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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1867—1916）的《文学评论》是一本研究 18 世纪英国文学的批评著作，其雏

形是漱石 1905—1907 年之间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授“18 世纪英国文学”的授课讲义，后来应

春阳堂之约于 1909 年公开出版前，漱石本人“用了约一个月专心于这本讲义。最终校订

完成时改写了差不多一半左右”（夏目漱石，『文学評論』 5）。这本书是漱石一生中唯一

的一部专门批评英国文学的专著，全书共六编 a，对 18 世纪英国的五位文人及其创作进行

了细致的点评，所评作家包括艾迪生、斯梯尔、斯威夫特、蒲柏、笛福。然而，漱石在该书开

头部分明确表示此书“所关注的，并非只是评论几位作家，而是打算通过评论这几位来表

达我在文学上的浅见……”（5）。因此，若将此书仅视为单纯的英国文学批评著作就会压

抑作者雄心勃勃的理论表述。

漱石的理论表述主要体现在他在第一编“序言”里围绕外国文学研究方法所作的论述

中。他因不满当时日本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对西方学者的文学观点盲目顺从的状况，在这本

著述中专门讨论了外国文学应以何种方法进行研究，并在后面的章节中使用他自己提出的

方法进行了具体的批评实践。漱石把他提出的方法称为批评性鉴赏（critical-appreciative）
的态度，该方法主张日本的外国文学研究者进行研究时应使用他们以往经验养成的个人趣

味进行判断，并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按漱石所言，此法说到底就是要日本学者用科

学性的分析来说明他们自己对作品的好恶。 
此方法包含“个人的趣味”（鉴赏）和“科学的方法”（批评）两要素，涉及日本学者得

自其历史经验的审美趣味和西方实验科学的方法这两项。本文限于主题和篇幅，仅探讨漱

石提倡的外国文学研究方法中科学的方法这一要素，而该方法中涉及审美的个人的趣味这

一要素将另撰文论述。

滥觞于明治的科学主义倾向

明治初期，维新志士们看到西方国家“蒸汽驱动……独占纺织与航海之利权，雄视世

界，横行宇内”（小西四郎等 123），而本国却贫弱不堪，被迫开港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并沦为

被殖民的对象，于是将国家落后归因为工业极端落后，自此“广求知识于世界”，确定了全

方位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振兴工业的方针，以图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国家崛起。为此，“外

人有材识者延而师之”（大隈重信 1），铁路、纺织、机械制造、矿山、军工等各行各业都从西

方各国聘请大量外国专家进行指导，大学教员也多聘请外国专家担任。与此同时，文化层

面上由本土知识精英领导的全民“文明开化”（civilization and enlightenment）的启蒙运动

也日渐声势浩大，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以翻译著作、著述、报刊文章、演讲文等形式迅速

在民众中间传播开来。启蒙家如福泽谕吉等人撰写了大量书籍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以及西

方风俗、科学、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等。然而，由于福泽谕吉等早期启蒙家尊崇在现实生活

中有用的“实学”，认为“实学”才能帮助日本进步，因而早期“文明”和“开化”描述的对象

a  其中第一编“序言”主要论述了外国文学的研究方法，第二编“18 世纪的一般状况”全面介绍了 18 世纪英国的
政治、经济、民风民俗和哲学状况，后四编点评了英国文学家及其作品，分别为《艾迪生和斯梯尔以及常识文学》、《斯威
夫特与厌世文学》、《亚历山大·蒲柏与世称“人工派”诗歌》、《丹尼尔·笛福和小说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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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是实用知识。a

以福泽谕吉的著作为例，有参照英美出版的物理书编写的三卷本日本最初物理入门书

《训蒙穷理图解》（1868），书中对温度、化学反应、雷雨季风、引力地震等身边常见的自然现

象进行了科学的解说，此书作为小学教科书应用广泛。此外，还有详细介绍西洋流行的一

些现代概念、经济理念的《西洋事情》b，以及介绍英国议会的读本《英国议会谈》（1869）、

世界地理历史入门书《世界国尽》（1869）和详述西欧各国状况的《掌中万国一览》（1869）

等等。福泽谕吉用浅显易懂的言辞，将西方强国的科技、人文、政治、经济展现在日本人眼

前，其著述从德川末期开始流行，读者广泛，“福泽书”成为一个时期的通用语汇，这些启

蒙著述给日本人描述了西洋现代文明的美好图景。

早期的启蒙者们希望日本人通过阅读这些书籍唤醒危机意识，改变传统的思想观念，

全面更新文化价值观，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精神结构的转变。不过，这一文化启蒙运动一开

