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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champ）是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巨大理论贡献。他的“场”与习性

（habitus）、文化资本（capital culturel）等概念已进入社会科学的概念工具箱：“这些概

念即使不是社会学家的首要工具，亦由其概念背景的地位而显示出一种思想模式、一

种知识‘范式’的力量”（Heinich 51）。早在布尔迪厄理论在中国全面译介之前，“场”

和“文学场”（champ littéraire）已频繁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著述中，邵艳君的《倾斜的文

学场》（2003）最有代表性，作者借助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分析了中国当代文学生

产机制的转型过程。这种现象传达了人们的某种理论诉求，然而正如布尔迪厄所担

心的，“场”常常变成了“领域”“范围”“背景”“环境”等替代词，“场”的用法软弱

无力、含糊不清（“写作场”“理论场”等），没有体现“场的概念主要是一种构建对象的

方法”（Bourdieu, Sociologie 1: 536）。布尔迪厄著作在中国的翻译相对滞后，有些又

经过零敲碎打和断章取义的美国转译与阐释，文学场在国内尚未得到全面介绍和深

入探讨。布尔迪厄著作最早的中译本《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

（1997）由英文转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1998）径直由英文版译出，

以访谈录的方式展现了社会学家对其三大概念场、习性、资本的部分阐述；笔者翻译的

《艺术法则——19 世纪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2001）是文学场理论的操演，未涉及文

学场概念的形成过程。

中国学者对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研究亦有成果，相关论文如朱国华的《文学场的历

史发生与文学现代性》（2005）、《颠倒的经济世界：文学场的结构》（2006）、《对反思

性社会学诗学的反思》（2007），着重论述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卢文超的《是一场什么

游戏？——布尔迪厄的文学场与贝克尔的艺术界之比较》（2014），提出文学场与“艺

术界”的互补理论；孙士聪的《文学场与文学的在场》（2016），从认识论角度阐释文学

场的范畴问题；陶水平的《文学艺术场域学术话语的自主、开放、表征与竞争》（2017），

概述文学场和文化生产理论；安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重建的文学场路径》（2018），

指出文学场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重建的意义。笔者的论文《布尔迪厄的文学

社会学述略》（2014）、《异端马奈的生成——论 < 马奈·象征革命 >》（2016）、《布

尔迪厄的“三位一体”——福楼拜、波德莱尔和马奈在布尔迪厄文论中的范式协同和

互补作用》（2019）对文学场进行过一些阐发。但是，文学场的方法论价值和行动意

义尚未明确，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因为布尔迪厄本人拒斥“原理论”：“我从未要求自己

生产一种有关社会世界的一般性话语，更不用说生产一种以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为分

析对象的普遍性元话语”（布迪厄等 211）。他的概念阐释与实证研究不可分割，很少

表现为英美学界“理论手册”的抽象形式，比如格林伍德出版社的《教育社会学与理论

手册》中“资本的形式”条目（布尔迪厄，《文化资本》 189-211）。近几年来法国瑟伊

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布尔迪厄自 20 世纪 80 年代在法兰西学院开设的课程《关于国家》

（2012）、《马奈·象征革命》（2013）、《普通社会学——社会学基本概念卷一：习性—

场》（2015）、《普通社会学——社会学基本概念卷二：资本》（2016）、《经济人类学》

（2017）等。这些著作以现在进行时揭示布尔迪厄的理论“生产方式”，表明他的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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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场、习性、资本并非先验设定，而是在实证研究和理论思考过程中逐步地、严

格地确定和抽象出来的。“布尔迪厄 20 世纪 60 年代致力于确立习性的概念，20 世纪

70 年代打造场的概念，然后 20 世纪 80 年代依照受卡西尔启发的一种分类学（神话、

宗教、语言、科学、政治、法律和艺术）捕捉象征权力的模式”（Bourdieu et Wacquant 13-
14）。这三大概念是不可分割的，如布尔迪厄在《普通社会学》课程开场白中所说：

我将在未来几年中连续探讨某些关键概念，同时涉及概念运行与概念在研

究中的技术功能：首先是场的概念，一方面使这个概念参照物理场的概念，另一

方面，考察物理场和被定义为斗争场的场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将考察场的

概念和习性概念之间的关系，这将导致我考察实践的动力或原因问题；更确切

地说，我将尝试说出在我看来什么是行动的逻辑——它来自场概念与习性概念

之间的关联。最后，我将指出不同种类的场与不同种类的资本之间的关系。（1: 
11-12）

可见场、习性和资本是布尔迪厄的概念三重奏，场处于核心地位。布尔迪厄不断地修

正、完善这些概念，他的社会学思想呈现为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永久运动。《普通社会

