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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学生产机制角度探析先锋小说的发生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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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文学生产机制角度探析先锋小说的发生语境．发现其独特性在于揭示出潜伏在中国当代先

锋小说发生背后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力量和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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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文风气浓郁的20世纪80年代文坛。中国

当代先锋小说的发生既是当时特定社会环境孕育

的产物。又是中国文学自身要求变革和世界先进文

学思潮影响共同激发的结果。为阐释和还原先锋小

说在当时发生的特定社会空间和特殊文学语境．可

以从文学生产机制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和分析。

文学生产机制，从语义上来说，可以有两种理

解：一是文学生产的机制；二是文学的生产机制，显

然后者涵盖的范围广，前者被囊括在其内。而从严

格意义上来说。文学生产机制应该包括三种内涵。

一是文学是一种生产，这就表明文学和社会经济因

素之间密不可分；二是作为一种生产的文学，它在

具体发生发展过程中离不开一定与之相适应的社

会机制；三是文学和维护其正常生产的社会机制之

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而各种社会机制在具体

运行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触及某些政治权力，这也

就意味着文学和社会政治权力之间也会发生关联。

由此可见，从文学生产机制角度探析先锋小说

这种文学现象的发生语境。与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相

比较而言，其独特性在于它把各种社会政治、经济

力量和权力关系作为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不是将其仅仅视为文学发生发展的背景。

一、孕育文学繁荣发展的社会环境

依照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文学世界要形成一

个场发挥作用。除了依靠作家的道德义愤(对经济

利益、政治名誉的毅然决裂)外，主要依靠一个社会

环境本身的必要性，这个社会环境的基本法则就是

相对于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独立。这就表明文学场形

成的关键在于文学自主性原则的确立。但布迪厄同

时指出，文学场自主性的形成也离不开政治、经济

的影响，也就是说文学自主性的最终确立需要一定

的经济或政治体制作保障。[1173-75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的工作中心逐步

转移到经济建设轨道上来。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得

到空前解放。反僵化、反保守、追求创新成为这个时

代的社会主潮，而作为社会思想中最有生机和活力

的文学领域，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文学在不

自觉间成为人们一个时髦的El常生活话题，并在社

会中逐步取得一种超越世俗权力的神圣地位。①可

见，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过“文革”的血雨腥风之

后，终于开始了自己独立发展的新时代。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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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祝辞》时提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

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

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

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

事业”，并重申1956年提出但一直并未真正实施过

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80年。xlj／J,平在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

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表明党对文艺方向问题的

调整由此全面开始。同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就

文艺的服务对象和思想方向由过去“为工农兵服

务”、“为政治服务”改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

主义服务”的提法发表社论。重新确立社会主义文

艺的发展方向。胡启立在1984年12月29日召开

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以中共中

央书记处名义在宣读的“祝词”中提出“创作自由”

