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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焦虑的新维度：
英国“两种文化”之辩再探

欧 荣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 如果说 19 世纪英国文人的文化观蕴含着转型焦虑，贯穿着对机械文明所代表的“进步”话

语的质疑和批判，那么进入 20 世纪以后，英国社会的转型焦虑呈现出新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结束

的同时，也终结了人类社会“线性进步”的神话，但“科技进步”“福利至上”的话语仍然不绝于耳。这给当

年由托马斯·卡莱尔等人开创的、针对“进步”话语的批评语境增添了新的语料和新的视角，促使文化批

评向新的深度拓展。斯诺和利维斯之间的“两种文化”之辩并非简单的科学与人文之争，而是体现二者

文化观念的不同，折射出二战后英国文化观念的嬗变，尤其是科学主义、技术功利主义话语对文化观念

的侵蚀。该事件及其余波极大地影响了二战后英国文坛的文学创作和文化观念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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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利维斯（F. R. Leavis）和斯诺（C. P. Snow）之间的“两种文化”之辩（又称利维斯—斯诺之

争），学界一般将之归于“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问题”［1］38，是“科学主义”与“文学主义”之争［2］5。这些理

解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我们把“两种文化”之辩置于二战后英国社会的转型以及英国文化批评

史的大语境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这个事件隐含着更复杂的成因和内涵。

如果说 19 世纪英国文人的文化观蕴含着转型焦虑，贯穿着对机械文明所代表的“进步”话语的

质疑和批判①，那么进入 20 世纪以后，转型焦虑呈现出新的特征。二战在结束的同时，也终结了人

类社会“线性进步”的神话，但“科技进步”“福利至上”的话语仍然余音绕梁、不绝于耳。二战后 30

年常被称作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②。英国工党政府在 1948 年创建国民医疗服务体系，

为国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英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但物质的

丰裕并未带来民众精神面貌和幸福感的提升，流行文化、消费文化蓬勃发展，功利主义思想盛行，工

人阶层和青年一代对国家与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突出反映在五六十年代的“愤怒青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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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殷企平《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 19 世纪的英国》（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和《“文化辩护书”——19 世纪英国

文化批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中的主要论点。

② 参 见 Marglin S. A. ,“Lessons of the golden age: an overview,”in Marglin S. A. & Schor J. B. (eds. ), 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 Reinterpreting the Postwar Experie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pp.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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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①以及“反文化运动”②中。这给当年由托马斯·卡莱尔（T. Carlyle）等人开创的、针对“进步”话语

的批评语境增添了新的语料和新的视角，促使文化批评向新的深度拓展。

斯诺和利维斯之间的“两种文化”之辩并非单纯的科学与人文之争，而是体现二者对何为文化、

文化何为的不同看法。该事件蕴含着英国社会在科技时代的转型焦虑，折射出英国文化观念的嬗

变，尤其是技术功利主义话语对文化观念的侵蚀。该事件及其余波极大地影响了二战后英国文坛

的文学创作和文化观念之间的互动。不仅如此，英国文坛引发的“两种文化”之辩已跨越国界，在世

界范围内引发人们对高等教育和文化命题的新思考。

一、“两种文化”之辩之缘起

斯诺在 1956 年 10 月 6 日发表于《新政治家与民族》（New Statesman and Nation）周刊的文章中首

次提出“两种文化”之说，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1959 年 5 月 7 日，斯诺受邀于剑桥大学发表

里德演讲③，再次论述自己的“两种文化”说。他在演讲中把文化分为“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指

出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认识和理解上的鸿沟。他的观点可归结为四个方面：（1）斯诺声称自己身

兼科学家和作家的双重身份，经常往返于这两个团体之间，在他看来科学家和文学知识分子代表两

种文化，这两种文化互不理解，有时甚至是仇视和憎恨。（2）科学文化是新兴文化，文学知识分子代

表的传统文化正在衰退。（3）在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社会进入一个科技变革时代：科学革命影响一

切，是解决贫困的唯一手段。英国应加强科学文化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以应对正在发生的科学革

