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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 26-27 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

性文化研究中心、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世界华文

文学学会女性文学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

女性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女性文学论坛”在

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海外的

知名学者汇聚一堂，各抒己见，在多个视阈与问题中

对“女性文学经典化与跨界书写”进行了深入研究与

解析。

一

本次会议总论坛的议题是女性文学经典化与跨

界书写。文学的经典化直接受制于政治权力的无形

之手的操控，而在无意识深处，也是男权主义的产

物，因此从女性的角度讨论女性文学的经典化，不仅

仅是从女性自身内部言说被男性的历史所遮蔽的文

学，从而获取合法性，同时也是女性解放运动在文化

层面上的进一步突围，并且是一次对女性文学思想

与审美价值的重估。

著名作家张抗抗从作家自身的角度来理解“女

性文学的经典化”，她认为“经典化”是为女性写作设

置的一个目标，是有意义的，但作为作家却不一定很

在意。对于女性写作，她谈及三个方面的体会：首先

是女性意识的自觉，这种自觉“是指女性希望由自己

来掌控命运的强烈意愿，是一种深层的主动的清醒

的自我认识”。其次是女性写作的拓展，是要从传统

的两性关系、家庭关系进入女性和社会的关系、女性

和历史的关系、女性和人类的关系。第三，是女性写

作的深化，也就是对自我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简言

之，张抗抗认为的女性写作不再是身体、家庭、闺阁

的反复，而是拓展到以女性自我意识来参与和思考

宏大的、形而上的命题中去。同为女性作家的徐小斌

则从佛教概念“我执”和“无执”的纠缠中思考了女性

写作的悖论。“我执”是“对文学的真爱，把文学当作

信仰来爱”，“无执”则是一种“平静，沉默的接受现

实”，是一种高贵的精神。徐小斌的发言暗指当下文

学环境的浮躁，对功名利禄的沉迷与追求绑架了对

信仰的虔诚，所以“我执”已然变味，而“无执”则彻底

缺席。两位女作家从女性意识、家国意识与人类意识

各层关系的自觉把握中，论述了女性文学经典文本

生成的可能性。

著名评论家陈骏涛先生回顾了 80 年代女性文

学、文化的发展历程。他认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

到 80 年代中后期是第一阶段，是“中国女性主义的

萌生期”，是“浮出历史地表”的时期。第二阶段是 90

年代中期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前后，是一个性

别意识自觉的年代，也是中国女性主义从萌生到成

长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从 20 世纪末到新世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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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现在正处于这个延伸和发展的阶段中。美国德儒