的口号：“作家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

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

思想的充分自由”。“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

社会，都应当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

国家政治精英分子以党的代言人身份对文艺

政策和文艺方向所作的根本调整，使得文艺体制对

文学发展的管辖和控制相对松懈；文艺体制中某些

重要的文学组织也经常召开各种文艺理论座谈会．

积极探讨与文学关系密切的相关问题。如1979年3

月，全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组织召开了文艺

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展

开了热烈讨论。4月，《上海文学》、《长江文艺》等刊

物开展了关于文学“工具论”、“从属论”的争论．并

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问

题的大讨论。可以说，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试图摆脱

政治的长期压抑和控制，寻求自身独立性发展的真

正开始。

毋庸置疑，党在文艺政策方面的调整不仅为文

学的自由发展营造了宽松而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且

也给予文学自主性的获得提供了舆论和制度上的

保障。由此不难发现当代文学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

的悖论：欲求摆脱作为政治附庸和工具的文学在寻

求自身的独立和自主时，依旧离不开政治权力体制

的扶持和保障。这也预示着孕育于其间以纯文学姿

态出现的中国先锋小说，自诞生之初就潜伏着生存

的危机。对此，有人认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繁

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意识形态调整带来的幻象。相

比较而言，今日的社会条件无疑更加宽松、思想更

加开放，而文学的社会声誉和影响力却明显今不如

昔。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辉煌乃至先锋

小说的发生发展不应仅仅归因于社会意识形态调

整的结果，而是与当时文学自身革新的要求和西方

先进文学思潮的影响密不可分。

二、中西交汇中的文学语境

创新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

文艺作家、理论家追求的核心。就文学来说，这种创

新的要求和心理反映在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一

般都表现在形式或者语言方面．这明显与当时文学

要求回到自身的观念有关。可以说，创作界、理论批

评界对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形式探索和研究贯穿于

整个80年代。随着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和文艺理论

的大规模引进。这种艺术探索和创新也越来越趋于

全面而深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小说的出

现，即是中国当代小说在文体形式和语言实验方面

探索、创新的极致。

1．意识流小说：创作界探索小说形式的锋芒初

试

当代文学创作界对文学艺术形式进行探索和

创新以朦胧诗的出现为滥觞，在小说界则是从王蒙

等人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开始。1979年，王蒙在《当

代》第3期发表中篇小说《布礼》后，连续创作了《夜

的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蝴蝶》等

小说。这批小说大胆突破传统小说按时间和情节顺

序结构故事的做法而代之以人物内心活动和意识

流动来结构小说，侧重表现作品人物的心灵活动历

程。这种根据人物的意识和内心活动轨迹对时空进

行切割和重新组合的叙述方法，明显是对西方现代

主义文学的某些现代叙述手法的借鉴和运用。同样

的小说形式探索成果也体现在茹志娟《剪辑错了的

故事》、宗璞《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

小说中。其中宗璞的小说中还明显蕴涵着生活的荒

诞意识。因kLlj,-]常也被称作“超现实主义荒诞小

说”。

以王蒙等为代表的这批意识流小说。尽管在创

作艺术形式上因受西方现代派小说技巧的影响而

在阅读上给读者造成某种新奇感和陌生化效果．但

以表现入的内心意识流动为主题的内容仍然延续

了当时“文学是人学”的创作观念。从《春之声》获

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蝴蝶》获1977—1980

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不难看出，这种小说创新形

式是比较符合主流话语意识形态的，因而获得官方

文学奖的认可。这也无疑在昭示当代小说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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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新之初就和内容处于彼此分离的状态，而由此

