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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產生，因此中西比較詩學從一開始就具有西方

中心主義的傾向。中國學者在對比研究時容易固

執於西方標準而脫離了中國文化語境，致使「比

較」失去公平性，造成文化

「失語症」。用文化人類

學的視角反思比較詩學的

「比較」現狀，能夠為比

較詩學掃除迷障，讓跨文

化的「比較」既擁有全球

化視野，又不失民族文化

根基。

一、比較詩學與文

化「失語症」

（一）「詩學」與比較詩學

比較詩學興起於20
世紀，但「詩學」一詞的

傳統由來已久，中西方文

化中對其內涵有著不同解

析。西方文化中的「詩學」

最早見於亞里士多德《詩

學》一書，亞氏的「詩學」

指向一般的文學理論而

不僅限於詩歌理論；中世

紀時期的「詩學」以希臘悲劇為主要對象，研究範

圍包括詩歌的創作技巧和當時西方盛行的文學觀

念；20世紀以後，「詩學」內涵進一步擴大和系統
化，被用來指稱廣義的文藝理論。中國的「詩學」

人類學視域下中西比較

詩學的「比較」立場反思
■ 馬 樂
浙江師範大學

博覽群書

前言

比較文學是一門極具吸引力的學科，加拿大

著名比較文學學者多多西

曾談到：「比較文學的多

學科、對『他者』的承認

和吸納，對多種語言和文

學的深刻認識是學術研

究的基本參數，這樣的研

究可以以一種特定的、有

利的方式深化我們的知

識。我喜歡這一學科多側

面的角度。」 [1]中西比較

詩學是比較文學學科的

重要分支之一，是以跨民

族、跨語言、跨文化與跨

學科的視角進行文學理

論比較研究、進而找尋人

類文學藝術的審美本質

規律的學科。中西比較詩

學和人類學都以找到人

類文化及人的發展的性

質為終極目標，具有共通

之處。後者雖然也以文化

為中心，但人類學的知識視野範圍較前者的文學

視域更為寬廣，因此不致落入某些中心主義的圈

套。中國詩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對經學的闡釋，

直至中國打開國門，中西比較詩學這一學科才逐

摘  要：中西比較詩學是跨文化、跨學科的文學

研究，其跨文化的視野順應了全球化大趨勢。在

中西比較詩學的發展中，部分學者機械套用西方

理論和標準，假借「比較」之名以西方立場進行

中西文學對比研究，輸出了片面、錯誤的結論，

造成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失語症」。西方中心主義

的弊端暴露之後，一些學者借助人類學的視角，

以民族自身文化背景及文學理論標準為基點，在

中、西標準並列的情況下進行「比較」，破除了這

一弊端。本文通過明晰中西比較詩學的「比較」

現狀，以中西方在「雄渾」這一概念上的不同解讀

為例證，透過文化人類學的寬闊視野與文化根

基，反思中西比較詩學的「比較」立場，為中西比

較詩學研究提供思路。

關鍵詞：中西比較詩學；西方中心主義；比較；雄

渾；人類學；文化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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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指的是被譽為「六