命。（4）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问题只有通过工业化和科学文化才能解决④。后来，该演讲以《两种

文化与科学革命》为题分两期连载于文学期刊《交锋》（Encounter）（1959），此期刊的读者群为英美

两国的知识分子，斯诺的观点故而在大西洋两岸引起极大的反响。

利维斯与斯诺同出剑桥，但他一向视斯诺为沽名钓誉之徒。斯诺的演讲出版之始，他认为不值

一驳。但他没想到此书一经出版（1959），便洛阳纸贵，两年之内再版了七次，并进入英国中学课堂，

作为剑桥大学入学考试的必读书目。这时，他才拍案而起。

1962 年 2 月 28 日，利维斯在剑桥大学唐宁学院的里士满讲坛发表了言辞犀利的演讲，题为《两

种文化？论斯诺勋爵的重要意义》，一一驳斥斯诺的观点。虽然利维斯稍显刻薄的措辞和咄咄逼人

的文风遭到包括美国批评家特里林（L. Trilling）在内的许多学者的批评，但他却坚称自己的演讲并

不是针对斯诺的个人攻击或否定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更不是争论人文与科学孰轻孰重，他

真正的靶标是大众社会确立文化权威的浅薄方式以及斯诺所代表的技术功利主义话语。

首先，对于斯诺自诩为沟通科学与文学两大阵营的文化权威，利维斯并不认同。利维斯视斯诺

为科学界的公关先生，没有资格代表真正的作家。在他看来，斯诺的写作正是他在《大众文明与少

①“愤怒青年”文学思潮盛行于 20 世纪 50 年代，集中表达了战后中下层出身的青年人对社会体制的不满与愤怒，如韦恩的《每

况愈下》（1953）、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1954）等。

②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社会危机渐浮表面，战后的黄金时代接近尾声。年轻一代掀起席卷全球的

反文化运动，反对遵从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这个时期的英国社会风貌在莱辛的《最甜美的梦》（2001）中可

见一斑。

③ 罗伯特·里德演讲是剑桥大学设立的年度公共演讲，以英国 16 世纪民事高等法庭大法官罗伯特·里德爵士名字命名，常简

称里德演讲。

④ Snow C. P. , The Two Cultures, with Introduction by Stefan Collin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24。该

版本包括《两种文化》和《再谈两种文化》（1963）。译文参考[英]查尔斯·珀西·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笔者有改动。此中文译本除了《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还包括斯诺后来发表的《再谈两种文

化》《利维斯事件和严重局势》《科学和政府》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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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文化》以及《文化与环境》中批判的“报刊式写作”，是一种娱乐化、商业化、大批量生产的“都市

文学文化”。在他眼中，作为严肃小说家的斯诺“根本不存在”，斯诺代表的庸俗都市文学文化是“技

术功利主义”①造成的文化恶果，斯诺被奉为文化名人和知识权威的现象，体现了当下英国社会良莠

不分的文化状况，这就是“斯诺勋爵的重要意义”［3］54-57。其次，利维斯指出，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

命题是个伪命题，没有所谓的“科学文化”，因此也就没有所谓的新兴文化和传统文化之分，只有一

种文化，即以文学批评为核心的文化传统［3］101。再者，利维斯不否认科技和物质文明在现代社会中

的重要性，但技术进步、物质水平的提高以及公平分配并非人类追求的唯一目标，人类的生存还有

其他事关人性和人生意义的考量。而现代人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洞察则受益于文化传统，作为严

