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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的“文人相轻”说人人熟知，“文人相轻”

现象历代皆有，至今依然。然而在中国古代还有一

种现象虽然同样普遍存在，却鲜有人专门讨论，这

就是“文人自轻”，即文人对自己的文人身份从心

底里轻视。既然是文人，为什么会轻视自己的文人

身份呢？文人的“相轻”与“自轻”有何关联？这

些都是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关涉到中国古代知识

阶层的人格结构和身份认同问题，进而也关涉到中

国古代文学的特征与功能，因此是一个包含着复杂

文化历史底蕴、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学术课题。

一

我们先来讨论什么是“文人”。在中国古代，

“文人”的含义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在先秦时

期这个词用得很少，并不是具有普遍性的词语。只

是到了东汉以后这个词才被广泛使用起来。第一个

大量使用者是王充。他对“文人”有明确界定：

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

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杼其义旨，

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

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好学勤力，博闻强识，

世间多有；著书表文，论说古今，万不耐一。［1］

在《论衡》中，“文人”就是可以写作之人，故而

亦称为“著作者”“论者”“文力之人”“文章之人”“繁

文之人”“鸿笔之人”“文墨之士”，等等。所以“文

人”也被用来指辞赋之士，如：“广陵曲江有涛，

文人赋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涛，竟以隘狭也。”［2］

实际上，如果说上引王充那段话中的“兴论立说者”

是指扬雄、桓谭这样可以著书立论之人，那么“接

连篇章者”就已经包括“辞赋之士”了，因为在东

汉时期，“篇章”一词多用于指诗词歌赋之类。又

如傅毅：“文人不能怀其藻兮，武毅不能隐其刚。”［3］

这里的“文人”也主要是就辞赋之士而言。

到了汉魏之际，随着诗文书画等艺术门类渐渐

获得某种独立性，“文人”一词的内涵也渐渐发生

了变化。曹丕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

能以名节自立。”［4］又说：“文人相轻，自古而

然……今之文人……咸以自骋骥 于千里，仰齐足

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5］曹植说：“文

人骋其妙说兮，飞轻翰而成章。”［6］这里的“文人”

显然较之王充所说的“文人”的外延要小得多，主

要是指能够创作带有个性特征的诗文作品的人。那

么，这一词义的演变过程是怎样的呢？对此我们可

以通过“文人”与“文章”和“文学”两个概念之

间的历史关联性来说明。

“文章”这个词产生于春秋时代，此前的文献

中则只有“文”这个单音节词。“文章”由“文”

衍生而来。西周时期的“文”含义极丰，涵盖了贵

族阶级的宗教活动、政治活动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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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一切的礼仪形式、言辞、举止、服饰乃至于

道德修养都属于“文”的范畴。“文”是贵族身份

的标志，也是区分贵族身份高下的文化符号。“文章”