始便默认了殖民者的“进化论”逻辑，即西方处在文明的前端、是“现代的”，而“落后的”日

本若想迅速进步、变得“现代”就要全面学习西方实现西化，“放弃日本的一切，因为日本

过去的种种全都是野蛮的、落后的：日语太繁琐，要简化，甚至索性放弃；要利用与优秀的西

方人通婚来改良日本人种……”（霍布斯鲍姆 177）。“现代化”不仅意味着学习西方的技

术、建筑风格和思想，连政经学术甚至服饰、发式、饮食也一样需要学习西洋以求摆脱传统，

变得“现代”，“于是政治、经济、学问、技术等莫不取规于欧美诸邦”（大隈重信 1269），科
学崇拜以及西洋趣味迅速在日本扩散流行起来。这是一个从衣食住行生活习惯到言谈举

止、社交标准，从知识内容到学科框架甚至教育体制，都试图要按照西方的标准进行改定的

时期，一个普通的日本男学生都会对德国人巴尔茨（Erwin von Balz）c宣布：“我们没有历

史，我们的历史始于今日”（Jansen 460）。
从明治初年开始，这种全面欧化的热潮持续了二十多年，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人对科学

的信仰和崇拜日趋强烈。科学崇拜极大地改变了日本的学术，以医学为首的自然科学积极

地向西方实证科学模式转变，地理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文科中的“实学”科目也急

切地要摆脱旧有的治学方式，摸索着向西方相应学科的治学方式靠拢。到明治 20 年代以

后，文学等一度被认为“无用”的学科又重新在文化界获得了重视。此后，文学家和学者们

一直“围绕西方文学概念和传统文学观展开了反拨、折衷、移植西方的近代文学思想……

尝试着进行种种文学改良”（唐月梅 92）。为了确定日本文学（研究）在现代中的位置，文

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改良意见，有的立场偏向西化，有的则主张复古。漱石在 20 世纪初写

就的《文学评论》也是这一探索进程中的一环。

在漱石所处的时代，“世界文学”潮流隐含着进化论的逻辑：认为文学处于线性发展

的轨道上，欧洲文学处于发展的前端，而其他文学则落后于“现代的”欧洲文学，并必将朝

a  明治初年，文学一度被归为“无用之业”受到启蒙家们的冷落，至明治中期以后才又重新获得重视。

b  福泽谕吉 1861 年随遣欧使节团走访了欧洲各国工厂、公园、市政厅、矿山、博物馆、银行、监狱，他根据自己的
经验并参照在欧洲购买的历史、政治、海陆军、地理、科学、风俗等书籍编纂了此书，分三次出版，初编、外编、二编共计十
册。初编出版于庆应 2年（1866）共三册，之后又陆续出版了外编三册（1868），二编四册（1870）。

c  巴尔茨（1849—1913）：德国内科医生、人类学家，1876 年至 1902 年任教于东京医学校（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
部），是任期最长的外国人雇员。在日期间他也为包括明治政府高官如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等日本最有影响力的人看
病，1902 年获任命为明治天皇和日本皇室的医生，1905年返回德国。他死后其日记出版，全方位记载了明治日本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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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现代的方向发展。日本学人之所以盲从西方人的观点也正是因为接受了这一逻辑，但漱

石表示进化论的逻辑不适用于文学的发展：“现在从电信、电话、汽车、汽船开始，凡在我国

流行的所谓文明之利器悉数都得自效仿……。但若……得出结论认为这也适用于文学领

域或必须运用于文学领域则不太合适”（「創作家の態度」 102）。在漱石看来，如理学、工

学以及一些其他的应用研究是沿着一条线向前发展的，善加效仿则事半功倍，但一旦涉及

人类历史就不是那样简单了。他表示，西洋人有自己的风俗、习惯、情操，他们“在自己的

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多次变迁而到了今天，这一终点未必就是标准。（对他们来说大概是标