大学柏棣教授的发言可以看作对陈骏涛发言的回

应。她对当下女性文学的现状以及研究对象提出了

质疑，认为女性文学是现代的产物，现代女性文学批

评中的基本概念则必然地含有鲜明的历史性和现代

特征，而对历史性的关注正是女性文学批评领域所

缺乏的。

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的卓慧臻教授则将比

较文学领域里的两个经典个案———伍尔夫和张爱玲

联系起来，对二者笔下关于战争的书写进行了比较

研究。她认为，伍尔夫在表现战争的手法上是隐藏式

的，以暗线处理，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摧毁和破坏的

象征；张爱玲对战争的表达则是明线式的，战争能够

为企图改变生活现状、受过教育、长久受到父权压制

的妇女提供一个选择的契机。从女作家不同的“个体

经验”叙事来探索女性经验与经典文本构成对颠覆

男权中心文化具有革命性意义。伍尔夫和张爱玲的

相同之处在于都表达了对战争的批判。

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中文部的段炼教授分享了

荷兰女性学者米柯·鲍尔的研究对女性文学研究的

启示。米柯·鲍尔的研究领域甚广，横跨视觉艺术、文

学理论、犹太历史、圣经考古、人类学、精神分析、女

性研究等领域，是一位集大成的理论家。米柯·鲍尔

的跨界研究对于女性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有着重要启

发。

与会学者对于文学经典化的理解虽各有差异，

但也表达了对文学经典化的共识。首先，“经典化”一

定是一个时间概念，它需要的是作家对自我、对世

界、对人生的体验，以及对文学的坚持，同时也需要

评论家有较高的理论知识和独到的审美眼光。其次，

女性文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本土的同时，又要有宽

阔的国际视野，前者是女性文学的养分之根，后者则

是女性文学未来发展的目标所在。

二

6 月 27 日下午，在总论坛的主题引领下，根据

每位到场嘉宾研究领域的不同，划分为两个分论坛

同时进行。第一个论坛的议题以“女性文学的经典化

问题”为核心，由陕西师范大学的屈雅君教授、上海

大学的董丽敏教授、杭州师范大学的王侃教授以及

北京语言大学的李玲教授分别主持并发言。

到场嘉宾对于议题都做了不同层面、不同角度

的精彩诠释，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从学理层面对“女性文学”“女性批评”以

及“经典化”进行探讨。李玲教授和王侃教授均从理

论的角度指出性别批评应保持文化反思的锋芒，并

探讨了经典的文化政治问题。李玲反驳了妖魔化女

性主义的思想暗潮，认为当代中国的性别批评始终

坚持了两性平等和谐、主体间共在的价值理想，并未

出现过反对男性的激进女性主义流派。王侃则讨论

了经典的文化政治问题。他认为目前对于“经典化”

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经典”不是自然形成

的，而是“建构”起来的，而我们正试图在“经典”的构

成机制中嵌入“性别”这一要件。但是，所面临的困境

是，“性别”要件的嵌入实际上会导致既有“经典”标

准的修正甚至颠覆，从而导致一系列“解经典”化的

阅读和阐释行为的发生。其二，“经典”是权力斗争的

巨大场域，是激烈的政治角力的结果，但是，文学批

评和文学研究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为今天的“经典化”

提供文化与学理的支撑？这都值得思考。此外，海南

师范大学毕光明教授从文学史的角度对女性文学的

发展进行了梳理。他指出，文学经典化就是对文学作

品的经典性进行确认，并促使具有经典性的作品在

传播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内在价值，且保持价

值实现的持久性，女性文学的经典化毫无疑问，也必

须以文学性作为衡量作品艺术价值的基本尺度。文

学性不是艺术技巧和形式主义的代名词，而是生存

经验、生活感知和生命情志等主体内在精神内容与

表达方式的巧妙结合。而南开大学乔以钢教授则对

“女性文学经典化”这个概念所涵盖的范畴提出了疑

问：它是指女性文学范畴中的经典之作，还是指一般

意义上的文学经典中应当有女性创作的一席之地？

厦门大学林丹娅教授的发言刚好是对这一问题的解

析。她将美国学者李普曼的“拟态环境”这一概念引

入对当下女性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中。她认为，女性文

学的经典化貌似是由阅读者客观的选择，实际有着

被各种“拟态环境”所左右的迹象，有各种权力场、文

化语境的影响与引领，所以必须要认识能够形成女

性文学经典的内、外在元素，认识和分析其形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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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并且可以用于运作。而《名作欣赏》副总编傅书华

