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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十年文革（1966～1976）帶給中國無論是思想界或藝文界巨大的創傷，八０

年代的文壇對文革進行省視反思，並對文學、文化進行重整創建，試圖在歷史裂

痕中縫補十年來的斷層。於是乎一群閱歷豐富敢於思想的作家為此做了開端，形

成「傷痕文學」風潮，繼而有「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

學」……等接繼而來，在傳統及現代間激盪。有論者指出： 

 

「傷痕」、「反思」和「改革」小說基本言說，正是其所處的「撥亂反正」

和「改革開放」的社會情境之下的主導性社會政治話語，其所從事的啟蒙

工作主要還立足於社會政治層面。他們的敘事目的主要還是為當時的社會

政治實踐進行「文學」的論證。而 1985 年前後形成潮湧的「尋根小說」

創作，則超越社會政治層面。突入歷史深處而對中國民間生存和民族性格

進行文化學和人類學的思考。
1 

 

這一輩作家多半是曾體驗「上山下鄉」的過程，從中感受民間生活與民間文

化，汲取農村經驗作為創作素材，並以此人生經歷反思中國在歷史中的姿態，思

索如何在時間中前進，彌補文革時期對於整體中國的傷害： 

   

  走出「傷痕」以後的知青小說，一度籠罩在思辯的雲霧和哲裡的色彩中。

直到 1982 年，知青小說呈現了新貌，以史鐵生、孔捷生、梁曉聲、張承

志、王安憶等老知青出身的青年作家，開始立足於現實回味舊夢，從失落

的青春中追尋流逝的歲月珍貴的餽贈，並從中找到今天和未來的人生座

標……舊夢由不堪回首變作不能忘記，對苦難歲月中美好東西的深情眷戀

代替了對生活全盤否定的片面的詛咒，青年努力從自己的生活實踐中認識

                                                 
1朱棟霖等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台北：文史哲出版社，2000年9月初版，頁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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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領悟人生真諦，尋找生活位置。2 

 

在八０年代文學多頭並進的風潮之下，對傳統觀念的反思、批判和重建，藝

術觀念也從中解放、轉型，作家們漸漸展開多元的探索，為時代發聲，甚至進而

為自己發聲。「先鋒文學」即以獨特的語言方式進行小說文體形式的實驗，先鋒

小說在敘事革命、語言實驗與生存探索上都表現了極度迷戀和推崇： 

 

從創作本身來看，這一新的先鋒話語使文學沈靜下來，成為回歸個人和

心靈的精神創作活動，它的主體也真正開始關懷具有獨立意義的人的命

運與存在狀況。群體的共同話語變成了個人的個性話語，而且從創作所

達到的人性與精神的深度上看，也是空前的。
3 

 

先鋒作家試圖證明，小說不是故事，不是人物，不是情節，也不是結

構，它是語言。……先鋒作家一方面在他們的小說中創造寓言和象徵的

風格，另一方面又棄傳統簡潔含蓄的語言規範於不顧，大肆地用充滿修

飾語的長句揮灑著自己對語言的強制佔領。……作家們不僅用他們的作

品表達著種種關於社會、人生、歷史的深刻思想，而且總是力求把自己

塑造成一種純粹「思想者」角色。從張承志的《心靈史》、陳忠實《白鹿

原》到史鐵生的《務虛筆記》，再到張煒的《柏慧》、北村的《施洗的河》

這樣的傾向可謂一脈相承。
4 

 

先鋒派作家因有對舊有文化模式的反叛及消解，使他們放棄對歷史真實及

歷史本質的追尋，也放棄對現實的真實反映，文本漸漸走向敘述形式，只具自

我指陳的功能，讓文學從政治功能、社會功能中脫離，走向對自我、對人性、

對哲思上的批判與追尋，也走向文學藝術形式的探索與突破，從而漸漸影響了

八０年代末興起的「新寫實小說」。 

                                                 
2陳信元：〈插隊「知青」的回想曲──序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我的遙遠的清平灣

》，台北：林白出版社，1989年初版，頁8。  
3劉新：〈先鋒的先鋒──從先鋒派文學自身的弊端看史鐵生的創作〉，《三峽大學學報》，20

06年28卷7 月，頁102。 
4朱棟霖等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台北：文史哲出版社，2000年9月初版，頁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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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寫實小說」興起於八０年代後期，仍以寫實為其主要特徵，但與先鋒文

