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小波已經不是一個陌生的名

字。三個多月來，有上百家報刊報導

了他在4月11日去世和5月13日遺著出

版的消息。現在全國各地的書店，都

可以看到花城出版社推出的王小波

「時代三部曲」。凝重的書名：《黃金

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

配以不同色調、印製了古希臘繪畫中

人類所經歷的世代的封面，顯示了深

遠的意境。

這些小說代表�王小波對文學的

關懷和理解，亦代表了他渴求達到的

藝術水準。與我們歷來已有的作品相

比，王小波以他挑戰禁忌的膽識，以

他幽默反諷和想像奇趣的才能，遠遠

走在時代前面。由於他在風格上獨樹

一幟，使作品出版碰到了不少困難。

然而，作品的手稿在大學、出版社流

傳期間，一直有拍案叫絕之聲！王小

波的小說對於中國文學的意義何在？

這個話題其實早該被探討，卻由於他

的創作在他生前未完整問世，故一直

延宕到他的作品完整地與讀者見面，

而作家已永別人世的如今。

一

王小波1952年5月13日出生於北

京一個知識份子家庭，在他出生之

年，這個家庭正經歷�一場突如其來

的風暴。他的父親王方名，1933年投

身進步學生運動，1938年在延安參加

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和解放戰爭的硝

煙中渡過了他的青春歲月。在小波出

生的這一年，王方名因為給領導提意

見，又因來自家鄉的一封誣告信，致

使他被當局開除黨籍，定為階級異己

份子，而他在高教部任高教司專員的

職務也隨之被撤銷。母親在懷小波期

間，因王方名蒙冤而承受了極大的心

理壓力。多年以後的今天，家人回憶

起來，覺得小波的早逝跟母親妊娠期

間所受的刺激不無關係，而他的名字

也隱喻了這一波折。

王小波的父親以後因其在邏輯學

研究上的專長被調到人大哲學系任

教，黨籍仍未恢復。作為一位熱衷於

學術思考、力圖有所建樹而又忍辱負

重的學者，此後的遭遇可想而知。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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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歷來已有的作

品相比，王小波以他

挑戰禁忌的膽識，以

他幽默反諷和想像奇

趣的才能，遠遠走在

時代前面。但由於他

的創作不被認可，故

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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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波在一篇題為〈思維的樂趣〉的雜文

中談到父親時說：「在老年時，他告

訴我自己一生的學術經歷，就如一部

恐怖電影。每當他企圖立論時，總要

在大一統的官方思想體系�找自己的

位置，就如一隻老母�要在一個大搬

家的宅院�找地方孵蛋一樣。結果他

雖然熱愛科學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

卻沒有得到思維的樂趣，只收穫了無

數的恐慌。」

在中國知識份子中，類似王小波

父親這樣的經歷並非少見。許多人在

提及這種處境時，都會把焦點集中在

當時人們肉體上受到的摧殘。但王小

波提到的卻是人們在精神上的痛苦，

這是思想史上的大劫難，它從根本上

摧毀了人的創造、求索、獨立思考的

欲望。這種對人性根本的剝奪、這種

隱藏在肉體折磨之後的更慘重的犧

牲，卻往往被反省得很不夠。王小波

提出的正題是思維應該是一種樂

趣，這不僅是指人有思想的自由，

更是指這種自由原本應該是個人幸

福和快樂的本源。如果不是他這樣

說，這後一點相信已經從本世紀中

國人個人幸福的範疇中被徹底剔除、

遺忘了。

父親的坎坷經歷也以變形想像的

方式進入王小波後來的小說創作中。

談到小說《尋找無雙》的時候，他說

父親挨整後，過去認識的熟人相遇

好像從來就不認識一樣。在《尋找

無雙》中，王仙客到長安城�找無

雙，熟人全說不認識她，沒有一個

街坊鄰居說實話。小說以寓言傳奇

的形式，透視了現代中國的荒謬世

相，所有的悲劇都無人作證，這就是

智慧的遭遇，因此找不到真相，也找

不到無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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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王小波在家中排行第四，由於父

