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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史鐵生的文學地位 

 

2003 年中國首屆華語文學傳媒傑出成就獎頒獎儀式上，史鐵生受到這樣的

肯定：「當多數作家在消費主義時代裡放棄面對人的基本狀況時，史鐵生卻居住

在自己的內心，仍舊苦苦追索人之為人的價值和光輝，仍舊堅定地向存在的荒涼

地帶進展，堅定地與未明事物作鬥爭，這種勇氣和執著，深深地喚起了我們對自

身所處境遇的警惕和關懷。」1史鐵生寫出他的生命印象，以其特殊的生命歷程

寫出哲學意味濃重的著作，在文壇獨樹一幟。佛斯特在《小說面面觀》寫道：「一

本小說的最終考驗將是我們對它的情感。」2史鐵生並非擁有廣大商業市場的作

家，但他的作品在文學界所發散出的特質卻是值得一究。 

1980 年代以來，馬原、余華、蘇童、殘雪等人嘗試以不同於傳統的題材與

敘事方式來進行小說文本的實驗，於是有了「先鋒小說」的稱號。史鐵生處在如

此的風潮下承繼了這樣的開創性，但他捨文本形式而著力於思想的革新與超越。

因此，史鐵生被認為是當代文壇最具哲學思想的作家之一，其小說滲透出飽滿的

哲理思考，在他的悲劇性的生命體驗裡，寫作成為安身立命的生路。在大時代的

背景下，相較於其他作家大刀闊斧的進行文學改革，史鐵生選擇在坎坷的命途上

沈靜的前進。許紀霖在〈另一種理想主義〉便言明史鐵生隱身於文壇的狀態：「歷

史的經驗常提醒我們，在一場萬眾矚目的的文化思潮中，浮在表面上的、鋒頭最

勁的，有可能是曇花一現的思想泡沫，而波濤下面的沈靜之處，到常常可以發掘

跨越時代的精神金礦。史鐵生，就是這樣一個被嚴重忽視的人物。」3史鐵生並

非閃耀於文壇，但卻發散一股沈默的力量在影響文學思想的發展。他在自己的稿

紙上默默耕耘，不以名利為目的，只求能藉由寫作解脫自我。 

早期的作品具有強烈的個人特質，以殘疾為主軸的議題，都在在吐露他的困

                                                 
1資料取得於新華網（www.news.cn）2004 年 3 月 2 日轉載新京報內容。 
2佛斯特著，李文彬譯：《小說面面觀》，2002 年新版，頁 39。 
3許紀霖：〈另一種理想主義〉，《2000 年文庫──當代中國文庫精讀‧史鐵生》，香港：明報出版

社，1999 年，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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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與痛苦，一切的書寫過程，都只是為了拯救自己，找出一條活路。他與作品裡

的每個人物都是活在現實生活中的薛西弗斯，不斷地在命運的困蹇中求生，不願

屈居為生命的敗者，吳俊說：「薛西弗斯獲得的是一種幸福的寧靜，而史鐵生則

顯示出一種生命的憂慮，儘管悲壯就是他們的基調。」4薛西弗斯的受難者形象，

看在存在主義者眼裡，是人在現實環境中艱苦奮鬥、擺脫厄運的覺醒精神，其內

心單純地繫於希望之上，但史鐵生同樣處在困境中，內心除了渴望救贖之外，卻

比薛西弗斯多了對命運的迷惘與矛盾，因此，同是在悲壯的基調下努力，史鐵生

所展現出的存在意義中，多了對生命的種種憂思。 

就因為從殘疾中看見人的差別，在差別中看見了矛盾，史鐵生在矛盾中體悟

了務實與務虛，既然現實層面有不可企及之處，他便往務虛裡追尋，創作於是走

向了思辯之途，形上思維將他蓄積的生命能量緩緩釋放於作品之中，漸漸的匯聚

為一股思想的力量，隱隱在文壇中發揮影響。大衛‧洛吉在《小說的五十堂課》

中提到： 

 

當我們說一本書『原創性十足』的時候，我們指的到底是什麼呢？通常不

是作家發明了一種前所未有的東西，而是指作家超出了傳統，脫離了一般

常用的習慣表達方式，讓讀者『察覺』了我們在概念上已經『知道』的東

西。簡言之，『陌生化』是『原創性』的另一個詞彙。5 

 