學有所區別，他們著重在現實生活的還原，真實的去面對現實，並直面人生。

它是八０年代後期面對文學中對政治降溫、對文學理想消極、對生存艱困、對

人的解構等等現實環境因素下所應運而生的小說形式： 

       

      從作家隊伍的構成上看，新寫實小說是先鋒作家和現實主義作家的合

謀，從藝術型態上看，新寫實小說則是新潮科技與寫實手法互相妥協。

新寫實小說文本特徵，有人曾概括為五個方面：1、粗糙素樸的不明顯包

含文化蘊含的生存狀態，不含異質性的和特別富有想像力的生活之流。

2、簡明扼要的沒有多餘描寫成分的敘事，純粹的語言狀態與純粹的生活

狀態的統一。3、壓制到「零度狀態」的敘述情感，隱匿式的缺席式的敘

述。4、不具理想化的轉變力量，完全淡化價值立場。5、尤其注重寫出

那些艱難困苦生活的，或無所適從而尷尬的生活情境。
5 

      

    史鐵生 1974 年開始嘗試文學創作，其人生歷程跨越了文革浩劫，從幼時的

清甜回憶、青壯年時期的下鄉經歷到文革的歷史見證，皆是他早期創作的題

材。也因此他常被歸類為先鋒派作家群之一。又因其歷經了健全與殘疾的人生

重大轉折，故其作品亦帶有新寫實小說之風格，在先鋒作家群中獨樹一格。 

    先鋒作家突破時代及文學的侷限之後，為當代文壇帶來新的視野，但時日

漸久亦有其弊端產生。他們一方面受困於「先鋒」的時效性，以邊緣性的姿態突

破當代文壇既有風潮，但其寫作的浮躁性及表面性，使其作品未具有深層內在

的長遠影響力。一方面他們以個人價值所寫出的悲劇與荒誕，對於整體社會及

文壇未具有建設性的價值，失去了社會關懷及價值理想的建立，使先鋒文學的

啟蒙性降低，而逐漸下沈消失。在這樣的弊端之中，史鐵生的作品卻巧妙的超

越，並樹立其作品的風格，以其潛在的生命厚度引領文壇到生命哲思的境界。

對此，學者劉新指出： 

 

      史鐵生創作的「先鋒性」卻是大大的超越了上面的弊端，表現為：一方

                                                 
5前揭書，頁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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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他的創作中表現了一種先鋒意識或先鋒特徵，但是他的這種意識並

不是對西方的直接描摹，而是作家在探討人、社會、宇宙的本來面目時

不得不表現出來的，所以他的創作不是所謂的偽先鋒；另一個方面，作

家已經意識到了先鋒作家們熱衷於表現的「現代或後現代」，已嚴重脫離

現實……史鐵生則是給我們找到一種協調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

（宇宙）的良劑。
6 

 

    史鐵生作品中有回憶童年的溫情筆調、遙想插隊生活的體認、對人生巨變

的絕望、對殘疾的關懷、對人生困境的開悟、對人神的質問，在不同階段皆有

其創作取材重心。在面臨人生轉折時，他藉由寫作求生，由自哀自憐到檢視殘

疾，繼而將寫作主題提升至對人生命運和人類生存困境的焦慮思索。在李譾博、

馬萍〈史鐵生中短篇小說創作三部曲〉
7中將史鐵生的創作期剖析為三：第一階

段是被動的寫作，史鐵生並非嚮往文學創作之人，但殘疾之後，書寫成為他能

抒發、表達的管道，也是堅定求生意念的曙光，是求生也是謀生，這樣的寫作

動機是被動的。第二個階段則是溫情的回憶，中途殘疾乃是史鐵生的人生重大

經歷，年輕時的插隊生活也是他終生難忘的，因此回顧人生中一切美好記憶成

為他超越殘疾痛苦的依託。第三階段是焦慮的冥思，由回憶人生美好片段昇華

到正視自身殘疾以來的靈魂，開拓形上思維的的寫作空間。 

    本文將以史鐵生所處的時空背景、一生際遇轉折及心路歷程為基點，探究

其雜記散文、中短篇小說及長篇小說所突顯出的作品風格，從中剖析其創作觀

及不同寫作階段的關懷主題，並評價史鐵生的特殊性，以及他在當代文學史上

的地位。 

 

