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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时节话屈原重阳时节话屈原
——兼及文学作品的思想性问题 □穆 陶

重阳时节，黄花灿烂，江水东流，两千年中华大地，龙脉

相继，换了人间。作为爱国主义的不朽先驱，屈原的名字至

于今日依然熠熠生辉，赢得后人怀念。这是为什么呢？这是

因为他不仅是一个诗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国家官员，更

重要的因为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热爱

自己人民、热爱正义事业，敢于与邪恶作斗争，从而不惜牺

牲个人利益勇于以身殉国的斗士！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屈原》。我将历史上的

屈原与我心中的屈原融为一体，他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

他的人格魅力成了我写作的动力。他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他

的诗是他对爱国理念的抒发，是他的爱国理念不能实现的

悲愤的鸣啸与抗争。后人整理的《楚辞》中，他的作品就是这

样的。在他的灵魂深处，我们看不到庸俗，看不到利欲，看到

的是他“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理想追求。他不是没有缺点，但

他是一个有缺点的英雄。他的作品展现给世人的，是对国家

命运的热切关怀，对人生正义理念的执著追求。他在《橘颂》

中，以橘喻人，表达自己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深爱之心

坚贞不变的信念：“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

兮。”他在祖国危难之时，坚决与祖国站在一起。他在《抽思》

中说：“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本来准备不顾一

切远走高飞，但看到人民的痛苦，自己便镇定下来。据马茂

元《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105页）这是一种

怎样的爱国精神？只有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人，

只有真正心怀爱国爱民情怀的人，而不是为个人谋取私利

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才会将自己的个人安危与国家

的安危捆在一起。他在国家危难的时刻出使齐国，齐王劝他

留下来，给他优越的待遇，赐他豪华住宅，天天美女笙歌，醇

酒佳人。但他想到祖国的危难，拒绝了利益的引诱，偷偷逃

回了楚国……这时楚国正处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之时，屈

原决意协助楚王进行政治改革。但楚王听信他人之言，疏远

了屈原，并予放逐。屈原在放逐过程中，有人劝他逃走，他不

忍心离开自己的故土与人民，不愿看到自己祖国的沦亡。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未悔”（《离骚》）。他就是这样，

