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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列舉一下陳建華先生近年

來幾部著作的標題，讀者一定看出

他「情迷」革命，神魂繫之。先是

《「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

語考論》1，憑藉詳盡扎實的史料分

析，「革命性」地建構起自清末以來

的革命話語譜系；繼而是《革命與

形式——茅盾早期小說的現代性展

開，1927-1930》2，通過個案研究，

對革命小說加以細膩的形式解剖。

最近的一本《從革命到共和——清

末至民國時期文學、電影與文化的

轉型》（以下簡稱《從革命到共和》，

引用只註頁碼），似乎透露出一些

不同，至少在標題上體現一個轉折

的意思，讓人感到作者正在將研究

的眼光移向革命之外，然而，其論

述仍首先是在革命話語分析的框架

之內。

陳建華在今天這個後「革命」時

代，不肯輕言「告別革命」，目的是

為了給革命祛魅。這一方面，是因

為意識形態的嬗變從來不會如一刀

切那麼乾脆，何況主流意識形態從

未公開標榜革命終結，故此，無論

新舊意義上的「革命」都無從輕易告

別。另一方面，革命理當被看作一

種現代性經驗，它是今天世界成長

發展的內在程序，在這一點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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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因為意識

形態的嬗變從來不會

如一刀切那麼乾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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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革命作為意識形態神話，發揮話