第二節  文獻探討 

     

史鐵生從事文學創作至今二十餘年，在對岸文壇頗負盛名，與史鐵生相關的

                                                 
6劉新：〈先鋒的先鋒──從先鋒派文學自身的弊端看史鐵生的創作〉，《三峽大學學報》，20

06年7月28卷，頁102。 
7李譾博、馬萍：〈史鐵生中短篇小說創作三部曲〉，《西安文理學院學報》，2005年8月第8卷

第4期，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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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專題研究及期刊報導不勝枚舉。但在台灣卻鮮少有關於他的研究專論，以下

是與本文有相關性的文獻資料，以台灣地區及大陸地區分別論述之： 

一、學位論文 

（一）台灣地區 

    目前台灣研究史鐵生的學位論文僅有一篇：陳萱銘《史鐵生小說研究》（台

北：佛光大學文學系碩士論文，2007 年 6 月）。顧名思義，此篇論文著重史鐵生

小說文本的分析，其論述範圍以史鐵生自 1978 至 2002 年的小說創作為主。以文

學思潮作為論文主軸，縱向考察史鐵生各時期的創作變化，橫向比對史鐵生的創

作手法。 

全文以五章分述：第一章〈緒論〉、第二章〈文革反思與知青經歷的初期寫

作〉、第三章〈書寫主題的縱向觀察〉、第四章〈書寫策略的橫向比對〉、第五

章〈結論〉。脈絡清晰，第二章概以史鐵生初期創作為主，第三、四章以小說文

本為主，分析藉小說創作不斷自我解構的史鐵生，自八０年代至九０年代不同

時期的小說文本所提及的生命議題，並究其受西方文潮的影響，分析史鐵生在

小說創作中所呈現的後設主義色彩。 

內文經緯分明，援引中西理論針對小說文本進行剖析，使史鐵生小說有了厚

實的文學理論支持。尤以後設小說特質闡釋史鐵生小說的部分，將其小說文本以

表格化方式比對，與後設理論呼應，使人一目了然。 

然其內容以析論 1978 至 2002 年史鐵生小說所探究的主題及書寫策略為主，

2002 年以後出版的長篇小說《我的丁一之旅》（2006 年）並未納入討論，此外，

對於散文、雜筆所延伸出的文學觀及哲學思維也未多作剖析，故本文希望能在這

些方面另作探討，以求對史鐵生的文學創作有更完整的研究。 

其他相關學位論文有： 

1、宋如珊《文革後十年(1976 -1985)大陸文學之研究》（台北：中國文化大學中

國文學系博士論文，1997 年）：分析文革後十年大陸文學的概況，以及促使大陸

文學由一元走向多元的因素，最後說明文革後十年文學對大陸文學整體發展的影

響。以時間作為研究主題的分野，針對 1976～1985 文革後十年的文學現象進行

分類性的研究，使文革後十年的文學流派發展清晰可見。 

2、陳雀倩《虛構與終結──蘇童、余華、格非的先鋒敘事研究》(台北：淡江大



 6

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2000 年)：1976 年 10 月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鄧小平