親是文科教授，家�的孩子也喜歡文

學。他在作品中多次講到哥哥王小平

對他的影響：

小時候，有一次我哥哥給我唸過查良

錚先生譯的《青銅騎士》

我愛你，彼得建造的大城

我愛你莊嚴、勻整的面容

涅瓦河的流水多麼莊嚴

大理石平鋪在它的兩岸⋯⋯

他還告訴我說，這是雍容華貴的英雄

體詩，是最好的文字，相比之下，另

一位先生譯的《青銅騎士》就不夠好。

父親有大約兩千本書，孩子們因

此可以在書架上隨便找書看。王小波

下鄉時帶到雲南的書中，有一本是古

羅馬作家奧維德的《變形記》。他說這

本書被看得像一卷海帶的樣子，最後

被活活看沒了。

王小波談到，父親的

學術經歷就如一部恐

怖電影。每當他企圖

立論時，總要在大一

統的官方思想體系�

找自己的位置，就如

一隻老母�要在大宅

院�找地方孵蛋一

樣。結果他在一生中

只收穫了無數的恐

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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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回北京治病，又轉插隊到母親的老

家山東，大約在70年代中期回城，到

一家街道工廠當工人。回北京等工作

的這段時期，他開始在一本八開的大

練習簿上寫作。朋友們記得他最早寫

的一個作品是富有童話色彩的《綠毛

水怪》，故事描述女主人公長了蝙蝠

的翅膀，生活在水底下。他在大練習

簿上寫的故事很有幾分奧維德《變形

記》的影子：一個窮愁潦倒的農民受

盡羞辱，就變成了一條狗；一個多吃

多佔的幹部在夢中變成了一條驢，他

開始嚐盡作驢的辛苦和世態炎涼。他

還反著寫了一個《劉三姐》的故事，三

姐其醜無比，阿牛雖然愛她的歌聲，

卻承受不了她的容貌⋯⋯。這些手稿

上的故事雖然稚拙，但決不是當時流

行的風格，其中充滿了一個青年人對

生活的迷惑、幻想、嘲諷和疑問。

1978年，王小波以高分考上中國

人民大學經濟貿易系商品學專業，新

的生活終於開始了。小波說，他們之

所以不學文科，是出自父親立的家

訓。但現在看來，對他來說，這也正

是一個接受系統科學訓練的機會，這

使他在知識背景上與眾多的同齡作家

不同。小波後來的一些文字，記錄了

他在重獲受教育機會後欣喜若狂的心

情：「我在大學�遇到了把知識當作

幸福來傳授的數學教師，他使學習數

學變成了一種樂趣。我遇到了啟迪我

智慧的人。」他終其一生保持了大學

時代建立起的對科學和理性的信仰。

他重述老師的話說：科學是個不斷學

習的過程。他這樣闡發科學的素質

說：科學是平等和自由的事業，每個

人都可以通過實驗參與；它沒有人的

毛病，它比人更美好。

在大學時代，他對文學仍未能忘

情。他後來曾經幾次提及，有一本書

幫助他發展了後來在《白銀時代》中寫

的那一批反烏托邦的未來故事。他

說：「1980年，我在大學�讀到了喬

治．奧維爾的《1984》，這是一個終身

難忘的經歷。這本書和赫胥黎的《奇妙

的新世界》、扎米亞京的《我們》並稱

反面烏托邦三部曲，但是對我來說，

它已經不是烏托邦，而是歷史了。」

1982年大學畢業後，王小波留校

任教，這一年，他的妻子李銀河到美

國匹茲堡大學社會系讀研究生。兩年

後，王小波也去了匹茲堡大學，在著

名華人學者許倬雲的指導下修讀東亞

研究專業。在取得文科碩士學位後，

他再學計算機，並在統計系當助教。

王小波在美國留學期間重拾寫作線

索，用他的話來說，他一直抑制�這

種傾向，到了那邊，「這種危險的傾

向再也不能抑制了」。

三

1988年，為了在中國做社會學研

究，為了在母語的背景下寫小說，李銀

河和王小波一起回國。次年，王小波出

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唐人秘傳

故事》1，其中收有5個作品：《立新街

甲一號與崑崙奴》、《紅線盜盒》、《紅

拂夜奔》、《夜行記》和《舅舅情人》。

這本集子有些特異的素質，不為

慣常的小說所有。首先它是純小說，

無關乎意識形態的旨意。讀它的時候

可以揣摩到作者所專心致力的：第

一，講一個故事；第二，把它講到足

以與類似金庸武俠小說那樣引人入勝

的程度；第三，要有武俠小說所無，

而潛藏在諸如《情人》、《少女與死亡》

等現代外國名篇中的那些素質。

王小波說：「1 9 8 0

年，我在大學�讀到

了奧維爾的《1984》，

這是一個終身難忘的

經歷。這本書和赫胥

黎的《奇妙的新世

界》、扎米亞京的《我

們》並稱反面烏托邦

三部曲，但是對我來

說，它已經不是烏托

邦，而是歷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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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後來在〈我對小說的看法〉