語的「排斥機制」，或者被貶為過氣

的歷史情節，充當被排斥的「他者」，

都一直在參與政治文化秩序的建

構，甚至停留在日常生活感受之

中，從未離開。最近重讀陳建華的

革命研究著作，碰巧也看了姜文重

寫民國革命史的電影《讓子彈飛》

（2010），不禁感到好笑又驚異。電

影M的革命從表面看上去一派「庫

索惡搞」，卻又是玩得那麼認真，

幾乎讓人疑心，姜文是要讓革命神

話再飛一回。

陳建華迷戀「革命」，卻可能主

要是想讓「革命」落到地上，這樣才

能看清楚它的來龍去脈。近十年

來，陳建華辨析革命話語，考察現

代性的文化表現，他的很多觀點堪

稱是「顛覆性」的，見人所未見，逆

常識而論，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

應有不少啟發。特別值得一提的

是，陳建華論述中國現代思想文

化，儘管文字間時常流露出理論思

考的光彩，但幾乎所有立論，無不

扎根於結結實實的史料闡釋。觀念

上的變革，建基於實證，覓出觀念

話語的源頭和譜系。在這個意義

上，可以看出他的研究方法明顯受

到福柯（Michel Foucault）譜系學工

作方法的影響——如果不一定強求

西學理論的定義，也可說是首先在

於遵循中國古典學術的考據方法。

1980年代初，陳建華受業於復

旦大學的趙景深和章培恆先生，為

尋找「詩界革命」的詞源，曾埋頭於

圖書館M的故紙堆（類似於福柯所說

的「羊皮紙」——“a field of entangled

and confused parchments”），最終發

現中文M現代意義上的「革命」一詞

蘊涵在梁啟超的《汗漫錄》中3。但

有了譜系學的自覺意識，對於學術

方法而言，仍有所不同：好處不僅

是更具時代感的分析和闡釋，而且

更主要的，是將話語考論變成一種

歷史化的批判，能在考據推論之

外，「使理解和詮釋走向多元和開

放」（頁9）。

陳建華的第一本革命研究著作

副題為「中國革命話語考論」，書中

從語言概念本身入手，細察中國現

代思想論述中「革命」觀念的起源和

流變。各篇文章對於遲至晚清仍令

士大夫視為禁忌的「湯武革命」，到

經由日譯回轉影響近代知識份子的

具有普世意義的“revolution”（革命）

思想，特別對從孫文發起革命口

號、梁啟超提出「詩界革命」到知識

界對暴力革命欲拒還迎的歷史過

程，以及最終由傳統革命觀與西方

進步史觀雜糅並存而生的種種革命

論述，均作出以求真為目的的複雜

辨析。

《從革命到共和》第一部分四篇

論文，仍可視為這一思路的延續，

將看似明白的革命神話還原到複雜

的歷史脈絡之中，展示出革命話語

的多義性，特別是其中被歷史記憶

的「後設」書寫所遮蔽或逆轉的方面。

比如〈「革命」話語的轉型與「話語」

的革命轉型——從清末到1920年代

末〉一文，將革命話語的研究推進

到1920年代末，其時：

「革命」話語鋪天蓋地，不光有

「左」、「右」不同面目，也有其他的

聲音，它們處於某種競爭狀態之

中。「右」的方面，「革命」意義在文

化上具有本土化性質，不僅是孫中

陳建華辨析革命話語，

考察現代性的文化表

現，他的很多觀點堪

稱是「顛覆性」的。他

論述中國現代思想文

化，儘管文字間時常

流露出理論思考的光

彩，但幾乎所有立論，

無不扎根於結結實實

的史料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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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三民主義」，如蔣介石高唱

「知行合一」，從王陽明、曾國藩那

m尋找理論資源。而此時「左」的方

面是國際化的，像清末時期一樣，

「革命」話語仍然在翻譯過程之中，

主要是從蘇俄或日本吸收、融合各

種版本的馬克思主義，但和清末不

一樣的是，對「革命」的翻譯不能作

語源學的考索，其意義已經和一種

思想系統即意識形態密不可分。

（頁10）

這段論述指出文學史論述的

「革命文學」背後其實有(「眾聲喧

嘩」的情景。我們今天熟知左翼人

士高唱革命，但當時北伐革命才是

正宗，國民黨正在建構主流的革命

意識形態，而隨(共產黨在政治上

的失敗，左翼在文化領域爭奪革命

的話語權，凝聚起反抗的力量。但

更有趣的是，陳建華還向我們展示

了所謂「舊派文人」的另類「革命」心

結，例如就在茅盾、蔣光慈大寫

「革命＋戀愛」小說的同時，周瘦鵑

主持的《紫羅蘭》雜誌上也在連載張

春帆的革命小說《紫蘭女俠》，寫的

是江湖女俠助孫中山成就革命事

業，最後功成身退，卻又「表示了

某種與國民黨主流意識形態疏離的

姿態」（頁12）。

陳建華的革命研究，有(多

姿多采的不同面向，這還需放在

北美中國文學研究界兩位重要學者

建構的思路框架之內考察。其一是

王德威提出的「被壓抑的現代性」

（repressed modernities）4。陳建華的

研究與這一思路的應和之處，還不

僅在於找尋革命話語被壓抑、壓制

之下的多重現代性，更進而對革命

這一看似「主流」的觀念進行細分，

揭示出革命本身的多種可能性。

〈孫中山「革命」話語與東西方政治文

化考辨——關於「革命」的歷史化與

「後設」詮釋問題〉和〈民族「想像」的

魔力——重讀梁啟超《論小說與群

治之關係》〉這兩篇文章，都是考察

清末民初革命思想興起之際，「革

命」這個如日中天的宏大理念，經

由怎樣曲折複雜的變形，曾具有多

少歧義叢生的表達，而最終歸於排

他性的激進言說。這些論述，與陳

建華先前的著作《「革命」的現代性》

一脈相承，將「革命」變成一個思想

透視的節點，照亮了中國現代思想

發展脈絡中的幽深之處。

另一個思路框架是李歐梵對都

市流行文化的研究思考，或者說是

倚借近代上海的印刷資本主義，在

新文化啟蒙模式之外尋找的現代文

化表達5。陳建華在《革命與形式》

一書中已透過茅盾小說的文本分

析，解析出革命文學中體現的都市

情欲和感知方式。《從革命到共和》

則更清楚地體現這一層思路，但已

經不單是在革命背後的尋覓，而是

呈現到論說的前台來了。所謂「從

革命到共和」，在論說結構上具體

體現於章節論題的變化，第一部分

講革命，隨即在後面三部分（共九

篇文章）中，陳建華筆下的主要人

物有兩位，都是被排斥在革命論述

之外的人物：周瘦鵑和張愛玲。前

者是鴛鴦蝴蝶派的重要作家，後者

幾乎是所有現代上海©事的主人

公。

陳建華在哈佛大學完成的博士

論文，即以周瘦鵑與鴛鴦蝴蝶派為

題6，可惜這部論文還未見到出版。

陳建華的革命研究，

有³多姿多采的不同

面向，這還需放在北

美中國文學研究界兩

位重要學者建構的思

路框架之內考察。其

一是王德威提出的

「被壓抑的現代性」，

另一個思路框架是李

歐梵對都市流行文化

的研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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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從革命到共和》一書的數篇文

