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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llection of W om en!s Studies

近年来" 在大陆高等院校推进教学改革和教学

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女性文学$ 作为文科相关专业

的选修课之一"逐步在部分高校开设% 应当说"这一

新的课程进入高等教育体制"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它以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和研究的发展为基

础"以社会对此给予一定的关注为前提%
&女性文学$这一范畴的浮现始于新时期初年%

当时"女性创作及研究的性别意味尚未凸显"女作家

的创作主要是在新启蒙主义思潮中" 作为丰富多彩

的新时期文学现象之一"为人所关注% !" 世纪 #" 年

代中期以后" 随着学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

论的翻译’介绍影响趋深"逐步形成比较浓郁的理论

研究氛围"女性文学学科意识开始悄然孕育% 此时"
&女性文学$不再仅仅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现象被

加以归纳和阐释" 而是于其间引入了具有性别文化

意味的探询"从而赋予其作为&女性学$研究的分支

之一的内涵%进入 $" 年代以后"一方面"有关西方女

性主义理论的批评介绍趋于系统化’专门化"内容也

更为深入(另一方面"在结合中国文学实际运用女性

主义话语进行批评实践和理论探讨方面" 也取得了

更为切实的进展% 越来越多的学者基于各自的理论

认知和研究方式"对女性文学给予程度不同的关注(
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女性文学研究成果以专著或论

文的形式出版’发表"初步展现了女性文学这一新兴

学科领域的学术生机和创造力%正是在此背景下"$"
年代中期以后"&女性文学$作为一门专题课程"进入

大陆部分高校的教学% 继部分高校将其纳入人才培

养的特色方向之一’ 正式招收女性文学研究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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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大陆部分高校开设的女性文学课程将性别范畴引入文学% 与一般文学类选修课相比"这门课程有其独特

之处+它在性别与文学的交汇点上把握课程内容"使之成为女性的’文学的’文化的有机结合体% 三者的具体关系或可表述为+

以女性为主体"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化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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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fem inine literature;gender;course ofstudy

In recentyears,a num berof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introduced gendercategory into literature in theircourse offem i-

nine literature.This course stands apartfrom otherelective courses ofliterature,in thatitkeeps hold ofthe course contentatthe conflu-

ence ofgenderand literature, m aking itan organic com pound offem ale gender,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e relationship ofthe three

m ay probably be specified as:fem ale genderbeing the m ain body,literature the standard,and culture the corner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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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生之后! 近年已有若干高校开始招收和培养相