一文中談到上述那些素質：「現代小

說的名篇總是包含了極多的信息，而

且極端精美，讓讀小說的人狂喜，讓

打算寫小說的人害怕。」

《唐人秘傳故事》還說不上極端精

美，但它用現代頑童的口氣調侃唐

人，為講故事的人建立起一個自由戲

謔的本真面目。就此而言，它是一個

歡天喜地的逃離，逃離中國現代小說

一直艱難背負的觀念使命；另一方

面，它又是一次奇異新穎的起點，是

王小波為未來世紀的中國小說顯現的

另一個起點。

再者，《唐人秘傳故事》�面已有

了後來作為王小波小說精華的故事雛

形，當然，此時的《紅拂夜奔》比起

後來收在「時代三部曲」中的同題小

說還顯然稚嫩得多，線索也簡單得

多。

可以感覺到，作者被美妙奇趣的

想像以及語言遊戲所吸引。他注定為

語言可能繁生的想像之花執迷不已，

他在文字的織錦面前升騰起確信：

「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學才能，我應該

做這件事。」

王小波用文字追尋失傳的、無從

見證的景觀：熱帶雨林�的食人樹，

暖水河�比車輪還大的蓮花。當他用

綠草中的骸骨一樣雪白的意象來形容

少女的情欲和驚恐時，當他以冰涼蠕

動的綠色作為故事情節的內核時，他

把極端通俗的形式和優雅精緻的意象

做了一個嫁接。

由於《唐人秘傳故事》的印數很

少，因此沒有引起注意。直到《黃金

時代》獲獎，作者的文學才華才首先

在海外被承認，1992年後在台灣和香港

分別出了單行本。王小波在美國就開始

寫這個作品，前前後後寫了幾十遍。此

後，他一直用這種致命的方式寫作，

用盡了他短促生命的最後歲月。

由於《黃金時代》，那個怪誕年代

�被壓抑的激情和性愛的力量，第一

次以毫不羞怯的姿態噴薄而出。這是

王小波自己感到滿意的第一個小說，

他把它稱之為「我的寵兒」。和《黃金

時代》同以文革和性愛為相關主題的

《唐人秘傳故事》用現

代頑童的口氣調侃唐

人，為講故事的人建

立起一個自由戲謔的

本真面目。就此而

言，它是一個歡天喜

地的逃離，逃離中國

現代小說一直艱難背

負的觀念使命；另一

方面，它又是王小波

為未來世紀的中國小

說顯現的另一個起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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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兩界》。

