经验”等概念术语如何获得相对明确的界定 ，倡导跳出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对立关
14

系以获得整合性的“第三者视角”，同时具备一种世界主义的立场。

在 2018 年 11 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举办的“18 世纪研究高峰论坛”工作坊上，张西平从
启蒙时期中国文化古籍的西译、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解读等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在欧洲
传播的历程，由此破除“欧洲思想自身成圣的神话”。刘耘华则指出，自然神学为启蒙时期中
西思想的交往和对话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是中国只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外力”，只是刚
好适合、并被欧洲启蒙思想家选择作为其自我重新建构的一个“榜样”，其内涵主要是西方借
“他者”的想象所展开的自我诉求与言说。
乔国强《问题与方法：西方学者对中国叙事的研究》梳理西方学者对中国叙事研究的现
状，指出西方叙事理论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出现的“捉襟见肘”或“文不对题”，评析西方学者所
关注的中国问题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邵志华《20 世纪前期中国美学精神对西方的影响》回
顾了中国文化影响西方的历史线索，着重论述道家思想在西方思想界与文学界的接受，中国
诗学精神对英美意象派诗歌的划时代影响，中国戏曲美学对布莱希特、梅耶荷德的戏剧理论
的影响。吴娱玉《西方文论中的中国》聚焦 20 世纪西方文论尤其是后殖民理论中对中国文学
艺术和思想文化的探讨。

四、中外诗学议题平行比较的拓进
不少学者在中外诗学的交流对话中，从双向互动角度或以全球视野，对两种语言文化的
刘思宇：《重回天人之际−反思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方式的转换》，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
[LIU Siyu, Chonghui tianren zhiji—fansi xinshiqi gudai wenlun yanjiu fangshi de zhuanhuan (Return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 —Reflecting the Paradigm Shifts of Studies of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ies in the New Era),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9.]
11

12 金雯：《方维规：概念的历史分量》，《国际比较文学》2020 年第 2 期，第 388—391 页。[JIN Wen， “Fang Weigui:
gainian de lishi fenliang” (FANG Weigui: The Historical Weight of Conceptions), Guoji bijiao wenxu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 (2020): 338−91.]
13 曾军：《“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的多维透视》，《文艺争鸣》2019 年第 6 期，第 95—100 页。[ZENG Jun，
“ ‘ Xifang wenlun de Zhongguo wenti’ de duowei toushi” (“ The Chinese Issues in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 A
Multidimensional Investigation), Wenyi zhengming (Literature and Art Forum) 6 (2019): 95−100.]
14 王宁：《西方理论在中国：创造性接受与建构》，《文艺争鸣》2019 年第 6 期，第 130—133 页。[WANG Ning,
“ Xifang lilun zai Zhongguo: Chuangzaoxing jieshou yu jiangou” (Western Theories in China: Creative Acceptance and
Construction), Wenyi zhengming (Literature and Art Forum) 6 (2019): 1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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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理念进行比较研讨，或正本清源，发掘新知，或对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赵黎明的《“境界”传统与中国新诗学的建构》通过分析新诗学的现代西方诗学话语与中
国传统境界诗学的颇多交集，说明境界传统具有贯通古今中西诗学的活力与对中国新诗学建
构的召唤意义。刘毅青《中国美学当代重构的跨文化路径》对比探讨了法国汉学家朱利安与
德国汉学家何乏笔对“平淡美学”的论证，凸显了平淡美学的内在超越性维度。李志春认为中
西之诗在语言上的差异，实质是思维方式、生存方式上的差异。从运思、生存方式上看，“兴”
15

是“道德之现象学意向性的直接性”。

汪洪章的《翁方纲“肌理说”与兰色姆“肌质”论比较》提出翁方纲“肌理说”对“义理”表现
出明显的本体论追求，与“新批评”兰色姆对诗歌本体论的探索颇有相合之处，继而探讨两人
诗学差异的中西文学史、诗学史之成因。赵卿《“生态正义”何以可能：两种形而上学辩护》探
讨了阿多诺的生态神学观和石涛的“我为山川代言”命题的殊途同归。胡易容《论“像”“似”：
“道”与“逻各斯”的文化符号偏倚》认为中西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可从两种文化早期对自然
宇宙的符号再现方式归纳为“像”与“似”。从符号再现方式切入的差异不必以现代科技文明
为预设参照坐标进行优劣比较，而恰恰是对这种预设方式的反思。李健的《“神思”与“想象”
的隔和融》指出“神思”与“想象”产生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存在“本质之隔”，但是
二者所表现出的思维特征与情感性具有融通性。李卫华《中西文学文本理论范畴比较研究》
将文本分析分为语词分析、结构分析、语境分析三步，并从中西文学文本中提炼出八组具有可
比性的范畴予以考察。江守义指出中国史传传统让古代小说叙事伦理研究从真实作者入手，
叙事伦理研究重视作者的伦理意图而忽视叙事形式的伦理意义；西方古典小说注意具体伦理
16