学》着眼于“场”和“文学场”概念的细致梳理，《艺术的法则》聚焦于法国文学场的实

证研究和理论构建，《马奈·象征革命》致力于文学场和艺术场的范式区分。我们有

必要对布尔迪厄的文学场概念进行福柯意义上的考古学研究，澄清文学场关涉的理论

体系和内在思路，阐明文学场与其他场如宗教场、经济场、权力场等的关系，说明文学

场的产生条件、变化过程、内部规则与介入力量。

“文学场”对“场”的贡献

布尔迪厄的“场”概念来自其文学研究。“场”概念的第一个严格表述受到韦伯宗

教社会学的启发。1966 年，布尔迪厄在《现代》杂志上发表第一篇系统阐述文学的文

章《知识场与创造计划》，借助韦伯的“僧侣”与“预言家”对立的现实型，分析知识场中

不同主体之间的现实关系。他通过互动模式构建知识场，没有考虑场的生成和结构特

征。1971 年，布尔迪厄在《欧洲社会学档案》上发表《对马克斯·韦伯宗教理论的阐

释》，批判韦伯提出的宗教行动者之间关系的互动论观点，提出宗教场也是客观关系的

结构。1982 年，布尔迪厄在法兰西学院授课清算 1966 年那篇文章的互动论错误：由于

不赞同文学史通过作品或由作品构建的传记解释作品，他到文学生产者（即作家）之

间关系的空间中寻找文学生产或意图的解释原则（Sociologie 1: 538）。由此他重申，场

不是作为主体的作家之间的具体互动，不是实体主义的人际关系网络。但互动论是布

尔迪厄“否定之否定”的必要环节，突出了场的相对自主性：“这个概念只有否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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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旨在说出，最终依赖经济的社会机体有一种自身的逻辑”（540）；下一个环节是“一

种超越互动的结构、互动作为其表现的结构”（541）。也就是说，互动论以结构论为前

提。通过对韦伯宗教理论的重新诠释，布尔迪厄确立了互动论与结构论的对立 , 但他

的结构不是结构主义唯理论的、超时间的逻辑模式。一方面，它是结构主义的“关系

思想方式”：“按照场的术语思考，就是从关系上思考”（Bourdieu et Wacquant 141）；
另一方面则是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结构，“实在的就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是

关系——不是互动或行动者之间的主体间联系，而是如马克思所说的‘独立于个人意

识和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142）。马克思的客观关系成为场概念的基础。布尔

迪厄将贝克尔的“艺术界”视为典型的互动空间。贝克尔认为艺术界指人们合作活动

的关系网络，人们通过对做事惯例的共识组织在一起，制作出艺术品（18）。在布尔迪

厄看来，贝克尔把“艺术界”当成了一个群体，即通过简单的互动关系乃至合作关系连

在一起的个体总和，满足于纯粹描写和列举，没有考虑客观关系（《艺术》 176）。贝克

尔则断言文学场是封闭性的，行动者依据理论行动，他们之间只存在基于竞争和冲突

的支配关系；艺术界则向多重可能性开放，合作者有意识地考虑别人的存在并调整自

己的行动（340-41）。然而，布尔迪厄认为场是相对自主的，因而是开放的，场与场之间

不是界限分明的样子：“我经常使用云的界限或逐渐稀疏的森林边缘界限这种形象”

（Sociologie 1: 487）。行动者通过习性而非有意识的意图，按照场提供的客观可能性提

出并解决实践问题 , 所以场是行动空间，不是理论空间。

按照布尔迪厄的定义，习性是由个人将客观条件内在化的配置（dispositions）系
统，大部分无意识的行动、认识和思考原则或模式（“Postface” 152）。通过习性，布尔

迪厄意图说明行动者有自由的潜能：“他们‘思想’；他们在实践上相对于这个空间定

位，要么以实践意识的名义，要么更罕见地以表象的方式。他们作用于这个空间，但按

照一种在很大程度上由这个空间强加的逻辑”（Sociologie 1: 572-73）。场不仅是社会

物理学空间，而且是社会动力学空间，行动者通过习性与场互动。帕斯卡尔说，“通过

空间，宇宙把我像一个点那样包容和吞噬；通过思想，我包容（或理解）了它”（158）。

布尔迪厄以社会空间涵盖帕斯卡尔的宇宙空间，超越了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立：

我既被社会空间确定和吞没，又能理解这个空间并对它产生作用。社会结构以习性

的形式被归并了，我获得了对这个空间的实践认识和支配。“我”不是意识哲学的理

性主体，而是实践哲学的习性。无论行动者如何受制于必然，都可能利用自由余地采

取策略，颠覆所有机会和收益的法定分配。但习性的意志终究无法超越场的唯物主

义前提：“在一个场中，斗争、策略、行动每时每刻都依赖力量关系状况”（Sociologie 
1:570）。因此，场是布尔迪厄社会学的物质基础。斯沃茨则把习性视为布尔迪厄的中