关专业方向的博士生"至此!#女性文学$作为高校中

文学科本科生的选修课以及硕士生% 博士生的主攻

方向! 正式进入国内部分高等院校的课程建设和人

才培养体系"
在经历了若干年的初步实践之后! 为了更好地

推动高校女性文学课程的建设!促进学科发展!有必

要结合实际进行理论上的思考"我们知道!女性文学

课与一般文学类选修课相比!其相通的地方在于!二

者都从属于&文学$这个大的门类范畴!是文学类的

课程’而不同点主要在于!在对课程所涉及的对象的

把握方面!女性文学课具有鲜明的特点!即不再采取

通常从时代%文体%流派%文学思潮或重要作家作品

等角度进行专题课程设计的方式!而是将&性别$范

畴引入教学! 在性别与文学的交汇点上把握课程内

容!从而赋予这门课程鲜明的性别文化内涵(
从实践层面看! 这门课程 !" 世纪 #" 年代在部

分高校问世时! 主要是对女性文学渐趋繁荣的发展

态势的一种积极的回应) 当时这一课程的开设可谓

新鲜及时!颇受学生欢迎"尽管各校具体教学情况不

尽相同! 在教学实践中很自然地融入了各位任课教

师的个人理解和个性色彩!但从大的方面来说!授课

内容相对集中在对现当代女作家及其创作的介绍和

分析方面"应该说!这样的内容选择是合理的*其一!
能够较好地适应当今学生的知识结构! 满足他们关

注当下文学现象的认知需求’其二!从对具体作家作

品的了解和认识出发! 有助于培养学生重视审美感

受+进行原典阅读的基本素养!引导他们培养从创作

实际而不是任何理论教条出发的良好学风和治学方

法" 然而!在经过了若干年的实践之后!当我们反思

这一过程%总结实践经验时!有必要对课程宗旨进行

更为深入的理论探询"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应当

如何认识这一课程在高等教育中的定位,
此间十分重要的一点是! 认真辨析这一课程的

性别文化内涵与文学内涵之间的关系! 从中寻求恰

当的契合点) 笔者认为!这门课程应当是女性的%文

学的%文化的有机结合体)三者的具体关系或许可以

这样表述*以女性为主体!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化为

基石) 以下分别述之)
一!以女性为主体

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里! 女性的性别生存始终

联结着不幸的命运) 就总体而言!妇女在阶级的%民

族的压迫之外!还要承受父权%夫权的压迫) 而其生

存在文学中的反映则始终十分有限! 且往往为男性

中心观念所扭曲) 本来文学作为社会精神文明发展

的产物!无疑属于整个人类)但事实上!千百年来!它

所承载所关注的!分明偏重于人类的一半)讲不完的

故事%说不尽的话题始终围绕男性展开!为着男性存

在)其间虽也时而闪现女性的身影!但她们只是作为

&被讲述者$任由男性描画)而作为创作者的她们!只

能从文人杂著% 民间传说以及史书典籍的角落里搜

寻)直到今天!要认识历史上真实的她们仍须拨开层

层迷雾! 穿透历史云烟! 因为整个社会确曾长期压

制%忽略女性的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 在 !" 世纪的

曙光中! 女性与文学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她$开始拥有了独立的人格以及文学言说的主体身

份) 我们所开设的女性文学课程完全应当通过对文

学作品的探析走进她们的心灵世界! 关注她们的文

学创造!认识其中所包含的人类社会历史!倾听她们

在文学中发出的呼声!欣赏她们的文学才华!探讨她

们为人类精神文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我们所说的&以女性为主体$意味着*
其一!课程主讲者应当具有女性人文精神!所持

的基本立场应当是认同现代女性主体性的)即是说!
能够明确认识到女人是&人$!女人是有着与生俱来

的生理特性!同时又被社会%历史%文化所共同建构

的&人$)这个主体不是抽象%单一的存在!而是具体%
多样%有着无限丰富的生命内涵!随着人类文明进程

和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存在) 在此前

提下!考察和分析现代女性基于&人$的觉醒而质疑%
反抗封建传统文化对自己的强制性命名和塑造’考

察她们由甘居&他者$%&第二性$的地位到提出&人$
的主体性和女性主体性的要求! 由精神依附到人格

独立这一蜕变的艰难历程) 在女性人文主义这一价

值目标下!把忽视自然性别的&男女都一样$和强调

性别差异的&男女不一样$统一起来!以求实现&五

四$思想者所提出的&为人$和&为女$的双重自觉) $%&

其二! 课程的基本内容是对女性文学创作的阅

读和理解! 具有现代意识的女作家及其文学文本是

课程的主要关注对象)与此同时!为了纠正传统文学

史书写和文学批评中的性别偏见! 还需要通过课程

引导学生反思传统文学理论和批评尺度! 将女性创

作在特定的意义上作为一个具有一定特殊性的整体

来加以考察!挖掘和认识女性文学的传统!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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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创作的文学意义和文化价值!
其三"在对女性文本进行阐释的过程中"尽可能

调动现实生存中的女性人生经验和生命主体意识"
注重女性的阅读体验" 尝试在性别意识自觉的基础

上"对文本做出富有新意的解读! 当然"具体课程设

计需要结合实际加以把握!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

在讨论中国现当代女作家创作的同时" 评介部分国

外女作家的代表性文本!
不可忽略的是"这里所说的#以女性为主体$还

具有另一层含义"即从女性视角出发"重新认识和解

读男性创造的文学作品" 特别是对文学史上的部分

经典作品进行性别分析%通过对部分有影响&有代表

性的男性文本的参照性解读"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

文学中的性别现象"从性别的角度对民族传统&民族

文化进行深入的反思!这里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是"
我们在强调女性主体性时" 应避免有意无意间将所

