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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李鋭，男，1950 年生於北京，祖籍四川自貢，1966 年從北京楊閘中學畢業。

同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1969 年 1 月，李鋭在中共知識青年（以下簡稱

知青）1「上山下鄉」2運動中來到山西的呂梁山區插隊落戶，在這期間他的父母

因冤案過世了，這激發了他後來的創作。1975 年他進入臨汾鋼鐵廠，1977 年調

入《汾水》編輯部，1988 年，他離開了曾先後擔任過編輯、編輯部主任、副主

編的《山西文學》編輯部，成為專事創作的山西省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1998
年 12 月當選為山西省作家協會副主席。2003 年李銳宣布辭去山西省作協副主席

職務，同時退出中國作家協會，只保留山西省作協會員的資格。3李銳的作品被

翻譯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蘭文等多種文字出版，還多次應邀

參加像諾貝爾文學獎百年慶典這樣重要的國際文學交流活動，可說是中國當代頗

具份量的作家。 
李銳於 1973 年開始文學創作，他曾在散文集中描寫這一過程： 

 
那年冬天同學們都回北京了，只有我一個沒走，我在我那間沒生火的凍屋

子裡，發著瘋地要弄出一篇小說來。不生火不是不怕冷，是沒錢，買不起

焦炭。4 

 
在這種苛刻的生活條件下，李銳開啟了他的寫作生涯。他的處女作〈楊樹庄的風

波〉刊登在 1974 年的《山西群眾文藝》第二期，作品內容則未脫農村階級鬥爭

                                                 
1 「知識青年」的定義隨著中共政治環境的變遷，而有不同的界定，在延安時期，知識青年與學

生青年、工人青年、農民青年等並列，指具有一定文化科學知識的年輕腦力勞動者。文革中，

毛澤東又依教育程度，將知識青年界定為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青年。文革後，則專指文革

其間參加「上山下鄉」運動的青年學生，主要包括被稱為「老三屆」的 1966、1967、1968 年

初、高中畢業生，以及被稱為「新三屆」的 1969、1970、1971 年初、高中畢業生。（參見宋如

珊：《從傷痕文學到尋根文學－文革後十年的大陸文學流派》，台北：秀威資訊科技，2002 年。） 
2 上山下鄉運動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年，六十名北京青年組成了青年志願墾荒隊，遠赴黑龍江

省去墾荒。1957 年，中共中央在〈1956 年到 1967 年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中提到：

「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年，除了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

上山下鄉去參加農業生產，參加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偉大事業。」而真正有組織、大規模地把

大批城鎮青年送到農村去，則是在文革後期，毛澤東決定給紅衛兵運動剎車的時候。1968 年

12 月，毛澤東下達了「知識青年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

山下鄉運動大規模展開，1968 年當年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幾乎全部前往農村。 
3 李鋭在發給記者的〈致文友公開信〉中表示：「……深感作協日益嚴重的官僚化、衙門化，日

益嚴重的政黨化，在這種官本位的等級體制下，文學日益萎縮，藝術、學術無從談起。換屆成

了被權力操縱的木偶戲，由此而引發的『換屆綜合症』已經成爲從上到下的嚴重流行病。」（參

見《太原日報‧雙塔周刊》，2003 年 10 月 22 日） 
4 李鋭：〈范素雲〉，《拒絕合唱》，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2 年，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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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框架，但卻標誌著李鋭文學生涯的起步。 
1977 年李鋭調入《汾水》編輯部後，陸續創作了〈月上東山〉、〈霉霉的兒

子〉、〈五人坪紀事〉、〈丟失的長命鎖〉、〈「窗聽社」消息〉、〈鳳女〉等中短篇小

說。後由北岳文藝出版社在 1985 年結集出版，此書收入了李銳 1983 年以前的主

要作品，共十六個短篇，一部中篇，約十七萬字，集子中的小說多取材於農村生

活，有批判傳統封建思想，如〈月上東山〉，直指將女人的生命價值寄託在生育

上的愚昧；亦有陳述官僚制度因循貪腐，如〈小小〉，最終導致一條生命離開人

世的悲哀，或凸現農民對新生活的渴望（如〈丟失的長命鎖〉、〈霉霉的兒子〉、〈指

望〉等 ），或表現強大的傳統觀念或封建思想對現代文明的同化力量（如〈靜靜

的南柳村〉、〈五人坪紀事〉等），這些小說的技巧尚不成熟，也還未找到適合自

己的藝術風格和表達形式，不過從這些最初的作品當中，多少可以找到李鋭作品

風格的雛形，例如李鋭冷峻的寫作筆調，在〈「窗聽社」消息〉中便可略見端倪。

此外，封閉農村環境對外來文化的抗拒，在之後李鋭的作品中，幾乎成為一個敘

事典型，無論是《無風之樹》中，瘤拐們對大個子（劉主任、苦根兒）政治運動

發自內心的排斥；或是《萬里無雲》中，村民對於攜帶啟蒙理想的張仲銀的無法

理解，都重複了這樣的主題。 
1985 年，李鋭發表了中篇小說〈紅房子〉、〈古牆〉、〈野嶺三章〉等作品。〈紅

房子〉是李鋭作品中少見的、以自己青少年時期的經歷為題材的作品，記錄了他

初中之前，在北京東郊實驗農場中生活的種種，也許正是因為描述自己充滿趣味

的童年，李鋭的筆觸純真溫暖，正如評論家李國濤在《李銳的氣質和藝術》中所

說： 
 
《紅房子》是為讀者創造了一個「天真」的世界，……有無窮無盡的事件、

情緒，令人神往。……它有點「紀實文學」的調子，給人以強烈的真實感。

而事情是侃侃敘來，毫不費力。看來似乎不講究技巧，而一切都十分妥貼

自然，很有韻味。不妨再借一個詞來說吧，有點「神韻」。5 
 

隨後，李鋭又發表了〈古牆〉、〈野嶺三章〉。前者特殊的三線並立結構，試著將

過去、現在、未來做一種整體的對比，一方面顯示了李鋭在作品形式上的力求突

破，一方面從故事中蓄意描寫的長城腳下年代久遠的石碑、古老的轍痕、縣志上

的烈女傳，則可發現李鋭對歷史展開了思索，而石碑、轍痕、縣志成為一種象徵，     
反覆出現在李鋭的創作中，它們代表著一切人為的紀錄，是時間的見證，證明了

人類的渺小、人生的短暫，映襯出自然的永恆。〈野嶺三章〉描寫了一個家庭三

代女性的婚姻、愛情悲劇，在故事結構的設置上以婆婆、媳婦、孫女各自的故事

分別敘述，呈現出異中有同的悲劇情節，揭示出傳統文化的永恒束縛。 

                                                 
5 李國濤：〈李銳的氣質和藝術〉，《當代作家評論》，1987 年第 4 期，頁 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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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年 11 月，《人民文學》、《上海文學》和《山西文學》同時推出了他的