章中，我們已能看到陳建華在這方

面的研究成果。周瘦鵑通常被視為

舊派文人，與充盈十里洋場的海派

文化密切相關，但陳建華要揭示出

的，是周瘦鵑等在政治上「皆為『南

社』中人，是堅定的共和主義者；

思想上深受梁啟超『新民』說的影

響，以立憲政治與改良啟蒙為準

則」（頁167）。此書第二部分的三篇

文章，圍繞《申報．自由談》及其衍

生報刊展開討論，考察周瘦鵑等舊

派文人如何與高調的革命論述唱對

台戲，以「創新、開放、多元、崇

實」的文化實業精神，借助都市媒

體的言論平台，開闢一種批評的自

由空間。這一思路背後受到李歐梵

〈「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

自由談》談起〉的影響7，更有(哈

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公共領

域」（public sphere）的理論背景8。

移用西方學者關於市民社會的

理論，在上海都市文化研究中所產

生的重要意義，也許不只在於印證

中國現代市民社會的存在，對於陳

建華的革命研究而言，更重要的

是，它打通了文學史上被長期間隔

的兩個領域，即新文學與通俗文學

的對峙。近年來，中國大陸及海外

學者在這方面已有不少研究成果，

陳建華的論述令人感到耳目一新之

處，在於他並不是在雅俗分離的格

局中探討問題，而是通過細緻的材

料考察，強調出〈自由談〉前期（即

1932年黎烈文接手將其改造成新文學

陣地之前）的「自由」精神。這當然不

是可以不加問號的自由，但相比圍

剿「舊文化」的排他性的革命文學話

語而言，其中卻已經包容新文化、

啟蒙思想，甚至革命話語的因素。

周瘦鵑主持的各種副刊欄目並

非沒有強烈的政治性，卻也沒有強

調整齊劃一的政治傾向，而是「事

實上如『自由談』這一命名所蘊涵

的，自其問世伊始即擔負(某種

『言論自由』的使命」（頁144）。陳建

華遍舉實例，以說明〈自由談〉及同

類副刊與小報如何針砭時政，卻不

倚借某一政治派別，如《申報》所標

榜的，決不淪為「一黨一系之機械」

（頁153）。在這個意義上，陳建華

描述的周瘦鵑等人的文化事業，與

同時期的左翼文化陣營相比，以及

與國民黨主流宣傳相比，或許更具

有兼容並包的開放精神和獨立自主

的批判力量。

陳建華的論述令人感

到耳目一新之處，在

於他通過細緻的材料

考察，強調出〈自由談〉

前期的「自由」精神。

相比圍剿「舊文化」的

排他性的革命文學話

語而言，其中卻已經

包容新文化、啟蒙思

想，甚至革命話語的

因素。

周瘦鵑主編的《申報．自

由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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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從革命到共和》，在第二