史鐵生將殘疾泛論化，由個人身體的殘疾擴展至全人類或有形或無形的殘缺。他

將「殘疾」重新定義，讓讀者重新審視自身的殘疾所在。這便是史鐵生作品裡的

原創性，在陳舊的事物中、在人們既定的觀念中再淘洗出更深層的意義，使讀者

在他筆下的日常人物中看到似曾相識的自己，也驚見未曾謀面的自己。史鐵生有

別於一般著力在形式革新的先鋒作家，他為文壇帶來的新鮮感在於衝破思想的藩

                                                 
4吳俊：〈當代薛西弗斯神話──史鐵生小說的心理透視〉，《我與地壇》，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1993 年，頁 309。 
5大衛‧洛吉著，李維拉譯：《小說的五十堂課》，台北：木馬文化公司，2006 年，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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籬，一洗世俗陳腐之思。張路黎評：「史鐵生是一個具有明確文體意識的作家，

他對文體的創造有一種自覺的追求，對文本的特徵有著清醒的把握。」6史鐵生

於文體，非刻意為之，而是以零度寫作的姿態去化解形式的僵硬，而無形中創造

足以展現他思想特質的文體。 

    從對殘疾的宣洩到走向思考，史鐵生在眾聲喧嘩的文壇中更顯寂寥。趙毅衡

〈神性的證明──面對史鐵生〉中言及：「恰恰是九十年代，在史鐵生走出理性

求證的迷宮後，中國讀者背過身去。不是因為他不合時宜，而是因為他的證明神

性之路，太靠近我們。……而史鐵生的路，就是我們面對，卻不願走的路。」7他

在情節底下直面人生，掀開人的精神層面，挑起所有人不願或不敢面對的種種缺

憾與問題，或揭起人們的瘡疤，或棒喝人們的執迷。將務實之虛寫透之際，他成

為一個思想家，語重心長的在小說中闡明義理，理性思考於是超越了故事本身。

他在《務虛筆記》中明言： 

 

它沒有故事，只有情節。這符合我一貫的寫作期待──不重成品，而重探

問；人一生中有多少完整的故事呢？或人能記得一生中的多少起伏跌宕的

故事呢？人們更多地記住的是情節，是並不緊湊的種種經歷、心緒和種種

盼念與猜想，由之而有了對生命的疑問與沈思。8 

 

他從命運的風暴走出，從〈命若琴弦〉開始，所有憤懣不平的情緒都昇華為平靜

之氣，讓他得以從輪椅上的有限視野中，旁觀芸芸眾生。他說：「後來，我經歷

了一個漸悟的過程。我發現，殘疾是上帝對人的缺陷的強調，或者說是明示。人

都有缺陷，從這個意義上說，大家都是殘疾，或精神或肉體，都在靈魂那裡發生

了根本的作用。……其實我迎來了一個頓悟，那就是：從殘疾人看到人的殘疾。」

                                                 
6張路黎：〈史鐵生哲思文體的創見與特徵〉，《江漢大學學報》，2008 年 1 月第 27 卷第 1 期，頁

80。 
7趙毅衡：〈神性的證明──面對史鐵生〉，《花城》，2001 年 1 期，頁 198。 
8史鐵生：《務虛筆記》，台北：木馬文化公司，2004 年初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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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心境上的轉折，讓他從殘者蛻變為思想的能者。張新穎以「平常心」與「非常

心」去論斷史鐵生所謂的漸悟，〈平常心與非常心論史鐵生〉裡寫道：「平常心不

執不固，不躁不厲，閱盡萬象，匯於一心。持平常心的人是一個安靜的觀察者，

又是一個慧敏的反省者。」10史鐵生便是以「平常心」的觀感態度去感受事物，

將所見融於一心，萬物投射於心皆為平常，困境中的一切荒唐情緒才得以雲淡風

清，也才能客觀抒理。而所謂「非常心」，張新穎解釋道： 

 

非常心，在我一己的想法裡，可以分為兩種狀態，一種是尚未及平常心，

其表現如自我迷戀之『執』，瑣細處的計畫，對不如意的牢騷、抱怨，對

痛苦的反覆咀嚼乃至發展病態的創傷意識。……另一種非常心，我以為其

境界不比平常心稍低一點點，甚至可以明確地這樣說：平常心是一個處於

中間的刻度，其上其下各有一種狀態的非常心，而其上狀態的非常心，是

非常的難能可貴。它以最真實的人生境遇和最深入的內心痛苦為基礎，將

一己的生命放在天地宇宙之間而不覺其小，反而因背景的恢弘和深邃更顯

生命之大。11 

 