准）在文学上更加不会如此。许多人都说日本文学是幼稚的。……但承认我国文学幼稚，

并不意味着认可今日的西洋文学为标准”（102-03）。他认为“文学以感情为主脑”，且“吾

人对文学产生的情绪一概都是审美的”，阅读者、研究者在审美上的价值判断尤为重要，这

种审美判断来自个人的趣味，而其趣味“无疑是由那个社会固有的历史、社会传说、特别的

制度和风俗造就的”（『文学評論』 49）。在漱石看来，日本人的审美源自其历史经验，因而

所得出的判断未必与西洋人一致。因此他主张日本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应该遵从自身经验

养成的趣味，以此为基础表达出自己独立的观点，而非盲从西人的观点。然而在进化论盛

行的世界文化格局里，如何能让日本学者们基于自己的趣味所表达的观点在知识流通领域

获得认可？漱石提出，这就需要使用通行的研究规范，即西方实证科学之科学的方法来对

自己的观点进行分析论证。漱石之所以在理论上非常重视用科学的方法论证个人的趣

味，其原因便在于要保证日本学者表达出来的（可能不同于西方学者的）观点获得学术合

法性。

文学研究应使用“科学的方法”

漱石在《文学评论》第一编“序言”中，着重讨论了文学研究为何可以使用“科学的方

法”。他表示，尽管文学与科学有所不同，是“我们心理活动的两种脉络”（22），但“文学批

评和文学史却不是人们所误解的文学性的东西，它们不仅包含着很多科学性因素，而且文

学史作为科学也完全能够成立”（35）。漱石以历史研究为例，对文学研究的科学属性进

行了具体论述，他说历史“从其分析、综合社会现象，尽量将错综复杂的事情明了化，努力

寻求因果关系这些点来看，它无疑是科学性的……可以说其研究方法和努力方向是科学

性的”，并表示“文学史既然名称中有一个史字，当然就是历史的一部分。若历史是科学性

的，文学史就也是科学性的”（21）。漱石指出，既然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是科学的，文学批评

家和文学史家便应该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漱石所说的科学和科学的方法究竟是

什么？他在第一编中进行了如下描述：

科学是研究如何也就是 How 的，未必应对 Why 这个疑问。例如这里有花落结果

的现象发生，对于这一问题，科学会逐一记述花落的过程以及结果的过程，然而对“为

什么？”（Why）花落结果（非这样不可）这一问题却弃之不顾。一旦触及“为什么”这

个问题，便会说是神的意志啦、是树木自身的意愿啦、是人为使然之类，也就是不拿出

所谓 Will、即某种意志来便无法说明。科学家所见的自然规律就是实实在在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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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支配这些的是神，天地间按照神的意志运转，而“为什么”这个问题与科学家无

关。因此可以说科学是以超然的态度进行研究。

要解释如何也就是 How 这个问题，出现的答案就是俗话说的因果。但是如前所

述，所谓因果，指的是某种现象之前肯定会有某种现象，而某种现象之后一定有某种现

象相随，绝非意味着甲导致了乙的发生云云。要追究因果的现象，需要剖析。追究一

个现象的“如何”时，越复杂的现象越是难以了解其“如何”。自以为明白了，如果分析

不够便常常会犯错。因此人们才会尽其所能地结合语境和时代进行详细分析。（22-
23）

……

对某一细微事情的“如何”细加分析之后有了一定的了解，接下来便是大量收集

同样的事实进行比较。然后开始综合。综合就是在大量收集同种类事实之后，检视其

在“如何”这一点上的一致之处。一旦综合完毕，便有了一条规律。在综合过程中，如

果发现在“如何”这一点上有不一致的，就要根据其不同进行分类。这样大致推进就

成立了科学。众所周知科学是智力活动，其重点在于我们想要清晰地了解宇宙现象、

获得生存上的便利，这种期待带来了科学。然而，清晰明了需要诉诸五感，为了把不能

了解的东西也清晰化，变得可以理解，大量的现象被尽可能地分门别类，逐渐抽象化起

来。（23-24）

漱石描述的科学，是探索先后出现的实在现象之客观规律的学科，而他描述的科学的

方法则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领域普遍通用的方法之一，也就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然后

