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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與創新：論中國現當代偵探文學的演變軌跡

⊙ 袁洪庚

 

西方偵探文學的主要形式是偵探小說。偵探小說是一種以提供消遣為主要目的、高度程序化

的「逃避性」的文本。自從我們所理解的第一篇偵探小說問世以來作家、批評家們制訂並完

善了一套約定俗成的程序，其基本套路不外乎：一件神秘的罪案發生了，一位偵探開始調查

若干涉嫌人士，幾經挫折之後以真相大白於天下、罪犯被揭露收場。

一

如果我們將美國浪漫主義作家埃德加．艾倫．坡（Edgar Allan Poe）的短篇小說《莫格街凶

殺案》(1841)視為偵探小說的發仞之作，這一形態特殊的文類在過去一百五十餘年來已經歷

了許多微妙的、不斷部分否定自身的變化，然而這些變化從未徹底消解這一文類。道家哲學

認為某一事物的誕生，無論是有機的還是無機的，無不預示著它的消亡。偵探小說演化史上

出現的種種變異使它們漸漸遠離自己的本源而成為一種次文類，並且最終將孕育出一種全新

的文類。在西方至少有三種派生話語可確認為是傳統的坡式經典偵探小說（the classic

detective fiction）的次文類，它們既繼承又否定、顛覆自己的本源。這三種次文類是硬漢

偵探小說（the hard-boiled detective fiction），警察小說（the police procedural）

以及玄學偵探小說（the metaphysical detective fiction），它們彼此之間存在著千絲萬

縷的聯繫。

中國偵探文學的發展並不像它在西方那樣基本因循線形軌跡，自成體系。就其本來意義而

言，偵探小說從未成為中國文學中土生土長的文類。儘管偵探小說為人所知的時間不算長，

中國人卻是很早便確立偵探文學傳統的民族之一，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若干年前。「英國的

私家偵探福爾摩斯……到中國就有讀者而無作者，有特務而無偵探，有表現公安人員的電影

而無偵探小說。」1

在玄學偵探小說出現之前中國偵探文學的演變經歷了四個階段，即前公案小說時期、公案小

說時期、經典或常規偵探小說時期、警察小說時期。

對偵探文學發展過程中這四個階段的簡述是以它們均產生於同一社會－人類環境裏為前提

的，但是在具體的細微方面又各具時代特色，無論這些特色是文學內部的還是文學以外的。

它們會在主題側重、說教傾向、情節建構、敘事模式、人物的角色分派以及通過觀照或自我

觀照表現出的作者－讀者關係等方面有所不同。縱使顯露出若干異質性，這些偵探文學的各

種形式仍圍繞犯罪、偵查和懲罰的主題展開故事，形形色色的訟案、司法黑幕的揭露、針對

各種罪行的刑事調查等直接、間接與現代偵探小說發生關係的題材在這些形式中早已屢見不

鮮。



在至高無上的權利展示過程中對犯罪的懲處漸漸為對犯罪的調查取代，「這是對犯罪的美與

崇高的發現」。2「抑或應該譴責的是不完善的關於證據的法律，因為在公眾明白證據由甚麼

構成之前偵探業不可能繁榮，而彼時尋常的刑事訴訟程序是逮捕、拷問、招供和處死。」3以

上分析同樣也適用於中國的情形。在歷史上各個王朝的司法制度中從來並未認為宣判前取得

可靠證據是必須的。待到現代社會出現後搜集證據和依法辦案才取代了刑求逼供，它的特徵

之一便是廣泛、適當地執行法律，廢棄獨裁專權。十九世紀偵探小說出現之際正是大規模都

市化開始之時。起初偵探小說的內容便是抹去個人在大城市人流中的痕跡。4

讀者對翻譯偵探小說的熱情接受和譯者的進取心共同誘發了這一文類在中國的誕生，尤其是

在上海。

直到近年來以魯迅和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學」派與「鴛鴦蝴蝶派」之間的真正分歧才漸漸較