肃学科的英文研究是保存和发展文化传统的重要手段［3］105-106。

斯诺和利维斯的“两种文化之辩”常被视为半个多世纪前托马斯·赫胥黎（T. Huxley）与马修·阿

诺德（M. Arnold）之间关于大学课程中文学与科学孰轻孰重之争的延续②。但这种联系虽有启迪意

义，但容易模糊两场争论焦点的差异和所处社会历史语境的不同，容易造成简单化的理解。1880

年在伯明翰大学梅森科学学院的成立典礼上，赫胥黎发表了题为《科学与文化》的演讲。在演讲中，

赫胥黎批驳阿诺德的文化观。赫胥黎认为阿诺德对文化的定义包括两点：“（1）对生活的批评是文

化的核心；（2）文学包括构建这种批评的所有材料。”［4］1431他同意第一点，反对第二点。在赫胥黎看

来，现代社会中科学的影响无处不在，科学知识同样提供对“生活的批评”，因此“为了获得真正的文

化，单纯的科学教育至少与单纯的文学教育同样有效”［4］1431。

但如果我们深入考察阿诺德的文化批评，便会发现赫胥黎对阿诺德在文化中“独重文学”的指

责似乎师出无名。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把文化定义为“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并指出

“文化即对完美的追寻。它的动力并非只是或主要是追求纯知识的科学热情，其动力也来自行善的

道德热情和社会热情”；“文化在确定完美的内涵时，要参考人类经验就这个问题所发表的全部见

解，倾听来自艺术、科学、诗歌、哲学、历史和宗教的各种声音，如此才能使结论更充实，更明确”③。

故此，1882 年阿诺德在剑桥大学发表里德演讲，题为《文学与科学》，驳斥了赫胥黎对他的无端指

责，再次强调他对文化的界定，即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精华，不仅包括文学艺术，也包括现代科学成

果”，在这一点上，他和赫胥黎没有分歧。他承认科学训练的重要性，但反对将其置于教育的主导地

位；他尤其反对赫胥黎、勒南（E. Renan）等人把人文学科看作浅薄的、装饰性的，反对他们把人文学

科看成科学和真知识的对立面，因为“真正的人文主义就是科学性的”［5］1417-1418。

然而，如果我们全面考察赫胥黎的相关论述，就会发现阿诺德对赫胥黎“独尊科学”的指责似乎

也是无端之言。赫胥黎在伯明翰演讲中主张科学教育应在高等教育中占一席之地，在科学学院中

占据主体，但并非要求把科学教育置于大学教育的中心地位。赫胥黎也并非否认文学教育的重要

性，他明确指出，没有文学教育的知识文化是不完整的，他不希望看到科学学院培养出的是“畸形

人”［4］1435。赫胥黎虽然没有对文化加以界定，但他提出，文学、科学加上艺术教育才是“相对完整的

文化”［4］1435。

如此看来，正如乔治·列文（G. Levine）曾指出的那样，世人往往夸大了赫胥黎和阿诺德之间的

冲突，两者之间的分歧并不是根本性的［6］124。赫胥黎一方面强调科学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

① 利维斯在演讲中谓之“technologico-Benthamism”。

② 参见 Trilling L. ,“The Leavis-Snow Controversy,”in Beyond Culture: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Learning,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5, p. 127；陆建德《思想背后的利益——文化政治评论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4 页。

③ Arnold M. , Culture and Anarch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tic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4-36。

译文参考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8-10 页。

译文有少量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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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反复提醒人们，科学教育必须避免科学工作者的片面发展。他批判功利主义的教育观，认为工

业发展是手段而非目的：“假如由工业繁荣带来的财富被花费在满足没有价值的欲望上的话，假如

制造工艺过程的日益完善使得参与这种过程的那些人品质日益低劣的话，我实在看不出工业繁荣

的好处。”［7］110

由此可见，赫胥黎和阿诺德的文化观和教育观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赫胥黎的演讲中，他反功

利主义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人文主义的信仰仍然存在。但斯诺在其演讲中，已经全面拥抱技术功

利主义。在斯诺时代，技术功利主义思想已占据主流，在技术功利主义话语的侵蚀下，文化观念已

经发生了嬗变。斯诺与利维斯之间的争论体现了二者文化观念的本质不同。

二、何为文化？文化何为？

其实，如果我们深入剖析就会发现，斯诺和利维斯所使用的“文化”概念并非同一所指。伊格尔

顿（T. Eagleton）在《文化的观念》中梳理了西方文化批评语境中的三种文化观念：一是与文明相对

立，作为反资本主义的批判话语；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有特色的生活方式；三是逐渐专门用于指代

文学艺术的文化观念［8］15。

在英国文化批评语境中，文化最初的概念是指农耕或畜牧，是一个派生于自然的概念，最先表

示一种完全物质性的过程。到了 18 世纪，文化的概念和意义开始发生转变。柯勒律治（S. T.

