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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學院宣布法國華裔作家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

並認為「其作品的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

和藝術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他的小說《靈山》被認為是罕見的文學傑作。

不管從哪方面來看，這是一條令中國文學界頗為尷尬的消息。這主要是因

為非文學的因素。就從文學方面來看，高行健在中國大陸文壇消失已逾十年之

久，熱鬧紛擾的文壇為各種熱點和事件所填充，並且長期為中國作家獲取諾貝

爾獎的焦慮所困擾，但從來沒有關於高行健的隻言片語。年輕一代的作家、批

評家，更不用說年輕一些的讀者，均不知高行健何許人也。

人們當然可以對諾貝爾文學獎不以為然，也可以對其標準提出異議，但人

們不能無視這是一個已經成為事實的歷史事件。人們也可以對高行健的身份和

符號排斥或譴責，也可以對高行健的作品說三道四，但高行健始終懷有的那種

創作熱情，始終站在文學前沿的探索精神，他對生存困境不屈不撓的把握，對

漢語的表現力和可能性的無畏發揮，這些都是難以否認的事實。在我們的生存

現實中，人們可以漠視很多東西，可以顛倒、抹黑、攪渾水、抹殺、蒙蔽⋯⋯

等等，但有些事實就真的存在在那+，成為人們不可逾越的障礙。某些歷史事

實的意義和可能起到的作用，取決於人們的勇氣。有時候，某些障礙可能是劫

數，人們就越不過去，就在這+糾纏，終至於兩敗俱傷、魚死網破；有些卻可

能是歷史契機或新的起點。當然，諾貝爾文學獎對於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算

不了甚麼，沒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作為一種文學現象，作為一個作家，高

行健就是一個用漢語寫作的人，他的漢語原創作品可能會因此獲得一些社會聲

譽，會給出版商和他個人帶來不菲的利益。但作為文學的那些東西，還是有必

要放在文學的語境中來理解。它既沒有必要被無限制地抬高，正如它也不應該

受到漠視一樣。特別是在漢語文學圈，為甚麼就不能平心靜氣談談高行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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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確實有些政治色彩，迴避或抹去都不可能，也無必要。但高行健不是吃