在 1978 年呼籲改革開放，表現在中國當代文學最鮮明的，莫過於從西方現代主

義與後現代主義文學得到借鑒與「橫的移植」的先鋒文學。此論文探究與史鐵生

同世代的先鋒作家，從文中可見先鋒文學的時空背景及作家風格。 

3、劉秀美《大陸新寫實小說研究──以劉恆、方方、池莉及劉震雲作品為主》

（新竹：國立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2001 年）：是以政治、經濟的政策

轉變，旁及於社會、文化及文學自身的變化，再結合作家的作品研究，企圖釐清

「新寫實」所呈現出的時代特色，凸顯「新寫實」的創作精神以及展現「新寫實」

的整體藝術特徵。針對新寫實小說的特質作為探討主題，列舉劉恆、方方、池莉、

劉震雲的作品作為新寫實小說的代表，剖析新寫實小說家的特質。 

4、洪喬平《大陸新時期小說美學思潮研究（1977-1986）》（嘉義：南華大學中文

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 年）：以文革後十年的小說為主要探究對象，透過社會的

脈動、文學的革新、審美的轉換三個視點來觀察大陸新時期小說美學思潮的發

展，針對文革後期小說所呈現出的美學特徵及價值加以分析探論。 

    以上四篇雖無直接提及史鐵生，但其研究的主題不脫同時期的文學現象及文

學特質，有助於建立史鐵生所處的創作年代的背景知識。 

（二）大陸地區 

    關於史鐵生的學位論文目前有： 

1、史鐵生綜論： 

陳義報《救贖路上的跋涉者──史鐵生論》（安徽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4

年）：從史鐵生最常提及的人生三大困境：差異困境、慾望困境、孤獨困境作為

探究，並探討此三困境所延伸出的史鐵生的宗教精神，對史鐵生作品中的思想作

一初淺剖析。全文著力於史鐵生作品中的宗教意識，針對佛教教義、基督教神學

與史鐵生之間的共鳴及所產生的悖論進行論究，頗為精闢。而在其歸類出的人生

三困境的部分，則僅酌以部分作品舉例簡要書之，並未深入析論。 

寧克華《第五隻眼看世界──在史鐵生的世界傾聽與領會》（安徽大學碩士

論文，2005 年）泛論史鐵生的創作經歷、寫作觀念及文學特質，其中獨語特質

與崔凱璇《魯迅、史鐵生散文獨語比較論》論述相近。 

2、探討史鐵生文本哲理： 

周磊《苦苦追尋生之意義──論史鐵生作品的深層意蘊》（華中師範大學碩



 7

士論文，2001 年）、呂寧《生命意義的思考與追問──史鐵生作品的內蘊》（吉

林大學碩士論文，2006 年）、彭早霞《論史鐵生小說的哲學精神》（南京大學碩

士論文，2007 年）：周磊、呂寧二文相近，皆以死亡、命運及生命意義出發，探

索史鐵生作品中的深層意義。彭早霞則由史鐵生的文化背景切入，繼而探其對生

命的哲學沈思及其宗教精神表現，較周、呂二文，於史鐵生的宗教哲理有較多的

細究。 

張路黎《史鐵生哲思文體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博士論文，2005 年）：針對史

鐵生文本的生命體驗哲思作為研究主題，將史鐵生的生命沈思分為生死、宗教、

與愛三大方向，考察何以史鐵生的生命體驗成為他文本裡的哲思靈魂。繼而從史

鐵生的文學觀中探討其對文體的實驗，再從文體實驗中深究其敘事特徵，從特徵

中探究筆下人物與印象的體現，並從中延伸出史鐵生的哲思意象特徵。 

陶國立《生之意義的探尋──史鐵生作品的哲學解讀》（東北師範大學碩士論

文，2005 年）：針對史鐵生的作品中大量出現殘疾人形象所構成的殘疾主題作為

探討主軸，將其殘疾主題分為前後期：前期是對現實的觀照，壓抑沈重而痛苦；

後期從現實中的殘疾關懷到廣義的殘疾，寧靜而平和。由殘疾主題延伸出史鐵生

的接受現實並對抗現實的命運觀及應運而生的宗教精神。但資料整理上偏向將史

鐵生作品分前後期，加以列舉概述，雖明白呈現出史鐵生在創作時期的改變，但

析論不足。由分期而衍生的命運觀，在全文耙梳上脈絡相承，將全文討論層次提

高至形上思維，且順理成章探究史鐵生的宗教精神。繼而針對「宗教精神」一詞

加以定義，以區別「宗教」，以此探究史鐵生作品中的「宗教精神」，有別於以宗

教派別來歸類史鐵生的宗教觀。 

周琰《思索的小說：論史鐵生小說的哲理意涵》（揚州大學碩士論文，2006

年）：以小說文本為探究主軸，析論小說中的哲理意境，以愛與殘疾為探索主題，

繼而探究其中的小說詩學。 

3、探究史鐵生創作論： 

李玲《殘疾與愛情的哲學思考──史鐵生創作論》（天津師範大學碩士論文，

2001 年）、任麗娜《求索存在意義的無極之路──史鐵生創作論》（吉林大學碩

士論文，2006 年）、王子東《人生苦難的拯救──史鐵生創作論》（東北師範大

學碩士論文，2007 年）：三者皆以史鐵生生命階段裡所面臨到的課題作為探究主

題，大致為殘疾、苦難、愛三方面為基點，從中一探史鐵生的創作階段及主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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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張細珍《心魂的文字般若──史鐵生小說創作論》（江西師範大學碩士論文，

