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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物质性特点的语言
——论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

李永新

内容提要

雷蒙德·威廉斯不但批判地接受了以利维斯学派为代表的英国文化批评传

统，而且将其与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文化唯物主
义理论抛弃了利维斯学派的精英主义立场。但接受了其理论分析路径与文化批评方法．并
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既强调语言的物质性特点，又以
此为切入点，将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具有空间隐喻特点的完全不同的领域有机联系起
来，在深入分析文化内部结构层次的基础上理清了文学与社会、权力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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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地分析并阐释文化与社会、权力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关系，是威廉斯一直努力思考并试图
解决的问题。威廉斯也正是在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思考的基础上，最终于１９７８年提出了有效解决这
一问题的理论——文化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理论自提出以来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约翰·希金斯
后来指出：“作为文化的唯物主义，威廉斯试图为他的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命名，但是作为文化
的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又指明了他对仍在发挥作用的现有的英国文学研究体制的文学分析理论与实
践的一种回应。”…威廉斯的确既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又在承续英国文化批评传统的基础
上对其有所反叛。但是，长期以来为人所忽视的问题是，威廉斯是如何将两种复杂的理论传统融为一
体，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近３０年的思考提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此外，威廉斯尽管多次提到“文化唯
物主义”并不断对其进行界定，但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理论的核心要素。这在增加这一问题的复杂程
度的同时，也为结合威廉斯思想的发展深入分析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提供了良好契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化唯物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演进逻辑”（１３ＣＺＷ００１），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演进逻辑”（１０ＹＪＣ７５１０５０），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基金项目“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研究”（２０１０ＳＪＢ７５００１４）的阶段性成果。
【１］Ｊｏｈｎ Ｈｉｇｇｉｎｓ，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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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与英国文化批评传统，特别是利维斯学派的关系非常复杂。后殖民理论家艾哈迈德曾提
出威廉斯是利维斯学派的反对者的观点【ｌ】，这一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威廉斯后来回忆的证明。
１９７７年，威廉斯在接受《新左派评论》访谈时提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他重新回到剑桥之后，“处于战后
的通常心境：失败的必然，努力的荒诞，放弃的必要……”。这是因为他与利维斯学派秉持不同的文化
观念，并存在两个重大分歧：第一，关于莎士比亚作品中“邻里”的含义问题，威廉斯认为自己“非常了
解在威尔士邻里意味着什么”，然而利维斯学派成员则认为堕落的机器文明中根本不存在邻里。第二，
关于艾略特晚期诗歌，威廉斯反对利维斯学派对《四个四重奏》的解读，并且“围绕着那些诗歌和对诗
歌的批评出现了阶级斗争”。因为在威廉斯看来，“如果你不仅进入利维斯的文学批评之中，而且进人
到《四个四重奏》构成的更为宽广的世界，那么你就完成了阅读”。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威廉斯也指出，
利维斯学派的文化激进主义、实用批评以及对教育的重视都对他有重要影响［２］。事实上，威廉斯出身
于威尔士铁路Ｔ人家庭，根本无法接受利维斯学派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但他依然继承了利维斯学派
的理论分析路径与文化批评方法，使其理论具有明显的总体论与有机论特点。
首先，威廉斯在摒弃阿诺德文化精英主义立场的同时，接受了其文化应发挥社会批判作用的观
点，延续了文化与社会的理论分析传统。面对１９世纪英国有机和谐传统文化的全面崩溃以及由个人
主义与功利主义大行其道而引发的道德危机等问题，阿诺德提出的平衡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唯一
方案“是依赖个体的善，更进一步来说就是他的文化观念；他的理想是让人们超越自身，以至于能够使
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能够服从于更高的关系”［３１。他认为，只有发展教育事业，接受来自世界各国的
优秀文化，寻找稳健可靠的权威，才能引导人们获得内心的完美并实现自我的完善，也才能抵制因物质
世界的各种诱惑而带来的人格堕落，取得与社会的协调。阿诺德的文化观尽管具有明显的精英主义色
彩，但却凸显出以文化批判改变社会的特点，为威廉斯进一步分析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其次，威廉斯受到艾略特的文化观念的影响，不但把１３常生活领域作为文化分析的重要对象，而
且充分发挥了文化“在对那种经验及其伴生的所有思想的解释中”的作用［４］。艾略特在《关于文化的定
义的札记》中指出，文化具有个人文化、团体文化或阶级文化以及全社会文化等三种意义。这三者既是
不可分的，又在社会中存在高低之分的层次性。艾略特通过比较文化和宗教指出，“我们仍然可以从某
一方面把宗教看成是某一民族的整个生活方式”，高级的文化与宗教是统一的。但是，低级的文化却包
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应该包括一个民族特有的所有活动和兴趣爱好：大赛马、亨利赛艇会、帆船比
赛……十九世纪哥特式教堂以及埃尔加的音乐。”【５］艾略特的这一说法是对阿诺德的精英主义文化观
念的一个修正，使文化的意义得到进一步延伸，涵盖了１３常生活中的一些通俗文化现象。威廉斯在《文
化与社会》中延续了这一理论分析路径，提出了文化“包括了整个生活方式”【６】的观点。
最后，威廉斯还将利维斯分析文学文本的方法运用于大众文化研究，在反对以往的“趣味”批评的
同时提出相对清晰的文化批评标准。利维斯和一群坚持少数人文化观点的知识分子以《细绎》杂志为
中心，对文学展开了社会文化批评。他们为凸显文学所具有的抵御社会物化力量的作用，抛弃了以文
本解读为基本路径的传统文学批评方式，更重视研究如何评价文学作品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这
［１］Ａｉｊａｚ Ａｈｍａｄ，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Ｃｌａｓｓ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Ｖｅｔｏ，１９９４，ＰＰ．４６－４９．

