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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小说与文学的反极权本质
关于阿伦特、哈维尔、昆德拉和克里玛的阅读笔记

陶东风

　　极权主义之前的世界 ,是一个文学的世

界。

———哈维尔

关于小说 ,关于文学 ,已经有太多太多的

人说了太多太多太多的话 ,而且还会继续说

下去 ,除非有一天文学真的死了 ———这无异

于说人真的死了。只要人活着 (特指精神

上) ,他对于自己生命存在的秘密的探索就不

会停止 ,文学也就不会停止。

这是我对于文学一直持有的信念。这个

文学的“理论”是人类学本体论的 ,不是形式

主义的 ,不是叙述学的。即使是文学的各种

形式技巧、叙事模式 ,在我看来也只能放在人

类学本体论的视野中才能变得人性化起来 ,

否则就只是一些没有生命的程序而已。

一、哈维尔 :没有故事的“发展的极
权主义”

讲故事展示出事件的意义 ,但却不会犯

固定它的错误。

———阿伦特

在《故事与极权主义》中 ,哈维尔提出了

一个似乎很费解的观点 :后极权社会没有“故

事”。“故事”的字面含义是戏剧性事件或有

新闻价值的事件 ———诸如抗议、骚乱乃至暴

动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 ,没有故事似乎是

一个社会“平静和谐”的标志 ,斯大林死后一

段时间的捷克就是这样。人们通常的印象

是 :布拉格没有“故事”,而黎巴嫩则充满了故

事 (暴力、战争等等) 。

但是哈维尔认为 ,在捷克 ,没有故事并不
是什么“社会和谐”的标志 ,相反 ,有新闻价值
的故事的令人奇怪的缺席 ,实际上是“一个危
险的和极端的过程的外在结果 :所有故事的
消灭”。这是从“发达的、稳固的极权主义制
度”的本质中生长出来。所谓“发达的、稳固
的极权主义”,实际上就是哈维尔在其他文章
中经常提到的“后极权主义”。没有故事的现
象是一个典型的后极权现象 ,它出现在一九
六八年到一九八七年 (也就是哈维尔写作此
文的那一年)这二十年。

故事的消失是因为后期极权主义采取了

另外一种扼杀生命和生活的方式 :它使得生

活和人的生命通过慢性的、不流血的、静悄悄

的方式死去。这个时期 ,“狂热者的歌声和受

拷打者的呼叫不再被听到 ,无法无天已经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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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温文尔雅的样子 ,并且从拷打搬到了没有

个性的官僚们装潢一新的办公室。”①正是这

种杀人方式的变化标志着后极权主义和极权

主义的差别 :“发达的极权主义 (即后极权主

义 ,引注) 赖以建立的操纵手段是如此精致 ,

如此复杂和有力 ,以致它不再需要谋杀凶手

和牺牲品。”②故事的死亡是与赤裸裸的屠杀

不同的“另一种死亡”,它是“慢性的 ,遮遮掩

掩的、不流血的 ,不再是纯粹的 ,然而是没有

行动、没有故事、没有时间的死亡 ,集体的死

亡 ,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麻木不仁的、社会和

历史虚无化的过程。这种虚无化如此取消了

灭亡 ,同样如此取消了生命 :个人的生命变成

一个大机器中功能单调、整齐划一的组成部

分 ,他的死亡仅仅是意味着卸除了他的使

命。”③

这个意义上的“故事”就获得了本体论意

义上的价值内涵 :故事的存在是真正的生命

存在的标志 ,是千差万别的个体存在的标志 ,

是一个社会、一个人拥有自由和梦想的标志。

在有活生生的生活的地方、在人们拥有个性、

自由和梦想的地方 ,就有故事 ,后极权社会

(也包括极权社会) 之所以没有故事 ,是因为

后极权社会敌视生活、敌视个性 ,没有梦想的

容身之地。

哈维尔认为 ,故事像生活一样丰富 ,故事

和生活的同源性在于它们共同的多元本质 ,

充满了可能性和不可预测性 (也就是阿伦特

反复强调的开新能力) 。有故事存在的社会

必然不断有新事物出现 ,有非预定的事物发

生。在这个意义上 ,神秘是每个故事的尺度。

哈维尔说 :

