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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界对自 1840 年开始的中国古代文学向近代文学的转型，在认识上至今存在不小的分歧。 有学

者质疑将近代文学的起始点定于 1840 年乃是政治影响下的界定［1］ ， 他们认为文学分期的决定性 

依据不应是历史事件或社会性质，而应是文学实绩之本身。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文学是对古代文学

的复归，就其整体的文学属性而言，依托“近代”这一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历史概念而形成的这段

文学史并不存在一种区别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而相对独立的异质元素［2］。也有相反的意见，认

为中国近 代文学似学古的，其实追求的是现代性［3］。中国近代文学“身份模糊”的原因主要是中

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两种文学本位观长时期主宰着当今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相对而言便使得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缺乏主体性。鉴于中国近代文学不仅标志着古代文学的终结， 还下启现代文学的

新生， 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过程中确实地位特殊， 关系重大， 因此， 认真审视中国文学近代转型

的原因十分必要。 
 

  一、中国文学近代转型的现实原因 
 

  古代文学发展的式微是其向近代转型的内在动因。中国文学的古典性进程延伸到晚清文化语境

时已无可挽回地显示出颓败迹象， 甚至丧失掉自我变革的活力， 从而不得不让位于新的文学现代性

进 程。中国古代传统体裁的文学如诗赋词曲等， 发展 到清中叶， 除小说外， 如诗、文、词、戏曲

等， 虽 作家作品众多， 也在风格流派上彼此竞争， 但大都 缺乏新的思想内容， 因袭旧的艺术形

式， 日趋衰 落， 陷于困境。以诗歌为例， 唐以前的诗是天然 “长出来” 的自然本色； 唐诗是“嚷嚷” 

出来的， 直抒胸臆、未加雕饰； 宋诗是“想出来” 的， 偏重 知性； 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 的， 一味

模仿［ 4］ 。 这是颇有见地的。 
 

回荡于晚清文化语境中的强大变革压力为文学 近代性的最初涌起准备了合适的条件。外敌入侵带 来

的民族危机促使近代文人开始反思文学创作。西 风东渐在开阔近代知识分子视野的同时， 也给了他 

们民约论等理论武器， 于是他们从内心爆发了对末 世腐败和君主专制无可抑制的反思和拷问， 展现

出 前无古人的批判性、自省性与反传统性。西学东渐 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从创造主

体、 文学观念、文学主题、文体结构、语言形式、传播 方式、接受群体等， 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正是在 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哲学、西方文论和西方文学) 的影响与中国文学自身创造性的转化中， 中

国文学 才由古典走向现代［ 5］ 。 
 

中国文论实用观念是在多元文化的国际视野下 进一步发展的产物。西方文化的强力介入， 特别是 西

方哲学的输入， 对近代中国的变革起到过巨大的 推动作用： 一是破除了传统思维对人的束缚， 唤

醒 了人们的变革意识， 形成了社会变革的强大舆论； 二是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一批中坚力量， 

梁启 超、孙中山等人都受到西方哲学的启发和影响； 三 是直接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提供了理论指导， 

譬如孙 中山的三民主义包含大量西方思想因素。当然， 西 方哲学所起的这些作用是和中国的社会现

实以及中 国原有的进步思想相结合而出现的， 绝对不是孤立的， 不能把这种作用夸大。总的看来， 

中国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社会自身， 西方哲学只有适应中国社会变革的情况才被引入中

国并现实地发 挥作用。 
 

中国文学的近代转型是社会转型期中国人重新 定位价值方向和精神需求的一种反映。中国社会转型

受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 明治维新在一定程 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学的转型。与日本明治维新相 

仿，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社会， 既是古代的终结又是现代的前夜。社会的转型 

使得古典文学的精神内涵、思维方式、表述方式、 功能等方面已不适应新文化的建设， 随后因吸收

西 方文化的能量而完成的文学转型， 具有不同于中国 历史上其他文学变革的新特点， 如突变性、

激进 性、开放性等［6］ 。不少爱国诗人在诗歌里面反映了 鸦片战争这一重要史实， 究其原因， 可



能与欧美现 实主义文学思潮有关， 它对中国文学真正产生重大 影响是在五四以后， 但其萌芽却早

在近代小说中已 露端倪。 
 

西方传教士用汉语写作的作品， 对中国近代文 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7］ 。近代新文学主要运