【２】【４惨阅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樊柯、王卫芬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８—５１页，第７９页。
【３］Ｌｅｓｌｅｙ Ｊｏｈｎｓｏｎ，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ｓ：Ｆｒｏｍ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Ａｒｎｏｌｄ

ｔｏ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Ｂｏｓｔ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１９７９，ｐ．２７．

『５］Ｔ．Ｓ．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杨民生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０３、１０４页，译文略有改动。
【６】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１７８０—１９５０），高晓玲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 １年版，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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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批评方式对威廉斯后来所发起的文化研究的影响主要为：（１）它以批判的立场考察社会和文化
实践之间的关系，为后来广告、传媒等进入文化奠定了基础；（２）对文化、历史、语言和传统等纠缠在一
起的复杂问题进行考察，使文化本身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理论领域；（３）《细绎》对于教育改革的强调，为
后来文化进入政治斗争，突破阶级界限，寻求共同文化带来理论上的启示…。
威廉斯在批判利维斯学派的基础上，也在多个方面受到了这一学派的启迪，并将文化与社会这一

文化批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接合，从当下社会变动不居的文化经验的角度探索社会的总体性
以及文学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威廉斯分别出版于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６１年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
的革命》等著作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些著作更像是文化主义与唯物主义、利维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
有效结合。”［２１这种结合的最重要体现是威廉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感觉结构概念。“我要使用的术语是
感觉结构：它就像‘结构’一词所指示的那样是固定而又明确的，当然它也是我们的活动中非常微妙而
又不可确知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它是普通组织的全部要
素所发挥的具体而又鲜活的作用。”１３１因此，感觉结构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工具，既可以揭示人们在特
定时代的现实生活体验，又可以分析并重构这一时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过程，还能揭示＿｝｛｛文学发展
与社会历史变化之问的复杂关系。不过，汤普森也对威廉斯的感觉结构概念提出了严厉批评：“冲突问
题变得模糊不清；战胜与失败遭到低估；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被打扮的花枝招展……在威廉斯的文
化史中，没有好人与坏人，只有处于统治地位与被统治地位的感觉结构。”『４Ｉ