1993年，王小波辭去在母校人大

的�職，成了無固定收入，也不屬於

任何作家組織的自由撰稿人。他用這

個行動為證：我必須全身心地投入，

「在衰老之下死亡之前不停地寫。這

樣我就有機會在上天所賜的衰老之刑

面前，挺起腰桿，證明我是個好樣

的」。

1993年是王小波擺脫教職後創作

豐收的一年，他寫了第一個長篇《尋

找無雙》，這是根據唐傳奇《無雙傳》

的改寫，但與80年代末的《唐人秘傳

故事》不同，複雜的¤事層次和變幻

的情節分支取代了早期作品的單純風

格。還有，我們這個社會�特有的荒

謬在他筆下變做了無窮的笑料，他的

反諷機警而透徹。這個作品開啟了後

來作為《青銅時代》三部長篇的新寓言

風格。不過，如果你說那�面硬有一

個你可以清楚捕捉的寓意，那又未必

了。這是小說的彈性，它可以意會，

卻無從言盡。

寫了這個作品，小波愉悅和舒展

的心情見之於他的序言：寫完的時

候，他忽然想起了奧維德《變形記》的

最後幾行：

吾詩已成。

無論大神的震怒，

還是山崩地裂，

都不能把它化為無形！

這一年，他以充沛的想像力和頑

童心，終於把《紅拂夜奔》也擴寫成了

長篇。從這個長篇中可以看到，他發

展出一種對話體¤述，這樣一個故事

�可以建構出多個空間，這是對¤事

限制的一種跨越。在古今之間作如此

跨越、互相拼貼和趣味性的想像，這

是從來沒有一個中國作家能做到的。

還有，他把小說變成了一種思想

的方式。他在小說中的想像、運思、

推論，比他後來在雜文中進行的思考

要複雜、深邃得多。他希望自己能把

小說變得有趣，並且充滿思維的智

慧，這是我們這個世紀的中國小說差

不多丟失得乾乾淨淨的東西。「我正

等待�有一天，自己能夠打開一本書

不再期待它有趣，只期待自己能受到

教育。與此同時，我也想起了《浮士

德》�主人公感到生命離去時所說的

話：你真美呀，請停一停！我哀婉正

在失去的東西。」

1993年，小波的小說在國內的刊

物和出版社流傳，在知心的朋友手中

傳閱。他筆下對性的描寫從容坦蕩，

還有他那種讓人摸不清寓意的反諷風

格，使出版社有決策權力的人拿不

準，結果是新作出版無�。

四

面對這種困難局面，王小波在可

能發表出來的雜文中反覆陳述了他對

小說格調、幽默和反諷的看法。他呼

籲公眾在閱讀文學時「擺脫童稚狀

態」。與此同時，他也準備新的跨

躍。小波正準備�蓄勢的一跳，他要

挑戰自己的限度，寫自己沒嘗試過的

東西。「我要擁有一切」——這是他在

小說中寫一個碰壁的小說家結尾的一

句話，而這正是他的抱負。

作為一個小說家，他希望擁有無

限的寫作資源，他確信，這個資源存

在於創造性的想像中。他在《未來世

界》的自序中說：「我喜歡奧威爾和卡

爾維諾，這可能因為，我在寫作時，

1993年，王小波的小

說在國內的刊物和出

版社流傳，在知心的

朋友手中傳閱。他筆

下對性的描寫從容坦

蕩，還有他那種讓人

摸不清寓意的反諷風

格，使出版社有決策

權力的人拿不準，結

果是新作出版無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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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討厭受真實邏輯的控制，更討厭現

