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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綜觀李鋭的作品，可以發現其中含有十分濃郁的人道主義1色彩，以「人」

的價值為核心，無論是形式或內容上，都以表達人性為重點。這點與錢谷融「文

學是人學」的主張不謀而合，錢氏把人放在了文學的中心位置，認為： 

 
一切都是從人出發，一切都是為了人。2 

文學的對象，文學的題材，應該是人，應該是時時在行動中的人，應該是

處在各種各樣複雜關係中的人。3 

 
在中國的傳統觀念中，傳播道理是文學主要的功能，正所謂：「文以載道」，又因

為中國重視宗法制度，重視群體利益大於個體生命，因此文學在人性的表達上較

為缺乏，這種情況，一直到五四時期才有了改變。在五四時期，陳獨秀、周作人

等一大批作家開始大力宣揚人道主義、從一定程度上為「人的覺醒」產生了推進

作用，但是在此時期，人道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卻僅僅是五四先驅者的一種手段，

他的目的是希冀以「異域文術新宗」來打破國人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實行社會

批判與改革，而並非是真正的、「人」的價值的解放。例如陳獨秀在〈文學革命

論〉中所言：「今日革新政治，勢不得不革新盤踞與運用此政治者精神界之文

學。」。4因此有論者指出：「盡管『五四』文學高揚人的解放、個性覺醒，但仍

然是從啟蒙意識的大框架著手而不是從個體文化自身的價值出發的。」530 年代

末，中國社會局勢更為動蕩，知識份子更將自己的政治主張寄寓在作品之中，意

識形態濃厚。作家這種「經世致用」的思維在社會政治形勢的催化下逐漸形成一

種文學功利化、政治化的社會文化心理。陳思和就提出「共名」的理論： 

                                                 
1 人道主義這一術語的用法並不具有始終一貫的單一所指。從歷史和社會學的角度出發，把它作

為一種思潮，作為某種歷史的和不可重複的事物去理解，使它與義大利文藝複興，與資本主義的

興起，與歐洲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等相聯系，各說不一。《新不列顛百科全書》(1974 年第 14

版)、《蘇聯大百科全書》(1972 年版)、P‧愛德華《哲學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等都論

述，指起源於 14 世紀下半期的義大利，並擴展到歐洲其他國家，以要求人格獨立、個性解放、

恢復人作為人的地位與尊嚴為核心的哲學和文學的運動。分為三個階段：它的最初形式是文藝複

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最初含義是「受過世俗教育的意思」。它的鋒芒針對蔑視人、蔑視人的世俗

生活和世俗教育的精神專制，從肯定現世人生和反對宗教禁欲主義的角度追求人的解放。其次是

啟蒙時期的人道主義，它突出天賦人權的思想以及相聯系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觀念，強調人的

理性精神，從反封建主義的角度突出人的地位。最後是十九世紀的人道主義，它在人本主義哲學

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強調個人的自由、價值和主觀能動性，個人主義成為人道主義的重要內核。

正是由於這種歷時性，所以漢語對同一術語 Humanism 在不同的語境便有三種譯法：人文主義、

人道主義、人本主義。 
2 錢谷融：〈論「文學是人學」〉，《當代文藝問題十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4 年，頁 86。 
3 同上，頁 84。 
4 陳獨秀：〈文學革命論〉，《新青年》第 2 卷第 6 號，1917 年 2 月 1 日。 
5 張寶明：《啟蒙與革命—五四激進派的兩難》，台北，學林出版社，1998 年，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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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代含有重大而統一的主題時，知識份子思考問題和探索問題的材料都

來自時代的主題，個人的獨立性被掩蓋在時代的主題之下。我們不妨把這

樣的狀態稱作為共名，在這樣狀態下的文化工作和文學創作都成了共名的

派生。6 

 
在「共名」的狀態下，文學被要求在更大程度上成為意識形態、階級鬥爭的武器。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曾說： 

 
政治標準第一、文藝標準第二。 

為藝術而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平行或互相獨立的藝術，實際上是

不存在的。 

「人性論」。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

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裡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什麼超