始终秉持自己的爱国理念，死而不悔！

这样的爱国精神，怎么会不受到人民的千古怀念呢？

古代的“士”，也就是今天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重要阶

层，担承着国家兴亡的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

“匹夫”，可以指每一个人，知识分子则首当其冲。“知识”与

“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了知识，没有思想，就如同有了

弓箭，却不知射向何处一样。重视思想的修养，从来就是人

生教育的根本，对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作为生产“精神

食粮”的作家，无论书写什么样的题材，也无论使用什么样

的“主义”与什么样的语言技巧，首先需要具备的，就是思

想。这里所说的思想，具体言之，即是对待国家的态度、对待

人民的态度、对待社会的态度、对待人生的态度。没有思想

的文学是不存在的。在文学艺术的批评中，重艺术而轻思想

的现象并不正常。艺术性被具体化，思想性被抽象化。在作

品内容的“故事”中，泛化了思想的界定，模糊了思想的是

非，使得某些作品远离了社会主义的时代要求，而在所谓

“纯文学”的追求与标榜之下，他人捧星拱月，便即孤赏自

高。然则思想异道，文字再“纯”，又有何益？君不见《水浒传》

与《荡寇志》吗？同样的题材，相似的故事，前者的思想是进

步的，是具有人民性的；后者的思想是反动的，是反人民性

的。《水浒传》成为文学名著，为

历代读者所赞赏，《荡寇志》则

只好躺在文学史冷寂的仓库

里，供专家们去研究它的思想

痼疾的根源。文学作品思想性

之重要，由此不言而喻。

思想存在于作家的头脑

中，作品是由作家的思想产生

的。因此对文学作品的评论，也

就不能离开对作家的评论，此

理至明。“颂其诗，读其书，不知

其人可乎？”（《孟子·万章篇》）

但愿我们的批评家不要被所谓

“纯文学”的玄妙迷惑太深，而

陷于“艺术至上主义”的迷宫，

忽略了作品的思想灵魂。任何

艺术风格的文学作品，思想都

是最为重要的。

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是

通过讲故事来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化工具，越是伟大的作家，

越是不把自己的写作仅仅当做语言的“功夫茶”，逍遥品尝，

幽闲自得，自然也不会把艺术的“象牙之塔”当回事儿。鲁迅

是不以“象牙之塔”为然的（见鲁迅《集外集拾遗·关于知识

阶级》《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他看重的是“横眉冷对千

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反观屈原，他并非想当诗人而去写

诗，他只是想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长太息以掩

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国家的命运，民生的疾苦，是他

写作的导由，何尝有心思念念于文学之“纯”和如何去占据

文学的高原呢？屈原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思想家。1953

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将屈原列为世界四大文

化名人之一，隆重纪念。这是对他的崇高敬意，也是对他爱

国主义思想的充分肯定，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光荣，也是文

学的光荣。

屈原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古代

知识分子的楷模，也应当是世界知识分子的楷模。他是属于

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在庆贺《文艺报》创刊70周年的时候，很自然想

起老主编冯牧同志。他离去已有 24 年，今年还是他

冥诞百岁，因此更让人感怀。如果他还健在，一定

又会和大家欢聚一起开怀笑谈《文艺报》走过的艰辛

之路，不仅使我们受到教益，还因为他的谈锋睿智，成

为一种享受。

1978年《文艺报》复刊初始，我就在冯牧同志直接

领导下工作、交往了17年，直到他去世。他很有点与众

不同，他不摆架子，不说套话空话，更不居高临下。我

总觉得他既是领导又是同志，既像老师更像朋友，既是

前辈更像是兄长。

他主编《文艺报》7年，我们没有给他置备一个办公

桌，更不必说什么单独的办公室了。当时条件比较差，

编辑部设在简易的防震棚，只有几间简陋的房间。他

来编辑部要不坐在总编室的破沙发上谈事聊天，要不

在空着的别人的办公桌上看稿，从不计较。

有一个时期，他连续被文化部、文联，当然还有作

协等许多单位委以重任。早上他到办公室来时就会笑

眯眯地站在我们的桌边说：“我又多了一个头衔……”

他像是觉得挺好玩似的。有时一早来了就笑着对我们

说：“啊！昨晚我看了一篇小说，真好！”于是就讲开了

怎么好怎么好。他那种高兴的样子就像小孩得了什么

好东西畅怀开心。

有时，他的率真使人惊讶。有一次复旦大学有一

位教授朋友对我说：他们参加一个文学研讨会议，一大

帮人去到冯牧房间里看望他。他对那些素昧平生的教

授们毫不见外，像老朋友一样，无论谈社会时政还是文

学创作坦率诚恳，觉得他是那么信任他们，对陌生人毫

无戒备之心。那位教授为此感慨地说很少见这样平易

亲切的领导。但是这样的率直也曾使他吃尽苦头。他

在文化大革命时就因为私下议论咒骂林彪、江青，被人

告密而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牛棚。文化大革命后，有

一次他在一个会议上讲话，还是被人家打了小报告，上

面的领导虽与他曾是极熟的老朋友，但还是往上报告

了更高的大领导。大领导不高兴了，说这样的人不能

当领导。幸亏后来因各种原因不了了之。

我还听到过一个段子。“文革”后作协恢复活动不

久，很多老作协的人员纷纷归队。有一个“文革”时在

牛棚里殴打过冯牧的人，也去找冯牧要求帮助安排工

作，冯牧也给他办了。我在一次会上，听张光年谈起此

事，笑呵呵地喟叹说：“冯牧同志不念旧恶，当然很好

啦！但是不是有点宽大无边呢！真是个好好先生啊！”