作为“文”的衍生词，外延缩小了，内涵更丰富了，

更倾向于意指人与物外在形式方面的特点，同样与

贵族教养密不可分。这从以下语例中可以看出：

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

仪也。（《左传·隐公五年》）

服物昭庸，采饰显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顺，

容貌有崇，威仪有则。（《国语·周语中》）

章太炎先生说：“盖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

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葬之分，谓之

文；八风从律，百度得数，谓之章。文章者，礼乐

之殊称矣。其后转移施于篇什。”［7］这可以说是

往古来今对先秦“文章”一词最为恰切的解释。总

之，在两周贵族文化语境中，狭义的“文章”是指

花纹、色彩与图案，广义的“文章”是指作为贵族

之标示的文化符号系统。

到了孔子这里“文章”一词就出现了变化。我

们来看孔子师徒对这个词的用法：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

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

冶长》）

子曰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

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

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

语·泰伯》）

何宴注上例云：“文彩形质著见。”［8］朱熹注云：“德

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9］可知在《论

语》中，“文章”一词已经可以用之于对个人道德

品性与功业的赞誉了，主要是指人的良好品德的外

在显现，也包含着“典籍”的意思。而在春秋时期，

这个词只能用之于对礼乐制度的形容。这是因为，

在新兴的士人阶层这里，个性或者个人的价值在一

定程度上得到了重视；而对于贵族而言，则更关注

一种集体的规范与精神。

及至汉代，“文章”不仅仅可以指代古代典籍，

而且还可以指称个人著述了，如：“诏书律令下者，

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

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10］

“文章尔雅”是说诏书的文辞典雅。又：“及司马

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

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11］ 

这里的“文章”主要是就辞赋而言。西汉之时，“文

章”这个词主要是用来指称文书典籍，很少再用之

指称典章制度。到了东汉，“文章”就更多地被用

来指诗词歌赋一类文学作品。如：“及肃宗雅好文

章，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

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

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12］这里的文章主要指

辞赋。有时“文章”也称为“篇章”，指所有的书

写文本，到东汉中期以后也主要用来指称诗词歌赋。

在这种情况下，“篇章”往往与“经术”“经籍”

等词语对举成文。如张衡云：“夫书画辞赋，才之

小者。匡国理政，未有能焉。陛下即位之初，先访

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艺当代博奕，

非以教化取士之本。”［13］吴质云：“伏惟所天优

游典籍之场，休息篇章之囿，发言抗论，穷理尽微，

摛藻下笔，鸾龙之文奋矣。”［14］这说明在这一时

期的士林中，诗词歌赋的地位已然大大提升了。

以上所列材料大致勾勒了“文章”之义的变化

轨迹：从花纹图案进而代指礼乐仪式，进而指圣人

君子品德功业之外在显现，进而指书册典籍，再进

而指个人著述、诗词歌赋。这一递进的轨迹恰与“文

人”身份的形成过程相契合。

我们再来看“文学”。这个词最早见于《论语》：

“子曰 ：“文学：子游、子夏。”（《先进》）

作为“孔门四科”之一，“文学”意思是“文章博

学”，是指记载着古代典章制度的《诗三百》《书》

《礼》《乐》之类的典籍。后来，儒家把自己服膺

的那套礼乐文化，包括礼仪规范、道德修养统称为

“文学”。这里的“文学”与“文章”差不多是可

以互换的概念。到了西汉及东汉前期，“文学”一

词主要有二义：一是传统意义，主要指诗书礼乐等

儒家典籍。如：“……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

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15］二是指一种官职，即“文

学掾”的简称，是一种专门负责地方教育的下层属

吏。到了东汉至曹魏时期，“文学”含义又有所变

化，也用来指擅长诗词歌赋的文人了。如：“伏承

有诏，敕中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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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象立赞，以劝学者。”［16］

与“文章”一样，“文学”在东汉中叶以后都

有了诗词歌赋的含义，而且越来越成为后世所说的

“诗文”之专指了。这正与“文人”一词含义的变

化大体上相契合。曹丕所提到的“文人”，从班固、

傅毅到“建安七子”，恰好都是“文人身份”形成

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这说明在曹丕心目中的

“文人”与东汉初期王充笔下的“文人”有了完全

不同的含义，主要是指有写作诗词歌赋能力的人，

已经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诗文家或文学家了。

二

从以上阐述可见，“文人身份”有一个历史性

的生成演变过程。“文人身份”的形成标志着古代

士人阶层的成熟：形成了多维度的、具有内在张力

的文化人格结构。从文学史角度看，“文人身份”