真切地為人窺見。這一分歧可大致歸納為對文學傳統的不同態度，即徹底拋棄傳統還是有取

捨地繼承它。這個流派囊括了各色各樣的作家，任何一種卷標或定義都不免會流於含混和空

泛，部分或帶有偏見地揭示問題的某一側面。倘若單獨審視這一文類，我們會發現偵探小說

是「鴛鴦蝴蝶派」作品中唯一全無傳統敘事因素的，作家在開始寫作前早已受到西方文學的

極大影響。

周桂笙（約1862-1926）是西方小說的第一個中譯者。「偵探小說」這個譯名正是由他首創，

從此為人接受並延用至今。他參與譯事的時間比晚清最負盛名的文學翻譯家林紓還要早。也

許恰恰是因為選擇偵探小說作為翻譯素材的「粗鄙趣味」，他在中國文學翻譯史上幾乎被人

遺忘。

在漢譯偵探小說潛移默化的影響下，已是強弩之末的公案小說展現出新的風貌。在清末四大

小說家吳沃堯的《九命奇冤》中公案小說和偵探小說的因素成份被摻雜在一起。胡適認為它

可算是近代「全德的」、「在技術方面要算最完備的一部小說」5。此書的問世標誌著公案小

說即將在中國小說史上消失，偵探小說的時代即將開始。

直接從譯文中獲得的靈感，再加上受白話文同樣富有表現力、可用於小說創作的信念，中國

作家的實驗自然也包括偵探小說。主要偵探小說作家的寫作高峰恰好與阿瑟．科南道爾

（Arthur Conan Doyle）、切斯特頓（Gilbert K. Chesterton）、阿加莎．克裏斯蒂

（Agatha Christie）、多蘿西．塞耶斯（Dorothy L. Sayers）等英國作家開創的偵探小說

的「黃金時代」相互重疊，故他們的作品均帶有經典式的「究凶」色彩。

程小青、孫了紅、張天翼等五十多個留下姓名的偵探小說作家同那個時代的幾乎所有通俗作

家一樣，一度作為「鴛鴦蝴蝶派」成員受到歧視，理由是他們在作品中表現出反動的、殖民

主義的或頹廢的傾向。

從五四運動到30年代中期，偵探小說的繁榮持續了大約二十年。

二

1949年以後，以福爾摩斯式的私家偵探為主人公、敘述「究凶」之曲折經過的探案完全銷聲

匿跡。文學史家和批評家皆注意到它的突然消失以及取而代之的警察小說與包括現代偵探小

說在內的以往各種形式的偵探文學的歷時聯繫，不過他們的解釋似乎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有論者認為偵探小說的消失是由於作為一種職業的私家偵探在發生重大社會變革的1949年後

已不復存在。如果一種社會現實消失了，它便不再繼續在文學中被表現。6 這可算是原因之

一。無產階級專政的領導權由社會主義國家機器掌握，而根據無產階級專政便是群眾專政的

理論，維護社會治安也是每個公民的義務。無產階級專政的這一性質使刑事調查的各個環節

由警察機關全權負責，各單位的治安保衛部門和一些受到信賴的個人（比資本主義國家的

「線人」範圍寬泛）從中協助，私家偵探被迫失業。

此類觀點仍舊源於真實再現客觀世界的機械現實主義論，並非中國批評家的獨創。其他社會

主義國家的研究者也發表過類似的觀點。「顯而易見，這類偵探文學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裏

是不可想像的，其首要原因是不存在相應的社會現象。」 7 其實西方人早在幾十年前便提出

過類似的看法。「顯然在偵探出現之前不可能有偵探故事（事實上也無）。」8 但是，沒有

偵探頭銜的偵探很久以前便出現在各種偵探故事中，如伏爾泰的哲理小說《查第格》中推理

出那匹被盜走的馬下落的同名主人公，或「勘皮靴單證二郎神」中扮成雜貨商查訪皮靴來歷

的三都捉事使臣冉貴。倘若這一推論成立我們便無法解釋同時期內除偵探小說之外其他傳統

上屬於通俗小說的文類何以繼續存在，如科幻小說、童話、含有武俠小說因素的歷史演義和

宮廷演義等，儘管讀者十分清楚這些小說的情節並不比偵探小說更多地反映社會現實。

造成傳統偵探小說創作長達約30年的停頓(1949-1978)的首要原因是它的敘事範式為推行特定

文藝路線的權力所不容，遂遭行政干預手段勸阻、禁止。曾擔任文藝界領導職務的丁玲便認

為它格調不高、庸俗、頹廢。「一切是酒後茶餘的無聊的談資。僅僅是這樣也還好，可是它

還在教人如何去調情，去盯梢，去嫖，去賭，偵探小說就告訴人如何殺人滅跡……」9 這一

時期社會生活的顯著特徵之一是將政治色彩不加區別地加諸於所有人的泛意識形態化，用政

治標準衡量一切，它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表現得最為突出。而與主流意識形態並不相悖、往往

不涉及政治的俗小說也在愈演愈烈的淨化文藝的各種運動中被視為「封資修黑貨」，除個別

情形，如被認為基本「健康」的張恨水、秦瘦鷗等的部分作品，包括偵探小說在內的各類

「舊小說」無不或遭到明令禁止或從此絕版。10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號

召使作家在塑造主要人物時做相應的調整：他們必須是自己所歸屬的階級的鮮明代表，而並

非階級陣線模糊、後來遭到譴責的「中間人物」。於是私家偵探的「身份」在這一理論背景

下愈發顯得可疑。霍桑等現代都市浪人在二十世紀初部分替代了遭貶抑的昔日文學作品中的

英雄──屬於壓迫階級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如今這些人物在新時代裏又變得日益不合時

宜，故描寫他們無法確保作者在「政治上正確」。依照當時風行一時的階級分析觀點，雖然

私家偵探們有扶弱濟危的善良願望，但是其所做所為在客觀上起到鞏固資產階級統治的幫凶

作用，故在社會主義社會不應再有他們的位置。11

從哲學意義上審視，作為一種文學形象的私家偵探的消失也體現了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對

個人的忽略。「中國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個人永不被發見這一點上。」 12 思想史上交替佔