史鐵生最初以我執的「非常心」寫作，直書胸臆之不平之氣，思慮在創作與生活

中進而內化為「平常心」，〈命若琴弦〉之後的史鐵生，思想便更臻成熟，甚至往

另一層次的「非常心」提升。「就是這樣一種不時表現出來的平常心，此時的史

鐵生，不再從平常心發出韻味悠長、寧靜致遠的淺酌低唱，而代之以心靈的激情

與精神的偉力，呈現出來的不再是一個漫步者的形象，不再是靜觀的柔順與和

諧，而是昂揚若狂的生命的舞蹈。」12心境開通了思想，史鐵生的作品不再只注

視著殘疾，而往人群裡走去，去挖掘裡頭的世態人情，寫作材料益發豐富，觸及

                                                 
9皮皮：〈殘缺──訪談史鐵生〉，《我之舞》，台北：正中書局，2004 年，頁 256。 
10張新穎：〈平常心與非常心──論史鐵生〉，《批評從心──中國當代文學論叢》，台北：文史哲

出版社，2005 年初版，頁 144。 
11張新穎：前揭書，頁 148。 
12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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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心，則情感益發豐沛，創作題材與文本形式他輕鬆運於掌上，獨樹一幟寫出哲

理化的小說，尤其在《務虛筆記》與《我的丁一之旅》的繁複敘事下，可看見史

鐵生滔滔不絕的自我對辯，那是因「非常心」而激發出的生命熱忱。 

史鐵生在思想演化的過程中，漸漸琢磨出自己的敘事方式，以混淆重疊、充

滿意象的手法去陳述他的思想。佛斯特《小說面面觀》言：「小說家的訴求對象

將是我們的智慧與想像力，而不只是我們的好奇心。在他的聲音中有了一個新的

著重點：著重價值。」13史鐵生的小說所提供的不僅僅是故事，而是更進一步提

出了人的精神價值所在，他拋出自己對人生的觀察，循循善誘人們去思索人生，

引領讀者去打破人生的僵局，重新定位自己的生存意義。因此，他往往在創作中

預留思考的空間，運用時間與空間的重疊交錯，不明言情節發展以創造作品的餘

韻，同時不斷地提問，卻不見得給予確定的答案，一切留待讀者自行探索，這正

如大衛‧洛吉所言：「每部小說都有縫隙與沈默，讀者必須自行填滿以『產生文

本』。」14不預設任何立場，作品的留白處便是與讀者的思考互動之處，史鐵生讓

每個文本都有其繼續延伸的思想價值。 

    史鐵生從人道主義出發，關懷弱勢族群的處境，繼而將困境的範疇擴及到所

有人，深究生命裡的殘缺，由存在主義的角度去將人的價值再度審視一番，許紀

霖說：「史鐵生所持的無疑是一種愛的理想主義。」15人生體驗與寫作觸角的延伸，

讓史鐵生由自傷自憐到悲天憫人，希望人們能從文本中獲得精神層面的救贖。從

八０年代到現在，史鐵生藉由寫作將自己的靈魂從務實層面的執著提升到務虛境

界的追尋，在務虛裡洗鍊心魂的深度，他的《務虛筆記》與《我的丁一之旅》對

人的困境與慾望的矛盾裡，尤能看出他想深掘靈魂的企圖。每一部作品都有其思

想的主軸，作品之間又相互呼應，由人的本體深入文學的根底，形成一套史鐵生

自有的思想架構。「他的整部小說創作史便是一部個人心靈探索史，一部人類的

                                                 
13佛斯特著，李文彬譯：《小說面面觀》，2002 年新版，頁 63。 
14大衛‧洛吉著，李維拉譯：《小說的五十堂課》，台北：木馬文化公司，2006 年，頁 248。 
15許紀霖：〈另一種理想主義〉，《2000 年文庫──當代中國文庫精讀‧史鐵生》，香港：明報出版

社，1999 年，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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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神天問。作為一個具有否定性、超越性、悖論性乃至宿命性的作家，其人其作