部分的論述中落實到具體的文化轉

型之中，同時也聯繫起「革命」與

「共和」兩種看似對立的思想傾向。

「共和」，如果在這M把它看成是

〈自由談〉的批評空間中所容納的種

種自由聲音的話，可以說是革命話

語壓抑的一種現代性，甚至是被壓

抑的革命話語之一種，它與清末民

初豐富多義的革命話語原本就息息

相通（尤其是梁啟超一派的「新民」論

述），與1920年代興起的革命文學

之間的關係也是互相拉扯，錯綜複

雜。具體到周瘦鵑的文化實踐之

中，無論是「三言兩語」、「隨便說

說」，還是「一派胡言」（均為周主持

的欄目名稱），凸現的都是民意表

達，而非啟蒙訓誡。

究其原因，陳建華對這一現象

的解釋可上溯到江南的文人傳統。

事實上，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因

避太平之亂而進入上海的江南文

人，早已得風氣之先，在中國思想

與文學的現代轉型過程中有(突出

的作用，不用說王韜等晚清知識份

子兼顧中西的文化追求，就是早期

《申報》作者陣營中也不乏奠定後來

〈自由談〉精神的努力。陳建華曾

致力於明末清初江浙文人研究9，

在打通古今文學演變界限的視野

中，對「傳統的痕L」格外敏感。他

特別指出這些江南文人的「基本特

徵是在感知與語言書寫方面拒絕觀

念化與理論化」，「在切入都市文化

機制的同時，在本土文化的底色中

以吐納融會社會傳統價值的方式建

構現代性」（頁168）。拒絕主義，是

抵制意識形態的控制；這背後當然

有上海特殊的華洋雜處的政治文化

空間可以依託，但也意味(在時代

流變中堅持個人獨立的感知、語言

書寫與價值取向。

這種傳統與現代的雜色，就小

處而言，特別體現在對家庭倫理的

建設性觀念之中。周瘦鵑主辦《申

報》的「家庭周刊」，在贊同小家庭

方面，與《新青年》批判封建家庭制

度不無相似之處，但與後者置個人

於家庭之上的激進姿態不同，周瘦

鵑的欄目不會觸動家庭的倫理意

義，即所謂「家庭者組織社會之主

體，人類歸束之地點也」（頁157）。

但其中卻不乏更為實在的「現代」表

述：「真正之小家庭，不在同居人

數之多寡，而在同居之各個有各個

之精神。」（頁161）這種保留家庭的

倫理慰籍基礎上的個性主義，如果

與魯迅《傷逝》中描寫的情形對比，

或許不難看出所謂「崇實」的〈自由

談〉精神的意義。

陳建華對上海都市文化的觀察

更切近於中國自生的文化主體性，

在上海洋場背後勘查傳統的力量，

而後者仍處在時代的流變之中，並

非不是「革命」的一部分，卻在革命

之聲日益宏大、激進言論充盈抽象

理念的時代，退守在務實的自由精

神上。這一觀點的提出，對於我們

今天重新理解中國的現代性問題，

應該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陳建華

的闡釋，不是給文學史、思想史拾

遺補缺，而是還原出一個更大的文

化空間——不僅是雅俗未必界限分

明，話語標榜不能涵蓋政治內涵，

而且文人主體有(更長時段的歷史

脈絡，要追究何為「現代」，怎樣在

話語和實踐的層面再理解「革命」、

「啟蒙」、「自由」、「民主」。陳建華

陳建華還原出一個更

大的文化空間——不

僅是雅俗未必界限分

明，話語標榜不能涵

蓋政治內涵，而且文人

主體有³更長時段的

歷史脈絡，要追究何

為「現代」，怎樣在話

語和實踐的層面再理

解「革命」、「啟蒙」、

「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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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給我們看，至少在《申報．自由