實生活中索然無味的一面。」「有時想

像比摹寫生活更可取。」2

深秋和隆冬過去，1994年春初，

他寫完了《未來世界�的日記》，內容

是寫一群聰明人生活在大多數人不識

數的社會�的種種。整個故事的邏輯

荒誕不經，總之，人人必須裝傻才活

得好，必須和自己聰明的本性作對。

他想像了智慧和愛情在這個處境下的

遭遇。

也許他不滿意這個作品中充滿了

奧威爾的影子，所以在寫完這個作品

後就把它放�，而另寫了《未來世

界》。他把這個中篇拿去參加1994年

聯合報文學獎評選，並再次獲獎。小

波寄去「得獎感言」：

人在寫作時，總是孤身一人。作品實

際上是個人的獨白，是一些發出的

信。我覺得自己太缺少與人交流的機

會——我相信，這是寫嚴肅文學的人

的共同的體會。但是這個世界上除了

有自己，還有別人；除了身邊的人，還

有整個人類。寫作的意義，就在於與人

交流。因為這個緣故，我一直在寫。

《未來世界》的作者設想了一個本

世紀末的小說家在他的外甥記憶和虛

構中的形象。未來是下個世紀，外甥

成了歷史學家，由於犯了直露和影射

的錯誤，遭到重新安置，接受各種荒

唐無稽的羞辱摧殘。

除了《未來世界》這個作品以外，

王小波分別在1995與1996年接續完成

了《2015》、《白銀時代》，這三個作品

構成了他的烏托邦未來¤事系列。作

品都是以未來時間為舞台，以我們這

個時代的烏托邦邏輯為經緯，相互推

展演變。電腦時代的網絡空間、藝術

家、知識份子的趣味和他們受到箝制，

以滑稽可笑的情節出現在小說中。

1994年夏天，他受獨立製片人、

先鋒派導演張元之約，寫了一個有關

男同性戀的劇本。這個劇本經兩人多

次的討論爭執，結晶為電影《東宮西

宮》。王小波、張元就憑這部電影，

在阿根廷電影節上同獲最佳編劇獎。

在小波的電腦�保留了小說形式的原

稿《似水柔情》，還有為這個故事在北

京實驗小劇場上演出用的話劇腳本。

而能寫出這個題材，是基於王小波和

妻子李銀河合作進行的社會學研究，

而他們的研究成果：《他們的世界——

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在1991和

1992年分別在香港和國內出版。

五

1994年秋天，王小波的小說集

《黃金時代》終於由華夏出版社推出。

與此同時，《花城》雜誌持續地每年一

次刊用了王小波被其他刊物懸置的作

品。他獨特和機智的說理方式引起不

少報刊注意，雜文隨筆約稿越來越

多，1995年以後，他寫了大量雜文，

分別結集為《思維的樂趣》3和《沉默

的大多數》，他生前看到了前一本集

子成書。

無論如何，王小波最熱愛的工作

還是寫小說。1996年夏天，他把以前

寫過的《紅線盜盒》重寫，後來以《萬

壽寺》為題收入遺著。這個故事¤事

繁複，處處是挑釁禁忌的筆致，但卻

不失優美的韻味。這是他的小說創作

篇幅最長，也是迄今為止被小說編輯

們認為不可超越的一部小說。他選擇

了一個從喪失記憶到記憶復原的小說

家做為故事的¤事者，透過作家的手

1996年夏天，他把以

前寫過的《紅線盜盒》

重寫，後來以《萬壽

寺》為題收入遺著。

這個故事Q事繁複，

處處是挑釁禁忌的筆

致，但卻不失優美的

韻味。這是他的小說

創作篇幅最長，也是

迄今為止被小說編輯

們認為不可超越的一

部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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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不斷增殖。他以出神入化的意象表達

了他的理想：一個人僅僅擁有此生此世

是不夠的，他還應該擁有詩意的世界。

秋天，他寫完《白銀時代》，把

他的時代三部曲編定；冬天——誰會

知道這是他的最後一個冬天，他與

「花城」簽了約。同時，他的新長篇

《黑鐵時代》正在緩慢地延展。故事發

生在「黑鐵公寓」，一個青年在大學畢業

後被關進這個用網絡監控的公寓⋯⋯

大雪、女鄰居、施虐與受虐場景、抑

鬱和調侃的風格，作品還不成形。

他想做的事情還有很多，他不僅

想做完，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想做到

最好。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我

敬重的作家是獨特的一群，可以用

Perfect來形容。但不是說他們總是

Perfect，只是說他們Perfect過。一輩

子Perfect一兩次，也就很可以。」

他說：「我寫《尋找無雙》時，還

是中規中式的。寫《紅拂夜奔》時，對

¤述本身就有點�迷，不再全神貫注

於寫故事。《萬壽寺》則全然不關注故

事，¤事本身成了件抒情的事：那篇

小說從頭到尾回旋不休，營造一種浪

漫的旋律——當然不是夾入煽情文字

營造，而是靠¤事的節奏來營造

的⋯⋯總的來說，比較現代的小說

家都主張¤事本身大有可為，¤事可

以浪漫地運用，就如法國人說的，小

說可以詩化。」

他說：「小說應該詩化，從經典

小說家筆下的那種沉重的文體羽化為

一隻翩翩蝴蝶。」

《青銅時代》的序——〈我的師

承〉，可能是王小波生前為自己的小

說寫的最後一篇序，其中挑出了我們

這個世紀漢語文學中一直不為人提及

的線索：他師承的不是任何作家，而

是那些卓越的翻譯家，那些被迫放棄

了創作而從事翻譯的詩人作家們。王

小波盛讚他們對中國文學語言的把

握：「他們發現了現代漢語的韻律，

沒有這種韻律，就不會有文學。」

由此，他也呈現了這條潛在的線

索——這條「無限滄桑盡在其中」的文

化線索——對那些在廢墟上長大的青

年，以及對他本人的養育之恩：

於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們——

我愛他們。他們對現代漢語的把握和

感覺，至今無人可比。一個人能對自己

的母語做這樣的貢獻，也算不虛此生。

由翻譯家們提供的世界文學的精

神泉源，由他們體現的音韻優美的現

代漢語，哺育了這顆世紀之交的文學

心靈。王小波沒能遭遇已然走近的下

個世紀，然而，他所體現的文學素

質、獨立和愛智慧的精神，以及他的

勇敢、誠摯和想像奇趣，必會在未來

找到更好的處境。這個世紀的中國文

學也許是貧弱的，但有了這樣的心

靈，它終於無愧於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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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公司，1995）。

3 　《思維的樂趣》（太原：山西北

嶽，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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