短篇小說《厚土》七篇，引起了海內外文壇的高度關注。《厚土》屢獲獎項，包

括第八屆全國優秀短篇小說獎和第十二屆臺灣《中國時報》文學獎，並於 2004
年獲法國政府頒發藝術文學騎士勳章。6李鋭從此躍上國際舞臺，成為注目焦點。

《厚土》的風格內斂，語言簡潔，內容呈現了呂梁山農民凝滯的生活和生存的困

境，在冷峻的筆調中可以感受到作者悲涼、哀矜的的情緒，這和魯迅：「哀其不

幸，怒其不爭」的思想一脈傳承，亦是李鋭人道精神的體現。 
1991 到 1993 年，他創作了三個中篇〈傳說之死〉、〈黑白〉和〈北京有個金

太陽〉》以及一部十七八萬字的長篇《舊址》。基本上來說，《舊址》是〈傳說之

死〉的延伸，也是李銳的第一部長篇小說，他首次以自己的故鄉和家族為書寫對

象，也許正因如此，《舊址》的風格完全不同於《厚土》的冷峻，取而代之的是

一種飽含激情的敘述，盡管如此，李鋭本人卻相當不滿意，認為： 
 

在用《舊址》做了一次表達之後，我總覺得不滿，不夠，遠遠不夠。盡管

有不少的讀者和評論家很喜歡《舊址》。我尤其對《舊址》的語言不滿意，

總覺得它太浮躁，它甚至沒能擺脫當時文壇的流行腔。比如《舊址》那個

糟糕的第一句，讓我至今不能原諒自己。在寫了《舊址》之後，我一直在

心裏醞釀著也許可能的下一部書。7 
 
但是《舊址》蘊含的歷史思考並不因李鋭自己的不滿意而有所稍減，《舊址》依

然在 20 世紀末被海外評為「華文小說百年百強」之一。 
〈黑白〉及〈北京有個金太陽〉重回了李銳所熟悉的呂梁山，但和《厚土》

不同的是，《厚土》將農民作為主要表現對象，而〈黑白〉及〈北京有個金太陽〉

則以知青為主要描寫對象。此時，「知青文學」8已逐漸式微，李鋭身為一個具有

六年插隊經驗的知識青年，但卻沒有順應潮流，反倒選擇在這時候創作知青文

學，正說明他始終奉行以表達自己的思想及體驗來創作的主旨。 
1995 年初李銳推出了第二部長篇小說《無風之樹》，在《無風之樹》推出前，

李銳因為在創作上的努力及成績獲得了莊重文文學獎，再次肯定了李鋭的小說價

值。而對於《無風之樹》的創作，李鋭表現出罕有的激動： 
 

自從《厚土》結集之後，我有三年的時間沒有寫小說……三年之後，我有

                                                 
6 2004 年，李銳又在巴黎舉行的「第 24 屆法國圖書沙龍」上獲得了「法蘭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勳

章」，獲此殊榮的大陸作家除李銳外，還有莫言和余華。 
7 李銳：〈銀城故事訪談〉，《銀城故事‧代後記》，台北：麥田，2002 年，頁 249。 
8 知青文學的涵義有廣狹兩種：廣義的知青文學，僅以作者身份為衡量標準，泛指知青作家創作

的文學作品。狹義的知青文學，同時以作者身份和作品題材為衡量標準，指知青作家取材自知

青生活的文學作品。而從廣狹二義來看，〈黑白〉及〈北京有個金太陽〉都可稱之為知青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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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離開呂梁山，用一年的時間寫了長篇小說《舊址》，然後我又回到了呂

梁山，開始了我這個新的系列──「行走的群山」，寫了中篇小說《黑白》

和《北京有個金太陽》，雖然有了一些變化，可直感告訴我還是不能滿

意。……直到去年寫完了《無風之樹》，我才覺得這一次是真正的超越了

自己。這中間花了整整六年時間。9 
 
《無風之樹》是由《厚土》中的一篇〈送葬〉演化而成，但由於李鋭採取的敘事

技巧，使得原本單薄的故事架構，藉由轉換不同的敘述人稱，而呈現豐富多變的

姿態。他並且提出了「回歸口語之海」的創作理論，他認為： 
 

書面語的文字相對於千差萬別變動不居的日常口語，就像貝殼相對於大

海。如果有一天大海平息了，如果有一天有一種語言不再被人們訴說和使

用，貝殼也就會因此喪失了生命之根，而斷然失去奪目的光彩。寫作的意

義，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掙脫貝殼的束縛向生命之海的忘情的回歸。10 
 
這算是李鋭初次較具體提出他的文學理念。 

1997 年，李銳在《鍾山》上又發表了他的另一部小說《萬里無雲》，這篇由

〈北京有個金太陽〉衍生出來的長篇小說，跟《無風之樹》的敘述方式類似而更

進一步，李銳自言： 
 

在《無風之樹》中初嚐了敘述就是一切的滋味之後，我又想在《萬里無雲》

中走的更遠，我試著想把所有的文言文、詩詞、書面語、口語，酒後的狂

言、孩子的奇想、政治暴力的術語、農夫農婦的口頭禪，和那些所有的古

典的、現代的、已經流行過而成為絕響的，正在流行著而氾濫成災的，甚

至包括我原來曾經使用過的原來的小說，等等等等， 全都納入這股敘述

就是一切的濁流。11 
 

此後他一系列的散文隨筆都繼續闡釋、深化了這個問題，對於現代漢語的自覺

性，李鋭投入了相當的關注。而他的演講、散文、隨筆，都有著哲學的意味，內

容除了語言自覺的理論外，尚有對歷史、人生的智性思考和對現代生活的反思，

將其散文隨筆和小說做一比較，更可以看出李鋭的創作意圖。12而從 1996 年《萬

                                                 
9 李銳：〈重新敘述的故事〉，《無風之樹‧代後記》，台北：麥田，1998 年，頁 223-224。 
10 李銳：〈我們的可能──寫作與「本土中國」斷想三則〉，《萬里無雲‧代後記》，台北：一方，

2002 年，頁 229。 
11 同上，頁 230。 
12 如〈八姑〉和《舊址》，〈八姑〉是真實的散文，《舊址》則是虛構的小說；又如〈難以詩化的

自然〉、〈「採風」者的尷尬〉都有幾分農具系列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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里無雲》的完成，到 2002 年《銀城故事》發表，他陸續出版了《拒絕合唱》、《不

