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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为中心，评述了学界惯用的考古学、人类文化学和心理学

三种不同的研究方式和途径，着重论述了唯物史观为文学活动发生学提供的方法论基础和引起研究的新局

面，探讨了普列汉诺夫提出的“劳动说”的贡献和不足以及鲁迅结合中国史前艺术的实际提出的“劳动－

－宗教（巫术）－－休闲”说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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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何以发生？文学从何时发生？人类原初文学的发生具有一些什么特点？我们如何

去研究文学活动的发生？诸如此类的追问，都属于文学活动发生学的问题。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

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
1
研究文学活动的发生，就

应从它产生的历史起点开始，研究它在不同时空和不同条件下发生发展的轨迹。对文学活动

发生和起源问题的深入研究，自然又会遇到一个研究方法论的问题。我们只有沿着科学的方

法论前进，才有可能从历史的中轴线上揭示出文学活动发生的特点和规律。本文拟就唯物史

观的创立与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的方法论为中心命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以求教于广大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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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学活动的发生问题，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研究的方法和途径问题。研究方

法和途径的不同，也就产生了对文学活动的发生与起源的看法的差别。 

综观中外学者对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的方式和途径，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方式可称之为考古学的方法。这是研究史前艺术发生、起源的 重要的、也是

基础的方法。它为艺术活动的发生、起源提供 可靠的事实根据。这种方法的运用，往往与

研究人类的起源与发展问题结合在一起。1879 年世界上第一个史前艺术洞穴――阿尔塔米

拉洞穴在欧洲被发现，经考古学家对洞穴岩壁上的雕刻和绘画的比较研究，一般认为成熟的

史前艺术，大约在 3 万年前的冰河时期已开始出现。1940 年又在法国中部和西班牙北部发

现拉斯科克斯（Lascaux）艺术洞穴，以后又陆续在欧洲和亚洲发现了新的艺术洞穴和在山

石上远古的岩画。这些史前艺术洞穴和岩画的发现，对艺术活动发生与起源的研究，提供了

第一批人类远古艺术的史实。 

第二种方式是一种人类文化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化



学、民俗学的研究方式结合在一起，交互运用。摩尔根 1871 年出版的《古代社会》、1871

年泰勒出版的《原始文化》、格罗塞于 1894 年出版的《艺术起源》、列维一布留尔于 1910

年发表的《原始思维》、1922 年詹·乔·弗雷泽出版的《金枝》和 1962 年列维－斯特劳斯

的《野性的思维》等，就是一些主要的代表作。列维－斯特劳斯就将他运用的方法称之为“进

步－倒退”法又称为“倒退法”。“在第一阶段，我们观察经验材料，在其当前状态下分解它，

尽可能地深入到过去中去，设法把握它的历史经历，然后再把一切事实加以澄清，以便把它

们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接着开始第二阶段，它在另一个不同的平面和另一个不同的层次

上重复着第一个阶段…… ”
2
这种研究思想和方法，重要的贡献在于它确定文学活动发生学

的研究对象，并从文化学、思维学等视角对史前艺术的发生作了较深的研究。 

第三种方式是一种心理学研究方法。这可以皮亚杰和弗洛依德为代表。瑞士学者，皮亚

杰就是从分析儿童心理的发生入手，写出了《发生认识论原理》、《儿童心理学》等著作。研

究儿童心理的发生、发展的规律，对于理解和研究原始人的心理发生是有启迪意义的。维柯

在《新科学》中，就把原始人称之为人类的童年时代。马克思也吸取了维柯的这一观点，用

来论述古希腊文学活动的特点。弗洛依德则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研究文艺活动的发生。他认

为：“艺术的产生并不是纯粹为了艺术。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发洩那些在今日大部分已被

压抑了的冲动。”
3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原始文化，包括史前的岩画的研究、艺术活动的发生

与发展的研究，引起重视，并相继出版了一些有影响著作，如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文物

出版社，1981)，朱狄的《原始文化研究》（三联书店，1988）、《艺术的起源》（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82），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发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等。关

于研究文学活动的发生与起源的方法问题，钱中文提出了从发生学的角度加以探讨的新思

路，已引起学界的重视。他说：“发生学就是把对象的发生看作一个过程，研究它的产生过

程中的种种因素，辩证地了解和认识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综合地、系统地观察对象的