心概念，理由是布尔迪厄早期的实践理论依仗习性，场后来才出现 ；习性创造了不同

场之间的实践同构性，并解释了行动者在场中采取的不同策略（161）。显然他没有领

会到习性的社会决定论基础。

布尔迪厄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但不同意马克思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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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马克思的宗教理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过于简略，指出韦伯极具创见地将经济

学概念（竞争、垄断、供给、需求等）用于宗教，有意识地将历史唯物主义放在了历史唯

物主义非常薄弱的象征领域，进行了宗教、神职、圣事理论的全部构建，“将一种象征

形式的唯物主义理论推向极端”（Sociologie 2:771）。布尔迪厄也将经济学概念移植

到象征领域，参照韦伯的宗教场与经济场的类比构建了场的概念。他把社会空间视为

多维的象征生产场，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视为象征生产场的一个次空间即经济生产

场，它在象征生产场中占统治地位：“社会空间是一个多维空间，即诸多相对自主的场

构成的开放总体；相对自主就是说在运行和变化上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服从经

济生产场；在每个次空间内部，统治地位的占据者和被统治地位的占据者不断地投入

到不同形式的斗争中（但不一定因此就构成互相对抗的群体）”（“Espace” 3-12）。也

就是说，经济生产场具有与独特的历史相关的公理体系，构成利益可能形式空间的一

个特例（Choses 125-26）。并非所有场中的利益都可简化为经济利益，“利益总是相对

于一个场确定自身：利益是一个特定场的幻象（illusio）”（Sociologie 1: 334）。场是无

明确规则的游戏，幻象不是虚幻的，而是源于欲望、冲动，意味着投入游戏，所以幻象可

能是科学利益、文学利益、政治利益、慈善利益等“无关利害”的利益，甚至关乎人的终

极存在价值，不只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社会学家盖耶（Alain Caillé）将布尔迪厄的“利益”理解为经济利益，认为布尔迪

厄通过场把社会生活简化为一个功利主义的逻辑，把社会生活变成了个人或群体之

间互相竞争的领域，忽视社会生活中其他类型的重要关系，比如交换礼物时主体之间

的合作关系，以及爱情、友谊、同情等不同经验的存在（Bonnewitz 66）。此种理解把

利益划入了纯粹的理性行动范畴，没有考虑利益的非理性方面。布尔迪厄强调利益

同样是信念（doxa），信念也是信仰，场也是信仰空间；他认定“莫斯（Marcel Mauss）是
场的观念的唯一先行者”，他在《论魔法》中构建了“魔法空间”，魔法师为了真正的魔

法权力而斗争，他的权力来自着魔的群体对他的信仰，魔法行为是一种“合法欺骗”

（Sociologie 2: 865-66）。由此，利益（幻象、信念、信仰）进入习性范畴，“可被定义为进

行合理区别的能力和倾向”（163），“既在经济意义上又在精神分析意义上投入的倾

向”（558）。利益的多重性意味着资本的多重性，“场理论不可避免地导向一种资本

理论，或更确切地说，一种资本种类理论”（Sociologie 1: 520）。布尔迪厄把马克思的

资本扩充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四类，这些资本可以互相转化。

经济资本通过转化为象征资本产生象征权力。由于资本在场中是不平等分配的，资本

雄厚的统治者与资本贫乏的被统治者互相对立，他们为了垄断合法资本或合法资本的

定义而斗争，为了特定“利益”而斗争，但他们的斗争大多基于习性的无意识，并不一

定表现为群体的直接互动，场呈现为一个动态的结构系统。

从 1966 年到 2000 年，布尔迪厄展开了对知识场、艺术场、文化生产场、宗教场、

科学场、政治场、司法场、权力场、官僚场、经院场等的实证研究（Bourdieu et Wacquant 
139），不断对场的概念进行扩展和精细化，试图构建场的一般理论，阐明对不同场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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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普遍特性。“权力场”在《区分》（1979）中只出现一次，在《普通社会学课程》

（1981—1983）中开始系统使用，在《国家贵族》（1989）中则变成中心概念（Sociologie 
1: 699）。如斯沃茨所说，“理论的形成、材料的收集、概念的检测以及分析的技巧，对