先生则从文学名作和文学史建构的关系方面，批判

了当下读者对文学名作的阅读缺失的现状，并分析

了其原因。

第二，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对已“经典化”的作家

作品进行再解读。董丽敏教授从历史转变中的性别

主体建构的困境出发，重新解读了张辛欣的经典文

本《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她认为，《我在哪里错过了

你》以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问题意识、故事讲述以及

人物塑造方式，展示了极具历史现场感的“女性”以

及“性别”生成的基本过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

露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新时期”为旨归的主流文化

意识形态如何借助“女性文学”得以建构的秘密。中

国现代文学馆的作家、批评家北乔先生，以铁凝的女

性成长作品为研究对象，概括出她的写作历程：出走

与回归、迷茫与挣扎、暖色与和谐。黑龙江省社会科

学院副所长郭淑梅教授，则从生态的角度考察了迟

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性别释义，认为作为一

个自然人，女人在迟子建笔下并没有特别的性别意

义，她的两性平衡论所展示的是一种人类理想的存

在状态。

第三，从传统的文学文化中发掘女性色彩。陕西

师范大学的屈雅君教授从社会性别的角度介绍了江

永女书的女性文化系统，从瑶族故地的女书发现瑶

族女子的社会地位，以及女性的公共空间———结拜

姐妹、婚姻习俗、女红、女性节日，引申出一个不同于

传统男性氏族的独立的文化系统。邯郸学院的宫红

英教授则梳理了先秦、秦汉、建安、唐宋、明清五个时

代邯郸本土的女性文学。

三

第二个论坛围绕“性别视野与跨界书写”展开讨

论，由郑州大学的樊洛平教授、《新华文摘》的陈汉萍

编审、济南大学的刘传霞教授和江苏师范大学的王

艳芳教授共同主持。

王艳芳教授、樊洛平教授、陆卓宁教授均以台湾

女性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个人分析、族群政治与

性别政治以及横向比较的不同视角，梳理了台湾女

性文学的发展现状。王艳芳以赖钰婷的《小地方》为

例，从旅行结构、旅行动机、旅行体验这三个方面来

探究赖钰婷的旅行书写，藉此解析出其书写之特色

和性别空间之价值，进而丰富台湾旅行文学的研究。

樊洛平则采取横向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了 20 世纪

80 年代大陆和台湾的新女性主义小说的创作，认为

两地创作存在同构性与差异性。同构性主要体现在

都以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构建为基点，审视父权中

心体制所建立的社会传统与文学成规；差异性则体

现在大陆新女性主义小说大多关怀社会现实，表现

出“痛苦的理想主义”风格，台湾新女性主义小说更

深入女性历史生存真相，呈现出“生活的现实主义创

作”特色。陆卓宁教授以台湾原住民作家阿乌为研究

对象，从群族政治与性别政治交织的视点论述了台

湾原住民女性的身份建构。

在外国文学方面，北京林业大学的南宫梅芳副

教授讨论了弗兰纳里·奥康纳短篇小说集《好人难

寻》的多个女性形象。她指出，奥康纳笔下的女性拥

有独立的空间、独立的思考能力、美丽的外表，但她

们的精神、身体、性格都表现出了某种怪异残缺，显

示了好女人难寻的事实，而在这个事实的背后则是

一种隐喻，是抗拒男权传统对女性的界定和规范的

写作。济南大学的宋晓英教授通过分析新加坡女作

家邹璐的人生和创作之路，进而研究其社会身份的

转变如何影响创作思想。此外，首都师范大学的李晋

教授从阅读伦理的角度对伊迪丝·华顿小说《班纳姐

妹》进行了阐释；宝鸡文理学院的李伟老师基于鲁敏

的《六人晚餐》、迟子建的《第三地晚餐》和麦克·盖尔

的《双人晚餐》，分析“晚餐”这一日常生活事件所反

映出的制约男女两性关系和谐发展的障碍性因素。

来自西安工业大学的白军芳教授以韩剧《来自星星

的你》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大众传

媒时代对某种社会偶像和价值观念的流行式打造。

在作家作品解读方面，济南大学的刘传霞教授

分析了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认为这部新

作更多的是转向一种喧嚣变异迷茫的城市生活的言

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田美莲副研究员则通过对嫣

然的长篇小说《角色无界》的解读，以及对作者本身

的地域跨界和创作跨界的关注，揭示了女性精神成

长命题。

此外，邯郸学院讲师邵育欣从对古典诗词的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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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中梳理了唐宋时期燕赵才女的人生际遇；中山大

学的郭冰茹教授则从女性文学史建构的角度对当下

女性文学研究现状进行了反思，她认为当下的研究

停留在女性作家书写的层面，缺乏国外女性学者丰

富的理论背景，而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问题，应

将其置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观

照。

四

女性文学经典化与跨界书写，是一个有着较大

的阐释空间的理论维度，也面临着一些值得商榷的

具体问题。同时，在对这个概念进行阐释和界定的时

候，也要注意性别政治、历史思维、话语权利、心理定

势、文化导向等各方面对问题的规约和遮蔽。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匡汉先生对本次论坛做了总结，

他提出了女性文学研究的三点建议：首先，研究女性

文学不能离开时代思想的大背景，同时要尊重个体

间的差异。其次，要打通现代、古典、海内、海外，从整

体发展历史的角度思考女性文学研究。女性文学经

典化的提出，要求女作家们创作出更有思想深度、更

有审美价值的好作品。第三，要共同创造一个两性平

等和谐的文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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