形成与演变。”
4
在探讨文学活动的发生和起源时，就应从它产生的萌芽状态去探讨它，把握

它，用历史的眼光去了解它。要采取多视角、多层次、多方面，从考古学的观点，从生理学

的观点，从思维语言学的观点，从审美的观点，从心理学的观点，从历史社会学的观点，也

即从多种角度和方法去加以观察和研究，在综合分析中做出相应的结论。按照钱先生所论述

的从发生学角度研究文学活动的发生与起源：1、需要明确文学活动的发生学研究的对象是

文学活动起源阶段的形态，即文学活动的原始形态，是“艺术前的艺术”形态，那是文学艺

术的真正萌芽形态，而不是后来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文学形式。2、从发生学角度看，应研究

原始文学或者文学产生时的动因，从社会、心理、审美等方面，探索原始初民进行精神创造

的契机。3、要研究前文学的形式及其发生的动因，就应进一步研究原始初民的思维特征和

语言特征。4、应对人的生理本性中的审美特性，加以探索和研究。“人的本性具有一种创造

的天性，审美的天性成分或是条件，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着各种变化。这是为艺术的实践、

经验所证明了的。但是这种生理上的潜力如何发展起来，如何促进人的真正的艺术创造，汇

入艺术作品，这一领域目前深入者不多。”
5
钱先生精心撰写的《文学原理·发展论》，可视

为按照这一新思路和新方法进行研究的新成果。 

新时期以来，中国学界对文学活动发生学的研究，尽管学者们各自有自己独特的思路和

方法，但总的说，这些不同的思路与方法，又都是力图以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这

样自然就涉及到唯物史观的创立本身，对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的意义。 

 

2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引起了革命，它不仅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

成了科学，而且为历史学、哲学、伦理学、美学、文艺学等社会科学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的

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学批判》序言中所概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各个学科的研究都

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

再生产。”
6
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是 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决定着其它各种活动的发生和发展。

“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

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

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
7
 

唯物史观的创立，为文学活动发生学的研究开拓了新思路，提出了新问题，指明了新方

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人的存在。因此，第

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的自然关系。”
8
史

前艺术的起源是以原始人类的出现为前提。据考古学的 新研究成果显示：人类史前时代存

在着 4 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的系统(人科)本身的起源，类似猿的动物变成两足直立行

走的物种，时间大约在 700 万年以前；第二阶段是两足行走的物种繁衍成许多不同的物种，

约在 700－200 万年之间；第三阶段以脑子扩大为标志，这是人属出现的信号，逐渐发展成

直立人和智人(Homo sapiens)；第四阶段是现代人的起源，已具有语言、意识、艺术想象力

和工具的制造。
9
在现代人类出现的过程中，物质生产劳动实践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劳动创

造了人本身。”
10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 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

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要大得多和完善得多。”
11
在劳动实践过程中，自然人化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不仅创造了人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而且也在实践中改造了人自身。“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
12
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的日

益发展和完善，原始人除了能够从事打猎和畜牧外，又能从事农业，农业之后又有了纺纱、

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伴随着商业和手工业， 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
13
“以致像魔

法一样造就了拉斐尔的绘画、托瓦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乐。”
14
 

史前艺术的发生与原始人的思维、观念、意识、语言的产生是相伴而行的，又是与史

前的极端艰难困苦的劳动生产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

念、意识的生产 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

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的产物。”
15
马克思

在关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人类学笔记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自然辩证法》和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提出和原则上论述了有关文学

艺术活动发生和起源的一系列问题，为后继者指明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这些问题主要有： 

第一，明确指明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视摩尔根于 1877

年出版的《古代社会》，马克思认真地做了大量笔记，并准备写一部专著来研究《古代社会》，

但未能如愿，后来由恩格斯写下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在该书的第 1 版

序言中指出：“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

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

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
16
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的发生和起源问题，

实际也是一个世界上古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因此对人类史前史及其各方面情况(包

括史前艺术)的研究，就成了研究文学活动发生与起源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生前虽未对人

类史前艺术作专门研究，但他们在人类学笔记中提出的观点却给后人以启示。德国著名艺术

史家格罗塞于 1894 年发表的《艺术的起源》，对原始艺术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及艺术活动与