布尔迪厄来说都是紧密相关的”（40）。最终，布尔迪厄在《反思社会学导引》（1992）

中给出场的定义：

按照分析术语，场可被定义为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结构。这

些位置的存在以及它们为其占据者即行动者或制度规定的决定性，客观上由它们

在不同种类的权力（或资本）分配结构中现在的和潜在的状况来确定，与此同

时，由它们与其他位置的客观关系（统治、服从、同源性等）确定，拥有不同种类

的权力（或资本）支配着在法定空间中起作用的特定利益的获得。在高度分化

的社会里，社会宇宙由这些等级化的、相对自主的小社会宇宙组成，这些小宇宙即

客观关系空间、一种特定逻辑和一种特定必然的地点，这种逻辑和必然不可约简

为支配其他场的逻辑和必然。（Bourdieu et Wacquant 142）
 

场是社会劳动分工产生的相对自主的小空间，每个空间都有特定的利益法则并要求特

定种类的资本，场组成了社会世界。场只需遵循内部法则，就可完成外部社会功能、尤

其是使社会秩序合法化的功能。

文学场的“自主”

布尔迪厄在《区分》中将场、资本和习性化为社会学总公式：[（习性）（资本）] 
+ 场 = 实践（169），建立了社会实践的总体理论：具备特定习性和资本的行动者在特

定场中的行动就是实践。行动者在场中的位置和特定权力，依赖其资本总量和结构，

以及两者在时间中的变化。他“为了反对知识分隔的习见”（Martin 267），在《艺术

的法则》中试图用这个公式统摄文学、绘画和哲学实践。这就意味着，分析者要确定

作者在场中的位置，理解和感受这个位置及其占据者的独特性，理解场、作为场的基

础的信仰、在场中起作用的语言游戏、场中的物质或象征利益和赌注的社会生成（5）。

实际上，他主要阐释了文学实践。他指出习性与资本的某种重合：“习性是一种所得，

也是一种拥有，在某种情况下，能够作为一种资本起作用”（151）。在《马奈·象征革

命》中，他将这个公式改造为（配置 + 资本）x 场 = 实践（451），主要阐释绘画实践。

他将习性分为技术配置、审美配置和伦理配置，+ 变成 x，强化行动者与场的互动。

与文学实践相比，绘画是一种“无理论的纯粹实践”，作者行动时不通过书面语言，而

通过层出不穷的新眼光和新方法。布尔迪厄不断完善习性理论，改进社会学公式，不

为寻找作品的终极真理，而为揭示作者的创作状况；不是把作品当成固定成果，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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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作者行动的可辨认但不透明的客观化痕迹。由此，他试图把作家分析与作品分

析、创作过程与完成的作品、历史与结构、主体与客体整合在一起，超越内部分析与外

部分析的取舍：一方面，他反对唯心论关于创造者的超凡魅力观念，强调艺术家是受

物质条件制约的文化生产者；另一方面，他强调文艺对象的特殊性，反对把作品或观

念陈述与社会地位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简单还原论或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鉴于