經」之一的《詩經》之學；唐代開始泛指一般詩歌

的創作技巧。與西方內涵不同，但一直到比較文學

學科進入中國之前，中國「詩學」的研究對象始終

是詩歌，不包括其他文學類型；中國研究所有文學

的學科並非稱作「詩學」，而是以「文論」為名，最

著名的就是劉勰的《文心雕龍》。由此可見西方詩

學的對象是所有文學，而中國詩學的對象僅僅是

詩歌；西方是詩學天堂，中國是文論天堂。

中西比較詩學建立在中西方「詩學」對象一

致的情況下，即都是以研究所有文學的本質和規

律為對象和目的的學問。「比較詩學」的概念最初

是由法國比較文學家艾田伯提出來的。1963年艾
田伯在《比較不是理由：比較文學的危機》一文中

批評把「事實聯繫」作為比較文學的根據的實證

主義觀點，認為比較文學必須擺脫實證主義造成

的「危機」，並認為從「比較文學」到「比較詩學」

的發展是拓展比較文學領域的途徑之一：「歷史

的探尋和批判的或美學的沉思，這兩種方法以為

它們自己是勢不兩立的對頭，而事實上，它們必須

互相補充；如果能將兩者結合起來，比較文學便會

不可違拗地被導向比較詩學。這種美學不再是從

形而上的原理中演繹出來，而將從具體文學的細

緻研究中歸納出來。」[2]艾田伯認為只有通過具體

作家作品比較研究才能得出真正具有指導意義的

「詩學」，這種「詩學」是文學理論的升華，「比較

詩學」則是「比較文學」的理論升華，「比較文學」

必然走向「比較詩學」。

中西比較詩學研究開始於五四前後。王國維

先生《比較意識的確立與中國詩學譜系的轉型》

一文打開了中國詩學的視野，後魯迅的《摩羅詩力

說》、梁宗岱的《詩與真》、宗白華的《美學散

步》、朱光潛的《詩論》、錢鍾書的《談藝錄》等著

作為中西比較詩學的創立奠定了理論基礎。從20
世紀60年代至今，中國比較詩學進入了學科化時
期，基本與西方比較詩學的學科化自覺同步。具體

地說，可以分為三個階段：60年代起台港學界的推
動，這一進程主要由黃維樑、葉維廉等台灣學者推

動；80年代起內地比較詩學研究復興，曹順慶的
《中西比較詩學》，劉小楓的《拯救與逍遙》，黃

藥眠、童慶炳主編的《中西比較詩學體系》等著作

相繼問世，中西比較詩學成為學術界的一股熱潮；

90年代以來比較詩學呈多元發展趨勢，劉若愚、施
友忠、張隆溪等海外漢學界為中西比較詩學做出

了巨大貢獻。[3]