談》和周瘦鵑編輯工作這一個角落

M，已經呈現出更加豐富的意義。

但他也隨即指出，到1920年代

末，江南文人傳統在上海逐漸淡

出，讓位於李歐梵在《上海摩登》一

書中所寫的那種新型「海派」文化。

《從革命到共和》第三部分論述電影

文化，可以視為對海派電影文化作

出一種別開生面的探索。他的這部

分論述中最有意義的地方，可能還

是通過對周瘦鵑等人的影評研究，

將中國早期電影與鴛鴦蝴蝶派之間

的勾連線索梳理出來。

《從革命到共和》的最後兩篇文

章，與前面各篇稍有不同，思想史

和文學史的考慮似乎都不顯著，這

兩篇關注的是文學，寫的是張愛

玲。〈質疑理性、反諷自我——張

愛玲《傳奇》與奇幻小說現代性〉(

重分析張愛玲小說在日常生活中揭

示出的奇幻色彩。雖然陳建華沒有

在文中明言，但接在寫周瘦鵑的文

章之後閱讀此篇，從思想史的意義

上來說，不難發現他在這M揭示出

的，恰是上述文人傳統或自由精神

瓦解之後的局面。

當張愛玲進入文壇時，那個曾

經在滬上文人圈子M維持到1920年代

的自由批判的空間，已經不在了；

最早將張愛玲引入文壇的周瘦鵑，

也早已失去了〈自由談〉的陣地。陳

建華從張愛玲《傳奇》增訂本封面入

手分析，對照那幅繪有身穿傳統服

飾的婦人在幽幽弄骨牌的真切溫馨

的《以永今夕》圖，以及突兀地探入

畫面中沒有面目的摩登女子，指出

這個畫面因現代人形的入侵，打破

了婦人所在的「過去」世界的安穩，

同時對那個張愛玲的自我形象（沒

有面目的摩登女子）而言，「在其表

現自我的現代干預中，由於五官的

缺席，首先在她的身份上出現危

機。」（頁348）張愛玲從這個虛無的

位置上看出去，在日常生活的平凡

庸常中看到恐怖，小說世界M處處

浮現出詭奇、荒涼、不對、不近情

理的夢。對於這些內容，陳建華借

用「奇幻」（fantasy）的理論來加以分

析，指出其小說對理性的顛覆。這

一理性顛覆是雙重性的，既指向傳

統世界（它已化為鬼魅叢生的古老的

記憶），也指向現代主體（它沒有歸

屬，也做不了自己的主）。

另一篇〈張愛玲與塞尚——

1940年代的「寫實」與「超寫實」主義〉

更為精彩。陳建華通過張愛玲的一

篇讀圖散文入手，側重寫她的美學

原則，但也順便涉及到真正「顛覆」

革命話語的文化主題。張愛玲自己

所津津樂道的「參差的對照」的原則

（頁386），被陳建華拿來「對照」塞

尚（Paul Cézanne）的後期印象主義、

超現實主義、後來現代主義的文學

和藝術，以及張愛玲的寫作放在這

些圖畫的背景之上的意義。這些對

照巧妙而自然地顯示出張愛玲的小

說作為文學的力量。陳建華藉以評

價張愛玲的方方面面，其實都不是

「寫實」的文藝路向，但對張愛玲的

啟迪或者映現，卻顯示出比從新文

學到革命文學所標榜的「寫實主義」

更為真實的寫作。如他所說：「塞

尚能開啟『多方面的可能性』，潛藏

在他的『錯雜的筆觸』中。」（頁386）

對比張愛玲：

她認識到真實的無比繁富複雜，給

文學表現帶來挑戰，但基於獨特的

「真實地經驗」，她採取「參差的對照

《從革命到共和》的最

後兩篇文章，關注的

是文學，寫的是張愛

玲。雖然陳建華沒有

在文中明言，但接在

寫周瘦鵑的文章之後

閱讀第一篇文章，從

思想史的意義上來

說，不難發現他在這

^揭示出的，恰是上

述文人傳統或自由精

神瓦解之後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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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寫法，因為它是較近事實的」。