是因為自信》、《誰的人類》等散文集，不過，李鋭自己坦承：「一直把這一類文

字當作是副業」13，真正魂牽夢縈的還是小說。 
2002 年，李鋭的另一長篇小說──《銀城故事》發表，他的眼光又回到了

銀城，相對於《舊址》的不滿，他認為「我覺得《銀城故事》遠勝於《舊址》。

對于寫作者來說這是莫大的安慰。」14《銀城故事》少去了《舊址》的激越，取

而代之的是冷靜、不動聲色的敘事策略，但《舊址》是否略遜於《銀城故事》？

在評論界亦有不同的聲音。15不過《銀城故事》的確受到相當的肯定。2003 年，

《銀城故事》就入圍了第六屆茅盾文學獎評選。 
2006 年，《太平風物》出版，跟李鋭從前的作品相較，最明顯的就是題材上

的不同，以往從創作題材上來看李鋭所有作品，可以粗略分為三部分，他自己就

做了這樣的說明： 
 

實際上，我的寫作大致可以分成三大塊：一部份是我的插隊經歷，以呂梁

山為背景；另外一部份以我的家鄉、大家族為背景，這就是虛構的「銀城」；

再有一部份就是我童年、青少年的生活，這一部份是我寫的比較少的。16 
 

但《太平風物》另闢蹊徑，開展了另一個新的創作視野，雖然敘事眼光仍然放在

農村，但是跳出了以往作品的模式，李鋭想表達的是農村迎向改革開放現代化的

大衝擊，如何面對和因應。這不僅是題材的創新，更特殊的其實是作品中展現的

農村的變化。仔細審視李鋭之前的作品，可以發現一個基本的敘事主軸，那就是

外力如何強行進入原來封閉的環境，欲破壞或啟蒙環境中的人物。但《太平風物》

不然，描述的是封閉環境中的人物希望突破生存的困境而往現代文明靠近，過程

中得到的不算多，失落的不算少，物質的誘惑終結了一種古老的生活方式。《厚

土》中凝滯的生活17被打破了，那些「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們如何自處？都

                                                 
13 他認為自己：「就好比一個辛辛苦苦種田的農夫，趁著農閑的時候也會在窗前屋下種上幾枝

花，等到花開了，就可以坐在花下納涼，看那花開花落，品一品賞心悅目的悠閑與從容。但這

農夫心裏很清楚，他是不能總這樣悠閑的，靠這幾枝花是不能養家活口，不能安身立命的。那

個在田野裏播種和收獲的過程固然辛苦，但卻無時無刻地在吸引他，無時無刻地不令他魂牽夢

繞。」參見李銳：〈等待小說〉，《拒絕合唱》，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2 年，頁 180。 
14 李銳：〈銀城故事訪談〉，《銀城故事‧代後記》，台北：麥田，2002 年，頁 249。 
15 黃錦樹就認為：「《銀城故事》做為一個思辯的載體不及《舊址》。」（黃錦樹：〈故事、歷史與

悲劇的偶遇－評李鋭的《銀城故事》〉，原刊於《聯合報‧讀書人周報》（2002.10.06）。後收錄

於黃錦樹：《謊言或真理的技藝》，台北：麥田，2003，頁 463-465。） 
16 李銳、王堯：《李銳王堯對話錄》，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 年，頁 159。 
17 李鋭認為那些農民們：「……手裏握著的鐮刀，新石器時代就己經有了基本的形狀；他們打場

用的連枷，春秋時代就己定型；他們鏟土用的方銒，在鐵器時代就已流行；他們播種用的耬是

西漢人趙過發明的；他們開耕壠上的情形和漢代畫像石上的牛耕圖一模一樣……。世世代代，

他們就是這樣重複著，重複了幾十個世紀。那個文人們叫做歷史的東西，似乎與他們無關。也

就從來沒有進入過他們的意識。」李銳：《厚土‧後記》，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2 年，

頁 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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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值得繼續探討的問題。此外，短篇小說的形式，讓李鋭更自由靈活的運用，舉

凡偵探（如：〈樵斧〉）或黑色幽默（如：〈青石碨〉），李鋭都試著嘗試，多添了

閱讀的趣味。 
綜觀李銳將近三十多年的小說創作歷程，可以發現李鋭並不是一個多產的作

家，他稱自己的創作過程是個「等待小說」的過程： 
 

每當寫了一些小說之後總要停下來，就好像銀幕上鮮亮的影像消失了，漆

黑的放映廳裏驟然亮起了燈光，被黑暗所隔絕的那個世界忽然走到眼前

來，……當眼前亮起來的時候，心的螢幕卻在漆黑中關閉了。這種時候我

就得等，等著被消耗過的情感和感覺慢慢地再積蓄起來，等到他們終於有

一天漫過了漆黑的閘門，小說就會來到面前。18 
 
正因為如此，在大陸新時期19以後迄今近三十年的歷程，文學思潮20此消彼長，

變化急速，但李鋭的作品依舊堅持自己的風格，不隨波逐流，隨著一次又一次新

作的推出，可以觀察出李鋭對歷史及生命更深入的思考，這使得他的作品頗具哲

學的意味，在大陸文壇中獨樹一格，正如曲春景所言：「對李鋭來說，文學不是

遊戲，而是靈魂的探險。」21，這「靈魂的探險」在現今經濟掛帥下的中國大陸

社會中，毋寧是較不符合大眾市場的口味，也因此，李鋭的作品似乎未得到太多

的注目。另一方面，台灣對於這樣一位重要的當代大陸作家，卻罕見研究者，實

在相當可惜，因此希望藉由此篇論文，對李鋭的作品進行梳理，進一步釐清李鋭

的思想脈絡及創作理念。 
 
 
 

第二節 前人研究狀況 
 

1976 年，隨著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台，歷時十年，驚天動地的文化大革

命結束，鄧小平掌權，政治上的種種變革，似乎也象徵著文學邁入一個新的時期，

雖然創作空間並非全面鬆綁，但剛從「文革」重壓之下解放出來的全國人民，痛

                                                 
18 李鋭：〈等待小說〉，《拒絕合唱》，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2 年，頁 179。 
19 唐翼明認為所謂「新時期」指的是鄧小平當政，實行「改革、開放」的新國策以來的時期。（參

見唐翼明：《大陸「新寫實」小說》，台北：東大出版社，1996 年，頁 14-15。）一般而言，「新

時期」通常是由毛澤東死後次年（1977 年）算起，但「新時期」此概念政治分期意味較濃，

非純粹文學術語，因此可論述的空間相當大，在此不做深入探討。 
20 此處文學思潮的定義主要採取宋如珊的意見：所謂的「文學思潮」，包含在某時期社會環境的

影響下，由於理論、創作、接受三方面的交互作用，即理論家、作家、讀者三者間的互動關係，

而形成影響範圍較廣且具有群體傾向的理論概念和創作態勢。（宋如珊：《從傷痕文學到尋根文

學－文革後十年的大陸文學流派》，台北：秀威資訊科技，2002 年，頁 28。） 
21 曲春景、耿占春：《敘事與價值》，上海：學林，2005 年，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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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思痛，開始出現「傷痕文學」，劉心武〈班主任〉、盧新華〈傷痕〉等小說相繼

出現，控訴四人幫對人的傷害和苦難。接著，「反思文學」、「尋根文學」、「先鋒

小說」、「新寫實小說」等文學思潮此消彼長，構成了大陸新時期文學概貌。22 
有別於這些大的文學流派，李鋭作品的風格難以歸屬，他堅持著自己對文學

的理想，不為潮流、市場所動，因此有評論者認為他是當今最後幾個純文學的堅

持者。23 
也許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再加上李鋭的作品數量不多，雖然 1986 年的《厚

土》系列引起了評論家的關注，但似乎人們的印象便停留在這裡。之後，李銳陸

續創作出《舊址》、《無風之樹》、《銀城故事》幾個長篇及若干個短篇，學界雖分

別給予了較高的評價，但可以說對其作品的重視程度與作品所包含的豐富意蘊並

不平衡，對比李鋭作品在海外備受重視的待遇殊不相同。24 
而在台灣，對李鋭的印象亦是由《厚土》開始，《厚土》系列中的〈合墳〉

一篇曾獲得台灣第 12 屆「時報文學獎」推荐獎，李鋭的作品也陸續在台出版，

但是對李鋭作品的相關評論卻極少見，且多半是導讀式的介紹文章，例如：蔡源

煌簡單分析了《厚土》和《舊址》，他認為李鋭小說記載的是人與大地的緊密關

係，題材來自苦難人民的生活，寫作的個人動機則是為蒼生請命、民胞物與的傳

統使命觀，最後並分析了《厚土》和《舊址》的女性形象，她們分別具有母性本

能及逆來順受的性格。25楊美紅則是從小說美學的角度分析李鋭的敘事技巧及風

格。26黃錦樹〈故事、歷史與悲劇的偶遇－評李鋭的《銀城故事》〉認為李鋭相

當深刻的反省了歷史和暴力的反覆，但他認為《銀城故事》做為一個思辯的載體

不及《舊址》，其厚重也不及《厚土》。27 
王德威則分別對李鋭的《舊址》和《銀城故事》做過評論：他認為《舊址》

是一部「召魂悼亡之作」，是李鋭與祖先與親人的對話，而「對話結束的時候，

剩下的只有我自己」。28而對於《銀城故事》，王德威則以為其「饒有古典話本的

意味」，而李鋭精準的敘事方式，卻講述著一個時代混亂的歷史，「小說雖然豐富

                                                 
22 此處文學思潮的分期係依據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為主。參見陳思和：《中國當代