（二）西化的「比較」與非西方文化「失語症」

在比較詩學研究如火如荼之時，西方中心

主義的弊端逐漸顯露。由於比較詩學最初興起於

西方後傳入中國及其他國家，隨之而來的是大量

西方術語，這導致大部分學者會利用西方術語概

念闡釋本國文藝，中國現代高校的「文學原理」和

「美學原理」兩門學科正是在大量輸入西方術語

概念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

就中國而言，這種西化的「比較」不僅有悖比

較詩學最初的研究設想，偏愛西方文論的做法也

導致中國古典文論遭受了冷遇和尷尬，直接造成

了以中國古典文論為根基的整個中國文論的「失

語症」。正如曹順慶所說：「我們根本沒有一套自

己的文論話語，一套自己特有的表達、溝通、解讀

的學術規則，一旦我們離開了西方的話語，我們就

沒有了自己民族的學術話語，不會說自己的話了，

以至於我們很難在世界學術領域發出自己的聲

音。」[4]機械直接地將西方理論應用於非西方作品

的閱讀闡釋，必然會造成抽象概念遮蔽鮮活歷史

的弊端，作品應有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特色被抹殺。

「中國沒有悲劇」的論斷就是簡單化地借用西方

術語裁剪中國歷史得出的錯誤論斷之一。這種「失

語症」使得中國文論不僅陷入了離開西方文論便

無法言說的窘境，同時使得中國文論家在進行研

究時無法依托自己的本土思想與西方文論進行有

效對話、難以從中國詩學的角度觀照人類普遍的

文學現象。

因此，在進行比較詩學的研究時，借用術語

的闡釋固然必要，但作品背後的特定文化、歷史內

涵更不容忽視。一味借用西方術語進行「強制闡

釋」，讓闡釋的工具變成了闡釋主體，這種「比較」

只是西方標準下披著跨文化的外殼進行抽象概念

的解釋而已，久而久之會喪失自己的本土文化，無

法長足發展。



二○

二
二
年
第
四
期
（
總
第
一
一
三
期
）

文
化
中
國

１２２

二、中西比較詩學透視——人類學
視域下「雄渾」的不同解讀

要想避免「文化失語症」，比較詩學研究必

須根植於所研究文化的不同場域之中，即用人類

學的方法進行研究。在中西方文論領域，「雄渾」

作為一種審美範疇頻頻出現。中國以司空圖在

《二十四詩品》中的一品為基礎，後嚴羽、謝榛等

人是在其基礎上發展的；西方則以康德的界定為

主，實際上以「崇高」命名之。從學界對「雄渾」一

詞的中西比較詩學研究中，可以窺見文化人類學

的全域性視角以及文化內涵。

（一）中國古典文論來源——老莊之道

文化人類學是人類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它以

考古學、民俗學、語言學等方法、概念和資料研究

人類各民族創造的文化，揭示人類文化的本質。

「雄渾」是中國文論中涉及審美風格分類的一個

概念，從文化人類學的視野來看，其背後隱含著中

國古代深厚的思想淵源。唐代司空圖《詩品》把詩

分為二十四「品」，為首者即是「雄渾」。[5]葉維廉將

「雄渾」作為「第一品」「統領其他二十三品」。[6]

宋代嚴羽《滄浪詩話·詩辨》把詩分為九品，其中
也將「雄渾」作為一品。稍後更有人把它作為首要

的風格質量來強調。如明人謝榛在《四溟詩話》卷

三中就引用過「格貴雄渾，句宜自然」的話以為文

訓。[7]足見人們對雄渾作為一種「高格」的重視。

在眾多研究中，司空圖的《二十四品》將其作為一

種更純粹的審美範疇，為這一範疇做出了基本界

定，後人的研究多是在其基礎上進行的。

唐代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中將「雄渾」列

為首品，「雄渾」作為美學範疇被首先提出。司空

圖通過四十八字的四言韻語對其內涵和特徵進行

了闡釋說明：

大用外腓，真體內充。返虛入渾，積健為雄。

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

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非強，來之無窮。[8]