　　故事当然有自己的逻辑 ,但是它是

一种不同的真理、态度、思想、传统、爱

好、人民、高层权力、社会运动等等之间

的对话、冲突和相互作用的逻辑 ,有着许

多自发的、分散的力量 ,它们预先不能相

互限制 ,每一个故事都设想有多种真理、

逻辑、采纳决定的代理人及行为方式。

我们从来不能真正知道在这种对抗中将

会产生什么 ,什么因素将加入进来 ,结果

将会怎样 ;从来也不清楚在一个主人公

身上 ,什么样的潜在素质将会被唤醒 ,通

过他的对手的行动 ,他将被引导向怎样

的行为。仅仅因为这个原因 ,神秘是每

一个故事的尺度。通过故事告诉我们的

不是真理的一个特定代理人 ,故事显示

给我们的是人类社会这样一个令人兴奋

的竞技场 ,在那里 ,许多这样的代理人相

互接触。④

我以为没有什么比这段话更加深刻地表

达了人的本质、故事的本质以及文学的本

质 ———文学本质上就是故事。没有故事是因

为没有“神秘”,而没有神秘是因为 (后) 极权

主义消灭了生活的多样性、开放性、丰富性 ,

消灭了人的行动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制

性。一句话 ,消灭了自由。

哈维尔的这个思想与同样深受存在主义

影响的阿伦特何其相似。阿伦特在《人的条

件》、《过去与未来之间》等著作中反复强调的

是同样的主题 :人的本质在于自由 ,在于其生

生不息的开新能力 ,在于投身到不可预测、充

满了无限可能性的公共领域 ,并通过行动展

示人的自由本质。故事的本质就是记录这种

行动 ,使其克服自己的易逝性而被人记忆 ,变

得永恒。只要这个世界、只要我们的生活中

还存在着偶然和奇异的事件 ,就会有故事。

“故事”中经常出现的戏剧性事件、出乎意料

的转折和无法预测的结局 ,不是为了吸引人

而故意安排的噱头 ,而是因为其所记录的人

类活动本身如此。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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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书中有一节是写丹麦女作家伊萨克 ·

