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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的学术话语中，只有经、史、子、集等类别概念，没有现代的学科概念，因此，也就没有

中国现代的学科分类。实际上，中国现代学科是在近代以来特别是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学

习、借鉴乃至移植西方现代学术话语和学科规范的过程中逐渐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也

是这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说没有西方严格定义上的文学概念，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文学

与史学、神话并无明显的界限，中国最早的文学是对历史和神话的记录。纯粹的文学到周朝才出现，

后来被收入经、史、子、集中的“集”部。而且，其中只收入历代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曲等集子和

文学评论著作，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主要门类之一的小说则被排除在外。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西

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转型之后的结果，是在西方学科规范的影响下所

建立。在这一过程中，以归国留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其先导，而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开放社会科学》、《学科·知识·权力》等有关学科体制的

论述[1]，一门学科是否创建，要有相应的标准作为参照，主要是：第一，具有学科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

第二，初具规模的学科教育体系，包括大学设立专业课程，具有一定数量的专业教师和学生；第三，比

较完备的学科研究体系，包括一定数量的职业工作者、学术研究成果、研究团体、科研机构和专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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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学科·知识·权力》，〔北京〕

三联书店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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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等。据上，下面即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

一、西方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如同中国现代其他学科的建立受到西方学科和学术规范的影响一样，作为一门新学科，中国现

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也明显地烙上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西方文学影响的印记。但是，相对于西

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从明末清初开始不同，西方文学在中国文学领域的传播要晚得多，直到鸦

片战争以后，包括西方文学在内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才逐渐登陆中国大地，对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

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对此，胡适曾云：

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

的新旧学说。[1]

文学也不例外。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学的“古书”无疑是基础。但是，西

方文学思潮、文学作品和术语系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之作用，不仅是催化剂，更是指导的理论

与规范。

关于中国文学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周扬、刘再复认为，这种影响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

唐宋佛教文化的影响……另一次高潮是鸦片战争之后[2]。“特别是19世纪末以来，由于外国的政治、经

济、文化学说大量地涌进，与此相应，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力倡导政治小说，一些翻译家也大力把

外国小说引入。晚清时期，翻译的国外小说达400种，仅1907年，翻译的小说就有80种，其中英国小

说32种，美国22种，法国9种，日本8种，德国2种，其他国家的7种。其中仅林纾在辛亥革命前后近

30年中，就翻译介绍（与别人合作）了英、美、法、俄、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希腊等国180余种小说，

达1200万字。其中属于名著的就有40多种。这种翻译介绍到了‘五四’运动前后达到最高点，其数

量令人惊叹，世界上的著名作家的作品几乎都有作品被介绍过来。这就使中国文学打开了自己的视

野，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受到震动。中国的现代文学家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努力加以借鉴，

使新文学进入十分兴旺发达的时代。”[3]具体地说，晚清时期西方文学的东传，以西方小说的译介最多

也最重要，林纾、包天笑、周瘦鹃、曾朴等人翻译了许多西方小说名著，其中林纾的影响最大。其所译

的《茶花女》、《唐吉诃德传》、莎士比亚故事等等，在晚清拥有大量的读者。其实，不仅在晚清，其后还

有大量的读者。对此，钱钟书曾有回忆：

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

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

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

侦探小说等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

里哈葛德、欧文、司各特、迭更司的作品津津不厌地阅览。假如我当时学习英文有什么自己

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4]

由此，不难想象林纾译作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6-7页。

[2]笔者注：这种划分当然可以，但是把第二次高潮的下限一直延续到五四时期，难免太长，且淡化了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特殊性。故笔者认为还是把五四时期作为第三阶段为好。

[3]周扬、刘再复：《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Ⅰ，〔北京〕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1页。

[4]钱钟书：《旧文四篇》,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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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留学生与高校的中国现代文学教育

一门学科是否成立，有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标准，其中重要标志就是是否进课堂，成为“一门课”。

因此，这里首先需要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因为只有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才有创建这门学科的