政治飯的人，他是一個靠文學說話的人。1996年，我和他在瑞典斯德哥爾摩一

個會上相遇，聽到他的發言，後來結集為《溝通：面對世界的中國文學》出版。

高行健的發言確實談到政治，他不相信「純文學」可以拯救文學，但他並沒有把

文學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恰恰相反，他極力反對這種做法。他強調寫作的超

功利性和個人性，具有超政治的內在衝動才是寫作的真正理由。他說過這樣的

話：「文學只有切實訴諸個人真實的感受，才有可能超越政見，超越種族，超越

國界，超越時代」1。這些話語出於一個被看成是政治色彩濃重的作家也許是件

奇怪的事，高行健的政治性就表現在他始終想擺脫政治的束縛，一種沒有政治

的文學的表達，一種只是紮根於個人精神深處的文學表達，這就是一種奇怪的

政治，這就是被政治化的中國文學。當然，這是從東西方不同的視野看到的特

殊意蘊。這是西方的誤讀，也是東方的曲解，後者使高行健不幸，前者使他幸

運。

多年來，作為一個作家，高行健對漢語文學表現形式的探索作出不懈的努

力。文革後的中國步入追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高行健則懷Ô巨大的渴望追求

文學的現代化。80年代，高行健以充當現代派的先驅人物而著名。他早期的小

說《有隻鴿子名叫紅唇兒》（1981）曾在青年中產生很大反響。1978年3月，徐遲發

表〈文藝與「現代化」〉一文；1982年，徐遲再度發表〈現代派與「現代化」〉，在文

壇引起強烈反響，對高行健產生激烈的衝擊。同年，文壇圍繞高行健《現代小說

技巧初探》一書展開爭論，不少知名作家參與討論。他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小

冊子，直接影響了一批作家進行現代小說形式探索。

高行健當時也寫小說，但總是受到質疑，據他後來回憶說，他那時寫的小

說被認為「不像小說」、「不是小說」或「不會寫小說」2。出於這種困擾，高行健

1981年在《隨筆》上連載多篇介紹西方現代派的短文，隨後花城出版社結集出

版。這本題為《現代小說技巧初探》的小冊子引起極大的反響，先是王蒙在《小說

界》發表一封公開信支持高行健，隨後劉心武在《讀書》上又加以推薦，緊接Ô《上

海文學》發表馮驥才、李陀、劉心武三人關於這本小冊子的通信，引發了一系列

的批評與反批評。

《文藝報》曾組織系列文章對這本書及現代派進行系統批判。但不久，「現代

派」在中國的影響難以扼制。報刊雜誌評介西方現代派也多了起來，早期現代主

義，如伍爾芙，喬伊斯、卡夫卡、布萊希特以及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等等；後

期現代主義乃至於後現代主義者，如荒誕派戲劇、巴斯、巴塞爾姆、卡爾維諾

等人的作品和言論都有評介。雖然不成系統，但對文學界產生衝擊則是足夠

的。

自80年代以來，西方現代哲學在中國的影響亦不可低估，80年代上半期就

有過「尼采熱」、「弗洛伊德熱」、「薩特熱」，並且《哲學譯叢》和《國外社會科學動

態》等刊物陸續介紹「結構主義」、「闡釋學」、「現象學」、「存在主義」等西方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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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流派，這些學說對文學界構成強大衝擊。理論界在「人道主義」基礎上，進