就是放觀於當代文學使也可謂少而獨特，另闢一類敘述向度和詩性意境。」16他

以說理性不斷為文本創作開啟另一疆土，以終極關懷的姿態默默耕耘著。 

    哲理性質越多，能參透了悟者卻有限，因此，史鐵生無論是在先鋒小說或是

新寫實小說的領域裡，著實是一股思想的清流，但也同時有著曲高和寡的處境。

張均在〈史鐵生與當代文學史書寫〉中直指史鐵生最初的創作是與主流意識高度

匹配的，但作品中的個人故事又與公共語法脫軌，而漸漸地無法得到認可：「他

的作品不能提供『文明』觀看『愚昧』的經典故事，也不暗示民族朝向現代化的

『偉大進軍』，他只能成為新時期文學建立自身『傳統』的過程中歧異的『雜質』，

批評界不能也不願指認他的寫作身份。」17
史鐵生曾試圖修補文本中的寫作技法，

但仍無法獲得評論家的認同，創作手法的改變與思想層面的提升，並未為史鐵生

帶來明確的文壇地位： 

 

這種由人生虛無而產生的相對主義，出於個體對死亡與絕望的切身感受，

這與讀者的現實經驗頗有隔膜。同時，由於史鐵生技術元素的有意「加

塞」，使他的小說本來就弱的故事性更受削弱，作品日益晦澀。這兩重因

素使《我的遙遠的清平灣》與《命若琴弦》培養出的讀者有所流失，削弱

了史鐵生與文學史譜系對抗的資本。18 

 

因此，張均認為史鐵生在文學史上的定位仍處不明狀態，只能確定的是，史鐵生

在文壇的重要形象是透過不同的觀察視野，藉由文學批評與文學史書寫的意識型

態話語刻畫而成的。 

而張細珍《心魂的文字般若──史鐵生小說創作論》也提及這樣的現象：「史

鐵生因其創作的純粹精神性與玄思化，而在當今社會紅塵萬丈中的讀者眼裡變得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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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4。 
17張均：〈史鐵生與當代文學史書寫〉，《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9 年 3 月第 1 期，頁 66。 
18張均：〈史鐵生與當代文學史書寫〉，前揭書，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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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澀難懂而顯隔閡，以致長期以來處於文壇的邊緣狀態。」19雖處於文壇的邊陲，