对观察和实验的结果进行科学抽象，逐步归纳，最终推断出一般原理的研究程序。英国哲

学家培根通过论述上述步骤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首先把科学研究的程序逻辑化、组织化，

将这种重视观察和实验的归纳法上升成一套方法论。

如果参照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对科学与现代各种关系的描述，就能看出自然科学、特

别是物理和天文学及其方法对现代西方人文、哲学有着多么巨大的影响：“近代世界与先

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科学带来的新概念对近代哲学发生了

深刻的影响”（45）。在西方，科学从 17 世纪开始在知识方面占优，之前中古世界是神学

占优的世界，人们对世界的想象是神学性质的，神学性质的文学表述构成了人们主要的知

识来源。大约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人的“好奇心就从向来文学性的渐渐转成科学性的”

（33）。到 1700 年左右，因为科学工作带来的影响，有学识的人思想见解完全现代化了。比

如说以前人们看到彗星会进行一种神学性质的文学想象，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彗星还是不祥

之兆，有各种文本加强这一想象，但是“1687 年牛顿的《原理》出版以后，大家知道他和哈

雷已经算出某些彗星的轨道，原来彗星和行星是同样遵守万有引力定律”（59）。人们逐渐

认识到支配外部世界和宇宙的力量是牛顿的万有引力那样的科学法则，这种想法在人们的

想象中牢牢生下了根。人们开始对科学产生兴趣，神学性质的文学想象则渐渐失去了知识

权威的地位。举例来说，以前人们认为有五大行星再加上太阳月亮一共七个天体，神学认

为七是神圣的数字，一个星期是七天，安息日就是第七天，七个天体被认为是最得当的。可

是伽利略通过精密观测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天体数目一下子变成十一个，守旧派痛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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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镜，认为通过望远镜看到的都是幻想。后来有了更多的观测结果，人们才逐渐接受了

这一长期观测后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也是科学的想象取代神学 / 文学性想象的例子。

罗素说，“考察科学真理就是耐心搜集事实，再结合事实大胆猜度支配这些事实的法

则”（49）。这一描述与漱石在《文学评论》中描述的科学的方法如出一辙：都是长时间、大

数量的精确观测、观察，然后将观察到的大量事实进行综合归纳；如果观测到的大量事实

都相同，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归纳出一条大胆的假设（支配事实的法则）。在漱石看来，文

学虽然与科学不同，但文学研究却与科学研究有共通之处，因为文学批评和研究是“我们

对（已完成）作品的态度，不是从作家制造作品的见解也就是组织诗文的角度来谈，而是客

观地将其作为研究材料来处理。这样一来，我们的态度就与科学家把自然现象当作材料放

在面前开始研究如出一辙。也就是说，是把文学作品当作一种现象来看待……”（『文学評

論』 24-25）。分析文学的比如“诗歌的韵脚是什么、有几行等等”并与其他诗歌进行比较，

“就像医生在工作中要检查病人的粪便一样……除去好恶之念，单纯从别的角度来对待粪

便。再如教师在学校考试后给学生打分，要排除对学生的好恶观念来批阅试卷”，这种态度

是批评性的（25）。

漱石并非第一个要求将近代实验科学的分析方法运用到人文领域的学者，在《文学评

论》述及的 18 世纪欧洲，科学精神已然成为时代的精神，自然科学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

的各个领域，特别是英国已开始流行用实验科学的方法对各个学科进行重新研究和改造，

其直接效果就是众多科目都开始推崇观察和实验，并将归纳的方法当成必须遵守的研究准

则。科学方法论在英国迅速成为哲学的中心议题之一，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倡导在哲学中

采用实验科学的方法，将自己的巨著《人性论》的副标题命名为“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

理方法的一个尝试”，故人们通常称他的《人性论》是“将牛顿的‘实验方法’运用于精神世

界的一次探险”（周晓亮 56）。漱石提倡在日本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使用科学的方法，说