的形成也标志着文学终于从政治教化的束缚下挣脱

出来，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品格，这使得各种文学体

裁都得到飞跃性发展。文人们用“诗”和“文”这

种曾经很神圣的书写方式来堂而皇之地表达无关治

教政令的个人的心理体验，他们的注意力不再时时

聚焦于政治，心理焦虑找到了合理合法的释放之途，

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在士人阶

层看来，“文人身份”并不值得夸耀，事实上他们

从心底里是轻视这种身份的。换言之，在诗词歌赋、

琴棋书画方面的成就无论如何巨大，都不足以成为

士人们获得自我实现感的资本。显然，在中国古代

与“文人相轻”现象相伴随，普遍存在着一种“文

人自轻”现象。其中蕴含了怎样的文化意涵呢？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文人自轻”现象形成的历

史轨迹。

孔子不是“文人”，但后世出现的“文人自轻”

现象却可溯源于孔子。 孔子骨子里是个政治思想

家，教育不过是他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他念兹在

兹的是“克己复礼”，他心目中的偶像是周公。“文学”

在“孔门四科”之中叨陪末座。由于“克己”是“复

礼”的必要手段，所以他最重视道德实践。他说：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在孔

子心中学习古代文献典籍其实是很次要的事情。一

部《论语》处处可以体现出孔子重视实际行动、实

际效果而轻视言说，即重质而轻文的倾向。如他说：

“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巧言令色，

鲜矣仁。”（《学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

政》）。他的删述六经实际上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不是本而是末。其实诸子百家都以政治理想为根本

追求，文或言说只是手段而已。先秦诸子这一立场

为后世“文人自轻”现象奠定了基础。

孔子重德行轻文学、重行动轻言谈的立场为后

世士人所继承，但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又有不同表现。

在两汉经学语境中，“通经致用”“经明行修”是

最重要的事情，其他种种均在其次。于是“文人自轻”

现象就开始出现了。扬雄可以说是一个前奏，他的

“辞赋小道，壮夫不为”之说影响深远。他说：“诗

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

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17］

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认为辞赋分为两等，“诗

人之赋”是指符合《诗经》美刺传统的辞赋，“辞

人之赋”是指过分关注辞藻堆砌而丧失美刺讽喻的

《诗经》传统的辞赋。二是说在儒学系统中，辞赋

不登大雅之堂。即使像贾谊、司马相如这样的辞赋

大家，在孔门中也是没有位置的。这里透露出对辞

赋的轻视。那么他本人就是著名辞赋家，他为什么

轻视辞赋呢？因为他怀疑辞赋的讽谏功能，认为用

辞赋来讽谏结果难免会适得其反。在西汉时期，有

一种特殊的士人，因擅长辞赋而为士林，特别是君

主所重，这类人一般称为“辞赋之士”或“文章之

士”。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以及扬雄是

这类人的代表者。他们原本都是志向远大的士人，

颇有先秦纵横之士遗风，有建功立业的雄心，但帝

王却只看重他们的辞赋，政治上不予重用。后世把

他们视为“文学弄臣”，而他们也为自己被“倡优

蓄之”的境遇而自卑。这些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

席之地，但他们也还不是本文所说的“文人”，因

为他们并没有把诗赋当作表达个人情趣的方式，而

是当成润色鸿业或美刺讽喻的工具。他们可以称之

为“宫廷文人”或“御用文人”。扬雄为成帝上的《甘

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等，都含

有讽谏之意。但对于这些赋所具有的实际功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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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也是持怀疑态度的。扬雄是后来因学术而轻诗

文的传统的源头，对“文人自轻”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汉后期，“文人身份”正式形成，“文人自