谓’女性$绝对化"理解为一个’大一统$的整体"预设

为与男性在二元对立结构中相互对立的性别( 要引

导学生正确认识’女性$的多样性和女性文学的丰富

性"避免将’女性写作$的内涵片面认知为躯体写作&
性隐私写作%

还应当明确的是"所谓以女性为主体"并不意味

着只有女学生才是本课程的授业对象和具有发言权

利的主体%吸引更多的男同学参与这一课程"思考历

史&文学&文化中种种渗透着性别因素的现象"引导

学生在两性不同感受的交流中更新性别观念" 建立

两性相互尊重的性别意识" 促进两性间的相互理解

和先进性别文化的建设"是本课程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以文学为本位

在文学研究中引进性别批评的目的" 是为了从

一个特定的方面开拓研究视野" 丰富人们对文学的

认识"推动改造男性中心的文学世界% 然而"其根本

着眼点又并不局限于文学本身% 尽管对性别问题的

现状与未来可能有着这样那样不尽相同的认识"但

大多数研究者在从性别视角展开探讨时" 无不怀着

深厚的人间情怀" 怀着对传统与现实生活中大量性

别现象的热切关注%他们从来都不讳言这一点"而是

希望自己在文学领域所做的工作" 一定程度上能够

为建设符合人类健康发展要求的新型性别文化发挥

积极作用%与这一关乎根本的理想追求相关"当前世

界范围女性学研究发展的趋势之一" 是在理论资源

和批评方法方面的’越界综合$"即在将社会科学各

领域之间的知识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进行跨学科的研

究% 这一趋势开启着我们的思路" 丰富着我们的认

识"已经并将继续给女性文学的研究带来新的面貌%
然而"就女性文学课程来说"毕竟又应当注意与社会

学&政治学&人口学&心理学或任何其他学科的相关

课程有所区别%其间重要的差异在于"这一课程所寄

身的社会科学领域是文学" 而文学有其自身的质的

规定性%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审美"它对现实生活的反

映是经由丰富的审美创造& 通过千姿百态的审美形

态完成的%因此"女性文学课程在强调性别因素的同

时"决不可以忽视乃至抛弃艺术审美的原则%一个写

作者无论男女"只有采用文学审美方式&遵循文学创

造规律奉献精神产品" 他或她的创作才可能进入文

学范畴%而进入这一范畴以后"其内涵也需要从多方

面去展开分析和探讨" 远非仅从性别角度加以认识

就能够做出真正有价值&有建树的回答%
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自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

女性文学之所以成其为女性文学" 也正是现代女性

主体遵循艺术规律进行创造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在

对女性文学进行探讨时"决不能抛开文学这个本位"
否则就与社会学& 心理学等其他人文学科进行的研

究失去了区别"从而失去文学研究的价值% 当前"尽

管后现代主义已开始对中国文坛产生影响" 在女性

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的过程中有时也借鉴解构主义的

方法"但就女性文学的学科成长来说"毕竟还处于基

础理论的初建阶段% 女性文学作为一种社会人文现

象"虽然无疑同时具有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妇女

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涵义"但这并不能代

替其从属于文学学科的本体性%
从性别因素与文学创作& 文学接受的联系这一

角度出发开展文学研究的过程中" 关注的焦点无疑

是文学中的两性形象塑造及两性关系书写% 此时具

体展开研究的层面"可以是恋爱&婚姻&家庭"也可以

是性&欲望&身体(可以是父权&阶级&种族"也可以是

语言的内涵"象征&比喻等手法的运用(可以是经典

文学的构成" 也可以是作家的性别身份及其对创作

的影响等%例如"对千百年来在文学史上占主流地位

的男性创作"可以选取不同的方面展开性别分析)作

家笔下妇女形象的性别内涵是怎样的* 在他们的叙

写和描述中"#她$是作为具有主体性的#人$存在"还

是没有自己的人格&仅仅作为男性的附庸*作家的性

别意识&性别观念在创作中有着怎样的表露*这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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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下的人物塑造以及总体创作倾向产生了什么样的