他就是这样对任何人都怀着善意和信任。

他对青年作家的优秀作品付出极大的精力去支

持、帮助他们。他牺牲自己的写作时间看大量的新作，

收到新出版的杂志常常看到深夜，第二天就很兴奋地

向我们推荐。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听说北京的一

些青年作家都跑到他那里去，想得到他的指点和帮

助。他家里几乎天天高朋满座，但从不听说他对这类

事嫌烦。有时我去他那里汇报工作，或送校样给他终

审，看到他家里总是川流不息地来人、来电话。我对他

说的话常常因此被打断，要分好几次才能说完。无论

是50年代优秀的云南作家群的出现，还是文化大革命

后的大批新老作家的涌现，都凝聚了他的心血和贡

献。这已是文学界熟知的事了。

冯牧的散文文采斐然，情真意切而为人们推崇，特

别是写云南的作品；他的大量评论文章同样也是文情

并茂，闪烁着真知灼见，为人们喜爱。我还认为，冯牧

最重要的贡献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解放思想、

破除迷信、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他是文学界勇敢的先

行者，站在汹涌澎湃的潮流前沿；特别是他和陈荒煤、

孔罗荪等前辈们并肩合作，为反思历史、改革开放大

声疾呼；率领文学界一大批年轻的作家评论家编辑，

推动文学创作新的发展；他组织许多重要会议活动，

到各处演讲，写文章，编刊物，真的是热火朝天，不知

疲倦。诸如大家知道的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

放前几十年中写作打成毒草作品的作家平反雪冤；把

被看成“黑八论”的文艺思想颠倒过来；把长久以来现

代个人迷信制造的种种极左教条束缚下假大空的文

学艺术重新回归到文学本体；倡导写真实的现实主

义；特别是不遗余力地热情支持和赞扬那些表现人民

的心声和命运的作品；发现和推出那些刚刚冒尖的

有才情的青年作者，这些工作，冯牧都立下了汗马功

劳。现在人们怀念 20 世纪 80 年代的气氛和环境，事

实上那时也有斗争，也很艰难，也很复杂，也有很大的

阻力和压力。但是上下呼应齐心，还是披荆斩棘往前

走了。冯牧为新时期文学的大发展确实殚精竭虑，全

身心投入其中，作出了巨大卓越的贡献，我相信一定

会占有重要的历史的一页。

阅读闫文盛的《主观书I》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准确

地说有阅读障碍，有阅读困难。因为它是一个“特异的文

本”，与传统的散文模式完全不同。首先是书写的对象变了，

过去人们书写的对象主要是客观的现实生活，即使是写到心

理生活，也还是客观现实生活框架以内的事情，而闫文盛书

写的则是“主观心灵”，其中虽然也涉及“客观生活”，但却是

其主观心灵的“投影”。其次是文本策略变了，过去的散文无

论如何曲折环绕、腾挪跳跃、摇曳多姿，甚至是歧路百出，

意义多变，但总还是有比较明确的意义的，而《主观书I》

相反，以否定为乐，以悖论为求，有意不以明确的理性意

义表达为归结，最终则使整个文本被分裂、悖论、虚无、怪异

的“雾霭”所笼罩。故读其文难免令人如陷重重迷雾，一时很

难理出头绪。

因此，要换一种读法来读它，其不一样的价值也正在于此。

“人的观念”的新变

文学是人学，故不同的“人的观念”便决定了不同的文学

形态，在西方，古典时代的人是原子人、实体的人，不管它有

何种文化附加和社会的塑造，它都有着明确的“内涵”和“属

性”。确定性、必然性、因果决定论是它的基本原则，与之对

应的文学是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文学形态。到

近代，人的“主体性”受到关注，笛卡尔用“思”解释“主体性”，

提出“我思故我在”的新哲学命题。康德用“先验理性”和“实

践理性”的统一来解释“主体性”，奉“自由”为“主体性”的最

高规定。马克思则赋予人的“主体性”以社会实践的内涵。

这种确定的、实体性的人，同时也是“柏拉图主义”的“人”，它