轻”现象随之出现。起初，这一现象表现为通过轻

视“他者”来表达对“自我”的轻视。蔡邕论道：

古者取士，必使诸侯岁贡。孝武之世，郡

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

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

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

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

意，当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18］

蔡邕是早期“文人”的代表人物，他十分博学，曾

师从桓灵时期以淹通五经著称的名臣胡广，但与东

汉中后期的许多著名人物一样，他并不恪守经学的

所谓“师法”“家法”，除经学之外，对辞赋、数术、

天文、音乐、书法都很精通。早期“文人”们对文

人身份并不看重，对“书画辞赋”持明显的轻视态

度。在上段文字中，蔡邕认为与政事、教化和经术

相比，“书画辞赋”是不足道的“才之小者”。这

种见解在大讲“经世致用”的两汉语境中无疑是有

普遍性的。这就意味着，在当时的士人阶层之中，

实际上存在着两种精神追求：一者是主流的、正统

的，即“通经致用”的价值取向，另一种则是诗词

歌赋、琴棋书画的艺术追求。在正式的政治场域中，

前者受到高扬，后者受到贬抑；而在个人的生活领

域或者在渐渐形成中的文学场域中，诗赋之类则受

到相当的重视。蔡邕对“鸿都文学”的轻视代表着

士人阶层从自己的一种身份出发对另一种身份的轻

视，表征着一种文化人格的内在冲突。对蔡邕这类

人来说，在创作诗赋之时，他是个文人，立朝为官

时，他是个士大夫；文人是闲暇状态下的他，士大

夫是工作状态中的他；士大夫的工作是他安身立命

之根本，闲暇则是可有可无的消遣，这正是“文人

自轻”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到了魏晋六朝之时，已经是所谓“文学自觉”

的时代，文人墨客大批涌现，而在士族文人中也形

成了“重文轻武”的精神旨趣。尽管如此，“文人

自轻”现象还是普遍存在的。

谢灵运是士族文人的典型代表。就门第而言，

东晋以至南朝，几乎无出其右者；就才学而言，他

深通佛理，精于诗文，在士林中享有崇高声望。然

而他的一生基本上都处于一种失落与精神匮乏的煎

熬之中。他的才名远不足以使其获得自我实现的感

觉。史书称其“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19］。

隐居会稽时，“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

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20］。

可见他的诗在其生前早已经名满天下了。但他从来

不以此为荣，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志向

极大，自视极高，以为凭其出身与才学，自然是“宜

参权要”，于是在其理想与现实境遇之间就出现了

巨大反差，导致他一方面郁郁寡欢，一方面纵情山

水。对于士林礼仪，朝廷法度之类一概蔑视，其所

作所为常常匪夷所思，颇多欺官扰民之举。过高的

政治理想或建功立业的自我期许导致了他对自身文

人身份的轻视，也导致了其最终的悲剧结局。

唐代可以说是一个尚武的时代。特别是唐代中

前期，朝政清明，国力强盛，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

给寒庶士人打开了一条进身之路，士林中洋溢着一

种建功立业的豪迈之情。与宋代以后不同，唐代士

人从来不讳言自己对做大官、干大事的向往，他们

从心底里鄙视那种只会舞文弄墨的文人。“宁为百

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反映了

中唐以前士人的普遍心理。唐代又是一个“诗的时

代”，士人们对于作诗的热衷远胜于往代。上至君

王，下至平民，对于优秀的诗人都有着发自内心的

尊敬。“尚武”及热衷于干禄和重视诗歌之间是怎

样的一种关系呢？“诗人”或“文人”是否是一种

可以使人获得自我实现感觉的身份呢？答案是否定

的。相对于建功立业，诗文的价值微不足道。王勃说：

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

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

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

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

争鹜，适足兆齐、梁之危；徐、庚并驰，不能

止周、陈之祸。于是识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

其弊者拂衣而径逝。《潜夫》《昌言》之论，

作之而有逆于时；周公、孔氏之教，存之而不

行于代。天下之文，靡不坏矣……伏见铨擢之

次，每以诗赋为先，诚恐君侯器人于翰墨之间，

求材于简牍之际，果未足以采取英秀，斟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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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者也。徒使骏骨长朽，真龙不降。衒才饰智