而討論馬克思青年時期的哲學思想，《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引起理論界極

大的熱情。不同觀點和立場的人都忙Ô引經據典重新加以詮釋，結果引發了「異

化問題」的討論。而這一問題則與西方現代派文學藝術密切相關，異化理論一時

間成為了理解西方現代派的重要理論視角。作為中國現代派的先驅，這些現代

主義討論以及哲學方面的爭論，對高行健構成深遠的影響。他的種種藝術實

驗，既是這種思潮的產物，也構成這股思潮最富有挑戰性的部分。

1982年，高行健編劇、林兆華導演的《絕對信號》在北京上演，被認為是中

國現代派戲劇的開端，法國《世界報》（Le Monde）記者在當時寫的報導說：「這個

戲宣告了先鋒戲劇在北京誕生」3。1983年，他的《車站》再次轟動中國劇壇，

隨後的《獨白》、《野人》（1985）和《彼岸》（1986）把中國現代派戲劇推向高潮。

1987年高行健到歐洲以後，他的戲劇創作似乎進入又一次高潮4。

1987年，高行健在出國前完成《冥城》初稿，直到1991年在巴黎完成定稿。

這是一部根據中國古典戲曲的故事模型改寫而成的作品。在高行健的《冥城》

中，中國古代的傳說被改寫了，冥府充滿了腐敗，到處是昏庸和殘忍。這部戲

包含多種轉折與複雜的思想層次，是否借古諷今，其手法難作準確的解釋，其

中心思想似乎也難以概括。但還是不難清楚地看出，高行健藉這部劇諷刺權勢

者的昏庸與殘酷，抨擊現實對人性和人的價值的蔑視。從更深些層次來看，這

齣戲對人的命運的生死無常進行老莊式的探討。戲的結尾處，類似歌隊的男人

說：「如果你有罪，只因為你是一個人」，像是在抗議封建時代的專制壓迫，又

像是在闡發一種人類與生俱來的困境。

《山海經傳》於1989年初在巴黎完成初稿，1993年初定稿。高行健試圖在疏

理古代文化起源的經典的同時，融入對實際歷史的思考與批判，從中可見高行健

頗費心機。這部戲的構思宏大，場面熱鬧，絢麗多彩，有濃郁的抒情意味，卻也

把強烈的悲劇情調與尖銳的嘲諷融為一體，顯示出高行健劇作的特殊風格。

《逃亡》可能是高行健到歐洲後影響最大的一部戲劇。1989年，高行健應美

國一家劇團之約寫作一部劇本，並且很快就在當年10月完成。但美國劇團對初

稿不滿意，要他修改，高行健說：「在中國，共產黨尚不能讓我改本子，更不用

說一家美國劇院。」後來這部劇在歐洲各地上演，好評如潮。全劇的政治事件背

景比較抽象，共有兩幕，地點在一個類似廢棄的倉庫。劇情時間在事件發生的

當天夜+直到凌晨，開幕時還可以聽到坦克行駛聲和遠處不斷掃射的槍聲。在

這個背景下，一個男青年和一個姑娘先後進入這個倉庫避難，隨後，一個中年

人也逃到這+。故事就在這三個人之間進行。這三個人顯然具有象徵性，他們

都沒有交換姓名，他們代表Ô參與事件的、不同的人群。男青年代表學生，他

參加這次鬥爭是為了人民爭取民主和自由；姑娘也以同樣的態度參加這場鬥

爭；中年人受到青年學生的感染而投身於這場運動，他參與了某些行動，但事

情的結果徹底改變了中年人的看法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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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驚異的是，高行健在姑娘的身上似乎寄予了過多的理想，這種理想以