Coleridge）在《论教会与国家的体制》中用“教养”一词指代文化，首次将“文化”看作人的价值和自我

发展的表现，赋予文化以精神意义。19 世纪的英国文人卡莱尔、阿诺德继承柯勒律治的浪漫主义

有机文化观，将文化看作现代工业文明的反制力量。“文明”与“文化”逐渐成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

按照浪漫主义的文化观来看，“文明是抽象的、孤立的、碎片的、机械的和功利的，拘泥于对物质进步

的一种愚钝的信念，而文化则是整体的、有机的、美感的、自觉的和回顾性的”［8］11。 现代文明是指以

机械的崛起为标志的工业文明，而“文化”概念也演变为“对工业文明的焦虑”“对于社会转型的焦

虑”，因此文化的功能也就是“化解这种焦虑”［9］5-9。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明确指出：“文

化把人类的完美内化于人性的成长和张扬”，“文化为人类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在现代社会中，这种

职责尤其重要。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在文明，且有

愈演愈烈之势”［10］36-37。利维斯继承了阿诺德的文化观，在《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开篇的题词中

就引用了这段话，强调文化对机械文明的抗衡作用，并在后文中指出：“‘文明’和‘文化’正成为对立

的两个概念。不仅文化失去了力量和权威感，而且一些对文明最为无私的关注反而有意无意地加

害文化。”［11］25由此可见，利维斯的文化观仍然呼应着阿诺德对文化的界定，即人类思想和言论的精

华。显然，这一定义意味着只有一种文化，即文化传统。

与利维斯的文化观不同，斯诺演讲中的文化概念更多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如伊格尔顿所言，现

代的文化观念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类学的发展［8］26。在 19 世纪，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盛行，人类学

意义上的文化观念逐渐形成，并常与文明一词混淆使用。英国人类学奠基人爱德华·泰勒（E. B.

Tylor）在其著作《原始文化》第 1 卷《文化的起源》的开篇提出：“从广义的人种论的意义上说，文化或

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

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①

按照人类学的观点，人类文化的主流自原始到现代，都是由野蛮向文明发展的，而从野蛮阶段

① Tylor E. ,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Art, and Custom, vol. 1, London:

John Murray, 1929, p. 1。译文参考[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蔡江浓编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 页，部

分措辞做了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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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现代文明阶段的转化就是艺术和知识的进步，这是文化发展中的一个主要成分［8］12-16。显然，这是

把物质文明进步等同于文学艺术进步的机械进化观。随着英国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人类学意

义上的文化观念也得到普及，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8］131-136。

艾略特（T. S. Eliot）在《文化定义札记》中修正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观念，他指出，“文化不是几种

活动的总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民族的文化如要繁荣，就应该是多种文化的集合，其合成物

既互相受益，又有益于整体；文化没有进步和落后之分，要尊重每一种不同的文化［12］41-65。

阿诺德坚持文化的有机性，赫胥黎认可文化是科学、文学、艺术的整合，艾略特强调总体文化与

地域文化的有机统一，而斯诺在里德演讲中已经不由分说地把文化分解了。斯诺提出“两种文化”

的概念，即把文化看成是知识的累加，而且可以截然分开。如此一来，便把文化概念做了简化和量

化处理。在他眼中，社会群体便可以代表文化，同一文化的成员“具有共同的态度、共同的行为标准

和模式、共同的方法和设想”。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两种文化”的区别在于对待未来的不同态度：

