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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段时期以来，学界对解构批评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
是对解构批评基本观念的理解上还存在着一些误解，同时研究也还不够系统化，还没有真正立足当下来展开
研究。而若要深刻把握某一批评理论，就需要对其基本价值观念进行深入探讨。解构批评彻底颠覆了反映论
的文学观念，认为文学不是模仿现实，而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文学具有超时空性; 阅读总是一种暴力行
为，这是由文本的修辞特性所决定的; 文学的自由精神集中表现在文学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以及文学想象、构
造世界的能力。对解构批评的评价应该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针对其主张及其阐释文本的效用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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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Quo and Value of Deconstruction Criticism
SU Yong
（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terature and Art Ｒesearch Center，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academic study of deconstruction criticism has made very impressive
result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here are，in particular，still some misunderstandings of the
basic views of deconstructive criticism． At the same time the study is not fully systematic and not really based on the social reality． If we want to grasp the morphology of criticism，its basic values need
to be discussed． Deconstruction criticism revolutionized the literary views of the theory of reflection．
Literature is not to imitate reality，but to create a whole new world． Literature characteristically transcends time and space． Ｒeading is an act of violence，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rhetor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free spirit of literature manifested in literary creative use of language，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the ability to construct a new world． We should take a dialectical attitude to evaluating the
deconstruction criticism，according to its claim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Key words： deconstructive criticism； rhetoric； text； literary spirit
新时期以来，纷繁多样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纷纷涌入国门 ，在其影响和冲击下，我们的文学批评理
论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也有学者认为，异族理论的大量引进导致了本土理论的“贫血 ”乃至“失语
症”。且不论“失语症”这种描述是否准确，但也确乎在提醒我们： 不要丧失了理论创新能力。 然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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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又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看到，在文学批评发展史上，任何批评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大都是建立在
对之前批评理论的借鉴和吸收的基础上 。而要想很好地把握某一批评理论，从根本上说，就应该深刻理
解它的基本内涵和价值取向。解构批评也不例外，只有对其核心价值观进行深刻把握 ，才能对其进行有
效而合理的定位，也才能够进一步考虑它对于我们当下批评界以及社会现实的意义 。