影响!在性别和两性关系方面"他们通过自己所创造

的文学形象宣扬了什么! 否定了什么! 或是自觉不

自觉地回避了什么! 传统创作中所流露的性别意识

在大众接受的过程中有着怎样的导向! 传播了怎样

的性别观念! 如此等等# 其间必然会引发带有一定

$性政治%内涵的尖锐质疑和犀利批判&
而对于女性创作" 性别研究的展开尤富于创造

性&围绕女性的文学写作活动"有太多的问题值得探

询’妇女为什么写作!她们作品的生产语境与男作家

相比有何差异!性别境遇如何历史地制约了她们!女

性有无自己的文学史! 她们中的极少数人是在怎样

的状态下(以怎样的面貌被纳入男性中心的文学史!
女作家如何接受或抵制男性中心思想的影响! $她%
的创作是在以男性中心的意识说话还是在代表沉默

的妇女倾诉! 她们的性别意识与其写作的所取的方

式有怎样的关系! 她们的性别经验在进入审美层面

时有哪些特点! 如何体现在作品的题材(主题(语言

以及所喜好运用的象征(比喻等手法上!其文本结构

与之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 通常男女作家在表现同

类主题时"具体处理方式有无不同!其间性别因素起

了怎样的作用! 女作家的创作在文学批评中所面临

的是怎样的历史境遇!在现代社会进程中"她们的创

作又是如何在大众接受过程中被改写( 被重塑的!
)*

女性在从事文学创造时"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

真正有所建树的作家无不富于鲜明的个性& 我们要

将女性文学置于文学发展的大系统中" 考察其审美

特征"具体分析其间究竟哪些因素(以怎样的方式与

性别发生了直接间接的关联! 这种关联对女作家的

审美创造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使之怎样的区

别于一般男性作家的创作!这里需要特别的谨慎"不

宜轻易对女性文学创作从+女性特征%+女性风格%之

类的角度进行简单化的概括和归纳& 我们需要充分

认识文学的多姿多彩"女性人生的多姿多彩"女性文

学表现方式的多姿多彩& 正是如此多样化的女性创

作的同生共茂" 才能真正映现出女性文学的健康发

展和趋于繁荣&
三!以文化为基石

如果将女性文学研究放在社会科学的大视野中

观照"它无疑具有女性学及人类文化学分支的意味&
它从文学这个特定的方面涉及对女性的研究" 尽管

文学决定其基本属性" 但女性文学研究自身所内在

具有的性别文化内涵" 又使其势必离不开社会文化

这个大背景的支撑&以文化为基石"意味着非但不割

裂( 不回避女性文本与外部世界的社会生活特别是

文化语境的联系"而且高度重视这种联系&
我们知道"所谓男女之别在社会生存中的意义"

绝不仅仅是生理学或生物学范畴的一种划分" 而是

首先具有文化的和政治的内涵" 因为男女之别不只

是自然性别的不同" 而是同时意味着涉及主从(上

下(尊卑(内外等诸种关系定位的差序& 这种划分与

差序渗透于历史和现实" 具体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

方面面" 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也正由此而催

生& 以文化为基石"可以开拓我们的思路"突破局限

在文学圈子里认识文学的狭隘" 从而获得更为开阔

的视野"更为犀利的目光"更为深刻的认知&
事实上"近年来女性文学研究领域的许多新见"