汤普森措辞严厉的批评的确指出了威廉斯这一时期所存在的问题。威廉斯对感觉结构的分析在
反对利维斯学派精英文化观念的同时，试图从总体性的社会及人类生活方式的角度剖析人类思想意
识的变迁，但其探索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更多的是从总体互动的角度理解社会关系，却没有更为深
入地分析作为社会互动关系动力的各种冲突与矛盾。萨义德在《理论中的旅行》中认为，威廉斯是卢卡
奇的社会总体性理论在英语世界的接受者【５】。这一观点虽然遭到了威廉斯的明确反对旧１，但却也指出
了一个明确事实——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威廉斯研究并接受了戈德曼、葛兰西等欧洲大陆马克思主
义理论家的理论。不过，在理论观念更新之前，威廉斯在《现代悲剧》（１９６６）、《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的
戏剧》（１９６８）、《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的英国小说》（１９７０）等文学批评著作中已经开始对感觉结构的内部
层次进行探索，并开始从物质基础，特别是语言的角度进行分析。这为他后来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中提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并强调探索文化的物质性问题奠定了基础。
从文化与文学批评实践角度来看，威廉斯继续站在激进文化主义的立场上，分析戏剧、小说等传
统文学体裁和电视等新兴媒体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并已注意到感觉结构内部的层次关系。为了阐
明这一问题，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分别从教育、出版、阅读、创作和文学惯例等角度分析了感觉结
构的形成过程。在后来分析具体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威廉斯开始意识到教育与出版等具有物质性特点
的因素主要通过介入人的认识过程并干预人的认识方式来对文学艺术发挥限制性作用。“从感觉结构
ｆ １］Ｄｅｎｎｉｓ Ｄｗｏｒｋ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ｒｘ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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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Ａｎｄｒｅｗ Ｍｉｌｎ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Ｃｕｈ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Ｃｕｈｕｒ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ｌ七ｇａｃｙ ｏｆ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０１．１ １（１ ９９４）．

［３］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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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参阅萨义德：《理论中的旅行》，载《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北京］＿二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１７－４２４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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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来看，艺术家首先要与结构——不是各种新出现的尚未成熟的反应、兴趣与认识，而是由其转
化成的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自己与世界的组织过程——建立直接的联系。这种组织过程是发生在艺
术之外的同一时代的所有真实活动及其结果所追求的目标。但是，艺术家从一开始，就只能借助他的
作品中的人物与这个过程建立联系。”１１Ｉ不过，威廉斯认为，除了以具体戏剧作品为例研究感觉结构之
外，还应该深入探究处于感觉结构最底层的形式、意义与情感等问题。“从传播方式的角度来看，研究
所关照的对象远比具体的文学作品广泛，还可以是语言、方法、惯例。”１２１
除ｒ在批评实践领域提出要从语言和意义角度探索感觉结构之外，威廉斯还扩展理论视野，借助
戈德曼、葛兰西等理论家的理论分析文化背后的物质基础。威廉斯指出，感觉结构“主要是为了指明特

定历史语境中一个作家群体的共同特点，也可以表示另外的历史语境中另外一个作家群体的特点。我
后来经常反思这个概念的准确用法。不过非常有趣的是，我发现戈德曼从一开始就使用了自身包含社
会与文学关系的结构这一概念”川。戈德曼将文学和世界都看作是处于不断变化与组织过程中的精神

结构，并指｜Ｌ十ｊ这两者并不是分离关系或反映关系，而是同源、同构和意指关系，也即文学作品的精神结
构除与作家的精神结构存在同构关系之外，从更为宏阔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更与社会集团的精神结
构存在同构关系。威廉斯以这一观点为基础，将总体性的社会分为自然真实的社会关系以及与其相应
的处于不断组织过程中的信仰与惯例。“但是对我而言，伟大的文学作品就是同时对潜存的与处于形
成过程中的结构的认识与回应。在我看来，这种认识与回应的确构成了具体的文学现象：在形成虚构
与戏剧化情节的过程中，各种构成因素、真实的生活与信仰既同时被实现了，更为重要的是，也被以完
全不同的方式体验，因为在想象行为、想象方法以及具体而又完全新颖的想象性系统中的确存在着很
大的差异。”…

为Ｊ７深入分析总体性的社会内部的复杂关系，威廉斯进一步借助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探索基础与
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并认为其中存在意义与价值的选择与协商。“总体性这个词已
经变得众所周知，比起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来，它确实在许多方面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但它有一
个ｆ＾分重要的局限。总体性的概念很容易使它的本质内容失去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５１为了更好地
说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威廉斯认为应该引入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因为这一概念既是现实社
会中频繁变化的真实因素，又是内部结构非常复杂、不断处于更新、重构和修正过程的因素。霸权作为
一种理论模式，指明特定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总是存在着处于主导地位的意义和价值体系。这种意义
和价值体系在建构人们对现实的感受与期待的同时，也处于不断的变动和调整中，以防止其主导地位
受到削弱。“选择始终是关键所在；选择是人们在过去和现在的全部可能领域内选择某些意义和实践

并加以强渊，否定和排除另外一些意义和实践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总是重新阐释并削弱这些
意义和实践的某些成分，或者把它们表达为支持或至少是与实际的主流文化内的其他因素不相矛盾
的形式。”１６１