社会经济和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作了详尽的探讨和论证，“他是第一个从艺术领域收集证

据”
17
支持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的，从而在从理论和实践上确立了艺术起源问题研究的对象



应是史前社会与史前艺术。 

第二，思维的发展与审美意识的发生问题。维柯在《新科学》中曾对原始人类思维的

特点作过专门的研究，他认为原始初民的思维是“诗性的智慧”，他们没有推理力，浑身都

是旺盛的感觉力和生命的想象力。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历史唯物地说明了人的思维的发生和

发展。马克思指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条件下生成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

真正能理解的思维永远只能是一样的，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

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其余一切都是废话。”
18
恩格斯也指出：“人的思维 本质

和 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

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
19
人的思维发展也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在读摩尔根《古

代社会》时已注意到在史前史的野蛮时代阶段，初民的想象力有很大发展。他说：“对于人

类的进步贡献极大的想象力这一伟大的才能，这时已经创造出神话、故事和传说等等口头文

学，已经成为人类强大的刺激力。”
20
也正是在生产劳动的实践过程中，在学会如何改变自然、

使自然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那些“主体的、属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的

耳朵、感受形式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

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
21
当着原始初民在劳动过程中，体会到如鲁迅所说的“杭

育！杭育！”节奏感的愉快时，当他们看到东方日出、雨后彩虹而欢呼雀跃时，当他们听到

黄莺百灵的优美、起伏、强弱的鸣叫而特别高兴时，他们的审美意识就开始萌生了。 

第三，语言的产生与原始初民文学活动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以实践的观点，在

多处论述了生产劳动实践在人自身生成过程中的作用，而且明确指出：作为文学活动的载体

的语言，也是“从劳动中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拿动物来比较，

就可以证明。动物，甚至高度发达的动物，彼此要的信息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

通信息。在自然状态下，没有一种动物会感到不能说话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是一种缺陷。”
22

人是能制造工具的社会动物。人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现实的存在者。“语言是存在的家。”
23
马

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特别强调语言和意识的不可分性，指出：人并非一开

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

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
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和意识一样，只是

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24
（着重号引者加）语言的产生是原始初

民文学活动发生的重要前提条件。语言的产生与审美意识的发生，可以说是同步的。如同海

德格尔所说，“语言本身在本质的意义上是诗。……确切地说，诗发生在语言之中，因为语

言保护着诗的源始本质。”
25
马克思在关于人类学的笔记中，对于语言的产生与原始文学的发

生问题，是联系在一起加以关注的。在人类蒙昧期的低级阶段，即他称之为“人类的童年”

时期，“音节清晰的语言”已开始出现。到野蛮期的高级阶段，即“从冶炼铁矿石，使用铁

器开始，终止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用文字书写作品。”
26
这中间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早在野

蛮期的低级阶段，“图画文字似乎是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的；如果它产生更早，那么在这时

已得到很大发展。在这方面相互关联的发明的系列有如下述：（1）手势语言或个人符号语言；

图画文字或表意符号；（3）象形文字或约定符号；（4）表音性质的象形文字或按一定使用的

表音符号；（5）拼音字母或写音。”
27
这种语言文字发生与形成的过程，实际也就是原始初民

文学活动发生的过程，二者是相随而行的。恩格斯通过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对原

始艺术的产生作了如下的概括：“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

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

是真正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
28
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原始初民语言文字的发生、形成与文

字书写作品的出现、艺术的产生的论述，人类文学活动的发生大体上应在摩尔根称之为野蛮

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漫长历史过程之中。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给后人留下关于艺术起源和文学活动发生问题的学术专著，仅

从上面这些有关的观点和论述中，我们就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启示。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观

点和论述，无疑为文学活动发生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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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普列汉诺夫对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他运用唯物史

观多方面地研究了原始艺术，批判地吸取了格罗塞研究成果，在回答劳动与游戏何者在先、

何者在后问题的同时，鲜明地提出了艺术发生与起源于劳动的观点。普列汉诺夫(1856-1918) 

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他以书信的形式撰写的《没有地址

的信［1899－1900］》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观研究文学艺术活动发生与起源的学术专著。难能

可贵的是，普列汉诺夫是在生前并没有看到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人类

学的笔记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以

及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研究，在文学艺术起源的许多观点

上，得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致的结论。普列汉诺夫在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上的特殊贡献有