对于科技革命的到来，科学家们“无须思考便做出同样的反应”，他们“骨子里就有未来”；而文学文

化的共同之处是“非科学的气氛”，甚至是反科学的思想，文学知识分子希望未来根本不存在，他们

都是“卢德分子”①。两相比较，科学文化代表未来，是新兴文化，而文学知识分子代表的传统文化则

在衰退［13］9-11。如果说斯诺讲到科学家和文学知识分子之间存在互不理解的鸿沟时，还是一种描述

性的语言，那么他讲到科学文化之“新兴”，文学文化之“衰退”以及科学革命、科学教育能解决一切

问题的时候，无疑已带有强烈的个人价值判断。

对于利维斯言辞犀利的批驳，斯诺意识到自己对“文化”定义的不足。一年之后，斯诺在《再谈

两种文化》中再次强调自己借用了人类学范畴内的文化概念，科学家和文学知识分子群体的内部成

员有着“共同的态度、共同的行为标准和模式、共同的方法和设想”，因而可以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

他仍然认为“两种文化”的提法对他当时的思想表达是有效的［13］64，68。

斯诺在之后的一次演讲中再次提到“两种文化”是“两种理解、两种对待经验的方式”。在他的

论述中，我们又一次听到“进步”话语的喧嚣：科学文化是历时的，人文文化是共时的；“人文文化没

有内在的进步。有变化，但是没有进步，没有一致意见的增加”，科学文化“是积累的、组合的、集合

的、共意的，注定了必然穿越时间而进步”，这是科学对人类思想最珍贵的礼物［14］120-123。

因此，斯诺和利维斯并非就同一个文化观念而辩。斯诺借用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他

的文化观是工具理性和技术功利主义主导下的文化观，他以量化的标准衡量“两种文化”的优劣、进

步与落后。而利维斯传承的是浪漫主义文化观，在他看来，文化是反制外在文明的力量，因此只有

一种文化，即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人类文明的精华，是不可分解的，鲜活的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表

征。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便可发现，利维斯和斯诺迥然有别的文化观源于不同的转型焦虑。

三、转型焦虑的新维度

两次世界大战使英国从 19 世纪的世界强国走向 20 世纪的帝国衰落。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

英国的霸权地位。虽然英国在一战中打败了主要对手德国，但战争的破坏使英国元气大伤。第二

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英国的衰落，英国的经济陷入依附于美国的窘境，文化上也面临美国商业文化、

消费文化的侵蚀，苏联的崛起更让战后英国人陷入冷战思维的焦虑中。利维斯和斯诺之间“两种文

化之辩”也蕴含着二战后英国社会在科技时代、冷战时代、商业化时代的转型焦虑。

斯诺的焦虑更多是政治性的。在二战期间，斯诺身为科技工作者的背景帮助他在政府谋得一

① 工业革命之初，英国卢德派工会工人用捣毁机器等手段反对企业主，被称为卢德分子（Luddites），后泛指反对工业文明以及

新科技的人士。此处斯诺意指文学知识分子具有反科学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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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公职，负责招募为英国政府服务的科学家，因此对现代科技的发展和英国政治管理制度了然于

胸。他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社会进入科技变革时代，这种变革把科学研究成果应用于工业。

斯诺在演讲中谴责英国教育制度自维多利亚时期起便过于偏重人文学科，忽视科学和工程技术教

育，国民受教育比例低，学校教育中科学课程占比少，应用科学人才更少，英国教育培养出来的专业

化人才无法有效管理现代科技社会。相比之下，德国、美国、苏联对科技教育的重视使得这些国家

在科技时代更有竞争力。因此，斯诺提倡科学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维护英国利

益，应对美、德的科技竞争以及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威胁①。他认为，如果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不

用科技去帮助第三世界国家，苏联就会扩大势力范围，成为第三世界的主宰，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应

该培养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改变贫困的命运。学界对“两种文化”的探讨往

往忽略了斯诺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立场引发的焦虑。

斯诺把科技发展与政治利益捆绑在一起。他在《科学与政府》的演讲中提出应该有更多的科学

家参与政府决策。在他看来，在自然科学方面训练有素的人，具有善于思考和对社会富有想象力的

头脑，“优秀的科学家对未来有预见性”，而专职的行政管理人员缺少“预见的天赋”［14］197，210。斯诺也

意识到科学的两面性及科学家的道德责任，发达国家之间核竞赛的危险性，以及世界范围内贫富之

间的差距，但他相信这些问题只能依靠科技解决，科学家有责任向世界说明核危险，并帮助第三世

界国家走上富裕的道路［14］220-221。

在《利维斯事件和严重局势》中，斯诺回顾自己的里德演讲，明确自己当时最关心的主要是“世

界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以及“这一鸿沟如继续扩大的危险”。他再次提到应用科学的两面