階級的人性。 

有些小資產階級知識分子鼓吹的人性，也是脫離人民大眾或反對人民大眾

的，他們所謂的人性，實質上不過是資產階級的人性。7 

 
毛澤東否定了除了「階級性」外還有「人性」的可能，此時的文學作品中讚揚的

是「階級之愛」而非「人類之愛」。人性和人道主義成為被批判的概念，中共建

國後十七年間，仍然有些學者發表過不少中肯的、符合文學本質與文學價值規律

的理論觀點。例如：在大連召開的農村題材小說座談會上，會議主持人邵荃麟提

出「現實主義深化」與「寫中間人物」的文藝理論問題；巴人、王淑明在《新港》

雜志發表論人情、人性的文章；錢谷融在《文藝月報》撰寫了〈論「文學是人學」〉

的長篇論文等等。這些文章所表現出來的觀點都是主張拓展文學廣度與深度，真

實表現社會生活的面向；或是提倡文學要寫人的情感，寫人性，更進一步地認為

人才是文學描寫的中心，這些都牽扯到文學創作與文學理論中「人」的價值觀念

的問題。然而，這些理論主張幾乎無一例外地遭到了嚴厲的批判，甚至連主張這

些理論的學者人身都受到了迫害。這種情形一直到文革結束後才有所改善。 
經過文革十年的浩劫，中國文學幾乎覆滅，新時期伊始，中國文學打破了長

期的沈默，重新得到發聲的機會，長久壓抑在人們心中的痛苦與悲哀、失望與憤

怒開始爆發出來，劉心武的小說〈班主任〉、盧新華的小說〈傷痕〉分別從人性

的扭曲、親情的磨滅等方面控訴了極左思想對人性造成的戕害，成為新時期文學

                                                 
6 陳思和：〈共名與無名〉，《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2 年，頁

190。 
7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頁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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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義、人性論價值取向的開創性作品，也成為後來被冠以「傷痕文學」名稱

的代表。宣洩過不平及憤怒後，痛定思痛的人們開始反省，以理智冷靜的思考審

視這場災難，不僅僅局限於對文革十年的暴露與控訴，而是深入到造成這場災難

的原因，從一開始控訴「極左」思潮與封建主義對「人」的漠視、對個體生命情

感的抹殺，逐漸到「人性」本身的理性分析（如：張抗抗的《隱形伴侶》），因此

新時期文論中對於人道主義可以說是往上接續了五四傳統，並在對文革的反思中

更深入探索了「人性」。8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90 年代中國實行市場經濟，與世界經濟進行全

球化接軌。一方面由於市場經濟的影響，加上對外開放的深入，一時間各種思潮

湧入，對社會現實、理論研究與文學創作產生難以估量的作用，呈現出價值多元、

共依共存的文學「無名」狀態；而另一方面，商品化的浪潮造成社會拜金主義、

利己主義的興盛，知識分子紛紛投入商場，一些大型文學刊物倒閉或轉向，文學

創作走向媚俗的道路。整個社會以市場經濟為導向，個人主義、物質主義、拜金

主義充斥，價值觀念扭曲，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擊垮社會公平的價值觀。處於這

種社會環境中的人們，已經不再有對於社會人群的人道關懷，也喪失了自身的價

值標準與理想追求，人性逐漸物化。人文精神至此再度被提起，部分知識分子開

始呼籲人文精神以之來抵抗這些不正常、甚至頹廢的思潮。李銳對此也深感痛心： 

 
時過境遷，當年高舉紅寶書獻忠心的中國人，忽然間在「商品大潮」在金

錢的海洋面前忘情地跪下來，大家似乎又在希望著從那個慾望的海洋裡撈

出一條金鯉魚來。似乎只是一眨眼的功夫，我們就完成了從「純精神」到

「純物質」的轉變，我們就完成了從「高舉」到「下跪」的姿勢的改變。

拜神的風暴剛剛席捲了中國之後，拜金的風暴再一次席捲中國。9 

 
雖然 90 年代的物質主義高漲，但是李鋭的作品仍然堅守純文學的隊伍，在內容

和形式上都以實現「人的價值」為追求目標。 
在內容方面，李銳早期的作品表達出對保守鄉村、封建文化的不滿，隨著《厚

土》系列的出現，李鋭的作品有了一個嶄新的里程碑。同樣以農村生活為素材，

《厚土》系列與早期的作品最大的不同就是從要求尊重人的個性、尊重人的價值

出發，更進一步揭示了人性的深層內容，反映「人」自身的矛盾性和複雜性。早

期的作品，如：〈清清的泉水〉、〈霉霉的兒子〉等都表達出尊重個體獨特性的主

張；而〈月上東山〉、〈靜靜的南柳村〉等都顯而易見李鋭的批判態度，但是到了

《厚土》系列中，李鋭的創作意圖不再如此明確，他進入了人認識自身的另一個

                                                 
8 對於「人性」和「人道主義」必須要先做一個釐清：人性是指人的基本屬性；人道主義則是倡

導關懷人、尊重人、以人為中心的一種社會思潮。 
9 李鋭：〈要麼都高舉，要麼都下跪？〉，《拒絕合唱》，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2 年，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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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進入到生命本體，認識「人」本身的複雜性。所以他對於《厚土》評論者