以下几点： 

第一，研究方法上的革命。在世界艺术史研究领域，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自觉地将马克

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原始艺术研究的理论家。他在《没有地址的信》第一封信

中写道：“在这里我毫不含糊地说，我对于艺术，就象对于一切社会现象一样，是从唯物史

观的观点来观察的。”
29
普列汉诺夫创造性地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他说：“从今以后，批评

（更确切些说，美学的科学理论）只有依据唯物史观，才能够向前迈进。”
30
对于唯物史观原

理，他作了具体阐发，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说，即：①生产力的状况；②被生

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③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④一部分由

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

理；⑤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
31
他把“社会心理”看作是艺术与社会生活关系

的中介，认为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思想史和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研

究社会心理。不研究社会心理，要想对艺术史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是不可能的。普列汉

诺夫运用唯物史观全面地审视了西方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关于文学艺术活动发生

与起源的各种不同学说，批判了其中的唯心的、形而上学成分，吸取其有价值内容。普列汉

诺夫在高度评价了达尔文做出的杰出贡献的同时，又实事求是地批评了研究文学活动发生学

中的达尔文生物学的观点。在达尔文主义者看来，美感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人的审美意识

的发生是从动物哪里发展而来的。
32
普列汉诺夫认为，达尔文是把人类的起源当作物种的起

源来看待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的着眼点“恰恰开始于达尔文主义者的研究领域终结的地

方。他们的工作不能替代达尔文主义者所给予我们的东西，同样地，达尔文主义者 光辉的

发现也不能替代他们的研究，而只能为他们准备好基础”。
33
普氏认为，对美感的起源不能用

生物学观点来解释，应以生产劳动实践为中心内容的社会学观点来解释。动物对色彩、光线、

节奏的辨别能力，只是一种发展成美感的“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而人的美感的产生，

恰恰是人赖以生存的许多客观条件。“这就决定于他们在其影响下受教育、生活和行动的那

些条件。人的本性．．．．使他能够．．有审美的趣味和概念。他周围的条件决定着这个可能性．．．怎样转变

为现实．．；这些条件说明了一定的社会的人（即一定的社会、一定的民族、一定的阶级）正是．．
有着这些而非其他的．．．．．．．审美趣味和概念。”

34
动物由于不可以有人通过生产劳动创造的生产力、

生产关系等诸多的产生美感的条件，因此它们所具有的色彩、声响、节奏的感觉的可能性，

也就不可能变为同人一样的的现实性。 



第二，“劳动说”的确立。普列汉诺夫在格罗塞《艺术的起源》研究的基础上，从游戏

与劳动的关系何者在先何者在后的问题入手，运用唯物史观，提出了不同于“游戏说”、“巫

术说”的“劳动说”。在格罗塞那里，已注意将艺术起源的研究与原始初民的生产方式联系

起来。他说：“生产事业真是所谓一切文化形式的命根；它给予其他的文化因子以 深刻

不可抵抗的影响，……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生产方式是 基本的文化现象，和它比较起

来，一切其他文化现象都只是派生性的、次要的。”
35
但格罗塞的艺术史观留有二元论倾向，

在谈到艺术活动发生的条件时，他又把“游戏说”的倡导者提出的“艺术冲动”看作是艺术

活动发生的“首要条件”。格罗塞 终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门前止步了。普列汉诺夫正是在格

罗塞提出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说”的主张。他认为，“解决劳动和游戏――或者

也可以说，游戏和劳动――的关系问题，在阐明艺术的起源．．．．．上极为重要的。”
36
他吸取了心理

学家威廉·冯特关于“游戏是劳动的产儿”的观点，进一步指出：“我坚决地相信，如果我

们不把握下面这个思想，那末我们将一点也不懂得原始艺术的历史：劳动先于艺术．．．．．．，总之，

人 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
37
普列

汉诺夫研究了各种原始艺术产生的历史条件后指出：原始社会中，因为生活的需要迫使人去

劳动，人在劳动中逐渐地把自己力量的实际使用看作是一种快乐。“游戏是由于要把力量的

实际使用所引起的快乐再度体验一番的冲动而产生的。”
38
先民们的审美趣味，也总是“随着

生产发展而发展的，因此，不论在这里和那里，审美趣味的状况总可以成为生产力状况的准

确的标志。”
39
 

对于普列汉诺夫提出和论证的“劳动说”的理由，学界也并非完全赞同。有的学者已经

对他的关于先民 初从功利观点来看待事物、后来才站到审美观点上来的看法提出了质疑。

认为这只说对了问题的一半。比如，原始初民在进行生产工具制作时，他们的创造活动。就

显示出了两重性：一是他意识到自己活动的实用目的，二是他意识不到他的活动的美，意识

不到他制作的工具已含有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的因素。所以后人从原始的工具上感觉