迪内森的。阿伦特写道 :“她 (迪内森) 开始讲

故事时 ,所需要的一切仅仅是生活和世界 ,几

乎任何一种世界或环境都行 ,因为世界充满

了故事、事件、偶然和奇异的发生 ,这一切都

等待着被人讲述。”①热爱生活和热爱故事是

一回事 :对故事的忠诚就是对生活的忠诚 ,

“它不去虚构而是接收生活的赠予 ,通过回

忆、思索 ,然后在想象中重复它们来表明你自

己配得上接受它们 ,而这是保存生活的方

式。”②

在价值的意义上说 ,消灭人的多元本质 ,

消灭生活中的无穷可能性和不可预测性 ,一

切按部就班 ,就等于消灭了意义。这就是极

权主义的虚无化。哈维尔说 :“当难以预料的

事情消失时 ,意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③这只

能导致彻底的虚无主义 ,“极权主义的虚无化

完全是无形的 ,比起艾滋病病毒和切尔诺贝

利核辐射它更看不见 ,然而是更为当下的 ,更

危险 ,换句话说 ,它比艾滋病或核辐射更内

在 ,更紧迫地触及我们每个人 ,因为我们每天

都以个人经验去了解它而不是从报纸和电视

上了解。因此 ,那些比较起来不那么具有恐

怖意味、不那么阴险、不那么内在的威胁就被

驱逐到背景中去并遭到忽视 ,是不足为奇

的。”故事的消失和道德 - 意义世界的虚无化

是对人的内在的毒害 ,这是比肉体的毒害更

加可怕的毒害 ,但是却由于其慢性的、悄悄

的、不流血的特点而不被人觉察。作为一个

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作家和思想家 ,哈维尔

的政治思考的特点是对于人的内在道德状况

(而不是政治体制) 的关注 ,这也使得他的政

治思考与文学表现出极大的亲缘性。

故事记录事件 ,记录人的行动 ,但是却从

来不强加一种对于事件的固定的理解 ,这是

它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正如阿伦特说

的 ,“讲故事展示出事件的意义 ,但却不会犯

固定它的错误。”④

二、故事的消失也是意义、历史和

时间的消失

因为人类的时间只能通过故事和历史来

体验 ,所以 ,当故事遭到毁灭时 ,对于时间本

身的体验也开始消失 :时间像停止不动或者

原地循环 ,好像崩溃成可以互相替换的碎片。

———哈维尔

故事的消失同时也是历史和时间的消

失。故事和历史的同源性在于真正的历史和

真正的故事一样 ,充满了可能性、神秘性和内

在冲突。历史和故事的使命是一样的 :记录

行动并使之永恒。当这种可能性被“历史理

性”扼杀的时候 ,历史也就消失了 :“历史被伪

历史所取代 ,被依次发生的周年纪念、代表大

会、庆祝活动、群众性体育活动所取代 ,被某

种人为的活动所取代 ———并不是一些不同的

角色互相遭遇、有着一个开放性结局的戏剧 ,

而是一个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其单向度

的、明白的、可预见的自我谕示 (和自我庆

祝) 。”⑤故事是和历史同时消失或同时死去

的 :“因为人类时间只能通过故事和历史来体

验 ,所以 ,当故事遭到毁灭时 ,有关历史性的

感情也同样消失 :时间像停止不动或者原地

循环 ,好像崩溃成可以互换的碎片。不知从

何而来又往何处去的时间的进展失去了其故

事的特征 ,因此也就失去了更深的意义 ,当历

史的地平线消失时 ,生活变得毫无意义。”⑥

在哈维尔看来 ,历史和故事都是我们分享的

公共世界 ,都是赋予行动和公共生活以意义

的力量 ,故事的消失意味着时间变成了无意

义的物理时间 ,意味着公共生活的消失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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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活似乎失去了它的结构 ,它的冲击力 ,它