可能。不过，鉴于相关的成果较多，而且笔者从留学生的角度另有专论，因此，在此只简要概述。

1. 留学生群体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

中国现代文学又叫“新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是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在近代转型的结

果。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借现代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封建中国的大门，随着西学东渐大潮的影

响，中国传统文学也在欧风美雨影响下开始现代转型。首开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新风气的是龚自珍、

魏源、林则徐等为代表的开明派”[1]。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和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他们敏锐地看

到了大清王朝面临的严重危机和必须改弦更张的迫切性，在提出改革内政、抵御外来侵略的同时，写

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色彩的诗文。其后，冯桂芬、王韬等以其远见和创作，反对桐城派古文，使报章

的古文社会化、通俗化，在白话文学的道路上开拓创新。维新变法期间，在康梁等影响下，晚清的中

国文学出现了改良思潮。其中近代著名翻译家、留学英国的严复和南社的主要成员、留学日本的陈

去病、苏曼殊、秋瑾等，则在小说界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文学中，表现了一些革新的内容。

但是，由于他们关于文学变革的初衷主要是改良社会、革新政治，而这又与他们当时狭隘的民族主义

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不可能抛弃中国传统的诗文及其文学观念，从而留下了历史的局

限。而要真正实现中国文学的转型，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必须在世界现代文学观念指导下，进

行一次从作品内容到艺术形式的彻底变革。事实上，这一彻底转变是以“五四”文学革命为决定性标

志的；而“五四”文学革命又恰恰是由留学生出身的北京大学教授、讲师乃至校长等“一班新人物”（毛

泽东语）发难的。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等。正是在他们的积极推动

下，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心，“五四”文学革命取得了胜利，新文学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文学的

大舞台，并逐渐被社会各界所承认。

由此可见，鸦片战争时期首开文学新风气的文学，晚清改良主义的文学运动，吹响了中国传统文

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号角，以清末留日为主的南社成员更表现了一些新的文学内容；“五四”时期，一

大批喝过洋墨水、意气风发的海归派人士，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掀起了史无前例的“五四”文学革

命，最终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中国现代文学由此宣告正式诞生。

2. 留学生与中国高校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教育

中国高校的现代文学教育是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环节，也与留学生密不可分。作为一

门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教育必须具备如下要素：课程的设立、师资和教材[2]。

（1）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设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现代文学作为

一门独立的课程在大学的开设。其明显区别于中国传统的以诗歌为正宗的古典文学。最早用“中国

现代文学”概念的可能是钱基博，他在1930年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这个概念后来逐渐被接

受。但是，与其他一些新学科早在北京大学开设[3]不同，中国现代文学迟至 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

[1]季镇淮：《近代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Ⅰ，〔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1988年版，第325页。

[2]其中学生无疑是重要因素，但因篇幅所限，本文暂不涉及。

[3]赵敦华：《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建立及其世界意义——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建系 90周年庆典大会上的发言》：

“1912年，北京大学设立哲学门，哲学从此成为中国现代大学的独立学科。1914年，北大哲学门正式招生，标志着现代

的中国哲学教育的开始。”〔武汉〕《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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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中国高校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教育才蹒跚起步。个中原因比较复杂。

首先，中国传统的文学概念在封建的士大夫和一般的国人印象中，已固化了几千年，形成了定

势，短期内难以改变。其实，白话入文入诗即使在时髦的留美学生中，看法也大相径庭，如胡适与梅

光迪、吴宓等在留美期间就有争论[1]，如1916年7月13日胡适追记所言：“再过绮色佳时，觐庄亦在，遂

谈及‘造新文学’事。觐庄大攻我‘活文学’之说。细析其议论，乃全无真知灼见，似仍是前此少年使

气之梅觐庄耳。……”[2]这种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吴宓日记。胡适的日记虽然也记载了留美学生之间