停留在「『國民性』的積澱」的批評感到有些遺憾。李鋭一方面關注日常生活，

從最基本的生理生存層面去關注人物在生存困境中的生存欲望，顯示出「人」的

自然屬性。李銳的作品充滿著苦難，因為他對苦難一直有著深深的體驗和感悟，

有著獨有的發現和理解。他說： 

 
有貧困而沒有苦難，再貧困也沒有文學的意味。貧困是一種客觀現狀，苦

難是一種人心體驗。10 

 
又說：「當苦難把人逼進極端的角落時，生命的本像讓人無言以對。」11李鋭在

尋求的正是生命的意義，他想要引起的並不是同情，而是瞭解。苦難是全人類共

有的，甚至不特定屬於何種人，李銳正是藉由苦難追問人的存在價值。在苦難當

中可以挖掘出「人」的本性，這本性中始終善惡相隨，正如李鋭指出： 

 
也許，面對這人類的罪惡，面對這各種各樣的人類的不可以「解構」的奧

斯維辛，我們才能真正開始自己對自己的追問。千百年來，我們自己把自

己定義為是「人」。可現在，在有了奧斯維辛和文化大革命之後，我們又

知道，這一撇一捺的兩筆，千百年來我們從來就沒有把它們寫得哪怕稍微

圓滿過一次。這是我們作為人的悲哀。或者，換一種說法，這也是我們作

人的另一種難以解構的本性。12 

 
這種複雜人性的表現才是李鋭亟欲追求的目標。從李鋭的作品來看，他的人道精

神亦在於此。他在批判人民（無論是冥頑不靈的農民，或是自以為是的啟蒙英雄）

的人性弱點時也給予同情與理解。這並非是美化大眾，也不是醜化人性，正如劉

再復所言： 

 
「新時期」文學對「個體」的人的重新發現，人不再被神化，也不再被物

化，人就是人，他是多重復雜的，有物質的欲望，也有精神的追求和矛盾，

人重新謀求自我的解放，自我的肯定。13 

 
李銳只是把他們當作普通的人來寫，而沒有拔高，也沒有醜化，只是表現普遍的

人性，李銳藉由苦難，從而給人一個真實的處境。另一方面，李銳對於人類精神

生活的孤獨，也做出深入的探討，《萬里無雲》中啟蒙者的孤獨，《舊址》中漂流

                                                 
10 李銳：〈重新敘述的故事〉，頁 226。 
11 李銳：〈《銀城故事》訪談〉，頁 248。 
12 李鋭：〈從不能「解構」的地方開始〉，《拒絕合唱》，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2 年，頁 90。 
13 劉再復：《性格組合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 年，頁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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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根的寂寞，讓其作品主題中的苦難得以延伸，揭示出人類從物質到精神永恆的