一、解构批评的研究现状
毋庸置疑，作为文学批评意义上的解构，现已发展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批评形态 ，有其自身的话语、
方法、范式以及价值观。解构批评在西方研究者甚众，除了解构批评的开拓者德里达，以及德曼、米勒、
布鲁姆、哈特曼等以外，还包括卡勒、约翰逊、斯皮瓦克等一批享有极高声誉的批评家 。此外，阿拉克瓦、
阿瑞捏鲁、梅兰克多、伯格夫、鲍尔比、卡尔金斯、格卡森、科恩、巴蒂斯塔、埃德蒙逊等解构的门徒也越来
越受到关注。这一批评形态在上个世纪中后期一度成为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主流批评 。 在西方学
界，对于解构批评的众多批评声中，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解构的指责可能部分地是出于一种民族主义情绪 。在法国，人们认为解构是一种德国思想
的变体，因为解构与尼采、海德格尔或许还有马克思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亲缘关系 ，或者说具有维特根斯
坦意义上的“家族相似性”（ family resemblance） ； 而在美国，人们又认为解构是法国思想对美国的同化和
征服。某种程度上，国内学者对西方思想的警惕与顾虑也与上述这些抵御相似 。
第二，对解构的指责应该与某种左派政治有关 ，也与西方学界对德里达以及解构批评的误读有关。
认为解构只会玩一些无聊的文字游戏 ，对现实、( 暴力 ) 政治置若罔闻，实际上这应该是对德里达在《论
文字学》中所说的“文本之外无物”的误解所造成的。他们可能没有很好地理解德里达意义上的文本究
竟指些什么； 实际上，解构论者眼中的文本并不局限于文字文本 ，一切结构系统都可以被称作文本。
第三，对解构的指责有很大一部分说到底是一种范式之争 ，而有些论争竟是解构论者挑起的，比如
德里达那帮美国朋友们对“精致的瓮主义 ”的群起攻之，而德里达更是直接向他的哲学同行们开火，被
他点名批评的人多不胜数。然而，无论是伊格尔顿、哈贝马斯、伽达默尔，还是艾布拉姆斯、布鲁克斯等，
他们对解构的挑衅基本上都源自他们对自身信念系统的固守 。本文也想借此指出，任何看似合理的争
执背后总是或隐或显地进行着另一种叙事 ，而它的主题不外乎是： 党同伐异。也许，正是由于这些争论，
才将解构及解构批评推向 20 世纪中后期的学术前台。
第四，仍然和政治或政治事件有关，那就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围绕着保罗·德曼事件所展开的对
解构最为声势浩大的批判，批评者有这样一种立论，认为德曼事件和解构思想合二为一，既然德曼是亲
纳粹分子，那么解构就应该是反动的，甚至直接就是法西斯主义的。
国内学界对解构批评的研究目前已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果 ，陈晓明、王宁、张宁、汪堂家、陆扬、杜小
真、郑敏、包亚明、尚杰、高宣扬、胡继华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都投入了对解构的研究 ，朱立元主编的一套
耶鲁解构丛书更是对国人了解解构批评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我们发现，学界对解构及解构批评的看法
仍然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误解，而且似乎还是不够系统。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解构基本原理的理解存在着误解，集中体现在术语使用上的不严谨。 如学界惯常使用的
“解构主义”一词本身就是对解构 （ deconstruction） 某种程度上的误读，实际上，德里达以及他的那些美
国朋友们从来没有用解构主义这个词为自己贴标签 ，即便是他们的论敌也很少用这个词 。
第二，对解构基本术语翻译上的不统一，使用上的不规范体现出研究上的不成熟。 如将“deconstruction”翻译为“分解”、“消解”、“解结构”、“解构”、“解构主义”、“分解主义 ”等。 将“différance”翻译
为“异延”、“延异”、“分延”、“衍异”、“差延”、“延搁”等。
第三，国内对解构批评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但在对解构、解构批评的基本话语、范式以及
评价上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比如对“解构 ”的基本内涵，有学者认为，这种观念必然导致阐释的多元论
和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等，这种理论以解构消解结构，以游戏攻击精神。 与此相对，另外一些学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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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是一种严肃的科学思想，解构式阅读从根本上解放了读者，有助于人们正确地理解现存的不合理 。
第四，显然学界似乎并没有提出太多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对解构批评虚无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
义乃至恐怖主义的指责仍属于常规批评 。因此，国内许多学者对解构的指责或批评无论在理论深度上 ，
还是在其基本表述上，似乎都没有显示出足够的原创性，还没有真正立足本土。
第五，国内对解构批评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全面 。尽管对德里达的研究已经出现了非常优秀的成果 ，
但对于保罗·德曼、J． 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芭芭拉·约翰逊、哈罗德·布鲁姆等其他的解构
论者的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同时将解构批评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进行研究的论著 ，似乎还不多见。
通过对比国内外学界，我们发现国内关于解构批评的研究还存在如下特点 ：
第一，将解构批评庸俗化。在美国，解构批评是最为学院化的、严肃的、精英式的话语，但是在中国，
诚如陈晓明所言，举凡 PK、恶搞都被称之为解构。
第二，将解构批评妖魔化。认为解构批评要否定、消解一切，不言而喻，在许多人看来，价值重估就
一定意味着价值消亡。
第三，将解构批评功利化。这是某些虚无主义者、相对主义者、个人主义者为了自己的个人的、非常
功利化的目的，为了推出自己的一套非常粗鄙的、恶俗的价值观，而故意将解构批评乃至整个后现代主
义定位为消解一切、否定一切的逆流。
简言之，解构批评虽不如陈晓明所说的那样： “目前解构在中国还属于‘学术谣言 ’，这就是说，还属
［1］（ p1）
于‘传说’阶段，难免走样和似是而非。”
但至少可以说国内学界对解构批评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
或者说存在着一些问题的。