的方向 ,它的张力 ,它的节奏和神秘。我不能

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 ,或者这一年同那一年

有什么区别 ,而且我觉得这已无关紧要 ,因为

当难以预料的事情消失时 ,意义的感觉也随

之消失。”①哈维尔把这种现象天才地称为“时

间的国有化”,时间的国有化也和社会文化领

域的其他的国有化一样 ,它们的命运是一样

的 :它枯萎了。

意义的枯萎、时间和历史的虚无化 ,源于

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

是关于历史发展的所谓“必然规律”的假设 ,

它从某个单一的、绝对的方面去解释历史 ,并

最终将所有历史缩减成这某一个方面。这

样 ,它消灭了历史的令人激动的多样性 ,用

“历史法则”来扼杀行动的多重可能性和神秘

性。哈维尔深刻指出 :一个故事的神秘源于

人类历史的神秘 ,失去故事就意味着历史开

始失去它的人类内容。“人类生命的独一无

二变成仅仅是历史法则的装饰 ,真实事件中

的张力和激动被排除而视为偶然 ,因此对学

者来说 ,它们就没有被值得注意的价值。历

史变得令人厌倦。”②这样 ,极权主义意识形

态的反故事本质集中表现在用所谓的“历史

的必然性”扼杀了历史的开放性 ,把“历史法

则”投射于未来、强加于未来的结果 ,使一切

似乎突然之间变得一目了然。未来的本质 ,

亦即未来的开放性 ,被粗暴地关闭。规划建

立所谓的“世间天堂”就是宣判历史的终结。

伟大的作家必然对于历史“必然性”持有深刻

的怀疑态度。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定于“一”,

把丰富多样的历史纳入自己编造的单一框

架 ,就是消灭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和人类的开

新能力 ,就是扼杀自由 ,也扼杀了故事。极权

主义意识形态主张 :“通过意识形态 ,历史最

终理解了自身 ,理解了它将要去的地方和怎

样进行 ,这些都是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之下。

意识形态展示了必将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从

而也证实了意识形态自身的历史必然性 ,它

的使命便在于实现这种必然性。换句话说 ,

历史终于发现了它的最终意义。然而 ,问题

是 ,发现了自己意义的历史是否还有什么别

的意义 ? 甚至是否还是历史 ?”③这样 ,意识

形态通过把自己的权威强加于历史而变成了

历史的最大敌人。当然 ,如果意识形态还没

有与绝对的权力结合 ,那么 ,意识形态毁灭历

史仅仅是“意识形态式的”,但是 ,在极权主义

国家 ,“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上的权力却以

现实的方式压抑历史。”意识形态对于历史的

扼杀是必须的 ,“别无选择的”,因为“如果历

史以其不可预见的方式呈现 ,来显示这种意

识形态是错误 , 这将令权力丧失其合法

性。”④

哈维尔对历史的这种理解同样和阿伦特

甚为契合。在阿伦特看来 ,历史 (和故事一

样)就是人的行动的记录 ,而任何行动都是一

种创新行为 ,是不可重复的、独特的事件 ,它

不能还原为某种“科学法则”或“历史法则”的

一个变数 ,也不能是某种“历史哲学”的例证。

不能把所谓的“普遍意义”强加于它 ,因为“任

何已经做出的或已经发生的行为或事件 ,都

在它们的个别形式中包含与彰显其对于‘普

遍’意义的分享 ,并不需要一种不断进行的、

吞没一切的过程 ,才能变得有意义。”⑤阿伦特

认为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所以要记录人物和

行动 ,是因为“说”和“写”(叙述) 把短暂的东

西永恒化 ,为它“制作一段记忆”,但是他从来

不怀疑每一个事件自身都带有自己的意义 ,

需要的只是用语词来表达 ,即通过语词公开

展示伟大的行动。他从来不认为必须纳入

“一般”后“特殊”才能获得意义。历史的最初

意义就是对于这种独一无二的故事的叙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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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和诗歌和小说本质上并无不同。实际上 ,

阿伦特经常把它们同等看待。历史和故事一

样都是对于行动 (政治实践) 的记录 ,没有这

样的记录 ,行动 (政治实践) 由于其内在的易

逝性而无法留存下来 ,无法成为可以被记忆

的永存之物。

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来是与极权主义

的政治统治狼狈为奸的 ,“通过否定历史 ,权

力不仅为其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辩护 ,并且

为其作为极权主义政权身份辩护。这个身份

也有一个坚强的意识形态的庇护所 :如果最

初不是从一种意识形态中吸取力量 ———这种

意识形态如此自满以致轻视除它以外的任何

其他观点 ,如此自大地宣布自己的历史使命 ,

以及这种使命所带有的所有特权 ———这种只

存在一种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将很难存

在 ,更遑论发展和壮大。”①极权主义的意识形

态和极权主义的统治是难分难解的 ,这种意

识形态的解体必然意味着极权主义统治的解

体。“它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 一旦宣称核心

权力置于法律和道德之上 ,权力的行使便脱

离公众的控制 ,政治上的多元化和公民权利

制度上的保证将变成嘲弄 ,或者干脆取消 ,那

就没有理由尊重其他任何限制。中心权力的

扩张并没有在公众 (生活)和私人 (生活) 的边

境停留下来 ,而是任意推进这条界线直至毫

无廉耻地干涉曾经属于个人的领域。例如 ,

一个鸽子爱好者俱乐部是享有自治的一种形

式 ,现在发现他们处于核心权力的监视之下。

这个权力通过在我的住房里安装窃听器 ,将

我的呼吸 (这纯粹是我个人的私事) 从我说的

话中识别开来 ,这个国家对我所说的话不能

漠然置之。”②

总之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这种“精神上

的狂妄自大”的结果 ,就是消灭了故事 ,消灭

了历史 ,最终也消灭了生活本身。“对多元

化 ,对故事 ,对公众领域的侵害 ,不仅是侵害

生活的某一个方面 ,而是全部生活。”生活是

整体的 ,对生活的一方面的侵害必然也是对

生活整体的侵害。哈维尔反复强调的正是极

权主义的反生活的本质 :“直接的和非直接的

操纵之网像一件紧身衣 ,它捆绑生活因而必

然限制生活自身呈现和结构的方式。所以生

活从此萎缩、衰弱、耗尽 ,它变得廉价和平板 ,

它变成伪生活。”