文学场或艺术场与权力场的同源性，很多“选择”都是双重行为，既是美学的又是政治

的，既是内部的又是外部的。最“纯粹的”文艺作品，凭借纯粹形式范畴内的自由和断

裂，完成“不纯粹的”的社会功能，甚至否定社会世界的功能。这样作家就能利用某

个群体或某种制度提供的资源，生产或多或少独立于这个群体或这种制度的利益或

价值。

从历史角度来看，布尔迪厄划定了法国文学场的三个时期：第二帝国、19 世纪后

二十年，以及当今（“champ littéraire”3-46）。德国学者于尔特（Joseph Jurt）诘问：如果

真正自主的文学场是在 19 世纪末产生的，那么场概念的普遍价值在何处？是否属于

一个短暂阶段？他认同法国学者维亚拉（Alain Viala）的文学场三阶段划分：第一阶段

大致相当于中世纪，文学服从教会的非自主原则；第二阶段始于古典主义时期，政治的

非自主原则与最初的自主要求发生冲突；第三阶段贯穿 19 世纪，自主作为一种象征价

值占据了统治地位。于尔特在这种划分中看到了文学场理论的有效性（273）。不难看

出，于尔特为了场概念的适用性而主张文学发展的连续性。但布尔迪厄强调文学生活

在第二帝国时期发生断裂，自主的文学场萌生，到了 19 世纪末，一个自主的场的系统

特征才完全齐备（《艺术》 106）。
1848 年革命失败后，文学家和艺术家产生了普遍的幻灭感。按照贝尼舒（Paul 

Bénichou）的观点，以福楼拜、波德莱尔为首的第二代浪漫派及其继承者帕纳斯派、马

拉美等，不再像第一代浪漫派那样相信人类进步和大写的诗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

引导作用；但他们没有放弃前辈大写的理念宗教和大写的诗人的精神授权，通过艺术

使无望的苦涩变得崇高，并使之成为诗歌的卓越和“现代性”的标志（582-85）。作为

推动文学场和艺术场自主的革命先锋，福楼拜、波德莱尔、马奈为场制定了“为艺术而

艺术”的规则，如福楼拜所说：“现代艺术家是全日制专业工人，注定以彻底的和绝对

的方式工作，不关心政治要求和道德律令，除了其艺术的特定标准不承认其他任何裁

判”（qtd. in Martin 248）。文化生产场内部非自主原则与自主原则的斗争加剧：一方

是纯生产，生产者的主顾是其同行，另一方是大生产，生产者的主顾是公众。纯生产

趋向于象征资本的积累：象征资本最初不被承认，经由逐步合法化，变成真正的“经

济”资本并提供“经济”利益。由此可见，“对非功利的崇拜是一个奇妙的颠倒的原

则”（《艺术》 25），文艺生产符合韦伯的超凡魅力经济的逻辑，同样受到马克思的物质

生产的制约。

从结构角度看，作为客观关系网的文学场类似于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互

文性：“每个文本的构建都有如用引言拼成的马赛克，每个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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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转化”（146），一个文本相对于其他文本取得意义。但布尔迪厄以占位取代文本，重

新阐释了互文性：“作品空间时刻作为一个占位（prise de position）的场出现，它只能从

相互关系上被理解为区别性的差距系统”（《艺术》 176）。占位指文学或艺术作品、政

治行为和话语、宣言或论战等，布尔迪厄强调互文性离不开行动者的策略和文艺制度，

作品的互动通过作者实现，他们在场中的位置决定了其利益。所以场不是无主体的空

间比如地理空间（巴塞尔、柏林、巴黎或维也纳），不是政治制度或国家传统，也不是时

代精神、精神共同体或生活风格共同体；场存在的前提，是一个知识共同体的成员共享

一个问题体系并对这个体系表态（171）。文学场中时刻进行着正统和异端的斗争，比

如福楼拜、波德莱尔和马奈的“为艺术而艺术”与“社会艺术”和“资产阶级艺术”的斗

争，但这种斗争主要是行动者占位之间的结构对立，而非行动者之间的直接互动。先

锋派若要在场中产生自己的区分性占位，必须占有集体活动积累的遗产，“把场的逻

辑和必然性内在化为一种超历史的东西，内在化为一个认识和评价的、具有可能性和

合法性的社会条件的（社会）范畴系统”（211），也就是把场化为同时是审美的和伦理

的、认识的和实践的习性，并通过语言实践将习性化为占位：“只有通过形式加工，才能

实现对一切在空载语言的自动作用下通常以暗含的和无意识的状态被埋藏的事物的

回想”（64-65）。因此，作品的形式特征和价值来自场的结构和历史，场外力量如生产

者的习性、写作背景如战争或瘟疫、读者趣味的变化等，被场的逻辑转化之后才能发挥

作用。文学场越自主，反思性越强，从社会的产物直接过渡到场中作品的可能性越小，

每种“体裁”越倾向于按照自身的原则和前提进行自我批判。自主的场是自由创造和

阅读的必要保证。

法国社会学家拉伊尔（Bernard Lahire）主张以文学游戏（jeu littéraire）取代布尔迪

厄的文学场。在他看来，参加文学游戏的人往往需要第二职业谋生，经常脱离游戏，并

非场中稳定的“行动者”——作家（Martin 147）；文学游戏的优越性体现在本身作为

美学上或经济上极不确定的边界模糊的空间，包括出版社、出版方式、认可方式、公开

展示方式等（151-52）。应该说，拉伊尔的“文学游戏”不过是一个属于常识范畴的、未

经科学构建的概念，其内容完全被文学场概念涵盖，而且它忽略了关键的一点：文学场

反对作家的本质定义；文学场是为了作家和作品的认可权力、为了作家定义（存在理

由）而斗争的场所（《艺术》 200）。

文学场的“介入”

布尔迪厄通过“文学场”理论与萨特的介入文学观点展开了对话。1947 年，在冷

战的严峻历史状况下，萨特发表了《什么是文学》，主张作家投身到改造社会的活动中

去，对各种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表态，强调作家“介入”不是无意识地卷入政治生活，

而是有意识干预；写作是呼吁自由的行动，作品形式不能超越思想或内容。萨特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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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文学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指作家通过写作揭示世界的真相并改变世界，“说话就是