“威廉斯思想的转向首先体现在《文学与社会学——纪念吕西安·戈德曼》（１９７１）……在此，威廉
斯明确地将自己与唯物主义文化分析的传统联系在一起，并认为这一传统是由卢卡奇提出并且在他
看来是受到戈德曼进一步发展的。”１７】威廉斯的这种思想转向在《关键词》中得到了明显体现。“我称这
些词为关键词，有两种相关的意涵：一方面，在某些情境及诠释里，它们是重要且相关的词。另一方面，
【Ｉ】［２］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Ｄｒａｍａ

Ｆｒｏｍ

［３］［４］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Ｉｂｓｅｎ ｔｏ Ｂｒｅｃｈｔ，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Ｈｏｇａｒｔｈ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１９，ＰＰ．１９—２０．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Ｅｓｓａｙｓ，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１９８０，ｐ．２２，ｐｐ．２４—５．

１５１１６１威廉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二辑），傅德根译，刘纲纪
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３２页，第３３５页。
［７］Ｄｅｎｎｉｓ Ｄｗｏｒｋ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Ｂｒｉｔａ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ｅｆ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Ｄｕｍａｍ＆Ｌｏｎｄｏｎ：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 ９９７．Ｐ．１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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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物质性特点的语言

在某些思想领域里，它们是意味深长且具有指示性的词。它们的某些用法与了解‘文化’、‘社会’（两个
最普遍的词汇）的方法息息相关。对我而言，某些其他的用法，在同样的一般领域里，引发了争议与问
题，而这些争议与问题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去察觉的。”【１】威廉斯对关键词内涵的界定充分显示出他以
语言作为分析重心，把词义的变化看作人们的内在精神世界与外在社会生活不断互动的结果。语言之
所以具有这种功能，是因为其本身是一种与社会历史无法割裂并处于构成过程中的实践活动。语言意
义的变迁不仅作为一种要素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其还是社会历史变革的承载者，对社
会历史变革发挥复杂的作用。威廉斯以此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指出：“在本书各个部分中
进行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关键要素及其变化的分析和讨论中，我还尝试着建立一种观点。……可
以把这种观点称作文化唯物论，它是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生产之特殊
性的理论。其细节从属于总的观点，但我要说，这正说明它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２】

威廉斯尽管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但并没有更为详细地说
明这一概念的内涵，而是指出这一概念是在阐发和解释各种文学艺术的具体实例的基础上得来的，并
且此前的一些著作已经对“符号”、“标写”、“感觉结构”等概念做了深入分析。“不过，这里之所以重新
提及这些例证，目的无非是提醒读者，本书不是一本孤立的理论著作，而是基于从以往研究中所获得
的一切所作出的理论阐述，这种阐述进而同马克思主义建立一种新的自觉联系。”１３１这也说明，文化唯
物主义理论既是对以往文学批评工作的理论提升，也是自觉地在文学批评工作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建
立起新的联系。因此，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是在文化与社会这一英国文化批评传统的理论框架
之内，充分吸收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具有物质性特点的语言作为切人点，将基础与上层建
筑这两个具有空间隐喻特点的完全不同的领域联系起来，既充分承认上层建筑作为人类发挥主观能
动性建构起来的领域，具有相对的独立和自由，又指明基础作为人类活动的载体，在接受人类建构的
同时也限制乃至决定着人类。
威廉斯后来进一步解释了文化唯物主义的内涵。他指出，文化唯物主义是“一种关于作为社会与
物质生产过程的文化的理论，一种关于物质生产方式的社会运用的具体实践与‘艺术’的理论，这种物
质生产方式涵盖了从作为物质性的‘实践意识’的语言到各种具体的写作技术与写作形式，乃至各种
机械与电子通讯方式等”［４１。威廉斯在论述这一概念内涵的同时还指出，他之所以能够在广为接受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是因为“在思想发展过程中强调的是处于具体社会构
成中的意义与价值的生产（而不仅仅是再生产），语言和交流作为社会建构性力量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制度与形式以及社会关系与形式惯例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５１。简单来说，这是关于语言和交流的唯
物主义理论。“文化唯物主义是在意义生产的实际方式和情形中对意义的各种形式，特别是作品进行
分析。”【６】威廉斯甚至更为直接的指明，文化唯物主义就是历史符号学，也就是说，文化唯物主义理论
既强调语言的物质性特点，又以此为基础站在作为“生产各种意义和观念的一般过程”１７】的意识形态
的立场上分析文化内部的结构层次，进而理清文学与社会、权力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关系。
威廉斯延续了巴赫金将语言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理论中进行分析的思路，并指出：“在马
克思主义有关语言的理论思想的发展中，人们应予以关注的重要之处有：其一，它强调语言是活动；其
［１】雷蒙·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版，第７页。
［２］［３］［７］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６页，第６
页，第５８页。
［４］［５］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６］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ｉ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Ｅｓｓａｙｓ，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１ ９８０，ｐ．２４３，ｐ．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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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它强调语言有历史。”Ｉｌｌ因为马克思强调，语言不但与意识合而为一、同时共存，而且根本不是一种
思维的工具或观念的表现，而是一种发挥着构成性作用的物质性活动。进入２０世纪之后，巴赫金根据
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了语言“符号”的二重性，认为语言的形式因素与其所负载的意义之间的约定俗
成的关系是受社会发展的制约的，并且语言还以形式与意义的二重性取消了个人与社会、．意识与现
实、语言与物质存在的对立，并转化为“能动的、变化着的经验的接合表述，就是一种充满能动的活力
的、接合表述出来而显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社会在场”［２１。这种接合表述是运用形式符号进行意义创造的
充满物质性的实践行为，既是特殊的实践意识，又与所有的物质性社会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符
号的表意行为“既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物质过程，即符号制作，又在其特有的核心性质上是一种实践意
识，因而从一开始它就牵涉进人类所有其他的社会活动和物质活动之中”【３］。