重精神轻本能，重理性轻感性。这种“主体性”的人，严格地

说是从19世纪的叔本华开始打破的，叔本华提倡非理性的

人，认为人和天地万物一样，都通通统一于一种本能性的“生

存意志”。尼采受叔本华的影响，也推重非理性，认为人的本

质就是人的生命本身，而生命的本质则是“权力意志”，由此

而形成重视本能性身体、生命的“尼采主义”。与这种非理

性、唯意志主义的“人的观念”相对应的文学流派则是象征主

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后期印象派等。后来，海

德格尔则提出一个“存在论”的“人”，它是与“世界”一体关联

的“境域化”的人，它已不再是确定的、实体化的人，而是可能

性的、不断构成性的“量子状态”的人，他也不再把人称为“主

体”，而是称为“此在”和“终有一死者”。

“原子人”因为其本身是“实体化”的，故其丰富而复杂的

内涵也只能由外部的社会生活来规定，故其文学的向度不管

怎么变也总是外向的、社会的，而“量子人”因为是动态关联

性的，即是网状的、虚无的或不确定的，它只是一个非实体的

“网状框架”，但这种“框架”却总是与其相关联的“世界万

物”一体关联着的，即其在动态的展开中也总是连带着与之

相应的“世界”和“物”的，这样，它便不需要外部世界

来规定，而只是本然地、自行其是地显现自己的内在关联

就行了，这使得与之对应的文学也便是“内在化”的，西

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性地“向内转”便是这种“人的观

念”的反映。葡萄牙杰出诗人佩索阿便是这种“内在性文

学”的杰出代表，佩索阿笔下的人已不是“外在性的主

体”，而是“内在性的主体”，外在性的主体容易规定，而

虚无的内在性主体却不易规定，因为它是网状的、量子态的、

或互为镜像的，它需要更高的想象力，所以美国批评家哈罗

德·布鲁姆说，佩索阿“在幻想创作上超过了博尔赫斯的所有

作品。”为了追摹这种“量子人”的无限多样的可能性，佩索阿

虚构了72个异名作者，构筑起了一个庞大的镜像化、量子态

的人格家族。闫文盛的《主观书》系列写作明显受到了佩索

阿的影响，一是走向“内在写作”，写主观、写心灵，二是追求

量子化的重叠、折叠、纠缠、坍缩、动态、多元、片段化、碎片

化、实存、构成等。闫文盛笔下的“人的观念”和“文的观念”，

已然是非传统的新的形态了，这是我们理解其《主观书I》的

一个有效的锁钥。

谎言与真理的悖论

《主观书I》明摆着是要写人的“主观”的，“主观”里有什

么？若按照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哲学”的结构看，“主观”

与“客观”是彼此外在的，同时也是彼此相互对立且相互依存

的一对概念。在“客观”是物质性的存在，在“主观”则是受客

观制约的意识、心理。而如果是这样的“主观”，闫文盛的《主

观书I》也就没有现在这样的价值了，它仍在传统的观念里

边，仍然为熟悉传统的读者所不难理解。因此我认为，其虽

名为“主观书”，其“主观”却不是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主

观”，其真正的含义应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心物一体的“心

灵”。它已无主客的分殊，一切所谓“客观”，对它来说也只是

其心灵内在化的“心化之物”。正如作者所写：“我只是生存

在自己心灵的幻境里，我不熟悉那些寓言和高高在上的部

分。”“然而我终究不是我的理想部分。”“我终究不是我理想

中的分子。我一无所是，我或与自身根本不同。”我认为在这

里，“寓言”、“高高在上的部分”、“理想部分”、“理想中的分

子”、“自身”等，都同传统的“社会人格”有关，它们对应的正

是传统意义上的“主观”和“主体”，作者明确地指明这里的

“我”已不是这种意义上的“我”了，为了进一步坐实这一点，

作者又在文末写道：“这是对的，达卡夫在他临终的时候告诉

我：上帝也不仅仅是他本人，他是被无数影子挟持的血肉。”