行动”（萨特，《文学》 81），被压迫者通过阅读获得政治觉悟；但介入文学不是说教文

学，艺术不因介入而受损：“虽然文学是一回事，道德是另一回事，我们还是能在审美命

令的深处察觉到道德命令”（113-14）。第二类是鼓动和宣传文学，包括请愿书、论战

小册子、报刊文章等，有专门的风格、文体和发表场所。1954 年，萨特成为法国共产党

的同路人。1963 年，他声称从“神圣的文学转入知识分子的行动”（《词语》 309）。从

1968 年开始，萨特把主要精力投入了政治运动，参加集会，发表演讲，签署宣言，出庭

作证，递请愿书，会见记者，上街游行，散发传单，笔与剑同时构成了他的存在方式，用

列维（Bernard-Henri Lévy）的话说：“在生活的赌博中，他同时赌了两局（文学和世界、

作品和行动、‘规范’的逻辑和‘世纪’的逻辑），生来既喜欢文字又喜欢行动，不愿把

两种生活和两个自我分别开来”（47）。

我们看到，萨特从支持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立场出发，选择日丹诺夫的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文学作为对话对象。由于他坚持现象学的二元论和主体间性，认为文学介入

不是通过作家的语言操作而是通过思想意识，他对介入文学与说教文学的区分自相矛

盾，成为文学形式主义者、结构主义者的眼中钉。巴特通过“零度的写作”回应萨特的

“介入文学”，认为作家的自由无法自动出现在不透明的语言结构中（巴尔特，《写作》 
8）；作家无从选择他写作的对象集团，必须以语言为创作工具才能达到社会目的（12）。

他把萨特发表在《现代》杂志上的文章视作战斗式写作、思想式写作，是过时的传统写

作的政治变体，因为语言在写作中不占主导地位，成为道义承担的充分记号（18-19）。
他认为，文学写作应该通过非异化的清新语言表现一个美丽新世界，“文学应成为语

言的乌托邦”（55）。他主张通过文学符号学超越介入文学与为艺术而艺术的非此即

彼，达到非此非彼的中性；中性不意味着不选择，而是“‘从旁选择’的话语的伦理学”

（巴尔特，《中性》 13）。在法国学者马尔蒂（Eric Marthy）看来，巴特的功绩在于揭示

出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是完全受语言结构事实支配的一个特定符号学系统，

意识形态来自语言的质料和形式，属于一种形式的制度和配置，这样巴特就在自我与

斯大林意识形态之间建立了一道诠释屏障（100-10）。布尔迪厄同样借鉴了语言学成

果，赞同巴特的话语伦理学，但不主张把社会视为一个符号交换的领域，把行动简化为

以语言或文化方式破译符码的智力行为；他提出话语生产的社会条件问题，强调语言

交换关系也是象征权力关系，不存在无差别的社会通用语言；社会空间由专门的场组

成，专门的话语在场中生产出来，文学场就是文学话语生产场。布尔迪厄与萨特介入

文学的对话集中体现在福楼拜身上。

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对福楼拜通过写作摆脱神经官能症的原因，进行了存在

的精神分析，得出意识是作家福楼拜存在和创造行为的起源，是偶然发生的，无法把握

的，心理上真正不可还原的。在《家庭的白痴》中，萨特试图把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

义一体化。他通过追溯福楼拜的“原始史”（la protohistoire），说明福楼拜如何在家庭

与社会环境的作用下选择成为作家。一方面，他描述了福楼拜的主观神经官能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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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孩子怎样内化外部社会，将父亲的资产阶级的分析精神与宗教的综合神话的对立

内在化并象征化，形成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另一方面，萨特描述了客观的神经官

能症，即历史的和环境的神经官能症，指出福楼拜时代的作家或多或少都患有此症，第

二帝国的“客观精神”只允许作家为艺术而艺术，不允许他们像左拉和萨特那样介入。

萨特将弗洛伊德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塑造为自由的主体，承载着欲望与具体反抗的间歇

形象。他承认拉康的无意识是大他者的话语，又以意向性和自欺来框定它，不认为语

言是能指系统：“词是亲历（vécu）的过程运载的物”（L’Idiot 150）；而福楼拜的“亲历”