者奔驰于末流，怀真蕴璞者栖遑于下列。［21］

王勃是初唐著名文人，以早慧、善诗文而闻名士林。

但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自屈宋枚马以迄于唐，诗

赋之作概在否定之列。王勃对当时的以诗赋取士亦

持反对态度。身为文人，却如此看待诗文，足见其

对自己的文人身份之轻视。王勃之所以有如此见解，

是因为在他看来屈宋以降的诗文不独无用，而且有

害，曹魏以来的动乱与亡国都与君主和文人过于重

视诗赋有关。他所肯定的诗文仅仅是能够“开物成

务”“立言见志”的圣贤之作。依照如此标准，则

表达个人情趣或文人趣味的作品自然也就失去存在

意义。这不仅是对文人身份的轻视，更可以说是否

定了。在中国古代，这样的观点并不鲜见。

由于过于看重诗文补察时政的功能，有些文人

甚至把屈原辞赋称为“亡国之音”，如柳冕云：“至

于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国之音也。”［22］

柳冕是中唐著名文学家，是继李华、萧颖士之后倡

导古文的重要人物，对韩柳古文运动产生很大影响。

但在他的心目中，诗文的价值完全系于“王道”，

完全无视文学的审美意义，以至于对屈原以降以表

达个人情趣、描写自然景物、讲究辞藻的作品一概

持否定态度。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自东汉以来渐渐

成熟起来的文人身份。柳冕又云：

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别是一枝耳。当时

君子，耻为文人。语曰：“德成而上，艺成而

下。”文章技艺之流也，故夫子末之。……至

若荀、孟、贾生，明先王之道，尽天人之际，

意不在文，而文自随之，此真君子之文也。［23］

魏晋以降，诗文“不根教化”已成传统，在柳冕看

来这“别是一枝”，属于“技艺之流”，真正的“君

子”是以做文人为耻的。他所谓“君子之文”乃是

那种“明先王之道，尽天人之际”的文章。柳冕的

这一见解后来为韩愈继承并发挥，终于形成了以“道

统”规范“文统”的评价标准，开创了“重道轻文”

的文学传统，也为“文人自轻”提供了另一个向度。

有宋一代堪称文人境遇最好的时期。由于各种

原因，文人士大夫的主体精神被激发了出来，在政

治上的表现是言官谏臣势力的强大，在文化上的表

现一方面是诗文蓬勃发展，文人大批涌现；另一方

面则是以人格自我提升为主旨的心性之学渐渐占据

士人精神的主导地位，“作圣之功”“圣贤气象”“孔

颜乐处”成为越来越多士人的最高精神追求。在这

样的文化语境中，尽管诗文是发达的，但吸引士人

们的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因此“文人自轻”现象

依然有着雄厚的现实基础。刘挚所言可谓北宋士人

心态的集中体现。《宋史》本传载：“挚嗜书，自

幼至老，未尝释卷。……其教子孙，先行实，后文

艺。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

观矣。’ ”［24］刘挚是一位很有政治才干和经济头

脑的实干家，直言敢谏，历仕仁宗、神宗、哲宗三

朝，官至宰相。但他也是一位文人，诗文俱佳，与

当时著名文人如苏轼、苏辙、范祖禹等多有交游，

有《忠肃集》传世，收录其诗词数百首。在他的心

目中，儒家的学问是其终生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

不能须臾放弃；向上规谏君主，向下为民造福是他

对儒家精神的践履，同样居于重要地位。至于诗文

酬唱之类则是闲暇时的消遣自娱，实居于可有可无

的次要位置。如果学问和做官都不行，只会吟诗作

赋，那这个人就“无足观”了。其实稍早于刘挚的

文坛领袖欧阳修也有相近的观点：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

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

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

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

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

其所以至之鲜也……先辈之文，浩乎霈然，可

谓善矣。而又志于为道，犹自以为未广，若不

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难也。［25］

这里对自称“职于文”的“文士”持明显的鄙视态

度。同样，在刘挚的心目中，“志于道”才是为文

之根本。对于北宋士人以往论者常常根据其建树而

分为政治家、文学家、道学家三派，尽管欧阳修政

治、学术上都有建树，但由于其诗文影响巨大，故

一般被视为“文学家”之代表，然而他也同样是轻

视纯粹的文人身份的。宋代文人言文必称“道”，

把“道”视为“文”之合法性依据，但他们所谓“道”