到的美，对于那些制造工具的原始人来讲还只是一种潜在的形态，只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无

意识表现。“这就是问题的特殊性所在，也是它的实质所在。”
40
这一关键性的问题，普列汉

诺夫并没有给以理论上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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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原始艺术提出的“劳动说”，毕竟是具有开创性的，因而

它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国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是从翻译普氏的《艺术

论》（即《没有地址的信》）入手的。鲁迅认为，普列汉诺夫“是用马克斯主义的锄锹，掘通

了文艺领域的第一个。”
41
他说：“蒲力汗诺夫也给马克斯主义艺术理论放下了基础。他的艺

术论虽然还未能俨然成一个体系，但所遗留的含有方法和成果的著作，却不只作为后人研究

的对象，也不愧称为建立马克斯主义艺术理论，社会学底美学的古典底文献的了。”
42
过去谈

文学艺术的起源和发生，广为流传的是蒲氏的“劳动说”，提到鲁迅也仅是举出“杭育！杭

育！”的一段话以印证“劳动说”的正确。实际上鲁迅对文学活动发生学的研究，既继承和

借鉴了普列汉诺夫的方法与观点，批判地吸取“游戏说”、“巫术说”、“宗教说”和列夫·托

尔斯泰提出的感情体验传达说中有价值的成分，又紧密地结合中国文学艺术发生、发展的实

际，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活动发生论的新观点。鲁迅的著作中涉及文学活动发生论的

主要有《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汉文学史纲要》、《门外文谈》、《艺术

论》中译本序等。综合鲁迅的观点，他对文学活动发生、起源的主张可概括为：“劳动―宗

教（巫术）―休闲”论。 能代表他的观点的是下面一段话： 



 

    我想，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诗歌起源于劳动

和宗教。其一，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单从呼叫发展开

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其二，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

渐因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至于小说，

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

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

小说的起源。－－所以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
43
 

 

关于“劳动说”，鲁迅作的重要补充是文艺起源于劳动，要有条件，不能过度，进而引发出

“劳动－－休闲”说。他说：“劳动虽说是发生文艺的一个源头，但也有条件：就是不要过

度。劳逸均适，或者小觉劳苦，才能发生种种的诗歌，略有余暇，就讲小说。假使劳动太多，

休息时少，没有恢复疲劳的余裕，则眠食尚且不睱，更不必提什么文艺了。”
44
鲁迅讲的诗歌

起源的第二个原因宗教，着重指的是巫术。他认为，“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

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来。”
45
巫，“职在通神，盛为歌舞，以祈灵贶，

而赞颂之在人群，其用乃愈益广大。试察今之蛮民，虽状极狉獉，未有衣服宫室文字，而颂

神抒情之什，降灵召鬼之人，大抵有焉。”
46
谈到小说的起源，鲁迅提出了劳动休闲讲故事的

缘由。原始初民休暇时间讲的故事主要是神话传说。“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

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

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衍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

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

实为文章之渊源。”
47
正因为这个原因，鲁迅又赞同学界关于“小说起源于神话”

48
的说法，

提出“神话是文艺的萌芽”的观点。
49
 

鲁迅与西方的艺术史家相比，在探讨文学活动发生时，他特别提出了文字的起源问题。

认为文字的起源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活动的发生是同步的。文学活动的发生可分两个大阶

段：一是前文学阶段，即口头传说阶段，如鲁迅所说，“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

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
50
二是文学阶段。用符号或文字记载下来的原始

初民的神话传说、民谣、山歌、渔歌、寓言等。这些大都是“无名氏的创作。”随着社会的

进一步分工，才出现了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 

鲁迅关于文学艺术起源与发生的研究，为建立中国的文学活动发生学迈出了坚实的第

一步。鲁迅先生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史前艺术的实际，

提出的“劳动—宗教(巫术)—休闲”说，是对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说”的进一步的发展。鲁