文學史教程》，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1999 年。 
23 陳思和就認為李鋭秉持著五四傳統，經過了這數十年社會發生的重大變化，能夠堅持這樣立

場寫作的作家鳳毛麟角，李鋭是僅存的少數作家之一。參見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

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2 年，頁 231。 
24 眾所周知，高行健得諾貝爾文學獎的原因之一是因為瑞典皇家學院院士馬悅然的力薦，但是

大家可能不知道，馬悅然認為最好的中國小說是李鋭的《無風之樹》。而傳聞中，李鋭也被認

為是 1990 年入圍諾貝爾文學獎的三位中國作家之一。參見中國時報 2001 年 3 月 30 日，21 版。 
25 蔡源煌：〈李鋭的《厚土》與《舊址》〉，《中國時報》，2005 年 1 月 11 日，39 版。 
26 楊美紅：〈敘述與敘述之外－從李鋭的小說美學看起〉，《中央日報》，2002 年 10 月 14 日，15

版。 
27 黃錦樹：〈故事、歷史與悲劇的偶遇－評李鋭的《銀城故事》〉，原刊於《聯合報‧讀書人周報》， 

2002 年 10 月 06 日。 
28 王德威：〈魂兮歸來－評李鋭《舊址》〉，收錄於王德威：《眾聲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說》，

台北：麥田，2001 年，頁 25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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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湊，卻完全不能指向一個明確的意義終點。」王德威的評論一針見血，李鋭的

作品往往置文本中所有的角色於進退不得的困境中，讀者的確能感受到李鋭對於

使得人類陷入困境的力量（無論是命運、歷史或是人性）的批判力度，但是讀者

與作者一樣對於書中人物的困境束手無策，因此王德威說：「由這一內爆所顯露

的敘事/歷史的空虛與空洞，以及因之而生的憂傷、無能為力之感，應是李鋭最

終要面對的挑戰。」29。 
另外王德威尚有一篇〈呂梁山色有無間－李銳的小說天地〉，幾乎是研究李

銳小說不得不看的入門。30此文以四本李鋭最重要的長、短篇小說為討論起點，

分篇探討《厚土》、《舊址》、《無風之樹》和《萬里無雲》但這篇文章因為論述較

早，仍無法涵蓋其後李銳的創作思維與意涵。除此之外，截至目前為止，台灣關

於李銳的研究幾乎不多見，對於這樣當代重要的大陸創作者，的確有些許弔詭，

或許還有待開拓。 
另一方面，大陸方面的研究批評極為多元。大體上可以分為下列五個方面來

討論： 
 

一、有關李銳小說的總體分析： 
 
例如蘇州大學王堯，從「本土中國」出發，闡釋李銳建立「現代漢語主體性」

的可能與方式。31高小弘與翟永明也從「本土出發」，說明李銳關於「本土」核

心體驗的「雙向煎熬」。32另外楊矗最近的評論，則提出不同以往的觀點，認為李

銳的寫作形成獨特的「焦慮情結」（歷史焦慮─生存焦慮─「真我」焦慮─語言

焦慮─主體虛無焦慮），這樣的「焦慮－魅力」暴露李銳寫作的侷限性，滯留在

單純的「批判主義」的話語時代，事實上「困境」與「焦慮」正是李鋭作品的一

個重要特徵，因為經歷過文革的李鋭，並不相信有任何可以遵行不渝的價值體

系。楊矗的文章一針見血地指出了這點，但是李鋭作品中的「困境」與「焦慮」

不僅是身為中國人的，也是全人類的，這種生命的虛無感，大概不是單純的「批

判主義」可以涵蓋的了，不過楊矗在文末指出：「也許才是李銳對於當代文學(包

括中國，乃至於世界的) 的真正重要的、無人可替代的積極的意義之所在。」33，

恐怕才是李鋭作品的公論吧！。陳思和在提出「廟堂與民間」理論時，就是以李

鋭的作品為代表（而本文在論述李鋭作品中的歷史意識時，也會借鑒陳思和的理

                                                 
29 王德威：〈歷史的憂鬱、小說的內爆－李鋭的《銀城故事》及其他〉，《聯合報》，1993 年 12 月

13 日，E7 版。  
30 王德威：〈呂梁山色有無間－李銳的小說天地〉，《無風之樹‧序論》，台北：麥田，1998 年，

頁 7-31。。 
31 王堯：〈李銳論〉，《文學評論》，2004 年第 1 期，頁 108-116。 
32 高小弘、翟永明：〈立足「本土」的書寫－李銳小說創作簡論〉，《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第 34

卷第 3 期，2005 年 5 月，頁 91-96。 
33 楊矗：〈李銳「焦慮」的祛魅化分析〉，《文學評論》2005 年第 2 期，頁 12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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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在第三節中會有較詳細的介紹）。而陳氏的《當代大陸文學史教程》在重覆

表述民間理論的同時，更進一步談到了民間世界的理想性，並由這個角度對李鋭

的創作概念進行分析： 
 
李鋭作為一個知青作家，他在小說世界裡，始終貫穿了知識份子面對民間

的複雜心態，他尖銳的解剖刀雙刃出擊：一面揭示出知識份子自身的文化

侷限，一方面也揭示了民間近乎宿命的愚昧狀態。34 
 

這是一個新的觀點，可供研究者參考。 
 
二、李銳小說與其他作家的比較（包含李銳小說風格的派別歸類與比較）： 
 
施學雲嘗試比較魯迅與李銳的鄉村書寫，認為兩者之間存在極大的差異，其

中最為關鍵在兩位作家啟蒙觀的差異。他認為魯迅具有強烈啟蒙民眾的慾望，而

李鋭則質疑啟蒙的可能性、合理性及其主體自我啟蒙的匱乏問題。但是似乎仍有

商榷的餘地，作者論述魯迅的啟蒙觀時也認為： 
 
  這種啟蒙他人的主體心態在魯迅心目中並不牢靠，他對啟蒙的主體身份問

題亦有懷疑。他在《故鄉》結尾處對希望的恐懼就明確提出了自我是否具

備啟蒙資格這一問題；在《祝福》中無法應答祥林嫂亦即顯示出魯迅對知

識者啟蒙的不自信；這種懷疑與不安一直延續到《孤獨者》、《在酒樓上》

中。35 
 

他接著說： 
 

批判國民性的啟蒙理念深處其實隱含了魯迅對批判者沈重的懷疑；但是這

種懷疑在後來者的繼承流傳中隱失了，代之以啟蒙牧師角色的完全確立，

自我啟蒙的問題就此擱置。36 
 

「後來者的繼承」是否能夠等同於魯迅本人的啟蒙觀，恐怕需要再做說明。謝維

強則比較知青小說家鄭義、朱曉平、李銳關於秦晉高原鄉村生活的審視與思考，

對農民的生存境遇與命運的真實描寫，體現寶貴的人民性。37劉蜀貝的研究則從

                                                 
34 陳思和：《當代大陸文學史教程 1949-1999》，台北：聯合文學，1999 年，頁 343。 
35 施學雲：〈沈寂與騷動－試比較魯迅、李銳的鄉村書寫〉，《樂山師範學院院報》第 20 卷 8 期，

