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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一个（不）值得研究的对象？

柏拉图：《理想国》第十卷——诗的功用：恶政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因

为他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

性部分，就像在一个城邦里把政治权力交给坏人，让他们去

危害好人一样。我们同样要说，模仿的诗人还在每个人的心

灵里建立起一个恶的政治制度，通过制造一个原理真实的影

像，通过讨好那个不能辨别大和小，把同一事物一会儿说大

一会儿又说小的无理性部分。”（605B）

“爱情和愤怒，以及心灵的其它各种欲望和苦乐[…]诗歌在模

仿这些情感时对我们所起的作用也是这样的。在我们应当让

这些情感干枯而死时，诗歌却给他们浇水施肥。在我们应当

统治它们，以便我们可以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而不是更坏更

可悲时，诗歌却让它们确立起了对我们的统治。”（606D）



何谓文学研究？文学研究何为？

• 文本批评（Textkritik）

• 文本阐释（Textdeutung）

• 文学史（Literaturgeschichte）

Achim von Arnim und Clemens Brentano (Hg.): Des Knaben Wunderhorn. 3 Bde. 1806-1808

Friedrich von der Hagen (Hg.): Der Nibelungen Lied. Berlin 1807

Charles Meynier (1763-1812): Napoleons Einzug in Berlin, 27. Okt. 1806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历史认识的理想其实是，在现象的一次性和历史性的具体关系中去理解现象本身。在这种理解活动中，无论有怎么多的普

遍经验在起作用，其目的不是证明和扩充这些普遍经验以达到规律性的认识，如人类、民族、国家一般是怎样发展的，而

是去理解这个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是怎样的，它们现在成为什么——概括地说，它们是怎么成为今天这样的。



文学文本的多重面相

• 艺术品oder文献？
Ø 格尔维努斯（G. G. Gervinus）《德意志民族文学史》（1835）：“[这部著作]不是别的，只是

历史。我和美学判断没有半点关系。”

Ø 凯塞尔（W. Kayser）《语言的艺术作品》（1948）：审美体验不依赖于历史概念。

• 天才创造oder历史传承oder互文交织？
Ø 歌德《纪念莎士比亚命名日》（1771）：“然后他用他自己的精神气息使所有的人物成为活

人，并且通过他们说出他自己要说的话。”

Ø 格罗塞（E. Grosse）《文艺学：道路与目标》（1887）：“一位诗人与一部诗作一样，都不是

孤立的。他生活在某片土地上、某种气候下。他是一个家庭、一个阶层、一个处于特定文化阶段

的民族的成员。”

Ø 克里斯蒂娃（J. Kristeva）《巴赫金、词语、对话和小说》（1967）：“每个文本都将自身构

建为一幅引用的镶嵌画，每个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与转化。”

• 民族的or世界的？
Ø 格林（1847）：“但[诗]总是从故乡的语言出发，也只希望在故乡的语言中被理解。“

Ø 歌德（1827）：“现在，民族文学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开始，每个人都必

须为加速这一时代而努力。”



LiteraturWissenschaft：文学研究的科学性

• 一千个读者的一千个哈姆雷特（阐释的任意

性）

• 前“数字人文”时代的文学研究
1. 以文本和论据为基础

2. 具有一定的研究方法与结构

3. 求“真“

Subjektive Objektivität：主观（主体）的客观性

Nachvollziehbarkeit：可理解性（包含了主体间性）

Refutation/Fehlbarkeit：可证伪性

Literaturwissenschaft als eine Zitierkunst



Literatur wissenschaft：文学研究的对象

确立文本
• 个人阅读经验：文学研究的内在动力

• 阅读中的“意义感”

• 确定版本：文学阐释的语文学基础

• 动态的文本

Deine Zauber binden wieder,

was der Mode Schwerd getheilt;

Bettler werden Fürstenbrüder,

wo dein sanfter Flügel weilt. (1786)

Deine Zauber binden wieder,

Was die Mode streng getheilt,

Alle Menschen werden Brüder,

Wo dein sanfter Flügel weilt. (1805)



Literatur wissenschaft：文学论文的对象

Primärliteratur （一手文献）
• 版本：Erstausgabe / Ausgabe letzter Hand /

Hist.-krit. Ausgabe (Studienausgabe)

http://faustedition.net



Literatur wissenschaft：文学论文的材料
Sekundärliteratur （二手文献）/ Forschungsliteratur（研究文

献）
• 阅读目标 1：掌握背景材料与语文学信息

• 阅读目标 2：熟悉既有的研究话语（即惯常视角与词汇）

• 阅读目标 3：发现可继续挖掘的部分（不足、异议、未尽之处）

• 阅读目标 4：确定其他辅助文本（尤其是一手文献）

阅读顺序：HKA注释—通识类读物、研究手册或其他导论性书目—发表于一流期刊上的

论文—知名学术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专著或学位论文—其他文献

Verlag als Qualitätssicherung



Literaturrecherche：电子资源检索

Walter de Gruyter Verlag 德古意特

主推专著、杂志，尤以系列学术文库（Reihe）知名

编辑治社、同行（实名）评议，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并重，Diss./Habil. 发表优选

电子化程度高、Open Access更为普及

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国外出版机构指导目录



足不出户做 学术：Ans Werk!

• Sich müde lesen, dann sich wach schreiben. –

Martin Walser (?) Aber: Schwere Stunde ?
• „Nicht grübeln! Er war zu tief, um grübeln zu dürfen!

Nicht ins Chaos hinabsteigen, sich wenigstens nicht dort

aufhalten! Sondern aus dem Chaos, welches die Fülle
ist, ans Licht emporheben, was fahig und reif ist,

Form zu gewinnen. Nicht grübeln: Arbeiten!
Begrenzen, ausschalten, gestalten, fertig werden ...

• Und es wurde fertig, das Leidenswerk. Es wurde

vielleicht nicht gut, aber es wurde fertig. Und als es

fertig war, siehe, da war es auch gut.“ (Thomas Mann,

1905) – 1. Moses 1:31. „und siehe, es war sehr gut.“

Vielen Dank 
für Ihre Aufmerksamke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