的含义不尽相同。王禹偁、欧阳修等“文章家”的

“道”泛指儒家伦理规范与政治理念，范仲淹、王

安石代表的“政治家”的“道”主要是指儒家政治



95

论文人的“相轻”与“自轻”

理想的具体实践，即“治教政令”之属；“濂洛关

闽”为代表的“道学家”的“道”则侧重于一种超

越凡俗的人格境界，即“孔颜之乐”“浑然与物同

体”之类。这些内涵不同之“道”，都使他们轻视

“文”和“文人身份”。

越是有名的文人、大文人，越是轻视自己的“文

人身份”。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堪为代表。

宋濂早慧，极好学，尝遍访名师，可谓无所不窥，

元季文名满天下。但他却不愿意被人视为文人。他

自谓云：“生好著文，或以文人称之，则又艴然怒

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穷之而未尽也。

圣贤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26］

尽管宋濂靠诗文得名，但他自己的理想却是成圣成

贤，做帝王之师，相比之下诗文上的成就是不足论

的。他认为：“文，非学者之所急。”把为文之人

分为三等，“上焉者”是圣贤，是帝师，可以做到

一言而为天下法，出为帝王师，处为万世师。他的

“文”表现在自身道德修养与建功立业之上。“中

焉者”则是那些坚持文以明道的儒者，诸如宋元以

来的道学家之类，他们的“文”是载道之文，有补

于世者。“下焉者”则是为“文”而文的纯粹的“文

人”，其所为“文”乃是无关世道人心的个人情趣

之表达［27］。宋濂本人的理想显然是“上焉者”。

但他的成圣成贤与做帝师的理想却始终没能实现，

在世人眼中他不过是个博学而有才华的文人而已。

在睿智而又“雄猜”的朱元璋面前他也只是终日唯

唯，其在大明开国、建国过程中的作为远不能与他

的好朋友刘基相比。他身为文人，眼睛却盯着能够

“立德”“立功”之人。

到了清代，由于帝王的强势统治，士大夫那种

建功立业的冲动远不如汉唐宋明诸朝，“文人自轻”

现象并未稍衰。尤其是乾嘉学派兴起之后，士人们

以经学而诗文的现象极为普遍，像袁枚那样公然挺

诗文而贬考据的士人凤毛麟角。如此看来，在中国

古代“文人自轻”是一以贯之的。原因何在呢？

三

造成“文人自轻”现象的原因无疑是复杂的，

关涉到中国古代士人的社会境遇、人格理想与社会

主流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等众多因素。这里我们不

妨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说明

之。在中国古代，至迟于汉魏之际已经形成了一种

可以称之为“文学场”的有限性的公共领域［28］，

在这里，诗赋一类作品得以传播并且形成具有公共

性的评价标准，也形成了公认的代表性人物。在这

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学场”中，文人们能够以

作品的优劣分出等级，那些真正优秀的作者会受到

普遍尊敬。也正是在这个场域中，文人们会产生竞

争意识，于是“相轻”的现象就出现了。然而“文

学场”虽然具有相对独立性，却并非封闭的，它受

其他场域的影响极大。换言之，“文学场”不过是

另外一种场域的从属部分而已，它必然会受到更具

根本性因而也有更大影响力的场域的制约。这种场

域布迪厄称之为“权力场”。他说：“在权力场内

部文学场自身占据了被统治地位。权力场是各种因

素和机制之间的力量关系空间，这些因素和机制的

共同点是拥有在不同场（尤其是经济场或文化场）

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必要资本。”［29］这就意味着，“文

学场”实际上也是一种“权力场”，是各种“权力”