據支配地位的儒道兩家在崇尚權威、壓抑個人才能方面基本一致，包公一類的官老爺的神明

總是比平民霍桑的睿智更易為讀者接受。在現當代文學中，官本位思想則為抽象而又空泛的

「人民」、「群眾」等概念掩飾，他們的傑出代表則必須是來自大眾階層、留意在工作中發

揮集體主義精神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



「50年代以後的近30年間，中國小說（指大陸部分）的整體趨向，是更加強化小說與政治的

關係。」13 無論情節多麼引人入勝，偵探小說的題材未免過於瑣屑，不外乎對謀財害命一類

的尋常刑事案件的調查，在後來的警察小說裏它不被免為更宏大的「階級鬥爭」題材取代。

罪案往往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是無產階級與形形色色的敵人鬥爭的具體表現。

警察小說是偵探文學的一種形式，描述作為主角的職業警察運用可信的警方手段偵破罪

案。14 在西方，警察小說繼以柯南道爾為代表的經典偵探小說和以哈密特和錢德勒為代表的

「硬漢」偵探小說之後大規模出現。在此之前警察是受到揶揄的可笑人物，只是為了反襯高

明的私家偵探才出現。偵探小說與警察小說的根本分野在於偵探的身份的設定，前者為

「私」、為「民」，後者為「公」、為「官」。

當代中國批評家在描述以維護公共安全為主題的敘事作品（尤其是涉及犯罪─偵破─懲罰的

題材）時無法就其名稱達成默契。若干常用的術語構成一座座語詞迷宮，其意義時有相互重

疊、矛盾的現象。筆者以為可用「警察小說」來概括性地描述1949年後中國被冠以各類名目

的偵探文學，它們的共同點在於作品中的偵探是具有官方身份的公安人員，也即警察（亦包

括地方和軍隊保衛幹部、民兵幹部等），他們不僅親身參與破案也是偵探活動的組織者、發

動者。

延續至今、別具一格的中國警察小說 15 不僅顛覆了常規偵探小說的程序，也與西方讀者所

了解的警察小說不同。

「公安文學」是用得最多、概括性最強、也是語義最模糊的術語。無論是主流還是通俗作

品，只要其題材涉及捍衛國家安全和人民的安寧均可歸入此類。有論者將「公安文學」的概

念推延至所有與公共安全有關的當代主題，而不僅僅局限於驚險的破案故事。16 此種定義過

於寬泛，將西方人看來枯燥乏味、同偵探文學風馬牛不相及的作品牽扯進來。如老舍的《我

這一輩子》本應歸入反映世態炎涼的社會小說，卻也同破案故事收入同一個集子裏。

「法制文學」是80年代「普及法律知識」運動的產物，同樣是一個語義含混的術語，其大部

內涵已由「公安文學」覆蓋。形形色色離奇古怪的刑事和民事案件為宣稱想勸導人們遵法守

法的作者提供了素材，但他們常常被指為打著「普法」的幌子販賣誨淫誨盜的色情、暴力文

學，由此可見它大至相當於西方的「犯罪文學」。「名」與「實」在此沒有多少共同之處，

雖然作為西方概念被引進的「法制」在中國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並非新鮮事。

「大牆文學」是「公安文學」的一種特別形式，因從維熙的《大牆下的紅玉蘭》而得名。起

初僅特指描述「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年月裏好人蒙冤情形的作品，後來也包括描寫罪有應得

的犯人接受改造以及管教人員如何工作的作品。

國際通行的術語「犯罪文學」和「偵探文學」亦有人使用，但不甚流行。作為「公安文學」

的特別形式它們的內涵相互重疊，指涉的幾乎是同一概念。兩類作品的區分取決於其情節，

側重於犯罪行為描述的作品是「犯罪文學」，側重於偵探揭露罪犯的過程的則是「偵探文

學」。如今這一人為的區分已顯得不甚科學，因為在作品中犯罪和偵破兩種因素往往會交替

出現或有機地溶合在一起。在哈密特的《馬耳他鷹》中，偵探揭露神秘罪案的每一次努力都

會誘發新的犯罪，一連串屍首把故事引向結局。

西蒙斯（Julian Symons）曾暗示社會主義國家沒有描寫犯罪的文學，因而也不存在「廣泛閱

17 



讀」 這類作品的問題。此言謬也。如果我們將所有上文提及的以近似、變形或派生形式出

現的警察小說的次文類計算在內，當代中國作家已積累了相當數量的此類作品。僅1958年就

有60餘部關於犯罪─偵破─懲罰主題的長短篇小說、戲劇、電影劇本出版或再版。18

「肅反小說」和「反特小說」是50年代中期後十分流行的偵探文學，它們實際上就是西方的

「間諜小說」。除前者時效性更強、是特定政治運動的產物之外，這兩個術語指涉的是同一

概念。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具有官方身份，故仍可視為廣義的警察小說。作為反派人物的間

諜或特務的身份隨著時局的變化而改變，他們受美國中央情報局、台灣國民黨、蘇聯克格勃

或其他國內外敵對勢力派遣，陰謀顛覆人民政權，但最終一無例外地被挫敗。電影文學劇本

《羊城暗哨》、《徐秋影案件》等堪稱此方面的典範作品。

不妨將同「反特小說」相反、由正面人物充當間諜的小說稱為「地下工作小說」，如《野火

春風鬥古城》（但在西方它仍是「間諜小說」，如「詹姆士．邦德系列」）不過，這一形式

顯然已超出偵探文學的範疇。

1962年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後，「肅反小

說」的基本情節建構被推廣至各類體裁的文學作品，描寫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鬥爭在社

會生活各個領域內的繼續。這一主流與通俗文學相互融合的景觀為80年代先鋒小說家利用此

模式開創了先例，卻又與西方偵探文學侵入主流文學的情形相似而有不同，可謂殊途同歸。

同歐美經典偵探小說一樣，它漸漸演變為一種高度程序化的寫作，卻遠不及前者想像力豐

富、花樣疊出。通常它敘述暗藏的敵人陰謀破壞革命或建設事業，有時甚至在己方人員放鬆

警惕的情況下初步得逞，但最終被大智大勇的無產階級英雄揭露並挫敗，而麻痹大意的己方

人員也受到教育，從此繃緊階級鬥爭之弦。偵破活動有時只是「三大革命運動」的副線索，

卻在文學作品普遍乏味的年代裏陰差陽錯地成為刺激讀者閱讀興趣的調味品。浩然的《艷陽

天》和被列為樣板戲之一的《海港》均是這類題材的典範之作。

三

中國偵探文學發展所經歷的四個階段大體與中外文化交流的趨勢一致：在前公案和公案時期

偵探文學完全未受外來影響，是本土生成的形式，符合中華文明的審美要求。二十世紀初一

度空前繁榮的經典偵探小說是對西方樣板亦步亦趨的仿效。而近來的警察小說則是中西文學

和超文學觀念交匯、碰撞的產物，它的生成與回歸傳統、吸收外來形式、為特定意識形態服

務的目的等因素有關。

縱觀作為一個整體的中國偵探文學，我們會發現它總是具有濃重的教寓性，總是表現出強烈

的地域性和時代性。雖然也有成功譯介到國外並被接受的情形（如荷蘭人高羅佩〔R. H. van

Gulik〕根據狄仁傑的事跡撰寫的斷案故事），「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這一論斷總的來