2005 年 8 月，頁 35-38。 
36 同上。 
37 謝維強：〈位卑心憂黎民  情深長歌當哭－鄭義、朱曉平、李銳知青小說人民性淺論〉，《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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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方視野著手，從李銳與海明威有關男子漢的描寫與文化意涵差異進行比較。

他認為： 
 
兩篇文章的語言都很簡練，情節都很單純，一個寫的是老人出海捕魚的故

事，一個講的是漢子率衆打野猪的故事。既是英雄，都有自己的戰場：老

人的戰場在海上，漢子的戰場在山上。鬥爭的對象是強大的動物而不是

人，就使英雄超越了人世間的善惡之道，顯現的是生命力量的對抗。38 
 
李銳的〈好漢〉是否是「超越了人世間的善惡之道」的「英雄」恐怕值得商榷，

且和強大的動物鬥爭就是英雄、而且是「超越了人世間的善惡之道」的英雄，此

邏輯也未見合理。 
 

三、李銳小說中的敘事風格與象徵： 
 

何明星對李銳小說中的「死亡」做過大量的探討，他認為李銳描寫死亡來展

示人的真實處境，消解以往對死亡簡單的價值判斷。不過，他對李鋭作品中描寫

死亡的手法分析稍嫌不足，以「在李銳小說中, 這樣讓人難以忘懷的死亡場面還

有很多，比如李乃之在勞改農場孤獨地死於大雪紛飛的除夕之夜；比如陸鳳梧忘

情地走進幽碧的清水，走向幻想中自己的情人；比如李紫痕面對親人的遺體近乎

錯亂的意識流動；等等」帶過，過於簡略。39巫劍伶和徐肖楠則從李銳筆下的神

女做分析，認為其意義在於呼喚女性生命中的純淨氣質，與不斷墮落的現實生命

對抗，40主要是於暖玉和李紫痕此二人物的性格分析，論據似乎略微薄弱。王鵬

飛分析李銳《厚土》中的女性形象，認為有物質化的「他者」、妓女化的生存、

母親化的拯救等形象與象徵意涵。41張麗認為其中有極強的象徵性，而最終在凸

顯早已化在呂梁山農民的生活習慣與群體氛圍，已達到極致的死寂與沈悶的人類

生活狀態。42 
 

四、李銳個別小說的分析與探討： 
 

                                                                                                                                            
師範大學學報》第 42 卷 1 期，2003 年 1 月，頁 104-110。 

38 劉蜀貝：〈東西方男子漢的文化意蘊－李銳《好漢》和海明威《老人與海》的文本比較〉，

《AFLW》，2003 年 12 月，頁 37-40。 
39 何明星：〈生命的歌哭－談李銳小說中的死亡描寫〉，《湖北大學學報》，1997 年第 4 期，頁 67-70。 
40 巫劍伶、徐肖楠：〈李銳筆下的神女形象〉，《鄭州航空工業管理學院學報》，第 24 卷第 2 期，

2005 年 4 月，頁 24-26。 
41 王鵬飛：〈卑微者的光輝－論李銳《厚土》中的女性群體〉，《呂梁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18

卷第 2 期，2002 年 6 月，頁 9-12。 
42 張麗：〈論李銳《厚土》系列的象徵手法〉，《廈門教育學院學報》第 3 卷第 1 期，2001 年 3 月，

頁 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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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方面的研究最多。以下分別列項討論： 
 

（一）《厚土》： 
 
《厚土》發表後，評論界給予相當高的評價，評論家亦從各個角度分析《厚

土》。李慶西認為《厚土》透過農民的生存境遇揭示了人們心理上沈默狀態，而

這種狀態本身就是一種古老的法則。43李國濤亦強調李鋭表現了一種「文化心理

的積淀。」44韓魯華則從心理感覺、心理運動過程來探討《厚土》對民族傳統心

理文化結構的表達。45蔡潤田也以為《厚土》是關於人的生存境遇和文化心理的

深入思考。46陳坪從李鋭農村題材的小說小說創作所經歷的變化入手，觀察《厚

土》的藝術追求，那就是「堅持從當代生活出發，在對農民生存處境的深切體察

和理解的基礎上，深入發掘傳統文化心理的積淀。」47馬風則探討了李鋭在《厚

土》對氛圍的營造和渲染。48雷達強調《厚土》在表現民族文化心理上打開了新

生面，並且認為《厚土》的深永意味和文體（短篇小說）關係密切。49吳方認為

《厚土》以內心的真誠和機敏的感覺融進對歷史的客觀描述。50總體來說，可以

以李國文的意見為代表：他對李銳的這一系列小說給予極大的肯定，他指出《厚

土》中呂梁山區農民的生活是實實在在的，而在他們凝滯的生活中體現出來的民

族素質和國民性格的負面影響是令人心驚的，同時小說的形式乾淨利落，用有限

的筆墨，表現出了無限的時空。51可以說這些評價是相當公允的，但是僅聚焦在

李鋭對國民性格的針砭上，似有不足之處。 
陳少萍、徐肖楠通過對李銳呂梁山系列小說文本蘊涵的深層思考，認爲其在

內容上有三種表徵－是以群體性苦難意識描繪農民的困頓生活；二是反思政治革

命以及人性與文明的衝突；三是借對古典生存形式及古典人性的嚮往和迷戀來表

現一種古典情懷。其一當然無須再議，但是將農民們的政治苦難歸諸於「這種政

治苦難的根源在於農民們對幾千年傳統的農耕社會結構有著根深蒂固的認同心

理，這是一種拒絕任何變化與革新的保守姿態。」52恐怕值得商榷，畢竟政治力

量的反覆和衝突，原本就不是大多數人可以承受的，與其說是農民原有保守心態

使然，倒不如說是政治力量無情地席捲而來，他們只能被動承接，苦難的根源絕

                                                 
43 李慶西：〈古老大地的沈默—漫說《厚土》〉，《文學評論》，1987 年第 6 期，頁 49-54。 
44 李國濤：〈讀李銳新作《厚土》七篇〉，《山西文學》，1987 年第 2 期，頁 61-63。 
45 韓魯華：〈《厚土》：透視民族文化心理結構的藝術視覺—讀李銳小說〈眼石〉等三篇〉，《小說

評論》，1987 年第 6 期，頁 94-96。 
46 蔡潤田：〈《厚土》及由《厚土》想到的〉，《當代作家評論》，1987 年第 4 期，頁 32-34。 
47 陳坪：〈深切的體察與理解—評《厚土》的藝術追求〉，《當代作家評論》，1987 年第 4 期，頁

35-39。 
48 馬風：《氛圍的營造和渲染—《厚土》的藝術支點》，《當代作家評論》，1987 年第 4 期，頁 41-43。 
49 雷達：〈說《厚土》—兼論意味、文體及其它〉，《上海文論》，1987 年第 4 期，頁 14-20。 
50 吳方：〈追慕本色，賦到滄桑—《厚土》的餘音〉，《讀書》，1987 年第 8 期，頁 47-53。 
51 李國文：〈好一個李鋭〉，《文藝報》，1987 年。 
52 陳少萍、徐肖楠：〈像群山一樣行走的歷史與生命－論李銳呂梁山系列小說的人性書寫〉，《華