“他是整个大地之上，唯一没有骨头的人。”是说上帝是“伪造

的”，是“影子”，是没有“骨头的血肉”，亦即上帝并不等于他

自身。其言外之意无非是说，“上帝”正是人们主观臆造的产

物，他之所以理想、万能，正是因为他是人们“主观化的产

物”。现在作者则要反其道而行之，他要在传统的“主观”之

外，重建“上帝”的真身，其所赖就是“非主观”的“心物一体的

心灵”，正如作者所说：“我并不喜爱世界上的任何职业。我

只喜爱我胸中雄宏的万象。‘在几乎绝迹的路途上独自前行

时，我将我心中的画幅映在了天幕上。我的行走高高大大，

因此像一只骆驼在长途跋涉。’”可以说，“上帝”正是作者一

个基本的“心灵镜像”，是他的原型性的“量子皱褶”。其外，

还有“虚妄之我”“骆驼”“大地上的婴孩”“沉思之我”“机械

师”“替代者”“拯救者”“本雅明”“卡夫卡”“梵·高”“本能之

我”“诗人”“异灵兽”、“母亲”“寡人”等等，都是作者不同的

“心灵镜像”。

这种“心物一体的心灵”，与宋代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

心，吾心即是宇宙”，明代王阳明的天地万物“其发窍之最精

处，是人心一点灵明”的“心”、“灵明”相似，更与佩索阿的“我

心略大于整个宇宙”之“心”同调，而在尼采则恐怕就等于他

的“生命”、“权力意志”。尼采发现人的权力意志既包括求

真意志，又包括求假意志，求真需要真相、真理，求假需要谎

言和意义，但以往的哲学如柏拉图主义，则只顾生命的求假

意志，用正义、至善的谎言掩盖了世界虚无、人生荒谬的真

相。正确的做法则是要既保留满足生命求假意志的“宗

教”，又把满足生命求真意志的“哲学”作为重点，从而在谎

言与真理之间求得某种平衡。而闫文盛的《主观书I》也正

充满了谎言和真理，或意义和真相之间的尖锐冲突，这造成

了其内在两种力量的矛盾、争斗，而它们之间的相互否定、

撕扯、紧张则使其整个文本都始终弥漫、散发着一种强烈的

撕裂感和荒谬性。比如全书的总题“我一无所是”就是一种

总体性的否定和消解，它使全书所有的小题目都顿然丧失

了它的意义。如果说其总题目是“真理”，那么其书内的若

干的小题目就是“谎言”，总题目的“真相”：“一无所是”同若

干小题目的“意义”之间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谬关系，而

使全书在总体结构上则呈现出一个“自我肯定”与“自我否

定”两者之间的相互争执、分裂、争斗的裂隙，从而也让我们

借以窥见人的心灵的虚伪和本真、光亮澄明和暗昧虚无的

复杂性。这在总体上是这样，即使是具体到某一篇文本也

多是这种悖论的结构，比如《机械师》，作者写道：“机械师并

不是一个伪造”，“但我们不理解他”，“他可能是使时间的空

隙得以腾空的鼻祖”。“时间的空隙”是什么？时间是没有

“空隙”的，那可能是指“多余的时间”，意思可能是说“机械

师”一刻也不停息地在工作，但他所走的却是一条“种满了

谬误的种子”的道路。这就是一种“否定”，是悖论的逻辑。

我们不免会想这“机械师”是谁呢？是“造物主”、“自然法

则”，也是作者心灵的“图腾”，他充满了创造欲，一刻不停地

工作，但却不为人们所理解。如此有意义吗？当然没有。所

以，就整体而言，闫文盛的《主观书I》就是一部宣布“上帝死

了”的消解传统价值、意义的“荒唐书”，这一点我认为明显受

到了尼采“虚无主义哲学”的影响。意义和真相的矛盾是内

在于《主观书I》的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其反讽性、荒谬性均源

于此。

现象学和量子化的文本

现象学追求事物的实存性、本质构成性和整体性，“量子

化”是指事物的动态可能性、不确定性或随机构成性，作为一

种特殊的散文的新文本，闫文盛的《主观书I》恰恰具有现象

学或量子化的特征。首先它是断章、碎片化或残篇性的，类

似于现象学的“时间性颗粒”和既独立又绵延的动态的量

子。其次是多侧面的、构成性的，比如全书从大的方面看就

有三个彼此相异又彼此互成的界面：第一层界面，真相的揭

示，即“我一无所是”；第二层界面，我与自我镜像的关系，

或我与集体、他者的关系，即“烟酒店的客人们集体噤声”；

第三层界面，我作为“作者”，即“作者的告白”。它们构成

了“我”或“心灵世界”几个大的维度，即从本真我到集体

我，再到诗人我，形成了“量子我”的多重折叠面，而合起

来则是一个动态构成性的不确定的总体。在三个大界面

之中又有许多不同的小界面，它们各有自己的小题目，就

像许多小的支流，也像多面的庐山，错峰叠岭，又像博尔赫

斯的迷宫和小径分岔的花园，总之是众声喧哗，使整个文义

走向多元、歧路，而同时它们又分明是共属于一个统一的总

体的，具有多杂互补的整体性、构成性。再次是开放的、动

态展开的，具有一种“未完成性”。作者告诉我们，《主观书》

是他用长达6年时间书写的一个宏大的系列，《主观书I》只

是其第一部，其后还有若干部。他说：“我用了长达6年的

时间来写一本书（《主观书》），而且这样的书写行为似乎远

远没有尽头。”“它更为急切地呼应的，似乎永远是书写和表

达的不足，似乎永远是我没有写下，我没有完成。我们没有

走到终点的时候，或许，《主观书》永远在‘书写的无尽头’中

运转，循环。”

闫文盛是山西文学的一个“异数”，他的文学是现代主义

的，我们从他身上看到的是佩索阿、卡夫卡、博尔赫斯、尼采

等一众西方现代大师的身影，但他又是中国本土的，是有着

鲜明中国社会生活色彩的那一个特殊的“主观”。

量子人与量子人与量子化文本量子化文本
————闫文盛闫文盛《《主观主观书书II》》随评随评 □□杨杨 矗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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