明他认为实证科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时同样具备普遍有效性和规范功能。

对“因果关系”的心理主义解读

尽管漱石认可科学的方法在科研操作过程中的普遍通用性，但他却并不承认由这一方

法归纳出来的“普遍规律”具有永恒的普遍有效性。也就是说，漱石认为科学的方法（分析

的流程）是一种普遍有效的科学程序，但不认为这一方法所得出的结论（知识）具有唯一性

和恒常有效性（真）。从他在如何认识必然之理和因果关系这些基本的科学认识论问题时

表达的看法，便可以看出他并不认同科学宣称其具有的客观主义真理性和普遍性。简言

之，对漱石来说科学的方法这一操作程序是优秀的，但按这一程序操作却未必会导出恒长

有效的、唯一真的结论。其原因在于，科学结论是由人类经验归纳而来的，而人类经验具有

局限性，因而未必能得出任何真理。

如前文所述，使用科学的方法将长期观测得到的大量事实归纳之后，便可以对事物之

间的关系做出一个规律性的解读（支配性的法则），这种事实之间的关系，常被称为因果关

系，自然科学使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科学实验和观测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得到因果关系的定律

（科学真理）。科学的归纳原理对因果关系是这样描述的：“如果一向发现甲极经常的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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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乙，或后面跟着有乙，而且不知道甲不伴随有乙或后面不跟着有乙的任何实例，那么大概

下次观察到甲的时候，它要伴随有乙或后面跟着有乙”（罗素 230）。例如，假设我们长时

间观测到大量的同类事实：手拿杯子，松手，杯子掉在地上摔碎，并且从未观察到有悖于此

事实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对松手和杯子摔碎就可以做出一个规律性的解读，得到一条关

于这两个现象的因果关系法则。有了这条法则，我们便可以推断，只要观察到松手这一现

象，便可以预料杯子摔碎这一现象必然随之发生。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实证科学研究描

述的两件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然而，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对科学领域描述的事物关系（因果关系）之恒常有效性表

示了怀疑，认为从经验中找不到普遍性和必然性，因此他怀疑一切普遍必然的命题。他通

过对普遍必然性的考察挑战了客观主义的普遍真理这一命题，认为科学推理所描述的事物

之间的关系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人们常因为在日常的观测中发现概率极高、甚至从

未见过不是这样的情况，便根据观测得出一种科学假设（因果规律），但休谟说这是我们对

事物的认识达不到逻辑必然性条件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种认识手段，时常是错的，因为概率

高不代表必然。例如，公鸡每天放出笼子来吃食，在它的经验里，打开笼子和吃食是一个真

实的因果关系，它从未见过有悖于此的情况发生，因此基于日常观察得出一条规律，直到

被宰杀的那一天才认识到现象很复杂，自以为得到了客观的规律，但因为观察和分析的局

限性而犯了错误。如今我们知道很多以往被我们奉为真理的因果规律并非必然，随着人

们对事物有进一步的认识、观察到新的情况，以往因果规律的局限性就被发现并得到了纠

正—比如在失重状态下，松开手杯子不会摔碎而可能会飘开。对于休谟来说，因果关系

的极限永远不可能被认识，因此他认为凡是来自人类经验的科学规律都是可疑的。

如果客观的真是难以达成的，我们又该如何认识事物之间的关系呢？休谟从认识论的

角度出发，对因果关系进行了心理主义的解释。他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毫不怀疑客观世

界有其因果规律，但是他表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客观世界究竟如何，也永远都不会完全掌

握其因果规律，我们知道的只是我们对客观世界的印象。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因果关系，

其实就是我们主观上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这个认识是我们的心理活动，与客观世界的真实

性毫无关系。

休谟对“实际的事情”和人类通过经验获得的“观念的关系”两类知识做了严格的区

分。在他看来，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有自己的心理状态、心理期待，而永远不可能知道我们是

否了解了真实的因果规律。他认为所谓因果关系，其实是人类基于自身经验形成的一种

心理期待、是心灵的习惯。也就是说，我们观察到甲和乙两个现象永远相伴，恒常汇合，

反复发生，那么甲和乙在我们的认识里就形成了一个恒常的连接。于是当一个对象（甲）

出现时，我们的心灵就习惯性地预测、期待与它常伴的另一个现象（乙）会出现。休谟认为

从经验中找不到普遍性和必然性，他这种在人性研究方面的心理主义倾向影响了后世很多

哲学家。

漱石在认识事物之间的关系时也表现出这一心理主义倾向。他在《文艺的哲学基础》

一文中阐述自己的哲学立场时，表示认识源自人类的经验，而人们除了主观的心理状态以

外并不知晓更多；他还表示世界上既没有自我，也没有外界的事物，只有自己的心理认知状

态。他也对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果关系）之恒常有效性表达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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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续的意识里，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恒常以同一次序发生。甲之后肯定是乙，