角逐的场所。文学艺术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是纯而

又纯的审美空间，不是象牙之塔，因为造成文学艺

术“许多行为和表现”的原因往往是来自于“文学场”

之外的场域，主要是政治场域。即使文学艺术的修

辞、风格等形式因素，归根结底依然是某种政治诉

求之表征［30］。 “因此，文化生产场每时每刻都是

等级化的两条原则之间斗争的场所，两条原则分别

是不能自主的原则和自主的原则（比如“为艺术而

艺术” ），前者有利于在经济政治方面对场实施

统治的人，后者驱使最激进的捍卫者把暂时的失败

作为上帝挑选的一个标志，把成功当作与时代妥协

的标志。”［31］正是因为文学艺术总是处于这种“自

律”与“他律”的矛盾冲突之中，文学家或文学批

评家们也就总是依违于“文学场”和另外更具决定

作用的场域，如“政治场”之间，从而导致他们在

自我评价中出现迥然不同的两种情形。文人的“相

轻”与“自轻”根本上乃是文人们处身于两个不同

场域的必然结果。当文人们在“文学场”中进行诗

文的评价与自我评价时，他们形成了“自律”的标

准并根据这一标准排出优劣高下，这时那些杰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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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就会因为受到尊重而“自重”。这就为“文人

相轻”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当文人们按照其他场域，

特别是政治场域中的评价标准来看待自己的诗文创

作时，他们就会觉得与更强有力的权力相比，诗文

的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在“文学场”中积累起

来的文化资本到了“政治场”或“经济场”中就显

得微不足道了，他们因此而“自轻”。

由于古代士人基本信奉“读书做官”的人生准

则，总是游走于“文学场”与“政治场”之间，因

此就会产生对诗文书画之类两种不同的评价。文人

当然是重视诗文书画的，否则他们便不会在这上面

花费如此心血了。“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

不休。”（杜甫）“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贾岛）之类的诗句虽然夸张，却也反映出作者对

诗文的重视程度。如果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看，

这是因为在诗文创作上积累起来的“文化资本”有

时候也可以转化为“政治资本”。除了隋唐以后的

诗赋取士之外，历史上文人因诗赋得名而受到朝廷

重视进而仕途畅达的例子并不少见。在奉行“右文

政策”的宋代，这甚至成为普遍现象。宋儒蔡襄尝云：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

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

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

文士也。［32］

蔡襄是北宋仁宗朝的一代名臣，工诗文，善书法，

是典型的集政治家和文人于一身的人物。从他的言

说中可以看出“文词”这种“文化资本”是可以转

化为“政治资本”的。尽管如此，一旦面临建功立

业或者仕途顺达与做一个著名文人成为士人们的选

项时，他们大都依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对于

历代士人而言，审美性比较强的言说，如诗词歌赋

之类，实际上是一种高雅的游戏，文字游戏，是文

人圈子里显露才华、一争高下的博弈方式，就像清

谈玄言在魏晋时期士族文人圈子里是一种争强好胜

的博弈方式一样。魏晋玄学家们并没有追问真相、

探究真理的目的，他们做深湛之思、高远之论是为

了显示自己的高深莫测、不可企及，从而在“清谈

场”或“玄学场”中获得更多资本，成为“名士”。

古代诗文家们也很难说有什么可以为之贡献一生的

崇高的审美理想，也似乎没有终身恪守的创作原

则，他们吟诗作赋只是作为文人的一种雅好、雅趣，

客观上是古代知识阶层与其他阶层相区隔的一种手

段。翻开那些著名文人的诗集文集，有真情实感者

实属凤毛麟角，因此所谓“抒情传统”之说不过是

一种理论建构而已。这是那些仕途畅达的士大夫看

不起文人的根本原因，也是“文人自轻”的主要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唐宋以降的文人拼命要赋予