說並不適用於中國偵探文學。我們要等到80年代中期玄學偵探小說出現後才得以欣賞它首次

具備的世界性。

在中國，「非常規偵探小說」在常規偵探小說尚不成熟時便出現了。施蟄存的《凶宅》、葉

善之的《偶然》等均對這一文類進行戲仿式借用，堪稱是中國玄學偵探小說的先驅。

筆者認為，除了該文類的一般特點外，中國玄學偵探小說在成型過程中還表現出另外兩個頗

具解構意義的特徵。這就是對建構在現實主義基礎之上的冗長史實寫真的陌生化以及對宏大



敘事的擯棄。它們在顛覆小說中的泛意識形態化、告別以革命為中心的現代意識時拒絕按照

一個經過權威認可的、用枯燥乏味的話語表述的版本去將歷史合法化，而這正是過去幾十年

來中國作家們所做的。從西方引進的後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在此過程中起了加速器的作用，同

時這些觀念也間接誘發了本土後現代主義文學觀念的萌芽，如上述兩個中國玄學偵探小說特

徵的出現。

彷彿在質詢西方對後現代主義文學的描述是否是唯一正確的版本，中國先鋒派小說家在寫作

玄學偵探小說過程中對其進行了重新界定，這一闡釋行為實際上是本土意識形態革命及文化

批判與外來思潮之間循環往复的妥協和對話過程。

直到不久以前中國作家仍將「文以載道」理解為文學創作的根本目標。他們將文學視為「載

道」之「器」，而不是「道」本身的一種存在形式。抽象的「道」在不同的時期可以具有不

同的內涵，如儒家的倫理規範、佛教教義、來自西方的民主與科學觀念……待馬克思主義成

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後，文學的社會功能一度被不適當地誇大了，然而從孔子關

於詩可以「興、觀、群、怨」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它是與傳統的中國文學觀念並行不悖

的，只是更激進些。

始終是手段，但從來不是目的，文學就這樣被迫充當著為主流意識形態服務的「器」。以獨

具特色的警察小說為代表的偵探文學當然亦不例外，因為它是不十分矯揉造作地宣傳社會主

義歷史階段中仍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想形式，是當時最受歡迎的文類之一。

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警察小說的復興時期，一些先鋒小說家開始嘗試利用偵探文學模式為自