性：“它在这一刻把印度从地方饥荒中拯救出来，另一方面却又给我们送来了氢弹”，但他对科技的

信仰毫不动摇，坚称“这也是我们仅有的武器”［14］118-119。这时，他对科学和人文之间的鸿沟已经避而

不谈了。

如果说斯诺对“两种文化”的思考更多出于功利主义的政治考量，那么利维斯的焦虑才是真正

文化性的。他焦虑的是美国消费文化和商业文明对英国文化传统的侵蚀，他担心技术功利主义侵

蚀一切，大众文明吞噬一切，真正优秀的文化沦为少数人文化或弱势文化，而出于商业目的大规模

生产的消费文化成为主流文化②。他焦虑的是，在打着文化旗号的科学进步话语体系中，物质水平

的提高成为衡量幸福生活的唯一标准，增加和有效分配财富成为唯一重要的问题，文化则降格为物

质财富的装饰。

在利维斯看来，斯诺代表的正是毫无创见、满口陈词滥调却被大众媒体奉为权威的都市庸俗文

化，这种庸俗文化与伟大的文学传统势不两立。在他眼中，斯诺之类的文学知识分子正是“艺术和

生活的敌人”［3］61。利维斯一再声称，他并非挑战或试图阻挡现代科技推动的外在文明的加速进程，

也并非反对斯诺完善科学教育的主张，但这些考虑远远不够。在高歌猛进的进步话语中，真正的文

化提醒我们反思两个问题：“人生的价值何在？人类生活的最终目的何在？”［3］68-71

1963 年《两种文化？论斯诺勋爵的重要意义》在美国出版，利维斯在序言中强调自己对斯诺并

没有个人恩怨，他演讲的目的是揭露大众媒体炒作“文化名人”的运作机制，他挑战的是由日报、周

刊、BBC、英国文化协会等都市文化机构组成的利益集团。他认为，斯诺代表的“文学文化”就是“制

造名人效应的文化”，这便是技术革命带来的文化后果，但他呼吁英国民众“不应视这些文化后果为

不可避免或机械、盲目地任其泛滥，我们有必要采取有别于斯诺的思考和努力”［3］85-86。

1966 年利维斯发表《卢德分子？还是说，只有一种文化》，再次表明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只关

① 1957 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激起了西方世界的军事和经济恐慌，进而引发美苏科技和军备竞赛。

② 国内学界对利维斯提出的“少数人文化”的概念存在一定的误解，笔者对此做过深入探讨，详见欧荣《从“少数人”到“心智成

熟的民众”——利维斯的文化批评与“共同体”形塑》，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4 期，第 98-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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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技术和物质进步以及公平分配是不够的，还有其他事关人类本质和人类需求的考量指导我们的

努力。”［3］90他驳斥了斯诺将 19 世纪伟大的英国小说家视为“卢德分子”的荒谬逻辑，并再次驳斥斯诺

的“两种文化”论，坚称“只有一种文化，所谓的两种文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3］101。利维斯之所