這四十八字背後與中國古代道家、周易等思

想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大用外腓，真體內充。

返虛入渾，積健為雄。」「大用」，無用之用，不盡

之用，此處指大境界。《莊子·人間世》中記載了櫟

樹的話：「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

為予大用。」[9]又說：「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

用之用也。」[10]《莊子·知北游》中也有記載：「天
地有大美而不言。」[11]大美、大用，語異而義同，都

是指一種含蘊天地宇宙的大境界。「腓」原指人的

小腿肚善於伸屈變化，司空圖在這裡用以比況宇

宙本體呈現出來的變化無窮的姿態。「真體」本意

為世界的至真本體，此處指詩人真素、精誠的自然

合道之心。「充」，謂充盈、厚實。《老子》五十五章

有言：「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12]赤子之心就是

「真體」，含德之厚即是「內充」。第一、二句涉及

「體」與「用」這一對哲學術語，體是內在之物，用

是外在之象，這裡借體用關係來說明「雄渾」風格

的藝術內蘊和其藝術外觀的關係。意思是說，作品

強大渾翰的藝術表現和強大的藝術功用，是由於

它充滿著真實豐厚的內涵意蘊。三、四句為如何達

到「雄渾」境界提供了一種路徑。《老子》四十五章

云：「大盈若沖。」[13]意謂至大至滿的境界仿佛是

沖虛的境界。十四章云：「復歸於無物。」 [14]「入

渾」意味著進入渾樸之境。這句話的意思是只有

擺脫外在形役束縛「沖虛」，才能進入渾樸的境

界。「積健為雄」意謂不斷積蓄剛健之氣以達到塑

造雄強人格的目的。《易傳》云：「天行健，君子以

自強不息」[15]與「積健為雄」義可相通。

「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

風。」以闊大渾浩的境界形象地說明了「雄渾」的

風格特徵。「具備萬物，橫絕太空。」意即包羅萬

象，主體精神凌駕、超越於萬物之上，突出雄健質

量不為物羈、自由無礙的精神狀態。「荒荒」是一

種混茫無際的狀態，「油雲」即油然之雲。「寥寥」

擬高風勁疾之聲。這兩句前者意在說明「渾」的狀

態，後者意在說明「雄」的風格。「超以象外，得其

環中。持之非強，來之無窮。」「超以象外」就是要

超脫詩歌作品直接可見的藝術形象層，表現「象

外」那更深一層的意蘊與美感。「得其環中」是指

有如樞入環中，司空圖借「環中」指詩歌中含蓄有

餘的審美意味，也就是所謂的「韻外之致」、「味

外之旨」。最後兩句「持之非強，來之無窮」意味著

追求「雄渾」的藝術風格一定要真實自然，不能強

求，這樣才能吸引源源不斷的追求者，雄渾之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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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尋繹不盡。

司空圖對「雄渾」的解析囊括了中國古代玄

妙的道家思想。嚴羽對「雄渾」範疇的發展也主要

是以他的闡釋為基礎，只不過是側重點的不同。司

空圖重以「雄」為主的壯健之美，而嚴羽則轉向以

「渾」為主的完整冥合之美。在《滄浪詩話·詩辨》
中，嚴羽將詩分為九品，「雄渾」則是其中一品。通

過蘇黃之詩與盛唐之詩的對比，他指出盛唐之詩

勝出宋詩之處正在於一個「渾」字。此外，嚴羽試

圖扭轉宋人「以文為詩」的錯誤傾向，恢復漢魏盛

唐氣象渾厚的詩歌傳統，因此在《滄浪詩話》中極

力推崇漢魏盛唐詩歌渾厚樸拙的氣象，其評詩的

一個重要標準在於氣象是否完整。從嚴羽對「雄

渾」的不同闡釋也可見出當時的文壇風氣與時代

特色。

明代謝榛在繼承嚴羽的基礎上又有所超越，

他認為詩歌有體、志、氣、韻四要素，其中的「氣」

指的就是雄渾之氣。謝榛論詩曰：「韓退之稱賈島

『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為佳句，未若『秋風

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氣象雄渾，大類盛唐。」[16]