情境的描述，德性伦理压倒规范伦理。

五、诗学思想的跨文化影响源流的深入考掘
对诗学概念的生成与演变追本溯源，廓清理论跨文化传播的路径，也是比较诗学学者重
要的当代使命。姜荣刚的《现代“意境”说的形成：从格义到会通》指出晚清经由中西诗学的交
互格义，传统“意境”论不仅在他者镜照下得以自我“发现”，同时还整合了中西相关文论资源，
促成了意义上的增殖。“意境”说的形成既是中国的也是西方的。王怀义提出，《周易》“观物
取象”被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观念予以研究，是近现代以来西方美学进入中国，杭辛斋、
王国维、郭沫若、马一浮、宗白华等学者为解决时代问题而重新阐释以确立中国艺术独特性
15 李志春：《“兴”的构造：道德之现象学意向性的直接性》，《国际比较文学》2019 年第 2 期，第 302—320 页。[LI
Zhichun, “‘ Xing’ de gouzao: Daode zhi xianxiangxue yixiangxing de zhijiexing” (The Construction of “ Xing” : The
Directness of Moral Phenomenological Intentionality), Guoji bijiao wenxu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
(2019): 302−20.]
16 江守义：《中西小说叙事伦理研究路径之比较》，《中国文学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1—8 页。[JIANG Shouyi,
“Zhongxi xiaoshuo xushi lunli yanjiu lujing zhi bijiao” (Comparison of the Research Ways of Narrative Ethic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Novels), Zhongguo wenxue yanjiu (Research of Chinese Literature) 2 (201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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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 彭英龙的《钱钟书隐喻学说与概念隐喻理论对比》既考察钱钟书对认知语言学概
念隐喻理论的征引，也注意到钱钟书本人隐喻学说潜在的系统性。李阳指出吴兴华对里尔克
18

的文学接受建立在其自身固有的诗学基础之上，具有鲜明的“误读”色彩。 李浴洋则着力考
19

释冯友兰文化比较观念的形成中泰戈尔的触媒作用。 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曾是
1980 年代中国文论转型过程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之一。除了来自欧美的西潮之外，曹谦的论
文《1980 年代俄苏文论的译介研究与中国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论证了俄苏文论中有关现代主
义或针对现代主义的理论也对新时期中国文论转型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且这种作用对中
国当代文论的转型历程构成一种复杂的关系。
回首过去两年，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取得颇多成绩，亦知前路漫漫。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所
引述的成果势必挂一漏万，它们最突出的共同特点，也许是面对西方学术话语与主流思想不
盲从，而是注重中国诗学理论的话语构建，从而与西方学者从容真诚地正面对话，在中西方互
识互鉴中较之以往体现出更加清醒的主体意识，以及对本土与异域诗学理论的双向反思。

摘要：近两年来，比较诗学学者致力于破除旧有的东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剖析“比较”所预
设的“同”与“异”之下的复杂面向，在古今跨学科对话中思考文艺的本质与生成方式，亦有从“元诗学”
的维度反思比较诗学本身的范式与方法。这些成果的共同特点是面对西方学术话语与主流思想不盲
从，而注重中国诗学理论的话语构建，在中西方互识互鉴中较之以往体现出更加清醒的主体意识，以及
对本土与异域诗学理论的双向反思。
关键词：元诗学；跨学科；跨文化交际；平行比较
作者简介：唐珂，复旦大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比较文学副教授，曾发表中英文诗学论
文，并著有专著《跨文化的行者苏曼殊：一种语言符号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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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88， 139 页 。 [LI Yang, “ Shixue ‘ bianxingji’ —Wu Xinghua dui Lierke shixue sixiang de jieshou yu wudu tanwei”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etics: Wu Xinghua’s Reception and Misreading of Rainer Maria Rilke’s Poetics), Zhongguo
bijiao wenxu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3 (2020): 73−88, 139.]
18

19 李浴洋：《“东西文化论争”的“方法转向”−冯友兰文化比较观念的形成与泰戈尔的触媒作用》，《文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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