哈维尔曾明确认为 ,“极权主义之前的世

界 ,是一个文学的世界。”这个观点值得充分

注意 :极权主义一定是反文学的 ,因为它反生

活 ,生活的原则就是文学的原则 ,比如自由、

个性、多元化 ,因此 ,真正的文学天然地就是

反极权主义的。故事的精神实质与文学的精

神实质是相同的 ,因此 ,不消灭极权主义和后

极权主义 ,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学。

三、小说 ·幽默 ·笑

小说作为建立于人类事件相对性和暧昧
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现模式 ,跟极权世界是格

格不入的。

———昆德拉

哈维尔在《故事与极权主义》中曾经说 :

极权主义的“理性主义”———其实质是一元

的、独断的真理观 ———扼杀了故事 :“当前的

极权主义的支柱是存在着一个所有真理和权

力的中心 ,一种制度化了的‘历史理性’,它十

分自然地成为所有社会的唯一代理人。公众

生活不再是不同的、或多或少是自发的代理

人摆开阵势的竞技场 ,而仅仅变成这个唯一

代理人宣告并执行其意志和真理的地方。一

个由这种原则统治的地方 ,不再有神秘的空

间 ;完全的真理掌握意味着每一件事情都事

先知道。在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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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将无从生长。”①垄断真理、规定人们的思

想和信念 ,规定历史发展的方向 ,等于取消了

人的本质 ,取消了自由 ,取消了生活。这样 ,

哈维尔的结论是 :极权主义制度本质上是敌

视故事的。任何关于“绝对真理”的声称都是

极权主义的 ,任何以所谓“绝对真理”、“历史

发展的必然规律”为口号的意识形态也都是

极权主义的 ,因为它否认真理的多元性 ,扼杀

生命的多样性和复数性 ,不容许人类思想的

暧昧性和相对性。它必然是反小说、反文学

的 ,因为它是反人性的。

这也是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想要告

诉我们的。只不过他用“暧昧性”和“相对性”

来表达哈维尔用“神秘性”表达的意思。昆德

拉写道 :