用 的是欧化白话， 它与古白话是不同的， 欧化白话的 文学作品早在 19 世纪就已经问世， 它是由当

时西 方传教士创作的， 有诗歌、散文和小说。西方传教 士还是国语运动的最早推动者， 它与晚清

白话文运 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构成一条国语运动的发展线 索。结合晚清“新小说” 运动和“文学救国

论” 的 西方传教士影响， 可以说西方传教士曾经对中国近 代的文学变革产生过很大影响， 这一影响

以前被我 们低估了， 因此受到忽视， 由此需要我们调整现代 文学的研究视野［ 8］ 。 
 

中西文化交汇以及由此引起的近代先驱求新求 变的努力， 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的主要动力 源

泉。中国近现代之交的“三重断裂” 现象——— 文 化断裂、语言断裂以及认识型断裂， 也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譬如科举革废， 新 办学校的兴起等， 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局。诸多社

会 巨变造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近代新变， 中国近代文 学鲜明地反映了这一新变， 中华民族精神的

近代新 变也促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新变， 近代中华民族精 神和中国近代文学都有过渡性的局限

［ 8］ 。而西方美学思想的不断传入， 使中国传统的文学观逐渐削 弱， 近代文学观逐渐嬗变。 
 

近代特殊的历史危机， 迫使文人以启蒙民智为 出发点进行通俗文学的创作， 希望以此来实现自己 

的政治理想。每一代人自有其命运和遭遇， 每一个 时代都会有其主旋律。悲欢总和时代密切相连， 

但 时代的演进有时超出了人们的预料。近代文人随着 社会地位的转变， 迫于生活的压力， 精神底

线慢慢 被打破， 由为理想而创作文学作品转为为生活而制 造文字商品； 由被动创作市民文学转为

主动创作， 文人的主动参与最终将文学由高堂庙宇推向了寻常 百姓［ 9］ 。由此可知， 中国近代文

学的转型既与西方 文化的影响有关， 同时又与传统的文学及政治、思 想、文化的关系密切。 
 

近代大众传媒对中国文学言述样式演变的作 用， 是中国文学断裂与延续的传媒动因。中国近代 最杰

出的宣传家梁启超创办枟清议报枠， 利用大众 媒介公开宣传近代文学革命的主旨便是“开文章之 新

体， 激民气之暗潮” 。也正是凭借其对大众传媒 的充分运用， 才使其成为文学革命的发动者、组织 

者、倡导者， 对诗歌、小说、散文、戏曲等各种文 学体裁的变革都有重要贡献， 对文学语言由文言

向 白话的过渡也起了积极作用［ 10］ 。近代大众传媒对 西方文学的译介也带来了中国近代文学文

体特征的 转变。如王国维有效地吸收了西方叔本华等学者的 文化资源， 才确立了中国近代美学及文

学批评范式 的关于审美独立、审美与人生、境界说的文学批评 与美学思想［ 11］ 。 
 

  二、中国文学近代转型的传统 影响 
 

  中国近代文学终究无法摆脱中国古代文学的至 深影响。中国近代文学在理论上提出文学要为现

实 政治斗争服务的思想， 反对模拟等， 除了空前的政 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外， 均是古代文论主张和

文学流 派实践的翻版。中国文学自古就强调“诗言志” “文以载道” “教以化之” 等重大社会功用， 强调

政 治与艺术的完美统一， 形成了“有为而作” “有补 世用” 的优良传统， 这在近代文学中仍有充分的

表 现。因此， 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面临诸多不利的条 件， 其变革从一开始就陷入文化困境之中。

新派对 旧形式、旧风格无法突破， 缺乏艺术上彻底革新的 自觉的努力， 被动的文化选择、传统思

维定势的惰 滞、“假洋” 现象等是其最突出的表现［ 12］ 。 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形式结成了近代文学

无法 突破的巨网。中国近代文学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文学 类型， 具有自己的本位性， 表现为变动不