己的目標服務。他們抗拒功利主義和對文學的認知功能的過份強調，發現古老的犯罪─偵查

─懲罰主題對於當代讀者仍然具有魅力，便將其改頭換面後拋出。這就是中國玄學偵探小說

的誕生。它具備雙重屬性，一方面它是某種元小說，運用從西方典範作品中學來的新穎技巧

和表現手法，有時也有創新。另一方面它仍保留了從公案到坡的偵探文學的某些傳統，是這

種文類的延伸。在短短十年間玄學偵探小說獲得長足發展，這既是一代先鋒小說家努力的結

果，亦是同讀者的捧場分不開的。「作者：讀者＝罪犯：偵探」19 的模擬基礎是讀者在最大

程度上扮演偵探的角色、同故事裏的偵探競爭，儘管他實際上過得是十分平淡的生活。托多

羅夫的革命性發現使廣義的偵探小說顯現出活力，要求扮演罪犯角色的作者不斷更新他的騙

局。玄學偵探小說已成為後現代思潮影響下作者欺騙讀者的詭計之一。

玄學偵探小說與常規偵探小說的不同之處在於兩點：一是儘管它也採用常規偵探小說中偵探

調查罪案的基本程序，卻顛覆了其中的許多或全部規範，如邏輯演繹、偵探的英雄角色、神

秘事件的圓滿解決，而致力於探究與神秘事件無關的各種問題。二是超越傳統使它在涉及偵

探的身份及游離於偵探過程之外的事件時趨於自我觀照式的沉思冥想。

在某些情形下甚至連對一樁罪案的調查是否真的展開也變得無關緊要，作者的興趣轉向構築

由一系列元敘事重疊而成的語詞迷宮。這些作品往往把文本本身當作一個神秘事件予以譯

碼。在托馬斯．品欽的《拍賣第49批》中和北村的《聒噪者說》中朦朧的神秘感和懸念逐漸

加強，由日常生活瑣事引發的懸案令讀者越讀越糊塗，直至掩卷處也無法得出結論。如果作

者不吝惜一個具體的小小神秘事件，如納博科夫的《塞巴斯蒂安．耐特的真實一生》和王朔

的《玩的就是心跳》，這個故事的可讀性便強一些，也更接近常規偵探小說。「失蹤的人」

是玄學偵探小說通常採用的敘事模式，而在常規偵探小說中則多以「死屍」展開故事。研究

偵探小說的專家梅裏維爾（Patricia Merivale）認為這兩類偵探小說並非一前一後，而是大



致在同一時期出現，首創者均為坡。以杜賓為主人公的系列故事均有死屍出現，是常規偵探

小說的先驅；而坡的《人群中的一個》等描寫偏執狂的篇甚皆以「失蹤的人」為主題，此人

實際上是一個身份不明的人。這類元敘事性質的故事正是玄學偵探小說的濫觴之作。

關於「失蹤的人」梅裏維爾如是說：

「不再描述地毯上的屍體和另一個（顯然是「他者」）把屍體擺在那兒的人，玄學偵探小說

更可能寫一位韋克菲爾德（美國作家霍桑所著同名短篇小說中的主人公，離家出走達二十年

之久──筆者注），一位失蹤者。偵探暗中在漫無邊際的迷宮般街道上搜尋一位時隱時現、

影子般的人，但是總是找不到他，因為他從未真正存在過，因為他過去是、現在仍是失蹤

者。」20

故事是搜尋一個從未存在過的人或核實某人（往往是偵探本人）真實的或幻覺中的身份，只

是事件之間沒有任何因果、邏輯或時間聯繫，讀者無法借此重新構築略去或隱藏的情節。結

局的功用是恢復一度遭到破壞的秩序，如今被沒有說服力、未做出交代的「終止」

（closure）所取代或徹底取消。梅裏維爾對屍體和失蹤者的區分似乎以二元對立的模式為基

礎：實在與虛構、存在與不存在、有形與無形，等等。不過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對失蹤者身份