在小说理论界引发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现代派文

学论争更是将小说形式探索和创新逐步推向深入。

2．现代派论争：理论界探索小说文体形式的自

觉

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最引入注目的景观莫

过于创作界和理论界之间互动格局的形成，这以小

说界表现最为明显。王蒙等作家在创作上积极实践

小说形式革新的同时，也表达出理论探索的热情，

这使得新问世的小说作品往往能够得到理论界的

迅速回应。

早在1980年9月，《文艺报》即为倡导艺术贵

在创新，新的生活内容要求艺术手法的革新主张．

在第9期上发表王蒙、李陀、宗璞、张洁等作家关于

“文学表现手法探索笔谈”。其中，多数作家都论及

到“打破传统。吸收西方现代派文学手法”的问题。

王蒙在其文章《对一些文学观念的探讨》中强调对

艺术探索多样化的关注。力主改变长期形成的单一

化创作模式．注重培植一些不同审美范式的作品。

而作为新时期文学形式的积极倡导者、探索者和实

践者的李陀。则直接呐喊出“打破传统手法”的口

号。在他看来，当时文艺各领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

艺术形式方面。新的社会生活要求文学艺术家探索

新的表现形式，并指出在文学变革的时期不要过多

强调继承传统，而要大胆吸收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

手法和技巧，同时呼吁文学评论界应对某些当时出

现借鉴西方现代文学表现手法的作品予以重视和

研究。

1981年秋，花城出版社出版高行健所著《现代

小说技巧初探》的小册子，较为全面地介绍西方各

种现代小说在形式、语言上的变化特点。他主张积

极引进西方现代小说技巧，认为艺术形式的探索不

是追求形式主义。小说技术不等于小说艺术，这种

小说观显然与中国传统小说创作手法是格格不入

的。因此，《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自出版之后在小说

理论界引起一番轰动。李陀、冯骥才和刘心武三人

还就此发表了《关于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通信》，这

些通信内容曾发表在《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上。

尽管三人在对小说艺术手法探索针对继承传统还

是引进西方现代小说技巧方面观点有所差异，但这

个通信无疑扩大了其影响。其中，赞成者认为是“一

本填补空白的书”(王纪人：《～本填补空白的书》)。

批评者则认为是忽视了“中国小说的民族传统”(刘

彦钊：《中国小说的民族传统不容忽视》)。这在促进

当代小说艺术形式自觉发展的同时，还引发了一场

关于现代派文学的论争。

《外国文学研究》季刊从1980年第4期至1982

年第1期，举行了为期～年半的“西方现代派文学

讨论”，发表了30多篇讨论文章。而直接引发现代

派文学论争的事件则是该刊主编徐迟发表的《现代

化与现代派》一文，尽管在“编者的话”中他声明此

文不是这场讨论的总结。但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质

疑和讨论。思想文化部门有关领导为慎莺起见，指

示《文艺报》转载此文，从1982年第11期至1983

年第9期进行了连续性的讨论。间歇性讨论一直延

续到1984年第6期。这场延续时间相当长的论争，

固然折射出当时文学界引进西方现代派文学及理

论相当谨慎的现实，但它在客观上造成的效果却是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大规模引进中国，

作家、读者、刊物和出版商对此表现出巨大热情。

当时主要的文艺出版社几乎都出版了一批20

世纪西方文学名著中译本，代表性的有北京外国文

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

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

社发行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其中，

以1984年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共4

卷8册，上海文艺出版社)在读者中影响最大。这套

作品选集中译介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

家卡夫卡、巴恩、罗布一格里耶、博尔赫斯等人的作

品。理论界也开始翻译出版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和西

方各种文艺理论．同时开始反思过去文学研究方法

的单调划一，酝酿着理论与方法上的双重突破。

总体看来，创作界引导理论界不断更新，而理

论界反过来又促发创作界进行更大创新的格局是

20世纪80年代文坛的最大特色。正是在创作与理

论的和谐酝酿、变奏下，寻根小说、现代派小说才会

应运而生，并直接促动了先锋小说的发生。

3．寻根小说、现代派小说：创作与理论和谐变奏

的乐章

从小说形式探索的深度来看．寻根小说和现代

派小说显然有甚于意识流小说。因而对先锋小说发

生的影响更为直接。这里之所以将寻根小说和现代

派小说放在一起进行论述．是基于以下三种考虑：

一是寻根小说、现代派小说和先锋小说三者在当代

文学史上出现的时间是相差不多的，大概都是1985

年左右。以至当时的评论界对现代派小说和先锋小

说在概念及范围所指方面的界定还相当模糊，甚至

经常混为一谈。将二者关系完全厘清还是20世纪

90年代后的事情。二是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定

程度上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两种社会、文化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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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的折射和反映。其中。寻根小说是欲从中国传统