所謂「較近」還沒有達到「真實」本

體，這麼說略有無奈的悲哀，「參

差的對照」也有其局限。（頁386）

「參差的對照」，這實在也是妥

協的姿態——不說善與惡、靈與肉

的衝突，主題欠分明，不要抗爭，

不是壯烈，而是蒼涼；總之，「參

差的對照」，跟革命搭不上關係，

跟發行「主義」散發「真理」的革命文

學之間連對立都算不上。但這卻不

是消極意義上的妥協，而是有(面

對複雜保持歡喜的心境。陳建華引

張愛玲在〈詩與胡說〉M的話：

所以活在中國就有這樣可愛：髒與

亂與憂傷之中，到處會發現珍貴的

東西，使人高興一上午，一天，一

生一世。聽說德國的馬路光可鑒

人，寬敞，筆直，整整齊齊，一路

種ô參天大樹，然而我疑心那種路

走多了要發瘋的。（頁393）

寫到這M，在這部關於革命話

語的著作中，張愛玲的意義或許已

經顯現出來——陳建華大概無意於

給他的討論作出封閉性的總結論

述，但從美學上品評比「寫實」更

「真實」的寫作姿態，從面對複雜局

面體會到比整齊更令人歡喜的感

受，已經透露出從革命話語中退出

的路向。在張愛玲身上，這是真正

的淡出，因為「身邊的事比世界大

事要緊，因為畫圖遠近大小的比

例。窗台上的瓶花比窗外的群眾場

面大」（頁397）bk。

這個變焦鏡頭一般的視覺移

動，製造出兩個不同的形象——那

些被鏡頭推遠的事物：群眾場面、

革命鬥爭、世界大事，衍生出去如

齊齊整整的理想、話語的秩序，對

何為真理和真實的律令等等⋯⋯在

這個鏡頭M變得抽象了，或者從這

M看出去，原本就模糊；那些被聚

焦的事物：窗台上的瓶花也好、張

愛玲說的髒與亂與憂傷也好、日常

世界的種種，衍生出去如個人的自

私和空虛、童言無忌、一派胡言，

包括此前此後大報小報上的「自由」

的批判空間⋯⋯從被觀念規約的話

語秩序中剝離出來，或者原本就是

沒有秩序。這是富有象徵意義的鏡

頭移動，彷彿逆轉了革命與文學的

關係，其實是因為切入了一個具體

的、有個人選擇性的視覺位置，從

這M張看出去，世界顯影為充實的

平面，理念搭構的有深度的體系被

推到遠遠的可以視而不見的地方。

當然，視而不見，並不意味(

它不存在——街上的群眾場面此起

彼伏，難得消停，世界大事也愈演

愈烈。陳建華沒有過多闡釋張愛玲

之於「從革命到共和」的主題意義，

但就「參差的對照」而言，陳建華

「從革命到共和」的論述結束於張愛

玲，其餘韻無窮，令人深思。

陳建華對革命不能忘情，孜孜

不倦著述有三，卻可能也始終有(

從窗外的場面回望的傾向。他不斷

投身革命的研究，與自身經驗有

關——成長過程中遭逢史無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後來產生探究革命之

謎的想法，這大約始終埋伏在其思

想意識之中。有切身經驗托底的學

術和抽象高蹈的理論探究，各有各

的魅力，但前一種或許包含更為專

注的自我審視。這大約也是一種鬼

陳建華大概無意於給

他的討論作出封閉性

的總結論述，但從美

學上品評比「寫實」更

「真實」的寫作姿態，

從面對複雜局面體會

到比整齊更令人歡喜

的感受，已經透露出

從革命話語中退出的

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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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式的存在，對國家、對文壇而

言，揮之不去；對個體、對自我

而言，它近乎符咒——當然，從純

粹學術的動機來說，這點感想也許

不必存在。寫完了三本革命研究著

作的陳建華，將目光投射到張愛玲

筆下的塞尚老年自畫像，她是這樣

寫的：

他的末一張自畫像，戴ô花花公子

式歪在一邊的「打鳥帽」，養ô白鬍

鬚，高挑的細眉毛，臉上也有一種

世事洞明的奸猾，但是那眼睛m的

微笑非常可愛，仿佛說：看開了，

這世界沒有我也會有春天來到。——

老年不可愛，但是老實人有許多可

愛的。（頁409）

這段話如陳建華所說，「俏皮而

豁達」（頁409），也是祛魅的表達。

從革命話語移向日常世界，儘管在

現實的思想史發展脈絡中幾無可能

的機會，或者真正發生了又如今天

廣告媒體充斥視聽的世界那樣令人

茫然若失，但目光轉換的意義，旨

在祛魅。宏偉的話語瓦解之後，不

是從抽象走向抽象，而是需要有實

在切近的經驗，從話語密集的書寫

網絡中浮現出來，那或許才是文學

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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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的話語瓦解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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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而是需要有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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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的書寫網絡中浮

現出來，那或許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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