「仁愛」為軸心，使姑娘聖母化。這個姑娘經過短暫的迷茫（以及肉體的放縱）之

後，迅速轉化為一個充滿仁愛的慈母，而青年男子和中年男子則變成兩個投入

慈母懷抱的大孩子。青年人後來在姑娘的懷+抽噎不止，姑娘對他說：「別壓抑

自己，放聲哭出來，外面聽不見的。天都已經大亮了。他們不會來的。」開頭是

青年安慰並鼓勵姑娘，而現在則完全相反。青年人還在纏綿地表達對她的愛，

要與她生死與共，陪她逃出去，但姑娘則已經從欲望昇華到崇高。整部戲在有

限的時間內表現出人們在一個特定歷史時間中的心理反映，確實顯示出了高行

健高超的戲劇手法。譴責暴力，頌揚仁愛，也不能不說作者的思想鮮明尖銳。

但面對絕對的生存困境，他試圖提供的解決方式卻又簡單而幼稚。也許這確實

是一個難題，多少年來，面對絕望所有的思想都變得貧乏和蒼白。

90年代初，高行健完成三個劇本：《生死界》（1991）、《對話與反詰》（1992）、

《夜遊神》（1993），可以看出高行健的戲劇表現手法顯得更寬闊有力，特別是在

融會貫通中國傳統戲劇與西方戲劇藝術方面，他所做的探索無疑很有意義。

《生死界》全劇只有三個演員，其中一個女演員扮演「女人」；一位丑角扮演

男人、鬼、老人；另一位女性舞者扮演女人的多重心象。全劇只有女人一人的

獨白，從頭到尾沒有間斷。這部劇的內容相當抽象，其主題似乎是探討生與死

的意義，最後又回到那個存在主義一直在追問的「自我」。這也是法國現代戲劇

追問了幾十年的老問題。高行健顯然是試圖把一些反差極大的生存事相揉合在

一起，例如把中國古代佛教和道教的一些公案傳說攙雜於其中。高行健有意製

造一些強烈的戲劇性的視覺效果，如戲劇中出現的女尼剖腹洗腸場面等等，而

人物對生命意義的體驗又可見到一些禪宗的頓悟的痕¦。最後，生命的意義何

在？劇中主角終究領悟到：「惟有信守心中存一絲幽光，才能免於寂滅」。這幽

光是甚麼？對高行健來說這並不需要進一步解釋，他設想的未來戲劇是：「劇場

性和戲劇性的追求無非是提供某種感知的方式，借此達到某種境界，讓直覺和

悟性得以透視人靈魂中的幽冥之處。」東方式的直覺主義已經成為未來的美學理

想，這一點正貫穿於高行健這些年的探索之中。

《對話與反詰》人物同樣簡單，一個年輕女人和一個中年男子，他們可以看

成是白領階層。另外有一名隨時出現的和尚，看上去像是歌劇中的歌隊角色。

他有時口誦佛經，或做出一些與佛教有關的動作，但只是自顧自上上下下，並

不參與其他兩個人的關係。這部戲分為上下兩場：上場男女玩性愛遊戲，玩厭

倦之後殺死對方；下場男女則變成影子一樣的人，台上放Ô他們倆的頭顱，而

一個影子一樣的人物最終都變成奇形怪狀的爬蟲。很顯然，高行健是在探索現

代人的肉體與靈魂的衝突問題，去哪+尋求靈魂的歸宿？答案似乎只有和尚知

道。

《夜遊神》看上去更接近現實一些，雖然也採用了誇張荒誕的表現手法。劇

情表現一次乘火車的經歷，高行健試圖從人們的日常經歷中發現生活的荒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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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抵抗的方式，這齣劇表現的「資本主義」的現實是令人失望的，似乎人類已經

進入道德淪喪、良知泯滅的絕境，這+面的人幾乎都沒有好人，也沒有好下

場，人的墮落雖然是被迫的，但處在如此的境遇中，只有墮落才能獲得暫時的

解脫。劇中人物說：「在這無意義的世界中，你那怕也毫無意義，以無意義的反

抗來對付這無意義的世界，也多少證實你這無意的存在」。這可能就是該劇的主

題。

可以看出高行健客居海外後，他的作品更貼近當代歐洲的思潮，但與他在

國內的策略相反，他現在是用中國傳統，或東方的宗教來應對西方的精神困

惑。從高行健講述的故事看上去，他似乎還不僅僅是悲觀失望，幾乎就是絕

望，他把人類經歷的生活，從歷史到現實都描述得極其悲慘與荒誕，他甚至於

把當今高福利、高教育的西方現實也描述得令人絕望，這似乎有點令人奇怪。

事實上，「現實」充當了高行健戲劇表現手段與理想觀念的原材料。

高行健一直是現代戲劇藝術表現形式的探索者，在中國，他借鑒西方現代

派（特別是荒誕派）的表現手法，強調舞台的時空效果；而移居西方後，他又從

中國傳統戲劇中汲取養料，不再僅僅把情節劇的矛盾衝突置於戲劇表現的中

心，而是強調動作性、奇觀性和突變性。高行健把「劇場性」提到戲劇表現的中

心地位，既然戲劇是劇場+的藝術，那麼，就要有一種劇場性——「一種公眾的

遊戲或儀式的性質」。因而，戲劇性也發生了變化，它不再是以再現現實為己

任，也不Ô力去表現矛盾衝突，「凡包含動作或作為動作的延伸過程，諸如變

化、對比、發現與驚奇，都可以構成某種戲劇性。廣而言之，只要在舞台上或

劇場+實現一個流動的過程，像音樂一樣，行雲流水，或者，瞬息變幻，出現

各種不同的景象和意念，像電影畫面的剪輯，這種能構成視覺和聽覺感受的過

程，便都具有某種戲劇性」5。因此，高行健要回歸戲劇的本源，從演員當眾扮

演去找尋現代戲劇的生命力。求本溯源，高行健追溯到中國傳統戲劇那+，還

有可能從日本的能劇獲取靈感。打通西方現代戲劇與東方傳統戲劇的樊籬，這

在高行健本來就是輕而易舉的事，它們都強調抽象性，只不過把東方（中國）的

變形再次變形為西方的荒誕，這二者就基本溝通。而高行健把西方現代主義關

於生存的困惑，與中國古典戲劇中經常出現的陰曹地府相混合，就能製造奇妙

的效果。創造視覺奇觀，強烈的動作性和突發性，並且打上東方神秘主義的烙

印，這一切促使高行健把劇場效果推到高峰狀態，那些混亂不堪的現代生活，

生死之間的突然變異，以及中國古代的靈魂不死的惡夢，這些就是東西合璧超

級奇觀，既有動作性，又有表演性，這也是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的

機械複製時代的文化所具的「震驚效果」，這也就是高行健的後現代主義式的充

滿恐怖的審美現象學空間。

當然，高行健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形式主義者，他同時致力於探究現代人的

靈魂得救這種形而上的問題。對人類生活的終極價值關懷，高行健當然也有必

要把人類的現狀描述得困難重重，這不過是現代主義的一貫伎倆，高行健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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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面對極權政治就想暴露一點陰暗面，現在到了西方更可以暢所欲言。但

