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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arning Outcome 学习成果 

 

学完本单元后，你将了解  

 

 中国文学的开始与发展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同概念 

 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的不同方法  

 中国当代文学史分期的不同方法 

 

 

2. Introduction 引论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开发最早的文学大国之一，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就象世界其

他文学一样，中国最早的文学也是以口头的形式存在的。文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文学

产生以前的上古神话时期。上古神话指的是夏朝以前的远古时期的神话和传说。因为

当时文字还没有产生，那个时候发生的事件或人物一般无法记载，因此无法直接考

证。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脱离了史前文学时期。随着甲骨卜辞及殷商青铜器的不

断出土，探讨上古文学有了可信的资料，为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

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出现了一些较长的钟鼎铭文，这表明

具有文学因素的文本出现了。从此，文学的各种形式在语言文字的不断成熟过程中分

途发展。3.   

 

3. Text 课文 

 

在这本节课中我们将要学习 

 

 中国古典文学的起端 

 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同概念 

 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的方法  

 中国当代文学史分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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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国书面文学的起点：古典文学 

 

几千年的文学发展表明，中国文学的各种形式在语言文字的不断成熟过程中分

途发展。中国文学在艺术形式和体裁上处在不停的运动，在不断地创新和革新。在中

国的历史长河中，各个朝代传下来了许许多多作品的遗产。多种文学流派自由发展，

平等竞争，贯穿中国文学发展的始终。按照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角度中国文学可以划

分为不同的种类。比如，按照文学载体可以分为口头文学、书面文学、网络文学；按

照读者年龄可分为儿童文学、成人文学；按照文学内容或者读者群体可以分为严肃文

学和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宗教文学等；此外，按照内容

文学还可以分为史传文学、纪实文学、奇幻文学、报告文学、旅行文学等；按照文学

表达体裁可以分为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剧本、民间传说、寓言、笔记小

说、野史、童话、对联和笑话等；按照创作理念分为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

按照文学发展的过程可以分为古典和现代文学或者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文和超现

代文学等等。 

 

3.2 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与分期问题 

 

以上类别，除了按时代分割以外别的都在文学界毫无争议地接受。文学专家平

常把中国文学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四大时段，但他们的范围都是不断迁移

的。这是因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因此，学习中国文

学史的时候我们要接触到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有些文学专家认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存在着紧密的承续关系，所以

所谓古典和现代、新和旧难于做一刀的划分。虽然文学家用不同的看法来分期中国文

学史的发展阶段，但是他们对于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和十九世纪的文学

发展，都没有什么很大的争论。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完整结束为二十世纪

第一十年，要么清朝被推翻年（1911 年）或者中华民国的成立（1912 年）要么 1917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却有了好多意见和各种不同主

张。 

 

一般认为，‘现代文学’是一个时间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揭示这一段时期文学的

‘现代’性质的概念。现代文学指的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思想、感情、心

理的文学。有些学者认为文学史乃是历史的一部分，文学的发展和一般历史的发展过

程有紧密的关系。所以文学史的分期和一般历史的分期可能是一致的。1917 年开始

的新文化运动和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一般国历史和文学史上的大事。第一次世

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临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工业乘机发展，新兴的

社会力量增长，为新的文化与文学运动提供了阶级文学运动的基础。而随着清末科举

制度的废除、新学教育的兴隆、新式文化教育得以发展，思想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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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最特出的是造就了一大批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有自主开放意识的新型的知识者

群体，他们成为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生力军。所以，‘五四’文学应该是新文学的起

点。  

 

中国文学是完全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体制下产生、发展的，从远古时期一直

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保持了它特殊性，随着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有些知识分子才开始

收到外国思想的影响。因此，有相当数量的文学家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

时期。另一种看法是，从 1840年鸦片战争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有一

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期。 所以这一段时期年该是现代文学时期。 

 

在这个意义上，1840 年和 1917 年都可以标志中国现代古文学的起点。有些研

究者把晚清时期至民国初期五四运动的二十几年的文学叫做‘近代文学’，以 1917 年 1

月胡适先生在 《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为新文学运动的揭开。有些专家

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见解应该打破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分立的惯例因为这种分

类因过于笼统。他们主张以新的文学史观系统阐述中国文学史的分期。 

 

然而，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划分上，中国近代文学指的是十八世纪鸦片战争

到 1919 年五四运动的这段时期的文学；现代文学指的是五四运动到 1949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年的文学；当代文学则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文学。 

 

 

3.3 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与分期 

 

一般认为，1949 年 6月 30日至 7月 28日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

者代表大会和 7月 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的

开端。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的创作活动根据中华全国第一次文学

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精神开展的。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创作、活动根据毛泽东在中国

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延安发表的讲话的精神开展的。当代文学指的特别是毛泽东执政

时期 （1949-1976）文学。1976 年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结成的所谓反革命集团‘四人帮’ 被粉碎。从 1978

年 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变化，从此

被称为“新时期文学”。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不同阶段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文学史研究者从不同

的理解与建构当代文学史。比较为通行的分期方法有三种：两种三分法和四分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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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法把中国当代文学的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四分法把中国当代文学的过程划分为四

个时期。 

三分法（一） 

第一阶段：1949-196年，十七年文学 

第二阶段：1966-1976年，文革文学 

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新时期文学 

 

三分法（二） 

第一阶段：1949-1978年，以工农兵文学思潮为主 

第二阶段：1978-1989年，以文学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为主 

第三阶段：1990年代-至今，文学进入无名化时期 

 

四分法 

第一阶段：1949-1966年，十七年文学 

第二阶段：1966-1976年，文革文学 

第三阶段：1978-1989年，1980年代文学 

第四阶段：1990年代-至今 

 

这种观点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文学研究领域毫无争论的一个定论。 

 

 

4. Summary 总结 

 

第一、中国文学的开端 

第二、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同概念 

第三、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的不同方法 

第四、中国当代文学史分期的不同方法 

 

 

第一、中国文学的开端 

中国最早的文学可以追溯到夏朝以前的上古神话时期 

那个时候人们认识水平非常低下、人们不懂科学道理 

所以借助幻想解释自然现象 

因为没有文字，事件或人物一般无法记载，文学作品是口头性的 

因为无法直接考证，文学一般是幻想性的  

商朝后期，中国形成了最初步的定型文字：叫做甲骨文 

此后中国文学进入了书面文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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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同概念 

文学史专家对现代文学的概念有不同的意见。最普遍的两种是： 

一、‘现代文学’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学史乃是历史的一部分，文学的发展和一般历史

的发展过程有紧密的关系。所以文学史的分期和一般历史的分期可能是一致的。 

二、‘现代文学’是一个揭示这一段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现代文学指的是用现

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 

 

 

第三、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的不同方法 

根据历史时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有两个主张： 

一）1840年以后  

中国文学从远古时期一直到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保持了它特殊性  

 从 1840年到 1949年中国有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期 

二）1917年或者 1919年 

从 1840年到 1917年/1919年是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可说是近代文学 

从 1919开始，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这一时期的文学才是现代文学 

 

 

第四、中国当代文学史分期的不同方法 

文学史研究者从不同的理解与建构当代文学史。比较为通行的分期方法有三种： 

两个三分法 [把中国当代文学的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 

四分法 [把中国当代文学的过程划分为四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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