南理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6 卷第 4 期，2004 年 8 月，頁 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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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是政治所帶來的變化災難，而非農民的心態。此外，陳、徐二氏認為李鋭

有所謂的「古典情结」： 
 
李銳的「古典情結」在其《舊址》中是以迷戀古典家族道德禮治人倫文明

的鮮明態度展現，以激烈的政治革命(政治文明)摧毀人倫文明而告終。然

而在呂梁山系列中，「古典情結」顯出內斂化和含蓄化的特點，它蘊藏於

農民們具有古典特質的日常生活勞動傳統親緣聯繫中，蘊藏於矮人坪和五

人坪樂天知命、未被文明侵蝕的善良美好人性裏。以政治歷史的模糊化特

徵與遲緩化進程來表達對古典生存形式的嚮往，同時也爲保存古典生存形

式、古典人性美而提供了一種最慈祥的歷史模式與歷史情景。因此，政治

歷史的劇烈變動導致古典人倫文明的消亡，政治歷史的遲緩變遷卻保留一

方散發古典人文氣息的淨土，這便形成了李銳獨特的歷史觀和政治立場。
53 

 

「對古典生存形式的嚮往與迷戀」此結論也許稍嫌獨斷了，畢竟李鋭的小說中最

大的核心價值是他寫人性，人性有好有壞，矮人坪、五人坪和銀城中也都是如此，

有藉職務之便姦淫婦女的村長、隊長，也有保護女子不惜犧牲的瘤拐，在任何的

生存形式中都存在著善惡，無論是古典或現在，因此判定李鋭具有古典情結恐嫌

不妥。王艷雲重讀此系列著作，認為其立意在「土」，並分析其表現型態－民間

文化傳統與民間生活方式。54 

 
（二）《舊址》： 

 
傅書華認為此書寫出對後現代歷史主義的新借鑑，表現出人性在歷史面前的

無奈，歷史與人性的抵觸。但是此篇所分析的人性是由階級出發： 
 
正是因為作者（李鋭）是從人性的角度寫歷史，而在歷史的各個階級，人

性卻不能得以完全健全的發展與實現，在歷史規律社會諸因素的巨大作用

下，個人的命運顯得十分渺茫，充滿著隨機性、偶然性，被動性。55 
 
所以在分析人物時，有意識的將李紫痕姊妹、陸鳳梧當作是犧牲品，而白園內的

楊柳之爭則是： 
 

                                                 
53 同上。 
54 王艷雲：〈黃土地上的精神守望－《厚土》價值取向新論〉，《平頂山師專學報》，第 18 卷第 1

期，2003 年 2 月，頁 23-27。 
55 傅書華：〈對人性與歷史的追問與審視－評李銳小說《舊址》〉，《文科教學》，1994 年第 1 期，

頁 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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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址》的作者在批判沈淪於下層的勞苦大眾自身的愚昧、野蠻、落後因

素時，也將批判的鋒芒指向了上層社會上層人的生活。富裕的物質生活原

本是誕生文明滋生人性溫馨的溫床，但當這種物質富裕是建立在對其他人

的壓榨、排擠、剝削，對財富的獨自佔有的攫取欲與對暴力、強權的依附

之上時，人性就在猜忌、傾軋、陷害的毒沼中被扭曲、戕害了。56 
 
這就將人性單純化了，「人性」有其普遍性，而非以「階級性」可以涵括。美國

菲力普‧甘朋（評論《舊址》的英譯本，譯者是美國著名漢學家葛浩文）則在《紐

約時報書評週刊》提到，這本書有全景式的規模以及色彩斑斕的微部處理，對歷

史做出沈思──命運與意志的衝撞。57此篇文章多以介紹《舊址》的人物及內容，

並未做出有系統的論述。嚴敏、梅瓊林，指出這本書是由各種不相混合的獨立意

識，各具完整的人生聲音組成的對話小說，在意義的溝通中逼近歷史本像，探求

價值意象。58   
   

（三）《無風之樹》： 
 
高小弘與翟永明認為本書透露一種悲涼透骨的生存體驗，對生存價值的追

問，人物則是象徵代碼的形式存在，在敘事上則採第一人稱變換視角的獨特方

法，加強作品意義的傳達。59陳慶泓認為作者藉由矮人坪的慘劇，引起人們對生

存狀態的思考，從而探討其文化根源，關鍵在主流意識型態與民間文化擠壓造成

人們生理與心裡的畸變。60張文武則從激情、結構、語言三方面找出本書的詩意

所在。61 
 

（四）《萬里無雲》： 
 
魏家駿認為李銳從《厚土》到《無風之樹》，綿延著一種生命型態的感觸與

體會，而本書中的張仲銀與五人坪村人的對比，使書面語言與民間口語成為強烈

反差的語意效果，因此本書成為小說敘事技巧研究一個極佳的實驗文本，並以敘

事學的觀點分析《萬里無雲》對〈北京有個金太陽〉的改編，但在意義的生成上，

                                                 
56 同上。 
57 菲力普-甘朋、李國濤譯：〈鹽的歌劇－評李銳《舊址》〉，《當代作家評論》，1998 年第 3 期，

頁 34-35。 
58 嚴敏、梅瓊林：〈《舊址》：複調意味的歷史思考〉，《名作欣賞》，1998 年第 5 期，頁 89-93。 
59 高小弘、翟永明：〈穿透生命表象的價值追問與詩意傳達－評李銳的《無風之樹》〉，《河北師

範大學學報》第 27 卷第 6 期，2004 年 11 月，頁 84-89。 
60 陳慶泓：〈人生，如此淒惶－探索以《無風之樹》宿命意識的文化根源〉，《安徽理工大學學報》

第 6 卷第 1 期，2004 年 3 月，頁 53-56。 
61 張文武：〈傾訴的瀑布－探討《無風之樹》的詩意空間〉，《蒙自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4

卷第 3 期，2002 年 6 月，頁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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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以為作品中假道士祈雨念咒時在胸背上貼毛主席像，不但是出於愚昧的迷