的重構亦使我們不妨將其視為一個並非一定存在的能指。偵探文學中從所指（一具實在的屍

體）到能指（一個名義上的失蹤者）的轉換形象地證實了符號只是一個不穩定的實在，而哈

桑在《後現代主義轉折》裏歸納出的後現代主義文學的其他某些特質也在轉換中得到印證，

如缺席、遊戲、無中心、不確定性、反闡釋等。

玄學偵探小說又可算是一種「先鋒小說」。 近年來「先鋒小說」是用來統稱帶後現代主義文

學傾向的小說的術語，這類作品大多是80年代中期後出現的。在此之前的短短幾年間小說界

已曇花一現般地興起過一系列流派：「傷痕文學」，「改革文學」，「反思文學」，「尋根

文學」，等等。然而，直至「先鋒」這個源於法文的術語出現前中國當代小說的進化只是一

無例外地體現為題材和內容的改變。就其闡釋性質而言，它們均以實例詮釋杰姆遜所說的

「民族寓言」為己任。當然，在一個國家歷史上的危機關頭或困難時期這樣做也是完全可以

理解的。

阿多諾認為應忽略那些人為造出以機械反映生活的主題。「只有同以經驗為依據的現實分

離，藝術品才會進入佳境，獲得高級存在狀態。」21 不再執拗地展示真理，作家們現在轉而

去探究意義。

中國當代玄學偵探小說的誕生首先應歸功於後現代主義理論的引進以及這些理論在文學創作

中的應用。盛寧、陳曉明、王逢振、王寧等學者對後現代主義理論表現出巨大的熱情，他們

譯介了杰姆遜、巴特、福科、德裏達、鮑德裏亞、利奧塔等人的著作，並在諸多場合下引

用。在這些理論家的引導下在其作品中顯露出後現代性的歐美玄學偵探小說作家也漸漸為中

國同行所知，如納博科夫、馬爾克斯、博爾赫斯、品欽、埃科、卡爾維諾等。他們的作品無

疑為幾乎所有中國當代先鋒小說家提供了習作這一文類的樣板，王朔、葉兆言、蘇童、余

華、格非、洪峰、潘軍、北村、殘雪、陳染等人的實驗則預示著中國當代玄學偵探小說繁花

似錦的前景。

後現代主義在當代文學中的最理想的載體便是小說。待中國先鋒小說家終於發現玄學偵探小

說的魅力後，傳統的犯罪─偵查─懲罰的主題在名義上得以保留，而它的道德說教或政治觀

念灌輸色彩漸漸消退。不過這一新文類從未被冠以「玄學偵探小說」的名目，而是同其他類



型的實驗小說一起含混地被統稱為「後新潮小說」。

當代中國玄學偵探小說無疑是西方後現代主義影響在文學領域裏的一種表現形式，同時它仍

帶有濃厚的東方色彩，與過去和現在的中國哲學、歷史、政治、經濟等因素不無關係。它也

是對本土偵探文學的叛逆，尤其是對警察小說這種特殊樣式的叛逆。

非常規偵探小說的寫作1941年在美國得到認同並獲得了「玄學偵探小說」的名稱。黑克拉夫

特在討論英國作家切斯特頓以布朗神父為主人公的系列偵探小說時首次使用了這個術語。

「布朗神父主要從道德和宗教角度考察犯罪。實際上切斯特頓對該文類的首要貢獻也許是他

完善了玄學偵探小說。」22從此這個術語便為人所接受了。較之於其他特指這類非常規偵探

小說的名稱，如「反偵探小說」23、「後現代神秘小說」24 以及「解析性偵探小說」25，它

在最大程度上揭示了這一文類的認識論、本體論哲理探究性質，尤其是後者。「『玄學』這

個術語似乎至少在切斯特頓那兒保留了規範的哲學意義的某些痕跡。」26 霍爾奎斯特用這個

術語描述一些後現代主義作家採用偵探小說的方法、又捨棄它的結局的嘗試。「假如在偵探

小說中死的問題必須得到解答，在新的玄學偵探小說中必須解決生的問題。」27 它不再破解

某人的死亡之謎而轉為探究人生旅途中的種種迷惘，往往不提供令讀者「滿意」的謎底。筆

者在這些術語中選用「玄學偵探小說」，因為它較準確地描述了最終使常規偵探小說改變性

質的所有變形。28 再者，它也順理成章地喚起了對以約翰．鄧恩為代表的十七世紀英國玄學

詩派的聯想。當代的玄學偵探小說作者似乎從詩人那裏繼承了某些東西，如神秘的環境烘

托、似非而是的妙語、自相矛盾、自我觀照式的沉思冥想以及嵌入作品的心智和心理的思

辨。

這一命名可溯源至亞裏士多德死後發表的著述之一的書名《形而上學》（metaphysics），據

說取此書名是由於它是作者繼《物理學》之後完成的又一部著作。「有一種說法認為這個書

名起初的意義只是『寫在《物理學》之後』」。 29 形而上學與知性主義、因果關係、認識

論、本體論等均有關聯，它始終寓示著客觀實在與虛無縹緲之間的對峙，並且作為哲學概念

將自己同各種實驗性質詢區分開。在許多場合中它就是「哲學」的同義詞。

兩個常用的"metaphysics"中譯名是哲學術語「玄學」或「形而上學」。「形而上」首見於

《易經．系辭上》，指無影無蹤、不可言狀的事物：「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

器」。「玄學」，顧名思義即是對「形而上」的研究，是魏晉時代出現的道家哲學思潮。

「玄」首見於《道德經》，用以指代非人的智力可及、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觀念：「玄之又