也正是在积极吸收( 借鉴文化研究领域的科研成果

的基础上获得的& 比如对以下一些问题的提问和探

讨’文学的所谓正宗趣味和标准究竟是什么!历史上

它是如何生成的!由谁来制定的!这种趣味和标准在

通过文学史书写和文学批评对社会关系结构发生影

响时"有着怎样的性别倾向!在日常的文学流通和消

费中" 男性文本所塑造的两性形象如何为社会通行

的对所谓 +男性气质%+女性气质% 的理解提供了依

据!**于是"针对传统社会关系中的性别格局及其

在文学创作(文学接受(文学传播中的表现"上述问

题意识的产生和问题的形成与提出" 本身就带有挑

战既往男性中心意识形态下的文学史书写和文学批

评准则的性质& 它对原有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书

写以及文学经典的批评尺度提出了质疑& 这种挑战

与其说是学理性的"不如说主要是文化的,与其说是

关乎文学的"不如说首先是关乎+性的政治%的&事实

上"在近十多年来开展的性别批评实践中"一些文学

研究者已经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切实的成果& 尽管她

们所做的工作各有特点"但从总的方面说"无不在对

文学的阐释中引入并贯彻了性别视角" 进行了具有

政治文化色彩的批评实践&
!" 世纪 #" 年代以来" 女性文学与社会文化之

间的密切关联尤为显著&一个极为醒目的现实是’社

会文化环境已经对+女性写作%构成了根本性制约&
这主要表现在女性诉求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一方面"
女性在争取解放的进程中"强烈渴望!下转第 $$ 页"

!"



地开展女性研究是开发女性学课程的基础和前提!
我们学校" 在以往女性研究和女性教育的基础上着

手进行女性学专业教学和学科建设" 在社会学系

!""" 级学生中开始开设两门必修的女性学基础课"
并在社会学专业设立了女性学硕士研究方向! 学校

党委和校长重视和支持女性研究#女性教育"积极推

进女性学学科建设"为女性研究中心提供了办公室"
配备了办公设备和电脑" 提供了一定的研究活动经

费!
然而" 目前高等院校中的女性研究和女性学学

科建设几乎仍处于业余#兼职状态"这也是导致大陆

女性学发展缓慢#理论研究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实践证明"任何一件事情要想办成#办好#不断

得到发展"必须有领导的重视#支持和相关部门积极

配合"女性教育#女性研究#女性学学科建设也不例

外!女性研究是女性教育的基础"及时把女性研究成

果反映到教学中去"是女性教育教学生命力之所在$
女性学是一个新兴的多学科#跨学科领域"其教育教

学必须倡导团队合作精神"加强校内各专业之间#校

际之间乃至国际间的合作研究与交流" 而这种合作

与交流也需要领导和学校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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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摆脱%第二性&的地位"成为与男性平

等的%人&!而现实是"由于启蒙主义的%人&的标准其

生成便缺乏女性文化背景"所以"做%人&的命题实际

上往往同时意味着认同男性尺度#男性中心$另一方

面"女性要冲破这一格局"在强调两性差异的基础上

做%女人&"那么对%女人&生物性的看重"又极易导向

性别本质主义" 陷入男性中心文化传统对女性角色

的预设! 正因为存在这样的文化悖论"/" 年代文学

女性的探索从一开始就充满困惑#面临艰险!当部分

女作家为了实现女性自我言说的话语权而努力发出

自己的声音"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时"她们所采取的

着意强调女性身体经验以反抗性别遮蔽的方式"无

形中却从另一角度落入男权文化的性别指认! 另一

方面"女性写作虽然在解构男权#揭穿男权社会本质

方面不无收获" 但却无力建构出一个真正健康的双

性协作模式! 解构#颠覆之后往何处去’ 这可以说是

女性文学所面临的有关自我定位和未来发展的重要

课题" 也注定是女性文学课程教学过程中一个势必

引发无尽论争#充满无穷魅力的话题!面对如此复杂

的社会现实和性别文化现象" 文学本身不可能提供

完满自足的答案! 只有将其置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

中" 才可望在对问题进行多方面探讨和阐释的过程

中"求得逐步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综上" 女性文学的课程建设在高等教育体系中

是一项意义独具的事业! 我们若能在女性的# 文学

的#文化的相互联系中综合把握它的特质"通过实践

不断总结经验"有所改进和完善"这门课程就可望赢

得良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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