由此可見，謝榛非常強調「氣象雄渾」，在他心中

「雄渾、氣象、盛唐」三位一體。他的「雄渾」觀多

是繼承了司空圖以來學術界的理論成果，他的「雄

渾」既是一種風格範疇，也是一種盛唐精神，一種

積極昂揚的少年意氣和生機，一種令人嚮往的詩

歌高潮、標尺，以此成為自己取法的對象，理想風

格的追求。

從中國古代「雄渾」一詞內涵的歷時性演變可

以窺見其背後蘊含的文化思想內涵。中國「雄渾」

一詞既吸收了老莊對宇宙之道的解釋，又包含《易

經》的玄妙色彩。透過對「雄渾」的不同解讀也可

窺見中國古代不同時代的時代特色與思維特徵，

既有所差異又一脈相承。凡此種種，皆需運用文化

人類學的方法深挖其核心方可得出結論，不可以

西方或某一國家、民族的定義概而論之。

（二）西方文論定義——康德式「恐怖」

「雄渾」在中國的解讀多為積極義——宇宙
的壯大、人生境界高遠、作品意境的寬闊等。但在

西方其含義卻大大相反。西方的「雄渾」實際上被

稱為「崇高」，西方對其解釋由康德到齊澤克(Sla-

voj Žižek)、利奧塔(Lyotard)等，都體現出一種消
極、恐怖意味。

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提到「雄渾」這個

概念，將其和「優美」或「美麗」互相對照。他認為

「雄渾」是指對象讓心靈無法完全吸收、含納與理

解，因此對此神奇、巨大的對象無以掌握，從而產

生敬畏、恐怖的美感。相對於「雄渾」，萬物顯得微

渺。康德將這個概念與人類心靈的認知、體驗的

層面相聯結，強調唯美與感覺上的錯愕、痛苦、畏

懼和無以名狀的恐怖。康德在論及對象的「雄渾」

時，提出兩種不同的類型：「迴腸蕩氣的雄渾」和

「超乎衡量的雄渾」。「超乎衡量的雄渾」是指巨

大或在數量與尺寸上無以掌握的偉大，它包括某

種特大的對象，如海天一色的景觀，在我們的了解

中無法被衡量或評估；而另一方面，「迴腸蕩氣的

雄渾」更加具有力量和某些無法在身體中平息的

畏懼和敬畏，因此它以自然景觀如火山、暴風，或

當我們到美國的大峽谷往底下一看時的那種敬畏

和恐懼，讓我們的整個身體產生雞皮疙瘩或無法

理解的感覺，在想像力的範圍中對之無以含納，無

法以整體的方式來了解，這就是「迴腸蕩氣的雄

渾」。康德認為，我們基本上必須通過想像或觀念

來達到「迴腸蕩氣的雄渾」，也就是讓我們了解自

己的無能為力、無法通過知識的力量來掌握對象，

在這樣的情境下，我們突然之間被自然或對象所

支配，在過程中產生理性的喪失，或身體的某種無

以名狀的自由與超越。

在這個層面上，「雄渾」往往與「恐怖」或齊澤

克所說的「雄渾的客體」相關，如科幻與恐怖電影

通過內心深處無以理解的暴力再現的方式，使我

們產生莫名的恐怖。在康德之後，利奧塔對康德這

一理論進行了仔細分析。利奧塔主要主演於後現

代信息技術與新的遊戲規則的發展下，傳統的理

性、科技與邏輯與新興文化的排斥現象。在這種情

境下，「雄渾」和「恐怖」是聯結在一起的。在康德

的論述中，「雄渾」往往和身體的感官經驗有關；

而後現代的電影、音樂、舞蹈、藝術，往往將「雄

渾」放入心靈深處無以承受的經驗中，如《異形終

結者》、《黑客帝國》、《第五元素》這些電影都加

深了我們對於未來世界的敬畏，利用特殊效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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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雄渾」感——一種對未知的敬畏與恐懼。早
期對人體的壓抑和施加的殘暴（如福柯在《規訓

與懲罰》中所描述的國王與貴族通過拷打與折磨

來呈現他的暴力與權威景觀）到了20世紀逐漸邁
向「恐怖」，也就是通過影像和多媒體的方式來呈

現，在人的普遍的肉體感官經驗上引發無以名狀

的敬畏與雄渾的感覺，和聲光的特殊效果聯結在

一起，形成特殊的解放和實驗。

綜上而言，西方意義上的「雄渾」呈現了一種

「恐怖」之感，與中國式的解讀相反。從文化人類

學的角度來說，這與西方科技發展導致的思維變

動、工業文明帶來的技術進步與資本主義之間權

力的糾纏密不可分。摒棄一方文化，將中國的「雄

渾」解釋成恐怖或將西方的「雄渾」闡釋為寬闊高

遠的人生境界，都是無的放矢，得不出正確結論。

三、回到人類學——比較詩學的真
諦

厄爾·邁納強調比較詩學應具備兩點：一是令
人滿意的概念和實實在在的比較，二是對建立在

翔實史料基礎之上的詩學（文學概念）的重視。[17]