　　小说作为建立于人类事件相对性和

暧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现模式 ,跟极权

世界是格格不入的 ,这种格格不入的不

相容性要比一个体制成员跟一个持不同

政见者、一个人权的捍卫者跟一个施刑

者之间的不相容性更深刻 ,因为它不仅

是政治的 ,或道德的 ,而且还是本体的。

也就是说 ,一个建立在唯一真理上的世

界 ,与小说暧昧、相对的世界 ,各自是由

完全不同的物质构成的。极权的唯一真

理排斥相对性、怀疑和探寻 ,所以它永远

无法跟我所说的小说的精神相调和。②

哈维尔把“暧昧性”“相对性”和“唯一真

理”对立起来 ,说明“暧昧性”和“相对性”的本

质就是多元性和开放性。小说的世界之所以

是暧昧的、相对的 ,是因为人、世界以及真理

本身是开放的、多元的和不可穷尽的 ,人对于

世界和人性的认知也是如此。法西斯主义和

斯大林统治时期的伪“社会主义”都把人、社

会、世界、历史规划得一清二楚、整齐划一、只

此一种 ,事实证明 ,这个自诩的“天堂”其实是

人类的地狱 ,也是文学的坟墓。极权主义的

胜利就是小说 (文学)的坟墓。鉴于极权主义

曾经在人类世界肆虐 ,所以昆德拉说 :“小说

的死亡并不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回想一

下“文革”时期的中国文学情形 ,我们都知道 ,

这不是危言耸听。

昆德拉特别喜欢的犹太谚语是 :“人类一

思考 ,上帝就发笑。”意思是人类认知真理的

能力是有限的 ,人类的思考在“上帝”看来都

是可笑的。这不是说人类应该放弃思考 ,而

是说 ,人类应该放弃那种自以为真理在我的

狂妄态度 ,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和真理

的多元性。这样的人也就获得了幽默感 ,即

笑的能力。幽默感不是来自人的自以为是的

狂妄 ,而是来自洞悉自己的局限性后的明达。

在狂热信奉“终极真理”的极权主义时代 ,保

持一种幽默感就是保持了一种清醒 ,少了一

点盲目狂热。可惜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 ,有

这种能力的人实在太少 ,王小波是其中最突

出的一个。

这样 ,幽默和笑在昆德拉那里就有了特

殊的反极权的含义 ,它表示人在获知自己的

局限、知道自己不可能掌握“绝对真理”之后

才能够获得的一种类似自嘲的态度 ,那些没

有这种意义上的幽默感的人是和小说 (文学)

无缘的。昆德拉说 :“在小说家与不会笑、没

有幽默感的人之间是不可能有和平的。那些

人从未听到过上帝的笑声 ,坚信真理是清晰

的 ,认为所有人都必须想同样的事情 ,而且他

们本人完全就是他们所想的那样。但是 ,正

是在失去对真理的确信以及与别人的一致的

情况下 ,人才成为个体。小说是个体的想象

天堂。在这一领地中 ,没有任何一个人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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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①从上帝的笑声中获得灵感的艺术家

才能保持笑的能力 ,保持幽默感 ,保持对极权

主义的最后一份抵抗能力 :不认同“绝对真

理”和“历史法则”的鬼话 ,少一份狂妄 ,多一

份敬畏。

四、拒绝遗忘与说真话 :文学的见

证功能

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的问世是作为其创

造者的一种叫喊 ,是对于笼罩于他本人、同样

也笼罩于他的谦卑和同代人、他的时代、他所

说的语言身上的遗忘的抗议。一部文学作品

是激怒死亡的某种东西。

———克里玛

在捷克作家克里玛的《文学与记忆》中 ,

这位在极权体制下受尽磨难但仍然坚持通过

写作反抗死亡的作家回忆道 :他在集中营里

度过了大部分时期 ,当他周围的同时代人 ,他

的父母、祖父母等都死去时 ,他侥幸存活下

来。这时 ,他说他“被一种类似赋予一种责任

和使命的情感所压倒 :去变成他们的声音 ,他

们抗议将他们的生命从这个世界上抹去的那

种死亡的叫喊。几乎正是这种情感促使我去

写作。”②这是一种使命感 ,一种不可遏制的写

作冲动 ,促使他去创造故事 ,去寻找最好的叙

事方式 ,把不应该忘记的历史记录下来。在

克里玛看来 ,这是和死亡的斗争 :

　　在不自由的时期 ,每当我们被流言

所轰炸 ,每一件真实的事情、每一件旨在

提升人自身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存在和被

宣布为虚无和遗忘时 ,你写作是为了战

胜这种毁灭。你写作是为了否定死亡 ,

而它 (死亡 ,引注) 采取了如此众多不同

的形式 ,其中的每一种都将现实、人类尊

严、受难、挑战和说真话在它手中泯

灭。③

正如阿伦特和哈维尔所反复强调的 ,极

权与后极权社会是一个与真理为敌的社会 ,

是充满了谎言的社会 ,也是一个通过虚假的、

伪造的历史替代真正历史的社会。哈维尔还

注意到 ,后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较之极权主

义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 ,“革命的精神气质在

捷克斯洛伐克早已不复存在。我们不再受幻

想、革命或意识形态的狂热所统治。这个国

家由千人一面的官僚们所支配 ,这些人声称

坚持革命的意识形态 ,但却仅仅想着他们自

己 ,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东西 ,原来的意识

形态已经变成形式化了的仪式 ,它给他们提

供一种其内部联系的语言。”④这种现象是哈

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反复强调的后极权

时代意识形态的假面化和装饰化 ,也是“极权

主义的虚无化”,“极权主义虚无化的现象是

种子早已埋下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后期果实之

一。”⑤

在这样的环境下 ,写作的最基本、也是最

高的使命就是为了战胜谎言 ,见证真正的历

史 ,恢复人类的尊严。按照阿伦特的理解 ,故

事的价值在于它的公共性 ,它是对于人的自

由行动的记录 ,“尽管阿伦特始终喜爱诗歌 ,

但是故事叙事 (戏剧、小说、神话) 因突出的情

节和人物因素而更贴近阿伦特特别强调的行

动 ,尤其是公民政治行动。故事叙述之所以

具备这样一种特点 ,是因为它对特定历史时

刻人的重大经验主题有见证的作用。”⑥

在分析卡夫卡的人格和作品的意义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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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玛说道 :“卡夫卡的人格中最重要的是他