2005 年）：由敘事層面切入，將史鐵生界定為「純粹的心魂寫作者」，分為倫理

敘事、神性敘事、詩藝敘事三方面探究史鐵生精神探索裡的敘事特質。 

4、析論史鐵生創作心理層面： 

丁秀花《史鐵生創作的意向類型與心理動因》（天津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6

年）：由小說、散文的文學意象探討史鐵生作品。史鐵生因殘疾而侷限了他所能

接觸到的生活面相，卻藉由思考層面開拓了他的人生層次，丁秀花由無限的「意」

與受限的「象」的交互作用裡，將意象分為人物、環境、生命、母親、愛情、神

靈六部分，繼而從中深究史鐵生的創作心理動因。 

金生翠《新時期文學的精神分析學研究》（蘭州大學碩士論文，2007 年）：

對於大陸新時期文學由封閉到開放、由中心到邊緣、由感性過渡到理性的寫作風

潮，足以反映出人在時代變遷中精神層面所受到的衝擊與改變。由精神分析層面

去透析新時期文學的複雜性與深刻性中所隱藏的作家精神性質。而史鐵生在此論

文中被歸類為自卑情結的靈魂追尋者，由阿德勒的自卑論中去析論史鐵生對生命

的態度，及他的哲理思維底層的自卑情感，由作品反推回作家創作的動機。 

5、其他： 

崔凱璇《魯迅、史鐵生散文獨語比較論》（山東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4 年）： 

所謂獨語，是作者進入自我精神反思的狀態，展現寫作者對生命及存在的深層思

考。此篇論文以獨語為視角，運用心理學分析魯迅及史鐵生作品中的獨語特質，

試圖以此來瞭解作家在內在精神及思想深度上的共通特徵。全文以魯迅及史鐵生

在作品中慣有的敘述用語進行比對，探究由詞彙中所透露的創作心理，以語境的

層面去解構作家。雖魯、史二者文風迥異，但由心理學角度剖析其敘事特徵，亦

可窺見創作手法及心態上的略同處。 

周雨華《論九十年代的思想散文》（廣西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6 年）：探

究中國大陸九十年代的散文熱潮，在大量的散文作品中聚焦「思想散文」，將思

想散文分為對歷史文化的反思、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對理想人生的追求三大主

題，其中，將史鐵生列為第三類主題的思想散文，肯定他對生存困境的思想價值，

以及能以生動的意象傳達抽象哲理。在九十年代的思想散文討論中，史鐵生是一

具體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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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論文，有以綜觀史鐵生作品的方式，探討其書寫主題及形上哲理 ，亦