困境，因此李鋭的小說中充滿著悲劇意味。他不僅僅是沈浸於描繪現實的苦難、

精神的困惑，還以理性的審視來洞察人性，更藉由這樣的作品表達出對人的生命

的肯定與尊重。正如他自己所說：「生命的悲劇沒有語言和地域的局限。」 
在《厚土》之後的作品，延續了這樣的思考：可以說《厚土》是個起點，表

現了停滯靜止的生活狀態，那麼不免教人反思：中國社會百年來的變動、十年文

革的災難到底造就了什麼？原本要拋棄的如今又以新的形式出現，似乎令人感受

到自己身陷在「歷史」循環的怪圈中，對此，李鋭頗有感慨，李鋭的《舊址》、《銀

城故事》就是表現出李鋭的「重複」、「荒謬」、「偶然性」的歷史觀。他不想對歷

史做出任何判斷，更不相信歷史： 

 
我不相信真的會有一個所謂統一「真實」的歷史。所以我不願去做這徒勞

的努力。我知道那個井底下的月亮無論怎樣努力也是撈不上來的。因為我

放棄了那個「真實」的歷史。所以我便一意孤行地走進情感的歷史，走進

內心的歷史。14 

 
對李鋭來說，在時間的洪流之中，那些被淹沒的人類的悲哀和歡樂，才是真實的，

這使得他的作品流露出一種哀憫的情緒，蘊藉著人道主義的關懷。他試圖從宏大

歷史的夾縫中找出個體發聲的空間，再從個體生命出發，顯示每個不同的人物在

政治、戰爭和文化碰撞中存在的狀態，他說： 

 
我的小說不想對社會是非做判斷，也不想對歷史是非做判斷，不僅是不

想，更是覺得不能，不相信任何判斷。……我寫了在這些以血塗寫的歷史

中的人的悲涼處境；我想或許在這處境的表達中，可以看見人，可以看見

中國人精神和情感的歷程。15 

 
李鋭曾說他小說中的人物： 

 
並非是做為英雄而死的，他們只是在時間的長河裡死在歷史之中了。他們

不這樣死，也會那樣死。只是這世世代代永無逃脫的死，這死的意義世世

代代的喪失讓我深感人之為人的悲哀。16 

 
李鋭此段話不僅點出了歷史的荒誕，更進一步探詢人類存在價值和意義。 

                                                 
14 李銳、梁麗芳：〈關於《舊址》的問答一筆答梁麗芳教授〉，頁 71-78。 
15 同上。 
1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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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銳作品所以對於「人」的關注如此之深是其來有自的。李銳出生於 1950
年，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大約同齡，他見證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歷史，也參與在其

中。從一個備受呵護的高幹子弟，到父母雙亡的孤兒；從滿腔熱血理想的「紅衛

兵」到飄零異鄉的「知識青年」，李銳前半生的經歷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變

動幾乎分拆不開，而他的寫作生涯也正是基於這樣的體悟而啟蒙，因此，在他的

作品中若隱若現著文革的影子，這是這個金錢掛帥的時代中少有的聲音，他說： 

 
「文革」如今幾乎成了中國人的禁忌。可我想，對於「文革」不斷地追問，

將是我們中國人打開民主和自由之門的最好的鑰匙。對於「文革」的不斷

地追問，不僅僅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作家義不容辭的責任，它更是我們刻骨

銘心永世難忘的生命經歷和生命體驗，它更是我們作為一個人的無法逃脫

和迴避的宿命。17 

 
因此可以發現李銳的小說題材大體上都是其親身經歷或者親耳所聞的真實事

件，比較起蘇童、余華等人作品題材的多變，李銳的題材可說是較為單調。又因

為李銳的小說承擔了太多知識份子的責任，使得李銳小說充滿了刻骨銘心的悲

涼，筆觸稍嫌沈重，不過這也正是李銳的特殊之處吧！ 
在形式方面，李鋭嘗試敘事方式的革新，而其目的也在於「實現人的價值」，

他說： 

 
我的《無風之樹》和《萬里無雲》使用了讓每一個人物自己主動口語敘述

的方式。這方式不是我發明的，是我從福克納那裏借鑒來的。但是方式的

借鑒，無法替代我自己整個人生立場的轉變，也無法替代我對現代漢語的

重新理解。我使用口語敘述的方式，是對等級化了的書面語的反抗。呂梁

山的農民就像大山腳下的石頭一樣永遠沒有自己的聲音。從來都是被教

育、被啟發、被改造、被賦予的對象。如果真的承認生命的平等，那麽就

該給卑微者同樣的發言權。在「被描寫的」轉變成「去描寫的」的同時，

所謂的精神指向也發生了截然不同的轉變。這就是為什麽我說「敘述就是

一切」。18 

 
為了貫徹這樣的理念，李鋭在《無風之樹》、《萬里無雲》中嘗試用以不同人物的

內心獨白爲敘述方式，且大量使用民間口語、俚語，目的就是在於洗脫掉知識份

子高高在上的敘述者姿態，讓人物自行發聲，甚至他試著讓傻子、畜生擁有自己

的語言，這與李銳對「人」的執著關注以及強調自我體驗的表達是分不開的，不

                                                 
17 李銳：〈無言者的悲哀〉，《另一種紀念碑》，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2 年，頁 81。 
18 譚嘉記錄、整理，李鋭增刪修訂：〈作家李銳訪談〉，《今天》，2003 年春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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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李鋭藉由《無風之樹》和《萬里無雲》所做的語言實驗到底成功與否？結論