但史鐵生仍有他的一席之地：「史鐵生對當代文學的貢獻不僅表現為對於理想的

執著追求，而且表現為一種哲思文體的新創造。」20史鐵生始終在孤寂裡創作，

趙毅衡讚許史鐵生是「我們時代的思索者」21，周琰《「思索的小說」：論史鐵生

小說的哲理意涵》說：「他的存在是獨特的，也是寂寞的，但他的思想確實也是

這個時代缺失和迷惘的，因而他給我們提供了一種價值可能，值得我們在這個價

值體系迷失和混亂的時代深思我們的處境。」22史鐵生在渾濁之世中思考，不為

世局所動，儘管商業操作的潮流愈發影響文壇的創作，不少作家在其中迷失了創

作的初衷，而他依舊是遺世獨立在蒼茫人海中，依然是篤實地在他的務虛之境裡

寫著，寫給世人的一記警醒。 

因為殘疾，史鐵生與世界總是保有一段距離，距離足以使人理性，摒棄現實

境況中的紛擾，觀察並體驗人情事物，以出世之心去看待一切流轉，從生命的殘

缺與過程的豐盈中，靜悟生死與存在。閱讀史鐵生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他的憤世

嫉俗，也可以看見他堅定的意志，他用對生存的肯定來強調人的尊嚴，在字字鏗

鏘之下益發有細膩的情感關懷著人間一切，他所展現的是一股安定靈魂的力量，

讓身處困境中的人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撫慰。 

    就創作歷程而言，史鐵生殘疾之初只著眼於當下的生活困境，他是懷抱著憤

世嫉俗的心情寫下對命運的怨恨與不甘，而地壇的寧靜任他宣洩，也讓他漸漸沈

澱下來，他開始回顧殘疾前的美好人生，以依戀的回眸姿態寫下過去歲月裡的溫

潤回憶，這些回憶便成為他寫作的資產。而在歲月的淬礪下，他走出輪椅上的狹

隘視野，不再只是專注於自身，或是與自己同病相憐的族群，史鐵生眺望人間一

切，找尋與自身的連結，在人我之間的異同處去看生命的起落。因為現實處境無

從改變，他勢必往務虛裡走去，尋求靈魂的解脫，於是造就了他思索性的文本創

                                                 
19同註 16。 
20張路黎：〈史鐵生哲思文體的創見與特徵〉，《江漢大學學報》，2008 年 1 月第 27 卷第 1 期，頁

79。 
21趙毅衡：〈神性的證明──面對史鐵生〉，《花城》，2001 年 1 期，頁 198。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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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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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就文學想法而言，史鐵生最初只是單純地藉由書寫治療生命的創傷，為自己

試探出一條生路。對於寫作沒有懷抱憧憬，只求餬口，這是一個避免自殺的生存

方式。伴隨著心境上的轉折，他感受到自己寫作時的姿態是接近羅蘭‧巴特所言

的「寫作零度」，而他對「零度」自有解讀，這個歸零的狀態來自地壇，讓他平

靜而客觀地思考，不拘泥於文本形式，而是純然地書寫胸臆。「零度」是史鐵生

文學的起點。此外，他也區隔寫作與文學二者，並謙稱自己只是個寫作者，雖然

如此，他卻對於不同文類的創作有其自我主張，並且明言作家必須具備的條件是

一雙銳利的第五隻眼，才能洞察事理，還須有一顆真誠的心，始能無愧於靈魂。 

    就創作主題而言，史鐵生以〈命若琴弦〉作為分水嶺，之前，以殘疾為主，

在人生不堪的際遇中談生論死，人道關懷意識在其作品中不言可喻；之後，則以

精神追索為主，因此他從殘疾與生死中超越而來的困境、慾望、孤獨、愛、性、

希望…等等人性根本的議題，繼而從精神追尋中找尋信仰的意義。創作主題基本

上是貫串於各個文本之間，無法明顯劃分。本文在論述史鐵生創作主題時，以文

類區分，小說類又分為中短篇小說與長篇小說，因其長篇小說創作都屬近期之

作，在創作主題與思維上較能與中短篇小說作為區隔，但並非中短篇小說的主題

不見於長篇小說之中。作者在創作主題上並不會突然嘎然而止，而是順著不同創

作時期而漸漸轉移，史鐵生的思想不斷延伸，故在長篇小說中仍有他一直以來所

關切的諸多生命課題。而史鐵生小說與散文間的主題意識相互流通的，散文無所

不談，筆者以散文創作中較常提及的主題作為探討對象，因此探論其寫作過程中

的印象思考及宗教精神。若不以文類分之，主題討論可較為周延，但卻無法突顯

史鐵生在散文體例中的特色。 

    在藝術手法上，史鐵生細膩而富哲理的文本中，悖論是他思辯的立足點，其

所製造出的衝突性使文本饒富趣味，提供讀者多元的思考角度。而小說文本人物

在敘事上往往以符號虛化之，來突顯思維意識，人物關係造成敘事視角的多變性

與情節的敘事層次，突顯了文本的豐富性與閱讀難度。同時，小說與散文、小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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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小說的人物或內容上，或有重疊，或有直接引用，形成文本互涉的敘事型態，

使文本具有流動感。 

    綜觀史鐵生的作品，充滿個人化的思維，足見他的靈魂自由。從他漸漸走向

務虛一途時，文本中哲思比重也隨之提高，形上思維揉雜於情節之中，他提供了

小說與哲學相融合的文本示範，也同時在思想上與讀者相互激盪。但在過於強調

務虛之際，似乎其哲理思想只能在精神上給予人聊以慰藉，太專注於務虛，是否

便將務實遺忘？對於現實裡必要的面對與解決，史鐵生著墨不多。 

「人生確實像爬山，每爬一段都會有些人停下來。」23史鐵生在人生裡看盡

起落，他沒有停下腳步，往思想的高處攀援而去，追索天地人間裡的永恆信仰。

他的作品風貌依各時期而有所不同，每部小說作品皆有其可探之處，若將文本各

自獨立，細究其創作手法、思想境界及宗教精神，應另有一番風貌，此可待日後

研究。 

                                                 
23史鐵生：〈給北大附中高中生的一封信〉，《我的夢想》，香港：三聯書局，2008 年，頁 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