文化中汲取精华来抵制当时小说创作一味模仿和

借鉴西方现代小说的不良倾向，而现代派小说则直

接表现为向西方现代文学与哲学寻求价值依托，将

两者放在一起讨论可以更为清晰地厘清中国先锋

小说发生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轨迹。三是这时恰逢

中国文坛上少有的创作界和理论界和谐共谋的时

期。应该说，这三者的出现乃至后来在当代小说史

上地位的确立与当时理论评论界的努力是完全分

不开的。

寻根小说思潮的萌动与1984年12月《上海文

学》、浙江文艺出版社、《西湖》杂志联合主办的杭州

会议的召开有关。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文学与当代

性”。与会者韩少功、阿城、郑义、李陀、吴亮等人都

是当时思想很活跃的青年作家及批评家。在讨论到

有关文化的话题时。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当代文学

创作应该尝试将本土文化与现代主义相结合，拉丁

美洲小说就是现代主义和本土文化结合成功的范

例。这次会议之后，理论界就陆续出现一系列倡导

和阐释“文化寻根”主张的文章，②并直接促发了寻

根小说的迅速崛起。④

严格来说．寻根小说在当时的兴起与思想界

1983年因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引发的“清除精

神污染”运动也有一定关系。为此，有学者认为回避

政治、远离政治现实，躲到传统和民间中去，是寻根

小说缺乏历史深厚感的原因。127"／但从艺术上来看，

寻根小说摈弃经典的整体情节结构模式，不仅作品

中的艺术线索呈现出多重和混乱的状态，而且还出

现空缺和空白。可见，寻根小说在尝试突破“典型

论”和“反映论”等传统文学创作观念时，已然从缓

解“写什么”的焦虑转化为“怎么写”的探索，换言

之．寻根小说文本创作本意在于内容表达上取得突

破．而事实上却在艺术形式探索上前进了一大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寻根小说的出现正是促动先锋

小说发生的最直接艺术动因。这从早期以马原为代

表的先锋小说家如莫言、扎西达娃等人的作品中可

以看出。

相对于寻根小说作家，现代派作家是更年轻的

一代。他们一般在大学里受西方观念影响较深，对

传统文化的神圣和庄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背叛和

亵渎，以游戏的态度对待人生，并开始打破那种“大

写的人”的神话．强调和确立“小我”意识。这以刘索

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为典型

代表，但这两个重要文本的突出成就还是表现在艺

术创新上。《你别无选择》基本采用的是多维而无序

的散点叙事，整篇小说既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

也没有统领全局的故事情节。而以表现人物的意识

流动和情绪变化为主。《无主题变奏》则完全背离传

统叙事的写实手法和故事框架，通过表现人物的意

识流动和情绪变化来描绘荒诞变形的艺术世界。但

这两个文本终因模仿美国“黑色幽默小说”、法国新

小说痕迹过重，而遭到某些批评家的严厉指责。曝
管现代派小说在当时坚持的时间不长，很快被不久

之后兴起的先锋小说所取代，但它在理论界引发的

争论和话题却不少，并直接影响了先锋小说家的创

作。
’

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的竞相展技，促使文学

理论界开始反思和更新文学评论方法。1985年被人

称为“方法论年”是有其特别意义的。尽管此前已有

不少理论文章提出有关文学研究方法更新的问题，⑤

但在理论界真正形成文学批评方法论探讨自觉的

却是于1985年3、4月间在厦门和扬扑I召开的两次

文学评论方法的研讨会。⑥j妾着刘再复发表的两篇

文章《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和《论文学的主

体性》又引发出关于文学创作主体性问题的讨论。

这场讨论对当时文学创作的直接影响，是作家开始

自觉而有意识地将创作视角由外部世界缩转向人

的内在心灵，文学开始回到自身，原先作为文学核

心内容的社会现实被艺术形式所取代。因而，从

1986年10月始．理论界又展开相当长一段时间的

关于文学“向内转”问题的讨论。‘岐学理论界的这
些讨论无疑促进了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的更

新，使得批评界对当时新出现的文学作品能够迅速

作出合理的阐释和评价。进而为创作界的文学形式

探索能够向纵深方向拓展储备了良好的理论条件。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创作界和理论

界和谐共生的格局正是催发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

说的土壤，同时也是滋生先锋小说的温床。

赵毅衡先生认为．定义先锋文学必须要考虑文

学所处的文化环境，只有当主流社会价值已基本稳

定，不再需要(所有的)文学艺术帮助全民教育时，

先锋文学才会出现。p】序可见中国80年代中后期的

社会文化环境正是培育先锋小说茁壮成长的沃土．

先锋小说在90年代随着社会全面转型而转型的事

实也有效地证明了这点。

在孕育文学繁荣发展的社会环境和致力于艺

术形式创新的文学语境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一批

倾心于艺术形式探索和创新的年轻小说家(如马

原、残雪等)、编辑家(如李陀、程永新等)和批评家

(如吴亮、李劫等)，正是在他们共同的努力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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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先锋小说的生产机制才得以初步启动，并为先