迅的贡献，我认为主要有三点： 

第一，鲁迅充分肯定普氏以唯物史观研究文学活动发生问题的方法论意义和普氏在理

论上的贡献。在他看来，普氏提出的“劳动说”，“给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放下了基础”。鲁

迅认为：普列汉诺夫“批判主张游戏本能，先于劳动的人们之误，且用丰富的实证和严正的

论理，以究明有用对象的生产(劳动)，先于艺术生产这一唯物史观的根本底命题。”
51
鲁迅并

没有停留在肯定与赞扬普氏研究艺术发生与起源的方法论和他所主张的“劳动说”上面，进

而将唯物史观的原理与中国文学史、艺术史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自己新的理解，来补充和

丰富、发展普氏的“劳动说”。鲁迅肯定“劳动”发生说，着重强调的是艺术发生的社会根

源、现实条件和内在的动力。鲁迅认为，研究艺术的发生学问题，须“从生物学到社会学去”，

“倘只就艺术而言，则是人类的美底感情的存在的可能性(种种概念)，是被那为它移向现实



的条件(历史底概念)所提高的。这条件，自然便是该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阶段。”
52
社会生产

与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正是由于生产劳动实践，人才成之为人，

人才逐渐学会按照“美的规律”去进行创造，并在对象化的实践过程中，使自然人化与人化

自然成为现实的存在。脱离人的社会实践，脱离人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物质的、精神的、

审美的需要，艺术的发生就失去了自己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动力。“劳动说”的价值，

首先在于它将文学艺术发生学建立在这样一个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 

第二，鲁迅充分重视神话—巫术—宗教与文学发生的关系。普列汉诺夫在力倡“劳动

说”的同时，相对而言，对“巫术说”、“宗教说”重视不够。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文学史

家，他正视中外文学史、艺术史的实际，明确指出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在具体论述时，

鲁迅又着重谈了神话与巫术对文学发生、起源的意义。他认为，神话为“宗教的萌芽”，
53
也

是“文艺的萌芽”。
54
“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为小说起源于神话。因为原始民族，

穴居野处，见天地万物，变化不常—如风，雨，地震等—有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很为惊怪，

以为必有个主宰万物者在，因之拟名为神；想像神的生活，动作，如中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

之说，这便成功了‘神话’。从神话演进，故事渐近于人性，出现了大抵是‘半神’，如说古

来建大功的英雄，其才能在凡人以上，由于天授的就是。例如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尧时‘十

日并出’，尧使羿射之的话，都是和凡人不同的。这些口传，今人谓之‘传说’。由此再演进，

则正事归为史；逸史即变为小说了。”
55
鲁迅对中国小说的发生、发展和演进，有着深入系统

地研究。他的这些论述是令人信服的。神话是讲神或半神半人的故事、传说。由于神与人是

相互隔离的，人要与神联系，其中介则是巫。巫是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这一时期中 有文

化的一部分人。文字的创造与使用，同巫的颂祝、记事活动，是分不开的。在鲁迅看来，古

代象形文字的创造与先人的审美意识的发生、艺术活动的出现，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说：

“今之文字，形声转多，而察其缔构，什九以形象为本柢，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

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则写山曰崚嶒嵯峨，

状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

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
56
而在远古时代，以创造和使用文

字为主的人则大多是巫史。巫，“职在通神”，他们是“颂神抒情之什，降灵召鬼之人”。
57
原

始人的诗、歌、舞是不分的，如《乐记·乐象篇》所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

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原始的歌舞与巫术礼仪是混合在一起的。因

此，原始的文学艺术的因子就寓于巫术仪式之中。巫和巫术仪式，不仅是人类史前期(未有

文字记载之前)艺术活动发生的主要存在方式和表现方式，而且在有文字记载的文学活动的

发生、发展中，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鲁迅说：“连属文字，亦谓之文。而其兴盛，盖亦

由巫史乎。巫以记神事，更进，则史以记人事也，然尚以上告于天；翻今之《易》与《书》，

间能得其仿佛。…… 巫史非诗人，其职虽止于传事，然厥初亦凭口耳，虑有愆误，则练句

协音，以便记诵。文字既作，固无愆误之虞矣，而简策繁重，书削为劳，故复当检约其文，

以省物力，或因旧习，仍作韵言。”
58
鲁迅说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前者他以先民在劳动时