二、解构批评的文学观念
解构批评有时又被称作修辞分析 （ rhetorical analysis） 、修辞阅读（ rhetorical reading） 等。对于文学本
质之类的问题，在解构批评看来，或许我们首先应该实用主义式地追问 ： 我们要这些文学的本质来做什
么，而不是事先假定或一厢情愿地以为文学必定存在着什么样的先验或超验本质 。解构批评认为，根本
不存在什么超验的文学本质，任何超验的文学本质一定程度上都是在企图撤销文学语言本身的特性 ，都
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人为建构； 文学的本质不在文本、语言之外。可以说，解构批评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传
统文学观念进行了修改。
首先，文学不是模仿，而是创造。
［2］（ p34）
解构批评“反对模仿的或指涉性的（ referential） 文学定义 ”。
认为模仿论本身就是一种逻各斯
中心主义的集中体现； 模仿论认为在文学之外存在着一个支配和决定它的外部世界 。解构批评认为，文
学是一个语言的世界、是一个自为的世界。就连解构批评的最忠实的论敌艾布拉姆斯也指出： “只会简
［3］（ p22）
单模仿的文学作品根本算不上诗。”
不仅如此，在解构批评看来，正是模仿论将文学送上了断头
台，因为论起模仿的本领来，它既不像秉笔直书的历史语言真实，也远不如电视、电影等新媒体来的逼
真。或许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人们普遍接受了模仿论的观点 ，才会义无反顾地同文学作别。
解构批评认为： 文学不是对世界的摹仿，而是创造了一个世界，一个语言的世界。“大自然中不存
［2］（ p42）
在隐喻、明喻、转喻、呼语、拟人，它们只存在于语词的组合中。”
文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遵循的
是两套规则，需要的是两种经验。一个生活经验丰富的人，即使他本身就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小说，他
若没有“文学能力”，没有文学经验，不懂得隐喻、双关等，他便无法阅读，也无法走进文学的世界。 同
样，一个文学经验丰富、创作过许多文学作品的人也并不能帮助自己成为生活的主宰 。 对于读者来说，
他阅读文学，并不是因为文学摹仿了现实世界，而是因为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想象他者世界的机会和权
利，也赋予了我们如何构造一个新世界的能力 ，在此意义上，如何能说解构批评与所谓的人文精神背道
而驰呢？
其次，文学不受制于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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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受语境限制指的是文学的超时空性 ，也就是说，文学可以不依赖于任何外部因素，或者说它
可以不指涉任何外部的东西。文学作品总是可以被置于任何一种语境下进行阅读 ，任何人、任何时间和
地点，只要他具有文学经验，只要他通晓这一文本的语言规则，他就可以对其进行阅读并且作出阐释。
你根本不需要知道哥伦比亚在上个世纪发生了什么事 ，也无需知道马尔克斯是谁，无需知道什么是“魔
幻现实主义”、更不需要了解是否真的有一个叫马孔多的地方。 你只需要直接阅读和进入《百年孤独 》
所构造的这个世界就可以了。当然你完全可以把文学文本和现实世界进行互文阅读 ，但是请不要一厢
情愿地以为文学是对现实的一种模仿 。现实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悄然转变 ，但文学的世界却万古长青。
“实际上，文学并非要指涉某一事物，乃是件‘空物 ’（ no － thing） ； 因为它一无指涉，晶莹剔透，也才能在
每个时代接受不同读者的聆赏和评估 ，读者才能填补那一个‘空白’（ bank） ，在想象中具体化，甚至在自
［4］（ p29 － 30）
己写作里得到不同方式的变形，转而据为己用。”
文学总是自成系统，一旦被构造出来，它就被赋予了生命，它所描绘的世界就不被语境所困扰 ，你不
需要知道哈姆雷特的故事究竟发生在哪个年代 ，你只要进入故事就可以了； 读者需要体验的是文本而不
是文本之外的说明，伟大的文学或者说那些经典文本总是可以经受得住时间的汰洗 ，而且她总是召唤着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她。
第三，阅读总意味着误读。
解构批评立足于这样一种立场或前提 ： 一切文本都是异质性的，而文本的基本特征就是修辞性； 一
切文本都可以进行修辞分析，因此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进入文本 ，对其进行修辞分析。 德曼指出，一切
叙事都是寓言似的，阅读总是一种施为性的活动，总是需要在文本的本义与修辞义之间进行决断 。语言
的修辞特性，近似于燕卜逊所说的含混性，只是这种含混性被解构论者置于一种语言本质特征的基础
［5］（ p285）
上。语言的修辞维度“暗示着误读的持续威胁 ”。
新批评借用马拉美的说法： 诗不是用观念而是
用词语构成。新批评认为通过研究文本，可以实现一种精确的阅读。但在解构批评看来，文学语言的修

辞特性使文本意义注定不可能是清晰透明的 ，我们的阅读总是开放的、流动的和临时性的，因而纯粹的、
封闭的语言研究也根本不可能理解文学的全部意义 。但是“对文本的解构并不是通过随意怀疑或专横
［6］（ p19）
的颠覆进行的，而是在文本内仔细地解析出意义的相互敌对的力量 ”。
因此，在解构批评意义上的
误读，它指的不仅不是谬见（ delusion） ，而毋宁说是文本意义的必要组成部分。 伟大的作品总是迫使我