有針對創作手法切入，對史鐵生的書寫特質作一深究 。各書其要，皆具參考價

值。 

二、期刊文獻 

    在大陸學報期刊中討論史鐵生作品、思想及其人的篇章，近年來為數頗多：

李譾博、馬萍、王泉、黃湘、張路黎、李東芳、邢孔輝、宋立民、薛林榮、宋占

業8等人，以史鐵生小說為探究主軸，就其中短篇及長篇小說內容分析出史鐵生

小說創作的歷程變化，由悲憤慨嘆式自哀自憐到奮力抵抗的自助自救。並從中歸

納小說中的主題意識，對殘疾、苦難、愛恨、夢想、救贖、宗教等議題切入，探

討史鐵生的創作意圖。     

胡山林、汪文忠、王泓、王金城、梁鴻、董萃、張宏、李嵐、石杰、蕭百容、

于永順9等人，以史鐵生作品中的思想精神作為探究主軸，由形上思維的角度切

入，看見史鐵生在面對生命苦難及虛無困境時的自我超越，由現實層面爬升到對

人生理想的重建，呈現出史鐵生與當代先鋒作家、新寫實作家的殊異，凸顯史鐵

                                                 
8 李譾博、馬萍：〈史鐵生中短篇小說創作三部曲〉，《西安文理學院學報》，2005年8月第8卷
第4期。 
王泉、黃湘：〈簡論史鐵生小說中的苦難母題〉，《語文學刊》，2002年第4期。 
張路黎：〈《務虛筆記》之虛──論史鐵生《務虛筆記》形式上的新探索〉，《三峽大學學報》
，2003年9月第25卷第5期。 
李東芳：〈存在的憂思：史鐵生的出發點與歸宿──史鐵生小說創作論〉，《北京社會科學》，
2000年第3期。 
邢孔輝：〈重複與超越──史鐵生小說創作論綱〉，《瓊州大學學報》，1997年第2期。 
宋立民：〈蒼蒼莽莽的群山中走著兩個瞎子──史鐵生《命若琴弦》的再闡釋〉，《黃淮學刊》
，1994年6月第10卷第2期。 
薛林榮：〈向死而生──史鐵生小說的母題解讀〉，《天水師專學報》，1998年第1期第18卷。 
宋占業：〈走出心靈深淵，實踐精神超越──評史鐵生小說《山頂上的傳說》〉，《信陽師範學
院學報》，2005年10月第25卷第5期。 
9胡山林：〈山命意義的探尋──史鐵生作品的中心意蘊〉，《河南大學學報》，1997 年 7 月。 
汪文忠、王泓：〈詩意的活著──史鐵生作品的生命意識透析〉，《安徽警官職業學院學報》，
2004年第4期第3卷。 
王金城：〈生命苦難的哲學冥思──史鐵生的意義及務虛筆記的思想價值〉，《閩江學院學報》
，2005年12月第26卷第6期。 
梁鴻：〈史鐵生：殘障生存與個體精神旅程的哲理敘述〉，《北京社會科學》，2003年第2期。 
董萃：〈史鐵生殘疾主題小說的精神內核〉，《瀋陽師範學院學報》，2000年5月第24卷第3期。 
張宏：〈現代性敘事中的個體言說──從史鐵生筆下的宗教精神談起〉，《淮陽師範學院學報》
，2004年2月第26卷。 
李嵐：〈掙扎與超越──論史鐵生的作品中的死亡意識〉，《安康師專學報》第15卷2003年3月。 
石杰：〈史鐵生散文中的佛教意識〉，《海南大學學報》，1996年6月第14卷第2期。 
石杰：〈史鐵生小說中的宗教精神〉，《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4年第1期。 
蕭百容：〈死亡之真──論史鐵生創作的死亡主題〉，《中國文學研究》，2004年第2期。 
于永順：〈論史鐵生小說建構的哲思化走向〉，《遼寧師範大學學報》，2006年5月第29卷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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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思想價值及對文壇思想的建設意義。 