在白话入文入诗上的分歧，倒还温文尔雅，平心静气，而吴宓日记的记载，则处处充满了火药味[3]。

其次，大学中文系保守势力的阻挠。后来以白话为语言载体的现代文学虽然流行开来，但是，语

言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鸟枪换炮，加上习惯势力的阻扰，实际上文言文也并

没有马上绝迹，运用依然普遍。特别是当时大学中文系的顽固保守势力极其强大，极力阻挠新文

学。如黄侃、胡小石等都是著名学者，一直不遗余力地倡导国学，反对新文学。在武汉大学时，他们

就曾挤走了新文学作家郁达夫。而负责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刘颐，为黄侃高足，擅长文字、声韵、训诂；

武大中文系另一负责人刘永济，重视古典文学的词曲，动辄借题发挥，非难五四以来的新派人物与新

文学。曾在此任教的苏雪林后来回忆：“大凡邃于国学者，思想总不免倾向保守。武大中文系几位老

先生都可说是保守分子。”[4]

再次，新文学主将们离开了新文学学科建设的前沿。中国现代文学迟迟未进课堂的具体原因，

我们还可以从发动“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人物的实际情况略作考察：胡适从美国回国后，在北大所

从事的主要是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文学无关；陈独秀在胡适发动文学革命不久，就专心从事中共的

建党工作，对文学与高校教学的兴趣已经转移。至于鲁迅，虽然以其创作的丰硕成果，显示了“五四”

文学革命的实绩，但是他在大学的地位一直不高，话语权不大。

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在高校成为一门课程比较晚，而且不是在五四新文化的发源地北京大学，是

在清华大学。具体说首开这门课的是著名作家朱自清。时间是1929年春，课程名称为“中国新文学

研究”。但据朱自清《清华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概况》（1931年6月1日《清华周刊》第35卷第11、12期）

一文所说，1928年留美学者杨振声[5]主持中文系时，就提出了一个新目标：“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

学”[6]。据此，可以说，朱自清开出新文学研究这门课，实际上是杨振声主持清华中文系时教学计划的

一部分。朱自清与杨振声所开的新课程为:当代比较文学、中国新文学研究、新文学习作[7]。

[1]对于留学生之间对新文学的不同看法，笔者另有专述。简言之，有的人虽然留学于国外，但是并没有融入开放

的环境，没有建立国际化的大视野，不懂得语言和文学必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偏执于习惯于传统。

[2]胡适：《觐庄对余新文学主张之非难》（一九一六年七月十三日追记），《胡适日记》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第355页。觐庄，即梅光迪，字迪生、觐庄，1890年生，安徽宣城人。中国首位留美文学博士。1911年赴美

留学，先在西北大学，后到哈佛大学专攻文学，后并在哈佛大学执教。1920年回国，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1921年
任东南大学洋文系主任。《学衡》杂志的创办人之一。

[3]详见《吴宓日记》留美期间内容，《吴宓日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发行。

[4]苏雪林：《我们中文系主任刘博平》，龙泉明、徐正榜编《走进武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5]杨振声，山东蓬莱人。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19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专攻教育学和教育心

理学，获博士学位，又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1924年回国，历任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中文

系教授，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1930年5月出任青岛大学校长。延聘一大批人才特别是海归到

校任教，如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梁实秋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黄敬思任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行

政系主任，黄际遇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王恒守任物理系主任，曾省任生物系主任，赵太侔任教务长。另有杜光

勋、游国恩、张煦、沈从文、傅鹰，稍后应聘的则有老舍、洪深、任之恭、王淦昌、童第周等。

[6][7]《朱自清全集》第8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05页，第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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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燕京大学开设“现代文学”课程，授课人为杨振声、朱自清。

武汉大学是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之后开设新文学课程之后的又一个大学。时间是 1930年下半