正是从这样的语言观念出发，威廉斯提出文化“究竟是指与‘社会’相关的‘艺术和精神生活’的理
论，还是指创造特定的或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的社会过程的理论”Ｈ？他认为，根据语言的物质实践
性特点，文化可以被看作是具有构成性的“表意系统，一种社会秩序必须藉此（尽管也存在其他方式）
得以交流、复制、体验和探究”。文化的两种意涵藉此可以实现“有效的聚合”【５］，因为所有社会活动在作
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中都能够以表意系统的形式存在，其中文学艺术等精神活动作为一种表意
实践不仅属于更为宽泛的文化表意系统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相对专业而又复杂的衍生领域。事实

上，文学艺术之所以能够具有超越文化表意系统的衍生｜生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还拥有另外一个
基础——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文学是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是与社
会历史同步发展变迁的精神现象。”１６１在威廉斯看来，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既可以指专属
于某特定阶级或集团的信仰体系，也可以指错误的观念或意识，还可以指各种意义和观念的一般生产
过程。不过，意识形态无论是作为信仰体系还是错误意识，都因过于抽象而妨碍对社会过程的检查。因
此，意识形态应该“回到具体的、实践维度中”，并且借助意指活动这一核心性的社会过程，使人们“自
觉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及其冲突的人”ｍ。

基于此，威廉斯进一步指出，文学作为文化表意系统的一部分，也以其自身的特殊性展示着现实
社会的权力关系。因为，文学根本不是一个意义固定而抽象的概念，而是借助具有物质性特点的语言
在表征各种利益关系的同时，通过复杂的冲突与碰撞建构而成的。“我们进而可以把‘文学’作为写作
的一种特定的社会一历史发展形式，同那些抽象的既往概念（这类概念在正统马克思主义那里十分常
见）区分开来。”１８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既把文学看作一种上层建筑，又强调文学自身具有意识形
态功能。这自然既抹杀了文学的特殊性，也难以厘清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文学只能“是一种特殊的
社会范畴和历史范畴”。“正是由于文学具有历史性（这是一种涉及文化主要阶段的关键概念），文学才
成为强烈显示着语言的社会性发展的特定形式，而又正是在这种前提范围内，杰出的和具有永久重要
地位的文学才能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中建成。”［９１文学借助语言建立起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形
成与特定的阶级、组织乃至印刷与传播技术之间的紧密而又复杂的关系。文学的内涵也因此而不断转
变：１８世纪之前表示“读写能力”，后来则表示“趣味”和“感受力”以及“创造性”和“想象力”等【ｌＯｌ。
［责任编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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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Ⅱ２］［３】【４】［７］［８】【９］［１０】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
１９页，第３８—３９页，第４０页，第１６贞，第７５页，第４６—４７页，第５６—５７页，第４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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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 ９９５，Ｐ．１ ３．

【６１舒开智：《审美现代性视域中的“文学”概念演进》，《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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