恐怕是見仁見智。首先，是語言方面的問題。《無風之樹》和《萬里無雲》中人

物內心獨白的方式敘述故事，並不是直接讓讀者面對他們的意識，而是經過作者

的剪裁而成，雖然李鋭曾在農村生活六年的時間，但是本質上還是個知識份子，

他的思想深度、價值標準與農民完全不同，縱使試著藉由他們之口傳遞訊息，仍

然會在不經意中流露本身駕馭文字的技巧。另外，盡力模仿口頭語言的結果，會

不會導致粗魯俚俗的口語氾濫，影響了整個作品的文學性？作品中所使用的口語

真的是當地農民日夜操持的語言嗎？李鋭自己也坦承： 
 

我覺得《無風之樹》對我來講是一個整體的超越。……我用直接的口語，

事實上並非是當地農民的真正的口語，這是我創作的口語，我真要用當地

的農民的口語寫小說誰都看不懂。因為那裏很多方言任何人都看不懂的，

《新華字典》裏沒有那些字，也沒有那些詞。19 
 
由此說來，《無風之樹》中所運用的口語方式仍然是李鋭藝術加工之後的作品，

口頭語言的真實性也成為值得探討的問題。 
其次，是讀者閱讀上的問題。利用個人內心獨白方式講述故事，由於沒有客

觀的描述作為故事情節的鋪展，所有的「我」（獨白者）都需要相當篇幅的閱讀

後才能清楚到底是哪個人物所言，而內心活動中若有牽扯到其他的人物以「他」

來指稱的情況，這個「他」就更令剛開始閱讀的讀者費心釐清了，因此《無風之

樹》的小說開場是苦根兒的內心活動，而苦根兒正是全書中為一一個使用第三人

稱口吻描述的角色；《萬里無雲》則有李京生總結一切，否則容易使讀者毫無頭

緒，迷惑不解。事實上，文學作品需要讀者閱讀，大陸當代先鋒小說風潮的暴起

暴落就可以說明太富有實驗語言的作品較不符合一般讀者的閱讀習慣，因此做過

這樣的實驗之後，李鋭又重新回到了主流，創作《銀城故事》、《太平風物》，不

過，李鋭的努力依然值得肯定。 
由小說中使用方言的問題做為起點，李鋭更深入思考語言的等級問題，他說： 

 
相對於標準化、書面化、權威化的現代漢語，偏遠地區的農民語言被看做

是邊緣而且落後的「方言」，。相對於世界「通用」，的英語，相對於「西

洋」的「洋文」，現代漢語又自甘自願地臣服成一種落後的低等級的「方

言」，又「不言自明」「順理成章」地接受語言的自我殖民化。追種荒謬的

尺度之所以成為普遍的存在，除了中國自身複雜的歷史原因之外，更有一

種世界範圍內的語言歧視和語言等級的劃分。20 

                                                 
19 王堯、李銳：〈本土中國與漢語當代寫作〉，《當代作家評論》，2002 年第 2 期，頁 16-29。 
20 李鋭：〈網路時代的方言〉，《拒絕合唱》，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2 年，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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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種「中心語言」地位的確立，也都意味著一種標準化、集約化、普

及化的建立。語言、文字的本性決定了它必須「通用」。沒有了「通用」

也就沒有了語言產生的可能和必要。而省略和標準化又是一切通用的前

提。但是，在省略什麽、又以誰為標準這樣的問題背後，你常常會看到權

力之手無情的塗抹。21 

 
因此，他反對文學的等級化，對於媚外的、跟著潮流的文學創作深惡痛絕，他認

為中國的文學也是「人類的」文學： 

 
在歐洲和北美作家的作品被冠以「人類的」這三個崇高字眼的時候在那個

「人類」 裏常常並不包括我們這些象形的生命。這個不同的也是不平等

的語言地位和語言處境產生了無數不同的也是不平等的敘述和書寫。這個

絕然不同的語言處境決定了對於所謂「全球一體化」 的完全不同的描述

和表達。但是這個語言地位的不平等並不能決定文學品位的高低。弱勢文

化的人並不同時意味著「弱勢」的感情和「弱勢」 的生命體驗。22 

 
所以李鋭對於文學所做的要求和堅持一直是以表現「人」為追求核心： 

 
      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並非因為它仰仗轟動和權威，更不是為了時髦，而

是因為它在對生命的表達和追求中，無意間深深地觸動了許多人的心弦。

23 
 
正是由於一切都是以此為目標，李銳嘗試將其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統一於這個主題

之下，在這兩方面都力求找尋、實現大寫的「人」的價值，李銳的作品的意義亦

在於此。 

                                                 
21 同上，頁 57。 
22 李鋭：〈比世紀更久遠的文學〉，《拒絕合唱》，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2 年，頁 68。 
23 李鋭：〈被剝奪與被掩飾的〉，《拒絕合唱》，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2 年，頁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