锋小说的最终生成提供了可能。

注释：

①可参见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此书是查建英对一批在20世纪

80年代文坛作出突出贡献的作家、艺术家、批评家、学者所

作的访谈录，他们是阿城、北岛、陈平原、崔健、李陀、刘索

拉、田壮壮等人．尽管这些人涉及不同的文艺领域，但在他

们的回忆话语中均蕴藏着对八十年代文学的追忆和眷恋

之情。

(函有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韩少功

《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6期)、李杭育《理一理我

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6期)、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

(《文艺报》，1985年7月6日)、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

(《文艺报》，1985年7月13日)等篇，其中，韩少功的文章

被认为是寻根小说的理论宣言。

(多事实上，阿城早在1984年《上海文学》第7期上发表的《棋

王》即是一篇成功的寻根小说，但当时评论界却不知如何

评价．但自理论界发表过一系列有关文化寻根主张的文章

后．创作界更是立即掀起一股寻根小说创作的浪潮，代表

性的作品有：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阿

城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贾平凹的“商州

系列”、李杭育的“葛川I江系列”，李锐的“厚土系列”。莫言

的“红高梁系列”，王安忆的《小鲍庄》等。

(多吴义劫在其<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年9月版)中认为。把一些观念性小说视为现代派小说实

在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最大的误会。虽然他们小说中

并不少见正统西方现代派作品所常有的那些空虚感、孤独

感、失落感之类的主题，但显然这些体验并不是真诚的，甚

至还远没有宗璞等的荒诞小说更令人可信。

⑤这些文章包括：1981年，王春元在《文学评论》第1期上发

表《文学批评也要探索新略》；1983年，黄子平在《文学评

论》第3期上发表《当代文学中的宏观研究》；1984年，杨匡

汉在《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上发表《关于当代文学研究方

法的更新问题》；1984年7月5日，陈辽在《文汇报》上发表

《文学评论和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等。

⑥1985年3月17日至22日，由《上海文学》、《文学评论》、厦

门大学等单位在厦门联合召开了文学评论方法讨论会，就

国内过去文学评论的方1法与理论等问题作了反思与总结，

对文学评论方法的变革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985年4月

14日至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怍家

协会江苏分会等单位在扬州联合召开的文艺学与方法论

问题学术讨论会上．4更加明确与深入地探讨了如何拓展文

学评论的理论视野与操作方法问题．在要求变革与创新文

学研究方法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对80年代以来国内批

评界引进先进理论方法研究文学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提出如何迸一步引进与运用信息论、系统论、心理学、接

受美学等问题。这次会议的意义在于它引起了文学界对于

研究方法的普遍关注与热衷。进而形成了文学研究界的

“方法热”．新的方法、新的名词术语一时闻层出不穷。

⑦1986年10月18日，鲁枢元在《文艺报》上发表《论新时期

文学的“询内转”》的论文，盛赞新时期文学出现向内转的

创作趋势。认为这是新文学创世纪的开始。该文发表沉寂

一段时间后，始有人表示质疑．厨崇坡在1987年6月20

日《文艺报》上发表《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

一文，认为从整体上看．“向内转”文学以及“向内转”的论

调对于社会主义文学都是有害的．“有可能使时代的主旋

律在文学中减弱甚至消失的危险”。当然支持者也不少，如

童庆炳在1987年7月4日《文艺报》上发表《文学的。向内

转”与艺术创作规律》一文。从文学创作艺术规律的理论角

度对周文进行反驳。讨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到了1988年

下半年，渐渐平患下来。但停顿两年之后，1991年春，《人民

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又接连发表署名文章批评“向内

转”。至此这场关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问题的讨论延续

了将近五年的时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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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Production Mechanism in the Avant-garde Novel Context

主hao ziv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uangshan University；Anhui Huangshan 24504 1)

Abstract：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duction mechanism Avant-garde novel of the phe—

nomenon of literary novel’in this context，it，s uniqueness lies in revealing．hidden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Avant-garde Novel behind in the various social，political，economic strength and power relations of

the Avant-garde Novel influence and infil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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