“文”以“明道”“载道”“贯道”“与道俱”的

使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对“文”的拯救，是

为了提升“文”的地位，从而也提升“文人”的地位。

换言之，文人希望通过把“文化资本”转换为“政

治资本”来强化诗文参与社会政治的能力。用诗文

这种柔性的方式与统治阶层分权，这是中国古代知

识阶层一种政治策略。诗文如果能够与比建功立业

还要重要的“道”建立联系，其地位就非比寻常了。

这样，擅长诗文的文人也就成了传道之人，或“代

圣贤立言”者，自然就对社会政治构成某种引导与

制衡的作用。如此说来，强调“文”的“载道”功

能看上去似乎是强调“文”之价值，实际上恰恰说

明了文人们对“文”的不自信。一旦离开了“文学场”，

诸如文字的优美、韵律的和谐、意象的丰富与叙事

的明快就都不再是值得夸耀的价值了，只有借助于

其他场域的“资本”诗文才具有合法性。因此，文

学始终不能达到真正的自律是中国古代“文人自轻”

现象的直接原因。像古希腊的埃斯库罗斯、欧里庇

得斯那样的悲剧作家，英国 17、18 世纪的桂冠诗人，

法国 19 世纪的小说家那样仅凭文学创作而获得全

社会的尊重和很高社会地位的情形在中国古代从来

没有发生过。对于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来说，文学

始终都不是可以为之献身的事业，它或是跻身仕途

的敲门砖，或是润色鸿业的手段，或是自娱娱人的

游戏，从来都不是值得终生坚守的精神领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原因肯定是复杂

的、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看，这与中国的“文化

基因”有密切关联。所谓“文化基因”是指一种文

化在产生的早期阶段基于现实的需要而形成的某些

基本倾向与特征。特别是在雅思贝尔斯所说的“轴

心时代”这样一种文化传统形成的重大关节点上，

也正是“文化基因”形成的关键时期。任何文化都

是对人们的现实需求的一种回应方式，它总是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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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历史需求”而产生的，因此考察在“轴心时

代”社会现实对那些知识生产者们构成了怎样的刺

激、吸引与召唤，即庶几可以大体上了解一种“文

化基因”之基本结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史

上的“轴心时代”，当时社会结构的变化与重组既

催生了一种新的知识生产者——士人阶层的产生，

同时也规定了这一知识阶层知识生产的可能范围与

价值诉求。百家争鸣，各鸣其道，看上去是“想说

什么就说什么”的时代，实际上他们所说的都是在

历史给定的范围之内进行的，都是围绕如何使一个

无序的天下重新获得合理的秩序这一根本性关切展

开的。原因有二：一是作为“无恒产”的“游士”，

士人们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在一个有序的社会中找到

自己安身立命的方式；二是当时可以为士人们提供

生活保障和富贵势位的唯有诸侯君主们，他们最关

心的就是如何在兼并与反兼并的诸侯争斗中自存与

发展，因此被称为“诸子”的士人思想家们的全部

言说都可以归结为救世之术。诸子百家的兴衰际遇

也完全是由其对社会政治的适用性程度来决定的。

这种“文化基因”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各种文化门类

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位置：离社会政治、教化

越近的文化形式越是受到重视，反之就越是受到轻

视。在这种文化结构中，纯粹以审美为目的的文学

艺术只能居于边缘位置。在扬雄眼里“辞赋”是“雕

虫小技”，在后世文人眼中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一

概是“雕虫小技”，可有可无。千百年中，偶尔出

现一、两位集道德、事功与文章于一身的人物，如

王阳明、曾国藩之类，就会被天下士人视为楷模，

顶礼膜拜之。这就意味着，在古代文人的精神结构

中，“审美之维”始终没有真正获得独立性，它总

是作为“善之维”的附庸而存在的。所以没有其他

身份的纯粹文人，无论是诗人、词人、文章家还是

小说家，都难免受到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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