是不可言传的，相当于意识—无意识，即顿悟前后所处的黑暗，顿悟是穿透黑暗的理解

瞬间（《文学》 337-38）。顿悟代替了无意识的、社会的生成解释，这种顿悟一经与马克

思主义相结合，就表现为福楼拜的阶级意识。萨特将 1837—1840 年确立为福楼拜意

识行为的绝对开端：“资产阶级的观念一出现在他身上，就进入了永久的分裂并且福楼

拜的所有资产阶级变形都一起出现了……他二十四岁和四十五岁一样，都责怪资产者

没有变成享有特权的等级”（转引自《艺术》 159）。萨特的自由观念不可撼动，马克思

主义决定论无法限制主体的选择：福楼拜为了脱离资产阶级出身，通过写作“谋划”自

身在世界上的产生。

布尔迪厄针对萨特的意识哲学展开批判。在他看来，为了说明创造的最终原因，

“萨特引入了这种观念的怪物即自我毁灭的‘原始谋划’观念，即自由的和有意识的自

我创造行为，创造者通过这个行为规定自己的生活计划”（《艺术》 159）。布尔迪厄

也将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他以习性代替萨特的阶级意识，以“资本论”取代

萨特的“唯物论”，借助文学场阐释福楼拜的文学实践。他在《艺术的法则》中说明福

楼拜如何在文学场中创造了一个社会中立的位置，并充分表达其立场，即为艺术而艺

术和艺术家身份固有的冲突。一方面，他审视福楼拜的资本构成与习性（伦理配置与

审美配置）的形成；另一方面，他通过《情感教育》考察了福楼拜的写作技艺（技术配

置）。福楼拜以一个综合者的禀赋，通过否定姿态在文学空间中实现其占位，创造了

现实主义的形式主义。福楼拜的“无意识诗学”——“好好写平庸”——不是理性

规则的执行，而是在写作劳动和社会无意识作用的最深层次（习性）上通过形式化实

现的。形式化是一种语言幻术：“现实的表征也是、并首先是一种虚构，也就是制作。

现实主义者是以力所能及的手段构建一个词语客体——他们称之为真实——的加工

者”（Tadié 500）。布尔迪厄指出，福楼拜书写真实的语言游戏的非理性成分，“像一

个咒语一样唤来现实的暗示魔法是通过语言加工实现的，语言加工同时并依次要求

反抗、斗争和服从、放弃自我。作家只有被他发现的词语把握的时候，词语才能为他

而思考并为他发现真实”（《艺术》64）。相应地，读者通过可感的形式对文本进行实

践的理解，获得真实感，而不是萨特以为的像穿越一个透明符号那样穿过感觉形式，

直达意义，因为阅读“大部分是从无意识到无意识的交流”（Manet 500），也即习性之

间的交流。习性代替了萨特的主体间性，但归根结底通过场发挥作用：“这就是拒绝

永恒的‘创造者’神话，并且承认最完善的人类成果的真正‘主体’不是别的，就是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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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尔》 131）。
萨特说，“弗雷德里克在《情感教育》中是福楼拜的主要象征”（L’Idiot 1048）。

布尔迪厄承认，福楼拜的确通过弗雷德里克传达自身的政治、伦理、审美态度，但弗雷

德里克不就是作家的主观投射，因为福楼拜以“创造者”的积极不确定性克服了人物

消极的不确定性。通过对福楼拜的写作手法的分析，布尔迪厄说明作家通过形式化

（《艺术》28-29）有意控制着被压抑之物的表象，与作品保持距离，区分出克里斯蒂娃

所说的“言说主体”（作者）与“陈述主体”（主人公），实现了对自我的客观化以及对

自我的社会分析。1864 年，福楼拜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情感教育》的写作缘由：“我

要书写我这一代人的精神史，确切地说是情感史”（409）。这部小说以 1848 年革命为

背景，三个政治家（德洛里耶、塞内加尔、杜萨尔迪耶）的失败象征着 19 世纪社会政治

理想的破产。福楼拜不仅对“我”、而且对“我们”的情感教育的浪漫主义感到幻灭；他

的“我”不是萨特偶然的、独一无二的自为（意识），不是资产阶级意识，而是某种集体

无意识（习性）。福楼拜对资产阶级和民众的“自在”都不存幻想，唯独保留着为艺术

殉道的信念。他以并列的片段构建《情感教育》的空间，不遵从透视法，拒绝历史哲学

的目的论，表现出纯粹的、超然的目光，斯宾诺莎式的宇宙泛神论观点（《艺术》 130）。
按照斯宾诺莎的观点，作为神的自然包括人的本性、具有尊严的知识，既是关于外在事