的诚实”,“一个建立在欺骗之上的制度 ,要求

人们虚伪 ,要求外在的一致 ,而不在乎是否出

于内在的深信 ;一种害怕任何人询问有关自

己行为的意义的制度 ,不可能允许任何人向

人们说话时达到如此迷人的甚至可怕的彻底

的真诚。”①通过谎言和欺骗让人们遗忘极权

政权的反人类罪行就是极权政权的杀人武

器 ,因此 ,战胜谎言就是战胜死亡 ,反抗遗忘

就是反抗极权。极权社会的最本质特点还不

是物质的匮乏 ,而是剥夺人的尊严 ,让人活得

不像人。这样 ,以记住历史、抵抗遗忘为使命

的写作是极权和后极权时代唯一真正的写

作。捍卫人的尊严是作家的最基本使命 ,但

是在一个以践踏人的尊严为特征的制度中 ,

这个最基本的使命也是作家的最高使命。克

里玛描述道 :在后极权主义的环境中 ,“生活

逼迫人们去做许多有失尊严的事情 ,从他在

工作中必须填写的各种令人羞辱的调查表 ,

到强迫性地参加同样荒诞的伪选举或游行。

与此同时 ,他投入这样一个世界 ,那儿的口号

是‘攫取你可以攫取的一切 ,并尽可能多地抓

住它们 !’这种东西越来越成为时尚。这是一

个越来越由联网通讯、腐败和非法特权所统

治的世界。他还被排斥在某些活动之外 ,通

过它们 ,他可以提高他作为公民和人类成员

的自尊。他也被拒绝在有生命力的文化、思

想及有个性的创造活动之外。”②可见 ,后极

权社会不仅是一个政治上没有自由的社会 ,

一个剥夺人的尊严的社会 ,而且还是一个流

行畸形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犬儒主义和实利

主义的社会 ,后者同样体现了被剥夺了尊严

和自由之后的人性畸变。其实 ,实利主义、消

费主义、得过且过和犬儒苟活本来就是公民

权利和人的自由、尊严被严重剥夺后的一种

畸形表现 ,文学的使命就是和这样的制度进

行不妥协的斗争。这种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则是反抗欺骗和遗忘 ,通过尖锐的呼喊让人

们警醒。克里玛说 ,“我写作是为了保留对于

一种现实的记忆 ,它似乎无可挽回地跌入一

种欺骗性和强迫的遗忘当中。”这里说的“强

迫的遗忘”,就是极权社会为了自己的苟延残

喘而篡改历史 ,特别是自己的罪恶历史 ,自己

给国家、人民以及整个人类造成的灾难史。

克里玛引用了昆德拉《笑忘录》里的一段话 :