以要一再坚持一种文化，是因为按照斯诺量化的标准，人文学科就有可能被简化，被化约为与自然

科学一样的性质，而被技术功利主义标准所衡量。

虽然斯诺和利维斯焦虑的源头不同，但二者都把化解焦虑、解决文化难题的重任托付给教育，

尤其是大学教育。由于文化观不同，二者的教育观也就有着天壤之别。前者体现工具理性的教育

观。在斯诺看来，大学教育的功能是回应社会的需求，回应科技发展的需求，培养更多的科学家和

专业技术人员，而政治家、行政管理人员乃至整个社会都应该接受适度的科学教育。在这种教育观

念的指导下，促进经济繁荣，满足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教育政策的首要目标。

利维斯则持有人文主义的教育观。在利维斯眼中，大学等机构的成立就是为了卫护、推进文化

和人性多方面的发展。大学应当是培养人性意识和责任感的中心，是具有批判精神和创造力的共

同体。他强调大学要培育修养良好、心智健全的民众，这个群体深深理解文化传承的必要性和自身

的使命感，以应对现代文明的困境［4］131。

阿道司·赫胥黎（A. Huxley）①在利维斯的里士满演讲后，曾发表评论批评利维斯的文学主义，

对此利维斯予以反驳。事实上，利维斯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关注到剑桥大学学科内部之间的疏

离，他提议在人文学科内创造一个文学研究的联络中心，强调文学研究不应局限于本身，深入的文

学研究必然与其他学科领域相通［15］33-35。在《卢德分子？还是说，只有一种文化》一文中，利维斯声

明自己并不相信任何特殊的文学价值，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所关注的是文学对生活的批评，文学批评

要超越学科界限，成为思想探索的中心和起点，理想的英文学院应该包括其他学科的师资。真正的

文学老师不仅仅教授知识，还要和学生一起从事文学批评事业，创建合作性的共同体，在批评中有

所创造，在争论中有所创新。英文研究通过合作性的批评活动把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思想用于回应

当下的问题，这才是文化的意义所在［3］110-111。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利维斯—斯诺之争”并非仅关乎科学和人文孰轻孰重。在不同学科之间

应加强沟通和交流的问题上，二者看法无殊。利维斯和斯诺之间的“两种文化之辩”凸显了战后英

国社会在科技时代、冷战时代、商业化时代的转型焦虑。

四、余 论

利维斯既是文化批评家也是文学批评家，而斯诺既是科学家又是文学家，二人均在文坛有举足

轻重的影响。二者的两种文化之辩也推动了战后英国文坛的文学创作和文化观念之间的互动：从

斯诺到戴维·洛奇（D. Lodge），从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到麦克尤恩（I. McEwan）的作品中，我们

都可以听到“两种文化之辩”的回响，贯穿着英国文人对技术功利主义所代表的“进步”话语的反思。

斯诺的科学和文化观念与其小说创作形成了持续的互动。在斯诺的《院长》中，科学家克劳佛

德和人文学者杰戈之间对院长一职的竞争，代表了作者眼中“两种文化”的对决。小说结尾克劳佛

德的胜出象征着科学文化的胜利。《新人》中科学家马丁代表的“新人之新”反衬出文人韩金斯的“旧

人之旧”，呼应了斯诺的两种文化观：“科学文化是新兴文化，传统文化在衰退。科学家骨子里就有

未来。”如陆建德所言，读了斯诺《两种文化》的有关表述后，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有意把早就酝酿于

胸中的‘两种文化’的想法塞到这位反面角色的嘴里，使他成了斯诺后来公开抨击的‘传统文化’或

① 阿道司·赫胥黎，英国著名作家和哲学家，是前文所述与阿诺德争论的托马斯·赫胥黎的孙子，著有《美丽新世界》（1931）等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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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者’的拙劣的代言人”［16］159。

在戴维·洛奇的《好工作》中，男女主人公维克和罗宾之间有关大学教育的分歧继续着两种文化

的论战。在二者的最初交锋中，企业家维克以机械工程为例，主张教育“实用论”，而高校文学教师

罗宾坚持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人的思想情感。维克声称衡量教育的唯一标准是花费时间和精力后

产生的经济价值。与此相反，罗宾认为“有意义”“有回报”的工作就是“好工作”，并非一定用金钱来

衡量［17］128。在洛奇的后期小说《想》中，我们再次看到“两种文化”的冲突与沟通，小说中文学院和理

工学院对峙的两座大楼宛如“两种文化的建筑寓言”［18］11，语言学家拉尔夫和小说家海伦在探索人类

意识本质的过程中从科学和人文的两极逐渐走到一起，海伦在拉尔夫牵头主持的“跨学科意识研

究”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为科学界提供了“意识研究的文学视角”［18］130。