借助西方術語和概念進行比較研究只是第一步，

更重要的是史料基礎。這也意味著「比較」不僅需

要概念基礎，更需要建立在隱含著不同國家（民

族）文化、歷史及社會內涵的史料之上，這也是

「比較」的前提和標準。人類學為公平客觀的「比

較」提供了保障與途徑，其文化人類學的分支則強

調了隱含在現象背後的本質與文化。

（一）人類學：「比較」平等性的重要保障

比較詩學的「比較」和「詩學」分別涉及了研

究方法（視野）以及研究對象。尋求比較詩學的真

諦就要從這兩方面分別入手。就研究方法（視野）

而言，比較詩學採用「比較」的方法進行跨文化研

究的前提是西方與非西方標準的並列。人類學視

野下的「比較」注意到了這一點，這種「比較」意

識到了西方和非西方不同文化和文藝標準的區

別，通過民族誌、田野調查等方式深入各個國家、

民族的社會文化圖景之中，真正意義上通過調查

報告等證據保證了研究的跨文化性、全球性。

中西方對於「雄渾」的不同闡釋恰恰說明了

「比較」需要西方──非西方標準的並列，偏執一

方只會造成邏輯混亂。在中國，比較詩學這一「舶

來品」天然的帶有西方中心主義色彩，在進行比

較研究時保持西方──非西方標準的平等並立至

關重要。部分學者借用人類學的方法，將研究對

象放置全人類文化背景而非西方語境中進行研

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葉舒憲一系列解讀《詩

經》、老子、莊子的著作就借助了文學人類學的方

法，將中國傳統文藝作品和思想與全人類文化中

原型系統、神話思維模式以及宗教系統中共通之

處互相參照，以其根植的文化環境為基點擴散開

去，探尋中國傳統文化與世界文化的共時性聯繫。

張隆溪和楊乃喬的研究也說明了比較詩學借用人

類學研究的必要性。同樣是探討東西方文化，張隆

溪《道與邏各斯：東西方文學闡釋》一書創作於西

方拼音語境，楊乃喬則是在東方寫意語境下創作了

《悖立與整合：東方儒道詩學與西方詩學的本體

論、語言論比較》。比之於前者，楊氏的書理論體

系更為系統全面，人類學的整體化視角有著鮮明

的體現。楊氏在書中對張氏將「道」等同於「邏各

斯」的做法進行了直接批駁，他認為兩個範疇並

非僅僅是中西方命名差異，更是中西方不同文化

的表徵，具有本質上的不同。比較詩學不是詩學比

較，它的意義在於「把不同文化系統中的『文學理

論』置於同一平台上來完成意義的多元溝通」[18]。

在這一價值體系指導下，楊乃喬從整體的內部觀

照出發，將東方經學、理學等學術流派與西方邏

各斯中心主義進行了進行了整體性的綜合比較，

避免了一葉障目、不見森林的後果，得出的結論更

具說服力。

借用人類學的方法進行比較詩學研究所取得

的累累碩果恰恰說明了比較詩學研究中人類學方

法的適用性。人類學為「比較」的平等性提供了保

障，是比較詩學研究的方法和前提，確保這一前

提之後，方可轉入研究內容部分。

（二）文化人類學：尋找「詩學」的根植之壤

文化人類學是人類學的分支之一，人類學為

比較詩學研究破除西方中心主義提供了切入點，

文化人類學更側重於現象背後的文化因素，這為

尋找「詩學」的根植土壤提供了思路。文化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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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源於西方，注重於研究各個民族之間不同文化

的差異，早期的文化人類學主要研究非西方社會

和地區的文化。這一學術背景使得西方──非西

方的研究視角成為文化人類學一以貫之的準則。

此外，文化人類學側重文化角度對於比較詩學的

深入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文化人類學」這一專業名稱於1901年美國大
學劃分學科時誕生的，僅代表狹義的文化人類學