年，著名作家沈从文任教于武汉大学，开设了新文学课程。1931年该校还印出了他的《新文学讲

义》。接着，同年秋留法归来的作家苏雪林继续开设“新文学研究”。此外，武汉大学文学院又增开了

“小说入门”和“戏剧入门”两门与新文学相关的课程[1]。“新文学研究”课之所以能在在武汉大学站稳

脚跟，与一大批有留学背景的海归成为武汉大学的师资有关，如王世杰、李四光、王星拱、周鲠生、陈

源、凌叔华、杨端六、袁昌英、闻一多、苏雪林等。特别是闻一多、陈源两位新文学作家先后任文学院

院长，闻一多：1928年9月—1930年6月。陈源：1930年8月代理，1931年10月任院长，1935年10月续

聘为院长。

这表明，1928-1937年间武汉大学文学院新文化的力量占据主导地位。这对新文学课程的开设

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在文学院的教师中，闻一多、陈源、凌叔华、沈从文、袁昌英、苏雪林都是

新文学作家。由于开设新文学课程的基础较好，因此，在1935年《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各学院概况、

课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中有这样的话语：“本学程讲授五四运动后之国语文学。先叙新文学之运

动，及文坛派别等等，用以提挈纲领。继分五编,评论新诗、小品文、小说、戏剧、文学批评。一面令学

生研读名人作品，养成新文艺之鉴赏力，随时练习创作，呈教员批改。”[2]

此后，一些大学陆续开设了这门新课程，最典型的如1932年王哲甫在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开设新

文学课程，等等。一个并不起眼的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居然开设新文学课程，而且自编教材，这表明，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已经在高校中扎根。

（2）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研究基础。与中国史学、哲学等学科的转型主要运用传统史料和翻译

的西方著作不同，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能够进课堂，是以其所取得的足够的作品为研究基础的，下面

就是1930年前大家所熟知的各个体裁方面的代表作：

现代诗歌方面有：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朱自清等《雪朝》第一集、《毁灭》，闻一多的

《红烛》、《死水》，徐志摩的《志摩的诗》，冰心的《繁星》、《春水》，等等。

现代戏剧方面有：欧阳予倩的《泼妇》，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压迫》，田汉的《咖啡店一夜》，等等。

现代散文方面有：鲁迅的《野草》、《朝花夕拾》，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冰心的《寄

小读者》等。

现代小说方面有：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幻灭》三部曲，郁达夫的《沉沦》等。

应该说，上述作品仅仅是本文研究所规定的1920年代到1930年之交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基本建

立时间内的部分作品。正因为有如此多的现代文学作品为基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才有丰厚的作品

基础，教师才有著书立说、在课堂上讲授的可能，学生也才有大量的阅读、研习的资料。

还需要指出的是，完成这些作品的作者特别是诗歌和戏剧作品的作者，绝大部分都是留学生出

身的作家。最典型的例证是被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收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性作家基

本上都是留学生出身。

三、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及其体制的建立

凡是一门学科，总需有研究才能成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是否具备学科的条件，也离不开研究，

[1]见《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廿四年），第48-51页所刊登“文学院课程指导书”（一）“中国文学系的课程”，〔台

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影印本）。

[2]《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廿四年），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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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关于此门学科及其体制的建立与否相当重要。

1. 文学领域中的留学生群体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提供了研究的基础和对象

大凡一门学科之所以存在，构成一门学问，就必须有供人研究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而中国

现代文学之作为一门学科，其基本的研究对象、研究资料，皆荟萃于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

系》。该书为中国最早的大型现代文学选集，1935-1936年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全书分

为10卷：①《建设理论卷》，胡适编选；②《文学论争集》，郑振铎编选；③《小说一集》，茅盾编选；④《小

说二集》，鲁迅编选；⑤《小说三集》，郑伯奇编选；⑥《散文一集》，周作人编选；⑦《散文二集》，郁达夫

编选；⑧《诗集》，朱自清编选；⑨《戏剧集》，洪深编选；⑩《史料·索引》，阿英编选。编选创作的7卷，

共收小说81家153篇作品，散文33家202篇作品，新诗59家441首诗作，话剧18家18个剧本。这些

作品及其作家，是新文学诞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所需要的作品及其作家。其中代表性作品

的作家都是留学生。不仅如此，留学生们在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建提供了研究资料和研究基础的同