信，「其潛在的動機甚至完全不是為了自私的謀利，而在某種意義上說還是一種

憂國憂民的情結」，62這頗值得思考。從小說文本中呈現的意義來看，這與其說

是憂國憂民，倒不如說是李鋭對文革中，將毛澤東作為神祇崇拜的一種反諷。南

帆從本書的敘述去闡明話語結構，這樣的特殊敘述運作使一個簡單的故事出現紛

雜的意涵，從「我」、「自然環境」、「傳統文化」、「政治話語」、「學識」、「失語」、

「國家機器」、「性」、「鄉村景象」、「他者的話語」等各方面加以拆解。63周政保

則從口語傾訴的方式，說明「敘述就是一切」的藝術價值這種敘述本身所擁有的

真正接近民間的語言魅力，創造一部富現代眼光的「中國小說」。64 
 

（五）《銀城故事》： 
 
胡全章認為此著作實現對傳統歷史小說與新歷史小說的雙重超越，擺脫主流

意識型態下歷史的絕對主義，同時超越對歷史相對主義與虛無主義的表述，而立

足於個體生命意識，透視無理性歷史的殘酷與反人性的一面。但是此論文卻未將

「歷史」定義做一釐清，一般來說，只要是人類做過的事，就是廣泛意義的「歷

史」，胡全章認為李鋭透過歐陽朗雲之死來質疑「歷史」：「作品對那個公然漠視

個體生命的隱含的主角——『歷史』——提出了質疑。」，65但是《銀城故事》

並沒有如《舊址》一樣，以「黨史資料」（公認的官方歷史）和小說內容做一對

比，因此其論點顯得牽強。王春林提出李銳堅決簡化歷史的努力，並以極大筆墨

描寫民間社會的生存狀態，並以通過秀山兄妹引入現代化這一更廣大的歷史背

景，以全方位立體化復原再現歷史的全部複雜性。此篇論文相當周延地提及了《銀

城故事》中幾個重要的主題：如非理性的歷史、民間與啟蒙等等，但因為是分析

李鋭的單一作品，缺乏對照系，如論述李鋭對「啟蒙」的態度時，不能不談到《無

風之樹》、《萬里無雲》，因此論述顯得較為單薄。66周政保表示此書揭示一種人

生的困境，一種「人的過程」的困境，書中的人物都處在心慌意亂的困境之中，

此書就是圍繞在「永無解脫的困境」展開描寫與追問，67但是對於如何形成這種

                                                 
62 魏家駿：〈改寫的文本－一個敘事學的個案分析〉，《淮陽師範學院學報》第 22 卷第 1 期，2000

年 1 月，頁 96-100。 
63 南帆：〈敘述的秘密－讀李銳的長篇小說《萬里無雲》〉，《當代作家評論》，1997 年第 4 期，頁

4-12。 
64 周政保：〈口語傾訴的方式（或敘述就是一切）－關於李銳的長篇小說《萬里無雲》〉，《新著

視窗》，1997 年，頁 103-126。 
65 胡全章：〈個體生命意識的去蔽與敞亮－《銀城故事》的歷史觀透視〉，《新鄉師範高等專科學

校學報》第 18 卷第 3 期，2004 年 5 月，頁 73-75。 
66 王春林：〈智性視野中的歷史景觀－評李銳長篇小說《銀城故事》〉，《小說評論》，2003 年，頁

62-68。 
67 周政保：〈歷史生活與文學化的表達－從李銳的《銀城故事》說到現時的小說創作〉，《當代作

家評論》2003 年第 2 期，頁 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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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是人力所致或天意安排？似乎未做解釋。葉開則有不同他人的解讀，

認為銀城的歷史由三部分組成－聶芹軒和歐陽朗雲、劉氏兄弟，旺財和他的生

活，桐嶺關的農民義軍和未成功的新軍之間的恩怨，作者在其中展現一幅俗像圖

畫，但他卻陷進自己過於崇高的理想泥淖中，不能自拔。68 
 

（六）農具系列及其他 
 
其他的部分包括李鋭 1985 年之前的作品，有關這方面的評論較少。董大中

評論〈古牆〉認為它寫出了深沈的歷史感與現實感，用對比鮮明的手法，寫出巨

大的歷史落差，並分析了作品的結構。69高小弘、翟永明針對李鋭近作〈顏色〉、

〈寂靜〉作出論述，他們認為在深層意蘊上與李銳其他的小說是一致的，那就是

對人的生存困境的追問以及對生命的持久關注。70陳樹萍、李相銀就「農具系列」

來評論李銳，認為李銳以此系列的短篇小說表達自己對當下鄉土經驗的新發掘，

一方面在描寫的過程中逐步建構農民的主體性，一方面焦慮著諸如：「中國的農

村將向何處去？中國的農民又將向何處去？」71留下了一個可供進一步思考的問

題。 
 

五、李銳小說之間的互文比較 
 
王輝由《舊址》與《銀城故事》中比較，認為李銳在歷史探索中形成革命觀，

跳出傳統革命定義的禁錮，剔除革命的社會功利性，把革命拉回到自然原始的歷

史場景中書寫，將價值支點建構於民間，以消解革命中心學說和革命的神聖性，

實現革命的還原。72曲春景則強調李銳把文革當作終生追問與表達的命題，因此

從中篇小說〈黑白〉、〈北京有個金太陽〉到《無風之樹》、《萬里無雲》都在表現

這一課題，他努力在主角的意識中揭示文革這一神話運動的文化意涵與心理內

涵，特別在《無風之樹》、《萬里無雲》，更明顯表現出這種內在精神與心理意涵，

帶有強烈的理性衝動與反神話傾向，有別於以往從政治原因而忽略背後的文化心

理因素。雖然曲氏的立論頗有新意，但是雖以《無風之樹》、《萬里無雲》為例，

但是大部分論述的依據在於苦根兒的心態，而非張仲銀。他認為張仲銀跟苦根兒

                                                 
68 葉開：〈空洞的焦慮－李銳長篇小說《銀城故事》的基本命題〉，《當代作家評論》2003 年第 2

期，頁 92-102。 
69 董大中：《評〈古牆〉》，《小說評論》，1987 年第 1 期，頁 59-63。 
70 高小弘、翟永明：〈個體生存困境的展現與突圍－簡析李銳小說《顏色》與《寂靜》〉，《名作

欣賞》，2005 年 9 月，頁 25-27。 
71 陳樹萍、李相銀：〈農具的隱喻：城市化進程中鄉村的焦慮——評李銳的「農具系列」〉，《小

說評論》，2005 年第 4 期，頁 40-44。 
72 王輝：〈從中心滑向邊緣－論李銳《舊址》和《銀城故事》對「革命」的文學性解讀〉，《聊城

大學學報》2003 年第 5 期，頁 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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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同的特質： 
 
   主人公仲銀的意識內部，這一層面的揭示也非常明顯。仲銀內心經常出

現的詞語活躍的內容，均來自當時全國統一印刷發行並且必須人手一冊

的毛主席詩詞和毛主席語錄。73 

 

但是毛語錄、毛主席詩詞只是張仲銀紛亂思潮中的一部分，將張仲銀的思想簡單

化了。而此後曲春景、耿占春更進一步深入探究這個問題，他們將文革當作是神

話在現實當中的實踐，李鋭的作品強烈表現出反對此一運動所構建出來的「烏托

邦」，是讓讀者對於這段歷史有清醒認識的文本。74  
 

六、其他 
 
這部分包括李鋭創作心理的探究，如李丹夢就認為李鋭作品中的敘事視角和 

李鋭創作心理脫不了關係，從〈紅房子〉中第一人稱我的自我書寫，到《厚土》

中目擊者視角之間的轉變隱含著李鋭的心結，那就是李鋭自身在文革中的經歷，

由於經歷的慘痛，使得李鋭乾脆在作品中抹去「我」的痕跡，但字裡行間潛在發

聲的主體若隱若現，而〈紅房子〉到《厚土》正是李鋭對自我的一種探索。而此

後的《無風之樹》、《萬里無雲》更直接面對李鋭壓抑已久的文革情結，進行了痛

快的自我傾吐。75李國濤則從李鋭本身的氣質入手，分析了李鋭作品中「天真」

及「冷峻」的風格。76 
綜上所述，評論者對李鋭小說質疑的部分，多半是針對李銳小說中對於人類

生存所遭遇的困境（無論是形而上或形而下），有尖銳的批判卻無力解決的情形，

做出批評。不過，對於人類生存困境的問題，恐怕不是作家在作品中就可以解決

的。英國當代著名戲劇理論家阿‧尼柯爾（Allardyce Nicoll，1894～1976）就認為：

「所有偉大的悲劇都是提出問題，而不提供解決問題的辦法。」77而提出批判、

促使人們反思，這正是李鋭作品的價值所在。大體而言，評論家都給予李鋭極高

的評價。由於李銳作品的形式多變、意涵豐富，能夠觀察切入的面向極多，因此

尚未有一篇論文能夠全面的概括李鋭的作品，本文擬以李銳的小說為分析對象，

由主題思想、悲劇意識、歷史觀念、敘事技巧及其創新嘗試等面向深入探討李銳

作品。 

                                                 
73 曲春景，〈對文革成因的文化批判－讀李銳的《無風之樹》與《萬里無雲》〉，《中州大學學報》，

1998 年第 2 期，頁 27-32。 
74 曲春景、耿占春：《敘事與價值》，上海：學林，2005 年，頁 212。 
75 李丹夢：《敞開與囚禁：艱難的自我抒寫—李銳創作心理初探》，《上海文學》，2004 年第 2 期，