们一次次地走近她，一次次地重读她，对她作出新的理解。尼采写道： “我们写东西不只要让人了解，同
时更要让人无法了解。 无疑的，一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也许这正是作者的意图
［7］（ p420）
吧) ，它不希望被‘任何人’所理解。”
最后，文学的基本精神是自由。

解构批评所说的文学的自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指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 二是指文学想象、构
造世界的能力。
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即创造或生产新鲜的语言、新的隐喻，这是文学语言、诗性语言或修辞语言的
一个独特的魅力，依照卢梭以及德曼的看法，语言最初都是诗。在《语言的起源 》一书中，卢梭写道： “正
如激情是使人开口说话的始因，比喻则是人最初的表达方式。 最初的语言是象征性的，而本义 （ proper
meaning） 或字面义（ liter meaning） 是后来才形成的。只是当人们认识到事物的真实形式 ，这些事物才具
［8］（ p18）

有真正的名字。最初人们说的只是诗； 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人们才学会推理。”
诗早于语
言———这里主要指的是日常语言，并且生产出了语言； ( 日常) 语言不过是那揭去了面纱的波佩，( 日常 )
语言不再是有如诗那般欲说还休欲言又止了 ，它直接将诗的隐喻义当成了字面义 ，它不再是遮遮掩掩的
了，它的魅力或神秘性因其遮盖物的去除而徒留下一副有确指含义的皮肉而消失殆尽了 。 布鲁姆也指
［9］（ p244）
出： “语言只是死的文学，是陈旧的诗，是过时的周而复始的诗的残骸。”
文学总是孜孜不倦地寻
找着新鲜的语言、创造着尽可能丰富的能指。

文学的自由精神还体现在文学创造性地想象和构造世界的能力 。 文学不是对现实的模仿，即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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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祖先刻在洞穴里的图画，它也绝对不是单纯的模仿，也具有施为性，是在以言行事。“每一件艺
术作品和每一篇被阅读的作品潜在地都是自由的一种展示 ： 我们具有不顾政治的、宗教的或者心理学的
［10］（ p2）
干涉，通过我们自己的表现方式去理解作品的能力 。”
文学向人类开启了一个想象的空间，在这个
空间里，人类可以想象和构造任何可能的世界 ，而这一构造不仅是人类得以弥补自己生命有限性的一种

补偿性活动，同时这种构造也是人对自身创造性潜能的一种开发 。人类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每一次技
术、制度等的革新或飞跃无不凝聚着非凡的想象力 。而文学就是所有梦想展翅高飞的发源地 ，文学鼓励
人们能动地创造新的形式、新的隐喻等等，而且，“在压迫人的社会制度下，它总是能找到一种方法去创
［10］（ p2）
造一种表现的形式”。
同时，文学总是具有这种功能： 文学在生产出一个新的世界的同时，也总是
生产出我们表达、感知世界的方式。德里达指出： “读者将会由作品‘形成’、‘培训’、教导、构想、甚至生
［11］（ p40）
产———让我们说创造出来。”

三、解构批评文学观的价值意义
无疑，解构批评仍然属于文本分析的范畴。 诗歌之所以是诗歌，首先不在于它对于世界的简单模
仿，而在于它自身语言上的陌生化，在于它打破了常规的或日常的语言规范 ； 同时也在于它重新描绘世
界的构造或创造能力，并且它也生产出了人们对世界全新的感知方式 。 但某种意义上，诗歌、诗性语言
或者修辞语言一旦被组织进日常语言中 ，一旦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实际上它作为诗歌的潜力就已
经耗尽了； 换句话说，当所有人都在不假思索地说“月亮代表我的心 ”的时候，它实际上已经不具有任何
诗意了。在此意义上，日常语言还的确成了诗性语言的尸体 。诗性语言之所以不像主要用于交流功能
的日常语言那样，就在于它首先让我们感受到的往往不是它单纯的字面义 ，而是它的比喻义。
国内著名的诗人臧克家先生写下了这样的诗 ：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就字面义来看，这些文字将无法被理解，对于那些缺乏文学经验的人来说，简直是不知所谓。 如果
我们把这首诗讲给某些还未走进学堂的小朋友们听 ，他们或许会以为我们是在和他们讲笑话。 但如果
我们将它看作是一种隐喻、一种反讽，看作是一种思考世界的方式，那么即便这首诗脱离了产生它的语
境，它也仍然可以被当成诗来读。我们经常犯的错误可能就在于单纯地以为语言要么是修辞性的 ，要么
是字面义的，而根本没想到它同时具有这两种功能 。
需要指出的是，解构批评大大地修改了文学批评的定义 ，文学批评不再局限于文学作品，而是可以
被扩大到一切文本中去。这是因为，在解构论者看来，一切文本都既是一种语法结构又是一种修辞结
构。通过这种修辞分析或者说解构式阅读 ，文本就会呈现出一种自我解构的状态。 而“‘解构 ’的目标
［12］（ p155）
就是： 我们要试图对一些记忆，一些谱系，一些既定的等级结构进行分析和揭示 ”。
在此意义上，
解构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反思的动力 ，它使得那些看似简单、确定的东西变得暧昧、复杂、游离起来，它通