玄，眾妙之門。」對「玄」進行探究的本意在於考察與具體世俗事務無關的本體生存的基本

問題，即世界賴以存在的基礎或「本末有無」。時至今日譯者們仍傾向於用「形而上學」對

譯「metaphysics」，也即西方哲學中的本體論研究。正是在本體論這個焦點上西方和中國的

術語取得了對應。

不管東西方在感知世界時會產生多麼深刻的文化差距，各國的作家採用非常相似的手法試圖

盡可能逼真地重構細膩、微妙的人類體驗以及由此出現的幻覺。對讀者而言，偵探文學中描

述的暴力犯罪及其後果無疑是最具誘惑力的手法之一。讀者的此種喜好大至不外乎以下心理

原因：我們血液裏殘存的獸性、我們希冀逃避現實的心願，或我們企圖同偵探在最追蹤罪犯

的驚險行動中一較高低。但是我們寧願用一些較委婉的說法來描述這類心理原因，如宣稱死

亡和犯罪─偵查─懲罰是兩個公認的永恒主題，卻不屑說明它們何以會成為永恒主題。



四

值得一提的是，同偵探文學史上的所有演變一樣，中國玄學偵探小說的生成仍發軔於作者將

它的母體常規偵探小說當作傳達某一信念的載體予以顛覆、改造的初衷。它的眾多形態使人

無法用概括性的術語描述，但是如果我們將50年代初到80年代獨具一格的中國警察小說看作

對西方警察小說的概念的顛覆，80年代以後先鋒派的種種試驗則是對顛覆的再度顛覆。後一

顛覆同歐美作家的革新不約而同地達到同一目的，故至少從玄學偵探小說這個窗口望進去的

中國當代文學的確已獲得了某種普遍意義。

中國作家探討這類主題的方式同他們有意無意間效法的西方作家相同或相似，如將失敗的偵

探刻畫成「反英雄」、略去讀者期待中的符合邏輯的結局、作者拋出的文本本身便構成了亟

待解釋的神秘案情，像一座語詞構築的迷宮。其他常見於西方玄學偵探小說的模式和手法亦

多次出現：失竊的信、被嵌入的次文本、失蹤者或喪失自我身份帶來的困惑（喪失、倒錯、

互換等）、案情及其結局的無意義，等等。

中國玄學偵探小說的發軔和成型應歸功於希望破滅的一代的代言人王朔。稍後另一些作家也

投入實驗，使之日趨成熟、完善，該文類大致經歷了它在西方的類似變遷。他們在作品中用

戲仿、反諷、拼湊、影射等陌生化技巧改變常規寫法，與此同時也領悟到這一富有彈性的形

式可以在保持吸引力的前提下承受各種變形，在此過程中一種新文類應運而生，只是作家寫

出了當之無愧的玄學偵探小說而不自知。

在王朔玩世不恭的筆觸下，一切與正統意識形態話語有關的事物均遭到鄙薄，如崇高理想、

政治信念、道德倫理規範，等等。社會地位不同的各色人等均是他諷刺挖苦的對象，連警察

也未能幸免。他並不是第一個向現代讀者熟悉的宏大敘事道別的作家，卻率先用充斥戲仿、

諷刺、雙關、有意誤置的陳詞濫調和行話的活潑口語體替代僵硬的程序化文體。 鑒於後現代

主義文學的策略之一便是以「舊瓶裝新酒」的手法對現有的表現形式進行戲仿，我們沒有理

由不承認王朔確應在80年代中期形成的先鋒作家陣營裏佔一席之地。

王朔在偵探文學領域裏的試驗得到注意，但是其革新意義並未為人領會，而評論大多是負面

的。「作為通俗小說家的王朔，哪怕是在他自認為是「純文學」的創作中，也脫離不了「愛

情+案情」 的操作模式，他習慣成自然了」30。他的偵探故事寫作可大體分為兩個階段。較

早的作品均以警官單立人為主人公，後收入《警官單立人的故事》，如《枉然不供》

（1987）、《人命危淺》(1988)、《無情的雨夜》 (1988)、《各執一詞》(1988)等。這些故

事大體上仍囿於常規偵探小說的模式、保留它的固定套路：一個或若干個警方偵探幾經挫折

後終於使疑案真相大白。它們的創新性主要表現在內容的改換和對主題的刻意隱匿中，而並

非技巧上的。與認為王朔的作品不涉及政治的觀點相反，讀者會發現有些篇甚其實是針砭現

實的諷寓作品。它們雖不再像《徐秋影案件》（1958）或《神聖的使命》（1977）那樣明白

無誤的宣示一種主張，卻也不是對世道人心視而不見、漠然置之。在《無情的雨夜》中一位

老演員被人擊傷，單立人在調查進行到一半時中止工作，聽憑罪犯逍遙法外。他同情已知而

又尚未被揭露的罪犯，因為該老演員對舞台生涯不識時務的留戀使更具才華的青年同事無法

嶄露頭角。「無結局」使本應刺激的故事失於平淡，確也真實反映了文革後愈演愈烈的「代

溝」問題。《人莫予毒》委婉地以誇張的筆調借一起婚變揶揄不稱職的警方，只是缺少杜倫

馬特（Friedrich Durrenmatt）的《諾言》或羅布-格裏耶（Alain Robbe-Grillet）的《橡

皮》中的微妙和形而上的思辨，單憑鬧劇式的情節取勝。



稍晚的作品《我是「狼」》(1988)和《玩的就是心跳》（1989）具備更多玄學偵探小說的特

徵。它們不再是「問題小說」，用偏離本題的若干子敘事打斷、取代圍繞神秘案情和偵破工

作展開、首尾相顧的完整情節，每一子敘事都自成體系地構成一則有趣的逸事。

《我是「狼」》也許是作者以偵探小說的形式探究人的潛意識心理活動的一種嘗試。激動人

心的凶殺根本不曾發生，淹死前女友的行動只不過是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覺，敘事圈套

設置在悄然移動的現實和幻覺之間。單立人（此篇未收入《警官單立人的故事》）審訊敘事

者、重構此人不光彩的過去以戳穿他的謊言的生動場面同樣也是敘事者的臆想。一具屍體通

常總會引出一個神秘事件，而這裏的屍體預告的神秘事件卻並未發生。

在這裏個人隱私成為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說的無處不在、全景

敞視主義的「監視」（surveillance）受到詰難。

「你讓我覺得你就是那號帽檐壓得低低的、拿著個小本到處偷聽別人談話並逐字逐句記錄下

來的無恥小人。你竟連我十年前在天涯海角隨便說的話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莫不是那會兒你

就開始監視我了？真可怕，我總以為自己在不被人注意地生活，而結果卻是在被聚光燈照的

十分亮堂的舞台上，一舉一動都受到窺探。」

「我是微不足道的，你應該對人民雪亮的巨眼有所體會。」

「這巨眼的結構應該是類似蒼蠅的那種复眼吧？」

福柯談到「政治權力微分」時用的恰巧也是「眼」的比喻。

「為了行使這種權力，必須使它具備一種持久的、洞察一切的、無所不在的監視手段。這種

手段能使一切隱而不見的事物變的昭然若揭。它必須像一種無面孔的目光，把整個社會變成

一個感知領域：有上千只眼睛分布在各處……」31

在《人莫予毒》中「群眾專政」這種中國特色的全景敞視主義受到質疑，人們終於對互相

「盯著」的生活感到厭倦。

然而王朔仍鍾情於一個有頭有尾的故事，於是他笨拙地將第一人稱敘事轉向全知視角。但是

讀者希冀看到符合邏輯的結局的心理並未得到滿足，延宕之後是急轉直下的反高潮，「實情

遭到漠視、規避、丟失」32。患精神分裂症的敘事人在交替扮演根本不存在凶手和有名有姓

的警探。

以偵探小說面目出現，《我是「狼」》反映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的適切性問題。隱匿在玩世不

恭的口吻之下的是對因陷入迷惘而自我放逐的一代人的心態的探索。除了一具與「案情」不

相干的屍體，故事根本不涉及犯罪和偵破。它以幻覺的形式記錄下一個與現實格格不入的青

年的情感歷程，他的自戀實際上是抗拒失落、沮喪心理的自衛行為。昔日的浪漫史和失戀是

患者確曾有過的經歷，它激發起憂憤的懷舊情緒，也反映出社會形態發生劇變後一個典型落

伍者的心境。這是人類歷史上往往會出現的人的思維定勢（上層建築）與物質文明（經濟基

礎）的發展不能彼此適應、一超前一滯後的問題。故詹克斯對西方「後工業社會仍需從根本

上依賴工業」 33 的矛盾的解說可戲仿為：對於某些社會成員而言「後毛時代仍需從根本上

依賴毛時代的規範。」

這個不合時宜的落伍者的前女友代表講求實際的一群，她能將過去與現在、物質與精神截然



分開，緬懷昔日的情懷並不妨礙她享受眼下養尊處優的舒適生活。

《玩的就是心跳》講述一個構思巧妙的反偵探故事，以探究一具無頭「死屍」的名義引誘讀

者上鉤，實際上是關於「失蹤的人」在大都市裏漂泊流浪的經歷。荒誕不經的情節使它遠離

幾代中國讀者所理解的「現實主義」，從而具備更多後現代文學的特徵。「《玩的就是心

跳》就是一個凶殺故事。這個凶殺故事不能再現，所有的線索都被搞亂了。」34

同《我是「狼」》中的第一人稱敘事者一樣，方言也不時為臆想、白日夢、健忘症等精神障

礙所困擾，這些失常行為被用來解釋種種超驗現象。方言和他的復員兵戰友在新的社會環境

裏淪為無所事事的流浪漢。厭倦了吃喝嫖賭的消極享受人生方式後，他們再次玩起了「讓我

們假裝......」的孩提時代遊戲。這一次玩的是謀殺，將警方引入遊戲，而方言也在無意中

扮演了一回偵探。在本雅明看來，流浪漢和偵探之間具有相通之處。「如果流浪漢

（flaneur）變成不大情願的偵探，那從社會的角度看於他有很多好處，因為這得歸功於他的

懶惰。」35

患上偏執型精神分裂症的「嫌疑犯們」時而回到過去，時而置身於現在，他們在昏昏噩噩地

消費人生的同時對流逝時光的察覺給故事抹上悲劇色彩。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像當代美國作家