居、价值 多元、内在的紧张与冲突、探索与创造等特征［ 13］ 。 但各种文学观念的斗争与互补形成

了近代文学发展 过程中的生态平衡， 主要包括： 中西文学观念的冲 突与融合， 新旧文学观念的并

存与斗争， 激进与保 守的碰撞与相互制约， 审美与功利的对峙与互 补［ 14］ ， 它们构成了中国近

代文学观念的多元景观。 但文学形式具有民族性， 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 民族文学传统的特点、

民族审美心理的趋向紧密关 联在一起。所以， 近代文学的性质主要取决于内容 的现代性， 而不是

以文学作品形式的“西化” 程度 为标志。 
 

近代文学语言变革的核心内容是文言、白话之 争， 这场斗争实际上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变革的延 续。

因为它从作为书面语的白话在唐代正式兴起之 后就已经开始， 在近代之前的大约一千年的时间 里， 



文言、白话虽然同为书面语， 但在文学的高雅 殿堂里， 白话并没有获得与文言平等竞争的机会， 

文言一直享有独尊的地位， 白话只能与小说、戏剧 为伍， 二言对立的局面由此形成。晚清的白话文

运 动旨在消除文言与白话的对立， 试图提高白话的地 位， 但由于雅俗对立的文学观念并没有打

破， 原有 的政治意识形态仍在行使控制权， 文言和白话等级 对立的语言秩序非但没有变， 相反， 

在知识分子的 启蒙话语中， 白话与没有知识的下层平民的对应关 系更加明显。 
 

文学形式具有民族性， 通常与民族文化发展的 历史、民族文学传统的特点、民族审美心理的趋向 紧

密相连。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优良 传统在中国近代均得到继承和发展。改良派和革命 

派的许多作家， 都进一步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 义， 特别是现实主义成为文学界自觉的创作运

动。 林昌彝、陈应昌、贝青乔、黄遵宪等人的作品都体 现了这一特色。梁启超影响一时的“诗界革

命” 等 动机和主张， 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教化传统的继承 和弘扬， 是与古代文学“诗言志” 传统， 

与“诗可 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 传统， 与诸子散 文说理传统， 与汉大赋和政论文讽谏传

统等遥相呼 应。中国古代文艺“劝善惩恶” 的做法， 讲究美刺 讽谏， 歌颂光明正义， 批评黑暗腐朽

的教育倾 向［ 13］ ， 在中国近代文学转型前后都有充分的体现。 
 
 

  三、结语 中国近代文学是介于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 之间的过渡性桥梁。可以说， 中国近代

文学正是从 封建文学范畴， 过渡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范 畴。［ 14］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 近代

文学在崇尚以个人 为本位的尊重个性的精神及对文学自身特征的重视 和探讨等方面与现代文学存在

着相通之处， 因而成 为中国文学从中世纪到现代的中介。但仍有学者认 为， 在近世文学与现代文

学之间毋需也不应楔入所 谓“近代文学” (1840 年至 1919 年间的文学) 作为 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桥

梁， 且自 1840 年鸦片战 争至十九世纪末并未出现明显的并足以成为一个新 的文学历史阶段重要标

志的文学新气象。［ 15］ 笔者认 为， 近代文实质内涵是一个“变” 字， 但没有无缘 无故的发展， 也

没有绝无继承的全然创新， 往往是 继承基础上的巨变。中国文学在近代文化环境中不 得不转型， 

但是传统文化的影响早已根深蒂固， 尤 其是传统文化孕育的思维方式更是短期难改。中国 古代文学

精神的某些质素， 仍在近代文学创作中产 生着深远影响。整体而言， 中国近代文学不变的东 西多

于变的东西， 变化的部分也不都是一变从新， 许多时候趋新风尚仍局限于官吏和新知识阶层。在 古

今两种不同的文学本位观影响下， 近代文学被拆 解成两种面貌和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学： 前者视近代 

文学为古代文学的尾声， 标志着古代文学的衰落和 死亡， 更看重近代文学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延

续； 后者视近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新生， 是现代文 学的先声和开端， 更看重近代文学中新的

文学因素 的萌生和壮大。［ 16］ 结果是无论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来 说， 还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

说， 中国近代文学都 是边缘性的， 都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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