一贯如此，在发生顺序上没有丝毫变化。因而我们不仅管这种关系叫做因果关系，还

由此捏造出一个因果规律。捏造这个词比较怪异，但实际上就是凭空造出来的，无疑

就是捏造……所谓因果规律完全是乌有之物，不过是为图方便所做的假定……是我们

为了一眼看清事物用来称呼迄今为止某某和某某一直如此的一种指代……若是认为

将来也不会产生超越这一法则的连续意识则愚蠢至极。（32）

漱石在其小说中有时也会对事物关系做出游离于常规心理期待之外的描述，这令人能

够清晰地识别出心理习惯的存在。比如在《我是猫》里，为了显示出所谓因果关系不过是

一种心灵的期待和习惯，漱石创作了大量“吃香菇崩掉两颗门牙”（85）这样的例子。小说

第二章，寒月在讲述自己的跳河经历时也打破了读者的习惯性心理期待，说他晚上回家过

桥，望着河水时听到有人一遍遍呼唤他的名字，以至于让他觉得必须回应这一呼唤；他鼓

起勇气从桥上纵身跳下，之后他晕晕乎乎的，过了一会儿清醒过来，发现“身上哪里也没沾

湿，也没有呛水的感觉……其实我弄错了方向，跳到桥当中去啦”（54）。再如第六章，迷亭

讲自己的山中奇遇。他说自己在山林里一家茶馆过夜，喜欢上了主人的漂亮女儿，她梳着

雅致的高髻；第二天一早，迷亭醒来往屋后一看，一个秃子正在洗脸；听的人问他这秃头是

那家的老头儿还是老婆子，迷亭说他仔细一看那秃子就是那姑娘，她戴的是假发（179-80）。
人们通常不会将秃头和美丽的姑娘联系起来，这样听众的心理期待就会被消解掉。漱石对

事物之关系的这种解读方式是基于休谟哲学而进行的，他试图借助这些调皮的情节展示出

所述前后事物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只有心理上的必然性，这种心理的必然性来自人

类日常经验的总结。

休谟基于对科学真理恒常有效性的怀疑建立了他的哲学学说，赫胥黎（T. H. Huxley）
曾表示休谟是“将哲学建立在心理学之上，并按照与物理学同样的原则探讨人类心灵”

（转引自周晓亮 8）。漱石显然想要效仿休谟，在文学研究领域导入心理学，用物理学的方

法（也就是科学的方法）探讨人类的心灵与文学的关系。

回到文学研究的问题，不同地区的研究者、阅读者的心灵受到其特定历史社会经验的

塑造，会具有特定的心理习惯。如此看来，来自不同的历史社会氛围中的人即便面对相同

的事物或相同的情节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期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完全有可能得出不

一致的审美结论。如此，日本学人对西方学者的盲从就失去了理论依据。漱石坚信历史发

展的不同必然带来不同的趣味，认为日本人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在很多地方会产生与西洋

人不同的感受，反之亦然。他举例说：“西洋的接吻在亲戚、夫妇之间常有，在见面告别的

时候都是一种礼仪，西洋人对此的趣味也可以从这个礼仪推断。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女

性一般是与男人同寝时才如此。直到现在男女随便接吻至少在在有教养的社会中仍不能

公然进行”。日本人看到公开接吻会认为不合时宜，而将接吻视为平常的西洋人则可能会

对日本人的反应感到“很吃惊，对这样的国情感到不可思议……”（『文学評論』 50）。漱石

的这些例子表明，不同的人群面对相同的事物会产生不同的审美判断是理所当然的，这也

可以看作是对当时深受进化论影响的日本文坛的一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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漱石的科学接触和科学认识

据漱石在《文学论》一书中所记，他初赴伦敦留学时被传统汉文学观念和西方现代的

文学概念之差异所苦，无法解释两种同样被称为“文学”的知识框架所蕴含的内容之不同。

他表示，“两者之性质有别。换言之，汉学中所谓文学与英语中所谓文学，到底是不可划归

同一定义下之异类物也”（『文学論』 10）。他在留学英国一年之后发心要探寻“何谓文学”