頁 46-55。 
76 李國濤：《李銳的氣質和藝術》，《當代作家評論》，1987 年第 4 期，頁 27-31。 
77 阿‧尼柯爾：《西歐戲劇理論》，北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 年，轉引自馬建高：〈張愛玲小

說人物形象的悲劇美學體現〉，《鹽城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 年第 3 期，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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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材料及分析架構 
 

李鋭並不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就小說的部分來說，截至 2006 年，一共發表

了四部長篇小說、八部中篇和四十篇短篇小說，最近一篇作品是發表在《十月》

2006 年第 2 期（2006 年 3 月）的〈耬車〉（農具系列之十四）。故本文研究範圍

基本上由 1974 年發表在《山西群眾文藝》的〈楊樹庄的風波〉至 2006 年由麥

田發表的《太平風物》為主。 
在研究材料方面，本文將以李銳歷年來創作的小說文本為主要研究材料，李

銳其餘的散文作品、演講稿等，作為輔助，希冀能更正確地詮釋李銳的小說意涵。

而作為主要研究材料的小說文本，由於李銳的作品泰半先發表在各期刊雜誌上，

爾後集結成書出版，但內容改動不多，因此，在版本的選定上，本文首先選擇筆

者所能取得的發表於原期刊的文本，再者則使用已集結成書的小說集，而李銳的

作品，往往在大陸、臺灣皆有出版，簡繁體出版日期差距不大，盡其所能收集兩

者。但部分文本年代久遠，較不易取得，將以台灣出版的繁體版做分析依據。 
李鋭的小說創作，可以說有著豐富的意涵，他對於人類困境的哲學性探詢或

是「敘述就是一切」的敘事風格，都值得進一步的探究，而本文擬從李鋭小說的

主題、悲劇意識、歷史觀念、敘事技巧與創新嘗試等幾個範疇，詳細探討李鋭作

品。 
本論文分為六章，緒論部分說明研究動機、分析前人研究狀況、及簡介研究

材料及分析架構。 
第二章主要探討李鋭小說的主題，要釐清這部分，必須瞭解任何文藝活動、

文學創作與文學欣賞都和當時代的環境密不可分，且李鋭的作品有強烈反映現實

生活的色彩，因此，在主題之下，要還原的是當時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以及李

鋭個人經驗對作品的影響，藉由這樣的背景，對於其作品的主題思想展開梳理。 
第三章討論李鋭小說的悲劇意識。首先追溯「悲劇」的產生，簡言之，悲劇

意識是悲劇性現實的反映及其把握。李鋭作品中有十分濃重的悲劇氛圍，不論是

形而下，對於生存環境、生理需求的無法滿足；還是形而上，對於追尋理想的幻

滅，在李鋭的小說中都存在著，藉由李鋭小說中悲劇意識的探索，可以發現，李

鋭試圖從人類困境的發掘找到人的價值所在。 
第四章試圖分析李鋭小說的歷史觀念，新時期以來，中國由一封閉保守的環

境逐漸開放，走向現代化及全球化，傳統穩定的唯物主義歷史觀受到挑戰，直接

反映到文學創作上，就是從上世紀八十年代中後期始，當代中國文學在小說、影

視、詩歌、散文等不同領域不約而同出現了一股強大且持久的帶有新的歷史觀念

與傾向的歷史寫作思潮，這實際上隱含了歷史觀念的變革。他對歷史的懷疑和質

疑和新歷史主義者多有相通之處，所使用的文學技巧也頗有雷同，因此本論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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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李銳的歷史觀時，不時會借鑑一些新歷史主義的理論，但為免理論凌駕文

本，本文並不以「新歷史主義」為建構中心，而將其當作切入的角度。此外，亦

參酌陳思和提出之「民間敘事立場」的理論，期望釐清李銳對歷史思考的脈絡。 
第五章主要針對李鋭小說的敘事技巧及創新嘗試進行探析，近代中西方敘事

理論的研究迅速蓬勃的發展，各家學說各有所長，因此，本章重點並不在於一一

探究各家敘事理論的探討，進行各小節的討論時，以各敘事學家所長的方法切

入，在敘事學術語及定義的部分，則以胡亞敏的《敘事學》為依據。此章分為敘

事視角的運用、敘事聲音的分析和敘事時間的佈局，透過李鋭作品中敘事方式的

解析，可以看出：李鋭在處理呂梁山系列和銀城系列時，採取不一樣的敘事手法，

呂梁山系列主要描寫農民的生活，李鋭將敘事者的聲音壓到最低，讓筆下的人物

自行發聲；而對於歷史題材的銀城系列，則採取全知觀點，在敘事時間的運用上，

也常使用預敘，企圖營造出歷史感。 
第六章歸結上述各章的論述，試圖找尋李鋭小說的核心價值，發現李銳的小

說創作由自己的經歷出發，以表達「人」為重點，追尋生命存在的意義。 
對於如何分析文學作品，有所謂「內在批評」與「外在批評」。丁柏銓、周

曉揚對此做了詳盡的解釋： 
 
新時期的小說批評，亟待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即是要處理好內在批評與外

在批評的關係。在新時期所謂的內在批評即是將文學作品看做是相對的自

足體，可以深入作品中進行藝術的把握及合於規律的批評。而外在批評則

是不把文學作品當作是絕對封閉的、孤立存在的自足體。換言之，文學作

品是由多種因素所構成的，外部研究則是可以看出影響、制約、或決定作

品的外部因素。因此，在分析作品時，不僅僅是分析作品的形式因素，也

應分析作品中所涉及的社會、歷史、政治、經濟、思想、道德、心理、文

化……等等因素。78 
 

換言之，單一一種批評方式都有其不足之處： 
 
作品雖然可以自成一個系統，然而脫離了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就難解反映        
生活的作品；如果脫離了對接受主體－讀者的認知，就難解作品在完成之

後，是如何在讀者閱讀的過程中達到藝術再造的審美經驗。79 

 
基本上，本論文傾向以解讀小說為基礎，進行分析李鋭的作品，並盡量立基於當

時的時代背景來展開李鋭小說研究的論述，希望能兼具宏觀及微觀兩種視野，旨

在解剖李鋭的小說書寫所要反映的歷史觀及人生哲學，以期達到全面性、完整的

研究成果，而若有運用西方理論之處，將於其後章節一一加以介紹、論述之。 

                                                 
78 丁柏銓、周曉揚：《新時期小說思潮和小說流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00 年，頁 208-210。 
79 同上，頁 210-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