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的《紐約三部曲》裏的奎因，陷入所指與能指之間的相互作用

的旋渦之中而不能自拔。

儘管王朔對正統意識形態竭盡揶揄譏諷之能事，他對警察小說的解構仍基本停留在社會學層

次。去除構思巧妙的情節、詼諧而又空洞的對話以及對主流文化的拒絕姿態，王朔的作品便

只剩下逃避。文學中的逃避現實歷來有眾多捧場客，它當作表現手段的種種奇思遐想能使人

暫時忘卻生活中的煩惱、從枯燥乏味的日常勞作中得到解脫。神秘案件、激動人心的偵破行

動和始料不及的結局組成的敘事模式賦予偵探小說消遣性，而讀到別人受難會使讀者更深切

地感受到自己作為旁觀者的安全地位。除此類常規之外，王朔小說中的逃避還具有另類自我

觀照的意義。他的人物醉心於自欺欺人的神侃、大吃大喝、性事，直至「人造的」冒險，以

宣泄被壓抑的憤怒和絕望。這在不少讀者那裏得到賞識，也說明他的逃避依然是政治性的逃

避。哈桑歸納出的後現代主義文學的多種不確定性，如含混、間歇性、異端邪說、隨意性、

反叛性、反常變態等表現方式均在王朔的作品中出現，它們徹底改變了中國偵探文學的寫

法。

王朔對以警察小說為代表的當代中國偵探文學進行的解構使讀者對稍後出現的先鋒派更大膽

的實驗有了心理準備。《人莫予毒》和《最後》一類荒誕不經的「反現實主義」小說逐漸興

盛，人們終於接受「小說不過只是虛構的故事」這一近乎冗贅的語義重覆的常識。現實生活

中令人憎惡的犯罪與對犯罪的描寫之間的距離日益得到認可。終於，經過王朔之手，德．昆

西倡導的「作為一種藝術的謀殺」在中國得到了響應。

80年代中期後的玄學偵探小說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後現代主義思潮影響。從馬原到殘雪，幾乎

所有的先鋒作家都敏感地注意到偵探小說這一十分吸引人的文類並予以改造，使之為自已的

主題或表現手法服務。

這些文本以令人眼花繚亂的諸多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雖然有些「套路」是西方作家用過

的，它們仍是現當代中國小說史上最具獨創性的一批作品，完全可與西方同類作品媲美。葉

兆言感興趣的是犯罪的動機和方式，也即故事的前半部分。他把自己這類顛覆傳統的作品稱

為「犯罪研究」。《古老話題》、《最後》、《五千元》、《五月的黃昏》等著眼於發掘人



生的「原狀」，而不屑於解釋神秘事件。《今夜星光燦爛》（另一版本名為《走進夜

晚》）、《綠色陷阱》、《綠河》等均有不俗的情節構思，也更貼近常規偵探小說，以遷就

要求「俗」的讀者。余華的《鮮血梅花》、洪峰的《極地之側》、蘇童的《養蜂人，你

好》、《美人失蹤》講述的均是「失蹤的人」的故事。格非的長篇《敵人》以趙少忠私下裏

對縱火和系列謀殺的偵探活動為情節，借用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論探討心理與現實、原始欲望

的放縱與壓抑、知識的利與弊等玄而又玄的問題。陳染的《沙漏街的卜語》對偵探小說進行

明白無誤的戲仿，讀者企圖分辨「現實」和「幻想」的願望最終受到嘲弄。儘管這個故事在

技巧方面尚有不足之處，卻完滿地體現了玄學偵探小說的本體論價值。「如果我們還能指

望，除了我們自己建構的現實之外還能指望甚麼？在這個意義上，玄學偵探小說的確與玄學

有關。」36

有些作品過於「玄」，使得凶殺也不再激動人心、屍體也不再帶來令人心滿意足的結局。北

村的《聒噪者說》、余華的《此文獻給少女楊柳》、潘軍的《南方的情緒》等沒有連貫、合

乎邏輯的情節的文本為喜愛偵探小說的讀者帶來的只是費解。

偵探小說的套路雖然同先鋒派結下不解之緣，其迷人的魅力也為一些基本上被歸於寫實派的

作家利用。韓少功的《謀殺》是卡夫卡式的對陌生冷漠世界的抱怨。方方的《埋伏》告訴我

們犯錯誤會導致正確的結果，生活的悖論往往不受人的意志支配。那個歪打正著的偵探使人

想起博爾赫斯的《死亡與羅盤》中運氣差得多的倫羅特。近來傅愛毛發表的處女作《瓜田裏

的郝教授》37 借對一具女屍的調查質詢被調查對象的生活方式的合理性。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將中國玄學偵探小說的生成視為整個二十世紀裏本土傳統與當今西方潮

流碰撞、交匯、互融的結果，最後仍是外來因素居多。多方面的原因使這一新文類應運而

生，它不僅受西方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文學觀念啟發顛覆了常規偵探小說模式，也拒絕了

本土文化中的強權意識。它正在實驗中經歷由模仿向創新的過渡。

顛覆和拒絕的結果是作品所表現的犯罪─偵查─懲罰的主題逐漸由公眾事務變為與社會發生

某種聯繫的個人私事。關於公共安全、無產階級與其敵人的生死搏鬥、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

階級鬥爭的新動向等「宏大敘述」為有關個人體驗的「小敘述」取代，而且其是非往往不易

用道德倫理或意識形態的標準衡量。而王朔等對「宏大敘述」的冷淡、超然的態度恰好從另

一角度證實在總體上中國玄學偵探小說的「小說」成份多於「元小說」成份、現代性多於後

現代性、針對外部客觀世界的觀察多於內省式的自我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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