这一根本问题，就是为了能解释两种文学之差异带来的困惑，他为此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

籍，却仍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入口。

然而在 1901 年 5月，他在伦敦接待了从柏林来访的池田菊苗 a之后，这一问题有了转

机。池田菊苗比漱石年长三岁，留学德国专门研习理化专业，留学前他已经是帝国大学理

科大学的助教授。他到伦敦后在漱石的住处借住了近三个月，期间二人经常讨论问题。他

们的讨论“不止围绕最尖端的自然科学，还广泛涉及到文学、宗教、哲学范畴的问题”（小

森陽一 72）。交谈中漱石发现学习科学的池田菊苗居然能对文学问题分析的头头是道，十

分感佩其分析方法。他回忆道：

留学期间渐渐开始厌恶文学。阅读西洋诗歌这类东西完全无感。若非要装出欢

喜的样子，就仿佛长了子虚乌有的翅膀腾飞起来的人，和没钱还硬是装成有钱的大摇

大摆的人一样。恰逢此时，池田菊苗君从德国来留宿我处。池田君虽为理学家，言谈

却如伟大哲学家一般令人震惊。其言其行至今大都记忆犹新。在伦敦遇到池田，于我

而言益莫大焉。藉此脱离了幽灵般的文学，想开始进行严密而扎实的研究。（『処女作

追懐談』 606）

“毫无疑问，从池田那里受到的刺激成为一个契机，令漱石开始强烈地意识到科学这个

学问”（小山慶太 12）。池田菊苗离开伦敦后，漱石便“将一切文学书收入箱底，坚信依靠

阅读文学书来了解文学为何物无异于以血洗血”（ 夏目漱石，『文学論』 10-11），转而开始

从其他方面找寻理解文学的路径：“余誓将从心理之方面穷究文学如何之必要，如何发生、

发达、颓废。余誓将从社会之方面穷究文学如何之必要，如何存在、兴盛、衰败”（11），也就

是要“从心理学社会学之方面根本讨论文学之活力”（12）。可以看出，漱石打算从“心理”

和“社会”这两方面来认识文学，而这些学科都是将科学的方法与人类的经验成功结合进

行研究的学科。我们也许可以推测，引发他对科学的方法产生兴趣、并试图将其引入文学

研究，因而开始留意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学术方法之经验的，或许正是池田菊苗。

在漱石这里，科学的方法只限于如何认识事物、分析事物，而不在于如何评价事物；至

于如何评价事物，也就是涉及好坏优劣喜恶的价值判断功能，漱石留给了其所倡文学研究

法中“个人的趣味”来解决。在《文学评论》中，漱石把科学的方法称为批评性的（critical）
态度，表示这是要去了解“事物的构造、组织、形状等等，是十分冷静的态度”（25）。这种

a  日本化学家，曾任日本化学学会会长，味精的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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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为了满足求知欲，从历史角度来考究文学。……因此绝不会对 18 世纪的诗歌表

明自己的好恶，而是像物理学者看待自然现象一样将好恶置之度外，分析其特性然后进行

综合。……主要都是想要了解，想把混杂的东西看清楚，至于是否喜欢作品则无关紧要”

（34-35）。例如若是“评价一个剧本，会说其结构如何，头绪如此这般，剧情发展和性格活动

如此这般”，而不会“评高低行褒贬”（31）。

可以看出，漱石对科学的方法的态度是形而下的，这与同时代盛行于日本文坛的自然

主义文人们对待科学的态度非常不同。自然主义作家们通常把对事实的追求（科学求真）

当作一切的标准，将求真升华为一种泛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或者价值取向。a他们以科学

的真为唯一准绳来规定文学，认为不科学、不合理的东西便不能够进入文学。与之相较，漱

石则把注重事实的科学（实证）方法严格界定为一种分析手段，并曾反复强调“真”并非文

学的唯一诉求。他提倡文学研究要使用“科学的方法”是要为文学研究探寻一种规范和专

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我们也可以将之看作是他与自然主义文人泛科学主义观点的一种批

评性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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