李東芳〈存在的憂思：史鐵生的出發點與歸宿──史鐵生小說創作論〉一文

以悖論困境探討史鐵生的「存在」議題，又以代償心理解讀史鐵生的創傷體驗：

「史鐵生的心理模式中確實有潛在的性壓抑與性自卑，作為代償心理機制的一部

分，他將性權利的實現和性本能的釋放直接等同於生命的權利，活著的尊嚴」10

文中將史鐵生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分為男性、女性兩大類作為心理模式的比對剖

析。此文在心理層面上提供不同角度去解讀史鐵生。王金城〈生命苦難的哲學冥

思──史鐵生的意義及《務虛筆記》的思想價值〉將史鐵生各時期創作依序略作

探討，並歸納出史鐵生的人生困境：「在史鐵生看來，人有三種根本的困境，一

是孤獨，人生來注定只能是自己，無法與他人徹底溝通；二是痛苦，生來有無窮

的慾望，而實現慾望的能力永遠趕不上慾望的能力；三是恐懼，人生來不想死，

但總是要走向死亡。這些困境是永恆，而每一種困境都意味著生命的殘缺、荒謬

和不圓滿。」11但未有充足的引文以佐證之，這部分可與陳義報論文《救贖路上

的跋涉者──史鐵生論》中所歸納的三大困境相互參照。王文將重心置於《務虛

筆記》，除著重史鐵生思想層面的探究外，亦略微提及其敘事手法，雖未多加著

墨，但已提供再研究的線索。胡山林〈史鐵生的文學觀〉認為史鐵生以人本問題

作為創作重心，樹立其鮮明的精神特質，故將其作品風格作一初步梳理，歸納出

文學觀，包括寫作意義：為生存找尋根據、寫作行為：大腦對心靈的巡察和緝拿、

文學的使命：發現認識世界的新角度、作家的心性品質：樸素與真誠、有意味的

形式：對生命和存在的感悟。雖然每個部分多以概論為主，但其歸類可提供進一

步研究的方向。 

這些學者大多能以史鐵生一生的歷程轉折為視角，去解讀他的作品，進而瞭

解一個殘疾作家的內心世界。史鐵生的創作量雖不及同時代其他作家，但其特殊

的題材、寫作方法，以及深厚的意蘊均能引人注目，故期刊學報中多有探討，從

而使史鐵生及其作品的價值日益彰顯。 

 

                                                 
10李東芳：〈存在的憂思：史鐵生的出發點與歸宿──史鐵生小說創作論〉，《北京社會科學》
，2000年第3期，頁105。 
11王金城：〈生命苦難的哲學冥思──史鐵生的意義及務虛筆記的思想價值〉，《閩江學院學報
》，2005年12月第26卷第6期，頁79、80 。 
 



 11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文學思潮研究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不論是引進中國的西方思潮，還是文革後產生的中國文

潮，對於史鐵生都有直接的影響。西方的存在主義認為人的存在是受到時空的束

縛，是命定的，沒有任何人徵詢過你的意願。由命定所獲得的是「存在」，而由

自由所創造的則是「本質」。人生就是在命定的存在中，利用自由，去創造自己

的本質。命運不是一成不變的，都可以用自身的努力加以改造。存在主義只討論

自身的問題，不站在自身之外，而是深入自己心靈深處，去找尋自己的真實。史

鐵生的作品所呈現出的自我追尋，與存在主義作家沙特、卡謬有雷同之處，沙特

主張人就是自由，一個人並不是自願存在於世的，然而一旦存在，他就是自由的，

但同時他要對自己所做的一切負責。而卡謬的思想則以「荒謬」及「反抗」為主，

認為人須凝視生命的荒誕，並為此反抗，就如同神話裡不斷推巨石的薛西弗斯一

般，不斷為生命作抗爭來證明自我存在。史鐵生深知人生而孤獨，從存在本質裡

去探求價值用以立足於世俗，他在作品中的性靈追求便是以人生荒謬為基底，去

尋求自我的存在定義及靈魂的自由解脫。史鐵生身處「傷痕」、「反思」、「先鋒」

等文學風潮中，以其多部作品凸顯獨樹一格的文風，本文將從文學思潮的角度分

析史鐵生的作品。 

二、心理學研究 

    在史鐵生的作品中，常出現殘疾、缺憾、夢境等形象，作家在創作時也在建

構自我內心世界，其投射出的作品現實亦反映其心理原型，故作品是作家內心思

想的外化。心理學中，佛洛依德探討人的潛意識及夢境所反射出的內在活動。本

論文將利用心理學角度切入，分析史鐵生作品人物原型，繼而概括出史鐵生在創

作時的心理原型，由作品透視作家心理在生命歷程中的變化。 

三、敘事學角度 

    史鐵生在小說創作中喜以主客觀敘事及獨白低語交疊行進，使得在敘事視角

上呈現第一人稱及第三人稱的交錯，甚至令「我」與「他/她」進行對話，卻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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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抽離。正如他在《務虛筆記》中所言：「它沒有故事，只有情節。」12以多

元的對話方式，使角色相互在不同時空中得以產生關聯，使情節得以延續。從人

物的符號化到主角行為，小說欲探討的議題輪廓漸行浮現。作品中諸如時空、場

景等視覺敘述，抑或人物的聚焦層次及主客異位等敘事節奏皆值得析論，由敘述

學的角度將可以解構史鐵生創作的文學技巧。 

綜上所述，筆者將從文學思潮、心理學及敘事學三大方向解讀史鐵生其人及

其作品，以此詮釋文本，瞭解外在環境及心路歷程影響作家的創作表現，並以此

分析作者的寫作技巧、思想內涵及精神意蘊，期以歸結出作家的藝術成就及文學

地位。 

                                                 
12史鐵生：《務虛筆記》，台北：木馬文化有限公司，2004年初版，頁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