物的又是关于我们的知识（罗斯 33）。作家的世界观通过形式化折射出来，因此福楼

拜的“为艺术而艺术”不是象牙塔中的退隐和政治寂静主义，而是同时体现出审美的、

政治的和伦理的维度，称得上真正的“介入文学”。

悖论的是，萨特认为纯文体家福楼拜通过文学介入拯救了其一生：“把宇宙作为

一个整体，其中有人，然后从虚无的观点解释它，这是一种深层的介入，这不是简单的

在‘承诺写书’意义上的文学介入……这是《圣经》意义上的真正激情（passion）”（《文

学》 338-39）。这种激情是耶稣为拯救人类的受难而产生。萨特以情感同化法，在福楼

拜身上寻找的正是他本人，他一生都在通过写作和行动赎自己资产阶级出身之原罪。

萨特的绝对思想家抱负从文学空间扩张至宇宙空间，把笛卡尔赋予上帝的至上地位分

派给了人；人作为从虚无中创生的主体、价值和真理的绝对创造者，能够通过实践选择

自己的历史命运。布尔迪厄有理由认为，萨特把“理解的”表象投射到福楼拜身上，像

福楼拜一样怀有特权知识阶级梦想：“像资产者那样生活并像半神一样思想”（《艺术》 
189），这种批评的自恋主义使他看不到作家在权力场中和知识场中的矛盾地位（161）。

与萨特不同，布尔迪厄借助对福楼拜的科学分析来反思自己和知识分子群体，通过历

史化“接近作者并把他变成另一个真正的自我”（《自我》 136）。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

生产者是统治阶级的被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级有结构上的同源性，能够以其表述能

力为民众服务：“因为他们能够生产对社会世界的一种系统的和批判的表象，以动员

被统治者的潜在力量并促使颠覆权力场中的法定秩序”（《艺术》 300）。他赞同萨特

的“说话就是行动”，话语的观念力来自述行（performatif）的语言逻辑：说出话语就是

在完成行为，这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只是说出某种东西（奥斯汀 10）。因此他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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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逻辑总是有助于制造（或产生）它所说的东西，尤其通过认识与政治密不可分的

分类的建构有效性”（《帕斯卡尔》 134）。但他认为个人自由和集体解放无法靠萨特

的理智化“觉悟”实现，不切实际的唯意志论只会产生幼稚无效的反抗运动。因为历

史进程是不透明的，人类行动是习性与社会空间（尤其是场）之间的无数相遇之非偶

然的、但不受理性控制的产物（133）。他主张推行理性的现实政治和培育习性的自由

文化制度。

我们看到，文学场继承了法国 17 世纪哲学家和作家贝尔（Pierre Bayle）的“文人

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的精神内涵。按照法国学者瓦盖（Françoise Waquet）
的考证，“文人共和国”这个词最早出现于文艺复兴时代，面对四分五裂、战乱频仍

的世界，用拉丁文写作的学者和文人们试图通过交流与合作，超越政治、宗教的限制

推动知识进步，实现普遍性理想。伊拉斯谟、贝尔、培根、莱布尼茨、伏尔泰都是文人

共和国的杰出公民。“文人共和国”大致相当于后来的“科学共同体”和“知识分子”

（473-502）。贝尔曾独自创办著名的文学批评报刊《文人共和国消息》，把文人共和

国描述为理性之邦：“这个共和国是一个极端自由之邦。这里人们只承认真实和理

性的支配……这里每个人既至高无上又隶属于每个人”（转引自布尔迪厄，《艺术》 
175）。布尔迪厄承认“文人共和国”包含了文学场的许多属性，但认为这个自发概念

无法用作对文学世界的科学分析工具，尤其是贝尔没有区分文学场与政治场。以左

拉为首的知识分子正是依靠“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在文学场中反抗政治积累的特

定权威，而不是凭借政治武器，才与“纯粹”艺术家的政治冷漠决裂，在德雷福斯案件

发生之际介入到政治场中，并在整个社会空间中推行文学场的独立价值。左拉的行

动代表了一种新的干预形式，表明知识分子的身份越纯粹，干预就越有效。布尔迪厄

认为文学场与艺术场、科学场、哲学场等存在着同源关系，作家、画家、哲学家、科学

家等一律是文化生产者（191），宣告了将文化生产场打造为现代“文人共和国”的抱

负。为了捍卫场的自主性这项珍贵的、脆弱的历史成果，避免世界倒退到最黑暗的蒙

昧状态，布尔迪厄呼吁建立真正的知识分子国际，采取有效的政治行动，反抗“社会控

制的所有方式，市场方式，时尚方式，国家方式，政治方式，报纸方式”（327）。他创办

了欧洲范围内发行的书评杂志《图书》（Liber），以“Liber/ 行动的理由”为名出版了

一套斗争性丛书。他主编《世界的苦难》（1993），通过社会学构建的事实揭露了当代

法国形形色色的苦难。他晚年成了萨特的同路人，走上街头，投身政治场，意图将社

会世界改造为服从场的自主原则的理性乌托邦。场的逻辑指导行动的逻辑，而人只

有通过行动才能获得尊严，如萨特所说：“唯一容许人有生活的就是靠行动”（《哲学》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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