时，他们自己也成为现代文学学科研究的对象。因此，可以这样说，文学领域中的留学生群体为中国

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提供了研究的基础和对象。

2. 创作新文学的留学生作家走进课堂，以作家、教师和学者的三重身份，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

建立鸣锣开道

作为新文学的主要创建者和奠基者的留学生们，有一部分走进了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从原来的

作家、诗人身份，成为教授和学者。例如，杨振声不仅是一位教育家，还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

主义作家，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有中短篇小说20余部（篇）和散文、杂文、诗歌等50余篇（首）。在

学生期间，就发表了《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和《磨面的老王》等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1924年
又发表了代表作中篇小说《玉君》。他的作品体现了“五四”新文学的特征，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

想。因此，鲁迅说：“杨振声的文笔，却比《渔家》更加生发起来……他‘要忠实于主观’，要用人工来制

造理想的人物。而且凭自己的理想还怕不够，又请教过几个朋友，删改了几回，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

说《玉君》。”[1]并且将他的作品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流派“新潮派”小说代表作选入《新文学

大系·小说二集》。这也是杨振声后来首先倡导新文学进课堂的基础和动因。在此，我们要特别肯定

杨振声的倡导之功。应该说，以往肯定朱自清开创现代文学学科的功绩，是完全客观的、正确的。但

是忽略了杨振声的倡导。其实就在朱自清1928年落实杨振声前一年的教学计划，开设“新文学研究”

后，他们就共同开设有关的课程，后来在燕京大学也一同开设有关课程。因此，杨振声对开创中国现

代文学学科的功劳，必须予以充分肯定。

以原来的作家、诗人身份走进课堂的，远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还有一大批，其中留学生出身的，

就有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丰子恺、郁达夫、许地山、朱湘等等。虽然有的作家

进入大学后，并不从事新文学的教学，但是，作为过来人，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还是充满

热情和支持的。如作家、教育家袁昌英，湖南省醴陵人，1916、1926年先后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

黎大学学习。创作了戏剧《孔雀东南飞》、《活诗人》等，散文《巴黎的一夜》、《琳梦湖上》等，1928年回

国后任上海中国公学教授，1929年开始执教于武汉大学，主讲希腊悲剧、希腊及罗马神话、戏剧入门、

法文、现代欧美戏剧、中英翻译等课程。凡是对新文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

文学的影响。作为一个新文学作家和欧美文学专家，你很难设想她会反对新文学进课堂。

3. 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研究著作的出现

[1]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936
年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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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研究著作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史著作，这方面朱自清有筚路蓝缕之

功。对于朱自清在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上的贡献，前面已有论述，下面用王瑶先生的话来总结:“真

正用历史总结的态度来系统地研究现代文学的，应该说是始于朱自清先生。他1929至1933年在清

华大学等校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的讲义，后来整理发表题为《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是现代文学

史的开创性著作……”[1]

在此需要指出，朱自清1929年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时，还没有出国留学。他

是1931年到英国留学研修文学，1932年7月回国。也就是说，留学在他开设此门新课期间，而且《中

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整理是在出国之后，因此，牵强一点，朱自清在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这门新

课时的身份也可以说是留学生。

此后，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也在 1930年后相继出版，如陈炳堃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

史》（1930年）、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1934年）、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1935
年）、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1936年）等。其中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和王哲甫的《中国新

文学运动史》，因为出版时间早和内容扎实，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

至于研究新文学的论文，可以说从文学革命的大旗举起时就已经开始，因此，数量非常之多，难

以计数，当时最集中收录的是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序与导言。该书前由蔡元培撰写的

总序，其他各卷编选者还分别就所选内容写了导言。其中《建设理论集》、《文学论争集》和《史料·索

引》选辑近 200篇论文，系统地反映了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学理论建设从无到有、逐渐确立的历史过

程。总序和各篇导言，都是当时卓有声望的名家、大家所写，对于新文学的发生发展、理论主张、活动

组织、重大事件、各种体裁的创作，或作历史的回顾，或为理论的阐述，表现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真知