即民族學，《菊與刀》是當時的代表作之一。20世
紀20年代以後，隨著研究範圍的深入和擴大，文化
人類學才形成包括民族學、考古學和語言學等分

支的學科，形成了廣義的文化人類學。本文所提及

的即是廣義的文化人類學。美國人類學家法蘭茲·
鮑亞士(Franz Boas)被學術界公認為人類學研究領
域文化史學派的奠基人，他的經驗主義以及方法

論上的文化相對論仍然對現今人類學家具有極大

貢獻。在上文中西方對「雄渾」的不同闡釋中，運

用這種文化史學的方法可以窺見中西方不同的文

化思維背景。中國式的「雄渾」基本成型於唐代，

廣闊無垠的宇宙天地，生機盎然、不屈不撓的人格

魅力，幽邃深遠的藝術境界，這些含義中可以窺見

盛唐的繁榮、浪漫與浩然之氣。西方的「雄渾」產

生於啟蒙時期，發展於後現代，觀看盛大視聽場面

而對大而未知的事物產生的敬畏、恐怖之情，恰恰

映射了資本主義以及工業革命繁華背後的殘酷、

冰冷。「雄渾」的中西方闡釋只有通過文化人類學

的視角挖掘中西方不同文化和思想淵源方可得出

客觀、正確的結論。

比較詩學研究過程中文化人類學方法的應用

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但仍有學者提出了質疑。這部

分學者質疑文化人類學方法的應用使得比較文學

研究變為了比較文化的研究，這種轉變「淹沒」了

「比較」，是一種「危機」。針對這部分學者的質

疑，學界展開了討論。葉舒憲認為「比較文學研究

者的『危機』意識完全是學科本位主義的產物。

『淹沒』表像背後的實質是文學研究的深化。文化

絕不只是文學背景或『語境』，也是文學構成的整

合性要素。」 [19]以葉舒憲為代表的學者提出關注

「文化」的研究是一種「深化」和「契機」而非「危

機」，「文化」視角的引入是解放學科本位主義囚

徒的有效途徑，艾田伯所謂的「比較文學」必然走

向「比較詩學」，這種「詩學」指代的所有「文化」，

這種轉向實際上就是從「文學」走向「文化」、走向

更寬廣的研究視野，文化人類學恰恰是挖掘「文

學」背後的「文化」之壤的有力工具。這種向「文化

研究」方向的轉向也標誌著比較詩學研究方法、

研究範式的轉變。

綜括而言，文化人類學以人類學的材料突破

考據學（作品角度）和考古學（實物角度）的局限，

將西方──非`西方人類學材料進行互證互釋，拓

寬了比較詩學的理論視野。在西方──非西方標

準並立的前提下運用文化人類學進行比較研究，

既能使西學更好地化入國學，又可以為國學化入

世界學術提供通道。它標誌著具有中國特色的藝

術與人類學研究學派的崛起和比較詩學研究的進

一步發展。[20]為中西比較詩學研究以及其他文藝

理論領域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絕佳思路。

結語

綜上所述，比較詩學研究中會出現西方中心

主義的現象，通過西方與非西方對「藝術」這一概

念的解釋可以見出，要解答「藝術」的謎題必須站

在不同國家、民族的文化語境中，「比較」的前提

和標準就是西方和非西方標準的並列，沒有平等

的兼顧二者也就無法進行比較，無法挖掘現象背

後的深層文化基因和人類生存的本質。文化是人

類學的研究核心，借助文化人類學的方法進行比

較詩學的研究，能夠揭開表像的面紗，探究表像

背後的文化因子，從而以更加開闊的視野探求人

類共同的文化規律和生存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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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the “Comparative” Posi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omparative Poe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Ma Yu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a West Comparative Poetics is a 

cross-cultur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y. Its 
cross-cultural vision conforms to the trend of global-
iz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West Comparative 
Poetics, some scholars mechanically applied western 
theories and standards to conduct comparative stud-
i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in the name of 
“comparison” from the western standpoint, which out-
putting one-sided and wrong conclusions, resulting in 
the “aphasia”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After the dis-
advantages of western centralism were exposed, some 
scholars have overcome this disadvantage. They use th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to “compare”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standards in the context of juxtaposition, 
based on the national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literary 
theory standards. By clarifying the “comparison” status 
quo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omparative poetics, tak-
ing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cept of “force-
fulnes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s examples, and 
through the broad vision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is paper reflects on the “com-
parison” posi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omparative 
poetics, so as to provide idea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omparative poetics.

Key Words: Comparative Poetic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West centrism, Comparison, Virility,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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