发出的“杭育，杭育”号子为例加以说明，后者显然与巫史对神灵的赞颂、问卜、记事和为

文作韵言有关。鲁迅依据大量中国古代文献的记叙而作出的论断，不仅富有中国特色，而且

与西方人类学家的研究，可谓殊途同归。由此可见，文学活动发生的“巫术说”，不论在西

方，还是在中国都有其存在的价值。 

第三，鲁迅提出的小说起源于“休闲”的主张，是对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所作出的富

有原创性的理论贡献。我认为，“休闲说”是对“游戏说”的继承与发展。它首先是从文学

活动创作主体的心态方面讲的。康德、席勒、斯宾塞提出的“游戏说”，它的理论价值在于：

“游戏说”较早地将文学活动的发生与审美活动联系起来，注意揭示文学活动的无目的性的

合目的性的自由的本质。在中国文论史上，首倡“游戏说”的是王国维。他在 1906 年写的

《文学小言》一文中说：“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



发而为游戏。婉娈之儿，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洩，

于是作种种之游戏 。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惟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

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而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

对其自己之情感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詠叹之，以发洩所储蓄之势力。故民族文化之发

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
59
王

国维的文学活动发生论，深受康德、叔本华的影响，他的游戏说，目的在于揭示文学的审美

的自由本质。鲁迅根据自己的创作体验，并结合中国小说的发生的实际，提出的“休闲说”，

有力地说明文学活动的发生，是在创作主体完全处于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自由状态下出

现的，它本身并无具体的实用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去追求某种科学的认识价值或道德价值，

而是为了寻求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

就是小说的起源。”
60
人为了生存，必须从事生产劳动，有时甚至是在死亡线上从事 艰苦的

劳动。鲁迅认为中国古代为什么神话传说不如西方发达，重要原因是由于中华民族 先居住

的黄河流域，自然条件非常差。为谋生起见，先民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因之重实际，轻玄

想，故神话就不能发达以及流传下来。”
61
太劳苦，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没有，还有什么心思

去从事文学活动呢。因此，先民们只有在劳作之余休息的时候，才会去寻些事情“以消遣闲

暇”。人们只有在休息的时候，才是真正自由的。这时，既无皮肉筋劳之苦，又无精神上的

重压，而“消遣”的方式是自由选择的，其形式和种类又是多种多样的：游戏者有之；狂欢

歌舞者有之；围在一起讲述个人所见所闻的新奇的故事者有之……后者就成了现代小说发生

的重要源头。我们说“休闲说”是“游戏说”的补充与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鲁迅提出的小说起源于劳动之余的“休闲”，实际上还涉及到文

学活动的创作主体是否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的问题。马克思对人能否获得“自由

时间”的问题非常重视，他说： 

 

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

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
62
 

 

先人们正是由于他们能够从生存竞争和繁重的劳动之余，获取到一定的“自由时间”，才使

他们有可能“变为另一主体”，即从事文学艺术活动的主体，而只有当他们以这另一主体的

角色开始直接从事文学艺术活动时，文学艺术活动才能真正发生。但是无论如何，原始的先

民们所能获得的“自由时间”是极其有限的。因此，要创作出大型的戏剧和长篇小说，在人

类的史前时期是不可能的，只有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才会成为现实。恩格斯甚至把充分的“自

由时间”的获得，看作是科学、艺术繁荣的重要条件。他认为，由于劳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

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
有充分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享受一．．．．
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
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

63
（着重号引者加）因此，“自由时间”

的获得，不仅是文学活动发生的重要前提，而且也是未来艺术走向空前繁荣的重要条件。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文学活动发生学的研究，鲁迅先生在中国是有开创之功的。他

不仅亲自将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译介给中国读者，而且对中国小说、诗歌的发生、

发展和演变作了深入系统地研究。他提出的“劳动―宗教（巫术）―休闲”说，在文学活动

发生学研究领域，具有综合创新的性质，显示出鲁迅先生的卓尔不群的学术个性。对此，我

们应将它放在中外关于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的学术史上，给予应有的地位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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