灼见。可以说，在此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这些导言的影响甚至比《中国新文学大系》本身的价

值更大，影响也更为深远。需要强调的是，总序和10篇导言的作者共11人，其中蔡元培、胡适、鲁迅、

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和洪深为留学生出身，即占64%。

4. 留学生与新文学专业团体和期刊的建立

专业学术团体和期刊的出现是学科建立的主要标志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需要文学

专业学术团体和期刊的帮助和支持，而文学专业学术团体和期刊的出现又促进了文学学科的建立。

五四时期开始出现的文学专业学术团体和期刊，是中国文学学科建立的必要条件和主要标志。先看

中国文学团体，截止1929年前，代表性的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再看专业的文学期刊，截

止1929年前，代表性的有《小说月报》、《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月刊》、《新月》等。可以说，在

中国现代学科的创建过程中，还没有哪一个专业团体和期刊像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这样多，而且，归国

留学生作家们对这些团体和期刊的创建和发展起了特殊的作用。如周作人等之于文学研究会，郭沫

若等之于创造社，徐志摩等之于新月社等，都为其中的重要骨干。

最后，我们要特别提及胡适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的贡献。如同中国现代哲学学科的建立与

胡适有不解之缘一样[2]，胡适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也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其贡献是多方面的，

主要为：第一，作为新文学的主要倡导者，为新文学的诞生建立了特殊的功绩。换言之，由于他的特

殊贡献，新文学学科的建立才有可能。此外，鲁迅等新文学巨匠们也有相似不等的贡献。第二，积极

支持新文学进课堂。如同任何一个创业者都自然地希望他所开创的事业得到发展一样，胡适对新文

[1]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2]参见周棉：《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哲学学科的创建》，《天津师大学报》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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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科建立的态度也是这样。对此，我们可以从他与沈从文的通信和推荐作家学者到高校任教中得

到证明。

1937年7月4日，沈从文发表了致胡适的通信《关于看不懂》[1]，建议把新文学传播到中学生中去，

目的是引导中学生对新文学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是中学老师，而中学老师

都是从大学毕业的。为此，沈从文提出：“在大学课程中……国文系每星期至少有两小时对于‘现代

中国文学’的研究，作为每个预备作中学教员的朋友必修课。”他还希望胡适请“所有国立大学(尤其是

师范大学)文史学系的负责人注意”。对此，胡适在《编辑后记》中专门答复:“对于从文先生大学应该

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的提议，我当然同情。从文先生大概还记得我是十年前就请他到一个私立大学去

教中国现代文艺的。现代文学不须顾虑大学校不注意,只须顾虑本身有无做大学研究对象的价值。”[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的影响特别是在大学文史系的影响。当时的胡适早已离开新文学阵营，既

非教育部长，也非大学校长，但是沈从文却请他提醒“所有国立大学(尤其是师范大学)文史学系的负

责人注意”。更重要的是，胡适表明了他对新文学进课堂的积极态度。

另外，还需提及的是，胡适还推荐朱自清到清华任教，推荐沈从文到武汉大学任教。而他们，对

新文学进课堂都有开创之功。限于篇幅，不赘述。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在西方文学和学科规范

的影响下，从中国传统的文学学科形态逐渐向现代学科形态转型的结果。其形成开始于1920年代后

期，在1930年代初基本完成。在此过程中，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们起到了主导和主体的作用：在五四

时期，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型；五四以后，又倡导和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建。

〔责任编辑：平 啸〕

[1]胡适主编：《独立评论》第241号，1937年7月。

[2]《胡适全集》第2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79页。

Returned Students and the Disciplinary Found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Zhou Mian
Abstract: The disciplin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s a product of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discipline to modern discipline. The disciplinary foundation began in the late 1920s and
completed in the early 1930s with the basic theory, educational system and research system. The returned
exchange students played a dominant role in the foundation: Around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y accom⁃
plished modern transi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y advocated and
promoted the disciplinary found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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