在石黑一雄的《永远不要弃我而去》中，我们看到作家对科技进步话语的推敲，科学的进步使人

类造出了“克隆人”，却失去了人性，呼应了阿诺德对科学迷信的批判：自然科学的盲点是对人性构

成要素的忽视［5］1420。小说通过克隆人的叙事解构了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性观，通过对西方历史上人

性之界定的持续拷问，表达了作家强烈的生态焦虑和人文关怀。

伊恩·麦克尤恩的《星期六》也暗藏着“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与鸣奏。诗人黛西试图改变作为

医生的父亲“独尊科学”的偏见，后者则对文学的功用嗤之以鼻，坚持以科学理性看待、解决一切事

情。通过诵读阿诺德的《多佛海滩》，黛西成功感化了入室抢劫犯巴克特斯的精神和心智，消除了暴

力危机。而贝罗安凭借精湛的医术，解决了巴克特斯的肉体之痛，还决定放弃对他的起诉。尚必武

指出，借助小说，麦克尤恩指出了“两种文化”在排他性背后的互补可能，即科学之于人的肉体犹如

文学之于人的精神，从而为横亘在两大学科之间的“斯诺命题”做出了完美的注解①［19］137。

不仅如此，英国文坛引发的“两种文化”之辩已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人们对高等教育和

文化命题的新思考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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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Dimension of“ Transitional Anxiety”：“ Two Cultures”Debate Revisited

Ou R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Hangzhou 311121，China）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cultural criticism initiated by Thomas Carlyle and other British men of

letters in the 19th Century that embodies their “transitional anxiety”, revealing their doubt and critique

on the “progressive discourses” of mechanical civilization,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20th Century reflects

a new “transitional anxiety” with new characteristics. Though the two world wars finished up the myth

of linear social progress, the optimistic discourses like “scientific advance” and “welfare first” were still

prevailing, which provides new targets and new context for the British post-war cultural criticism. The

“Two Cultures” Debate between F. R. Leavis and C. P. Snow tend to be simplified as a controversy over

literature and science, as critics mostly attend to their initial talks and neglect their later reflections and

revisions. If we explore the event throughout, however, and put it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post-war transitional period, we will find that rather than just a division of “science vs. literature”, it

reveals two different ideas of culture. Borrowing the concept of culture from anthropology with an

instrumental and utilitarian understanding of concept, Snow evaluated the Two Cultures in terms of

quantity. Leavis, on the contrary, inherited the Romantic idea of culture as a counter force to resist the

“external civilization” and therefore, in his mind, there was only “one culture”, the cultural tradition,

which was the best of human accomplishments and indivisible.

The opposite ideas of Leavis and Snow originated from their different “anxiety” over the historical

transition of the post-war English society. Snow’s anxiety arose from his political and utilitarian

considerations as he advocated the centrality of science in school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British interest against the Americans and Germans in scientific competition and the ideological rivalry

of the Soviet Union. Leavis suffered from the truly cultural anxiety as he was frustrated by the erosion

of English cultural tradition by the American commercial and consumption culture. He was worried that

the great English tradition would decline and become a “minority culture” while “mass civilization”

would become a major culture. Though they had different sources of anxiety, both entruste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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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education in particular, with the mission of relieving their anxiety and tackling the cultural

challenges they were faced with. Likewise, owing to different ideas of culture, they had different

expectations of education. Snow understood education as being instrumental in producing talents for the

service of the society; Leavis, by contrast, believed in the humanist education.

To sum up, the Leavis-Snow Controversy reflects the change of ideas of culture in post-war Britain

affected by scientism and technologico-Benthamism. The event and its aftermath have found echoes in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some post-war and contemporary British writers, including Snow himself, David

Lodge, Kazuo Ishiguro, and Ian McEwan, manifesting fruitful interaction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Moreover, the “Two Cultures” Debate originating in England has provoked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to reflect on the missions of culture and higher education ever since.

Key words: UK; Two Cultures Debate; C. P. Snow; F. R. Leavis; transitional anxiety; idea of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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