“一个民族毁灭于当他们的记忆丧失时 ,他们

的书籍、学问和历史被毁掉 ,接着有人另外写

出不同的书 ,给出不同样式的学问和杜撰一

种不同的历史。”昆德拉还指出 :一个遗忘的

总统将引导一个民族走向死亡。克里玛之所

以把捍卫记忆提高到捍卫生命的高度 ,是因

为在克里玛看来 :“如果我们失去记忆 ,我们

将失去我们自己。没有记忆我们将不再是人

类成员。”③因此 ,保留记忆的写作是一种人

类的责任 ,人类要是不想在价值与意义的虚

无世界生活 ,就必须承担这种责任。而人要

是失去记忆 ,就会失去时间 ,失去意义 ,陷入

虚无 ,这样的危险威胁着人类 ,也威胁着文学

和艺术。

但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意识不到这样

的威胁 ,在他们看来 ,我们的时代文化昌盛、

艺术繁荣 ,你看 ,统计材料在反复说 :我们的

电视节目的数量、电邮的数量、图书的数量、

期刊的数量每年都在成倍增长 ,可是在这繁

荣的假象下面是一个尖锐的事实 :我们时代

的文化泡沫正是杀死我们的记忆的帮凶 ! 正

如克里玛说的 :“每隔几秒钟就有一本新书问

世 ,它们中的大多数将是使得我们失去听觉

的那种欺骗的一部分。这种书籍甚至变成遗

忘的工具。”④这不是真正的文学 ,这是伪文

学 ,是后极权社会天鹅绒监狱中的装饰品 ,它

用华丽和数量引诱人们忘记自己的真实处

境 :这是一个监狱 ,尽管装 (下转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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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为例 ,分析了苏童写作中神秘象数与历史

进程 ,苏童的小说透射出来的超理性力量形

态 ,其中隐藏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震撼人心

的神秘预言等现象。这里 ,虽然对于胡河清

引入涵括着中国传统史学精神基础的神秘学

和中国术数文化解读苏童的小说文本 ,能否

真正地切中苏童写作的内在命脉 ,我还不能

完全认同 ,但我相信 ,苏童的写作在一定程度

上具有文化的寓言性。他在大量关于历史的

和当代的小说文本中 ,极力避免叙述中产生

与具体历史背景的比附 ,而让感觉始终保持

在一种中立性的审美观照状态 ,这是诗学的

境界。当然 ,我们也能意识到他对历史进行

叙事时的敏感和自我沉醉 ,同时感觉出其敏

锐的历史感与充满稚气的唯美形态之间的不

协调性。我在想 ,这种写作一定是穿越了种

种现实和功力障碍的写作 ,这或许也是一种

“宿命”的写作。

无论怎么讲 ,从分别写于二十四岁、二十

六岁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和《妻妾成群》,

到后来的《武则天》、《我的帝王生涯》、《碧

奴》,还有大量的短篇小说 ,都是尽显灵气之

作。苏童一路循着自己对生活、历史独特的

感觉方式、表达方式和幻想力 ,以他极好的小

说意识 ,进行历史叙事的独特而富有个性的

美学逻辑 ,弥补了他一定程度上的现实意识

的阙失 ,并建立起属于自身的纯粹的小说本

体意识。在此 ,苏童为当代中国文学打开了

唯美写作的一路 ,灵气、颖慧、想象和意蕴 ,这

种诗学和美学的感悟 ,构筑了写作新的维度

与小说写作新的可能性。无疑 ,这同样是我

们时代文学需要且缺少的一种重要品格和方

式。
二 OO 七年六月四日 　大连

【作者简介】张学昕 ,辽宁师范大学中文

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林建法)

(上接第 36 页) 　饰了美丽柔软的天鹅绒 ! 在

这样的时代 ,真正的文学必然是、也只能是一

种尖叫 ,一种警醒 ,冷水浇背式的警醒。

“通过反抗死亡 ,我们反抗遗忘 ;反过来

说也一样 :通过反抗遗忘 ,我们反抗死亡。”①

文学艺术的创造就是抵抗死亡抵抗遗忘的重

要形式。在官方的历史有意抹杀历史强迫遗

忘的时候就尤其是这样。因为我要像一个真

正的人那样活着 ,我就必须记住 ,我必须写

作 ,这是反抗死亡的一种方式。

这就是克里玛对于极权时代作家为什么

写作的回答 ,一个值得我们中国作家认真思

考的回答。

【作者简介】陶东风 ,一九五九年七月生

于浙江省温岭市 ,一九八二年大学毕业于浙

江师范大学中文系 ,一九九一年研究生毕业

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

兼职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中南大学特

聘教授 ,《文化研究》丛刊主编 ,中国文艺理论

学会副会长。著有《文化研究 :西方与中国》、

《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当代中国

的文化批评》等专著数十种。

(责任编辑 　林建法)

　　①　克里玛 :《布拉格精神》,第 41 页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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