过释放出文本中的不稳定因素，让这些看似坚硬的、不容置疑的“真理性 ”话语 / 能指有所松动； 在解构
眼中，一切教条化的陈词滥调都需要接受严格地审查 ，任何貌似不言而喻、不言自明的东西都不再具有
任何的神性了，都是需要重新阅读的。或许，我们可以借用一本畅销书的名字来形容解构式阅读给我们
造成的影响：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经烟消云散了 ”———尽管对于解构论者而言，的确也存在着不可解
构之物。
由此可见，解构批评为我们阅读文学、看世界提供了新的角度、新的思维方式。 对于那些强加于我
们头上的诸种教条化的、似乎是不容置疑的权威话语，在解构批评的修辞分析、异质性阅读下，让我们看
到了其在逻辑上的混乱，以及破绽百出的虚妄。这种解神秘化或去魅的文本操作思路对于主体的觉醒
可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解构批评的理由。当然，话又说回来了，上面所说的这种解
构的思路也许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情 ，人类实际上是需要谎言的； 诚如塞尔所批评的那样： “我们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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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p105）

理由认为，放弃了柏拉图主义理念及其种种努力就可以对文化的其他方面发生重大影响 ？”
辩证地来说，主张什么也同时意味着反对什么。当解构批评在反对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等
的阐释学模式的时候，它也很容易遭到它的反对者的猛烈攻击或回击 ，所谓的不足当然可以从社会学、
心理学、文化研究等这些角度出发去考虑 ，而且从社会学等这些批评形态去透视解构批评，它的问题实
在是太多了，比如它对作者的忽视，它对产生文本的历史的忽视等等，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批判没多大意
思，就像现在的一些学者老是揪住社会历史批评忽视文学自律的缺点不放一样 。
当然，我们还是要对解构批评提出这样的质疑 。我们对它的批判是站在人学的立场上的。 而解构
批评家特别是米勒等人通常持这样的立场 ： 既然你是个文学批评家，那么你就首先应该把文学、具体来
说是文学性或者说文学的修辞性 、文学的诗性语言放在优先考虑的地步 。 这些话从学科专业的角度去
考虑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同时我们认为这些话是有局限性的 ； 显而易见，文学是人写的、文学是写人的、
文学也是写给人看的，也就是说，文学是人学，文学和人的存在休戚相关； 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人，你就不
能忽视人。“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将“人 ”置于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此意义
上，文学的本质必然落在“人”上，落在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上。 因此从人学的角度而言，文
学又怎么可能脱离人，脱离社会结构，脱离历史，文学批评又怎么能够不关注文学所面对的对象 ，以及产
生文学的社会因素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解构批评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 。
总之，解构批评是在西方特定的经济基础 、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时也是对它所处“形势 ”（ situation） 的一种表述和解决方式。这一形势必然和后工业社会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关联在一起 ，比如消费
文化、工具理性、异化、文化殖民主义、全球化等。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在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中也存在着，
因而，某种程度上，这种批评理论可以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参照 。从批评理论自身的发
展进程或批评史的角度来看，诚如解构批评所认为的那样，理论永远不是什么从天而降的东西，晚近出
现的理论总是在与之前理论讨价还价 ； 总是既吸收了之前理论的某些方面又对其有所改造或超越。 对
于解构批评来说，同样也遵循这套规则，它同样也是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超越，因而对于解构批评理论
进行辩证的、批判式的研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也可以为建构我们当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形态提供积极
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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