願高行健並不是一個「政治情結」很強的人，相比較起批判一種制度來看，他更

傾向於關注人類生活這種普遍性的命題。現在，高行健當然不會像在80年代中

期的中國那樣，套用西方現代派的現成的關於生存困惑的觀念，他需要引進東

方式的對人類生活價值的終極關懷。在把人類生活現狀的可悲命運（包括被描述

為至福境地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把那種絕望的處境推到極端的狀

態中，高行健的東方式的超渡就可以應運而生。劇評家胡耀恆不同意有人把高

行健的思想體系列入道家，也不同意有人把高列入禪宗一路，而另闢蹊徑，他

認為高行健有很強的入世思想，他批判現實，提示人類生活的可悲境遇，目的

在於追尋一個更好的安身立命環境。他認為高行健的思想當屬於儒家傳統。高

行健從《彼岸》之後的劇作，「可以說是這種深愛和不會去愛兩個主旋律的交相變

奏，雖然千態萬殊，但擴大來看，可以用『仁』一以貫之」。

我認為高行健的思想試圖把西方現代主義思想與中國傳統的儒道釋加以融

合，但正由於其多元主義的特徵，高行健似乎並不採用某種明顯的、明確的思

想對普遍性的價值作出確定性的說明。他的作品確實表現了對人的關愛，也流

露出無常虛無的態度，也有順其自然的態度，但這一切都會聚在他關於存在的

荒誕性的總體認識中。這使高行健對這個世界的困惑的解決，依然沒有擺脫未

定狀態，他總是在最終有意留一些荒誕的、有時是無法解釋的自相矛盾的尾

巴，有時是一種虛無主義式的體驗，這些表明高行健並不願意明確提供解決人

類生活問題的方案，作出對生活的幸福承諾。也許這種未定狀態，讓觀眾參與

其中進行再思考，這是高行健顯得更深刻之處。

高行健的長篇小說《靈山》，構思於1982年，完成於1989年，直到1990年才

由台灣聯經出版社出版，前後歷時約十年。出版後即被譯成多種文字。《靈山》

的主題及表現手法明顯受到8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文學潮流的影響。其主題與「尋

根」有相通之處，其表現手法又體現了高行健堅持多年的現代小說觀念，並且也

加入了關於「漢語寫作」的新的思考。要準確而全面地概括這部小說的內容或主

題是困難的，因為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個主人公的內心獨白，用高行健的話來

說，就是所謂的「語言流」。小說主要以他尋找「靈山」的途中的見聞和心理活動

為主體展開情節。小說p事把吳越山區古老的民風、地方傳說與經濟改革引起

的現實變化結合一起，這些客觀的生活不斷地與作家的心理活動相互滲透，觸

發這個城市作家的各種聯想、分析和思索。這部小說的p事像是遊記與一些小

故事的自然結合，p述人的經歷不斷引伸出一些與當時當地的事件相關的故

事。這些故事從總體上引向兩個主題，其一是那些自生自滅的中國民間文化，

它們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所遭遇到的毀滅命運；其二，其中不斷穿

插Ô一些底層受欺壓的普通人的悲劇，特別是一些年輕女子的悲慘遭遇。她們

並沒有任何政治思想和行動，僅只是做人的基本權利，但都被草菅人命。小說

試圖疏理中國民間文化與民間生命被壓迫的歷史。高行健的p事顯然是在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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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層民眾社會生存環境的惡劣，個人的精神乃至於肉體都受到嚴厲的限制。作

者似乎試圖從中國民間文化去尋找中國傳統的文化根基，但顯然也沒有結果。

他多次提到道家文化，也沒有¦象表明高行健認為可以從中找到精神寄托。顯

然，文化尋根的結果依然渺茫。小說的結尾出現一隻獨眼青蛙，在作者看來，

它就是表達生存終極意義的上帝的使者。但作者結果還是說：「我其實甚麼也不

明白，甚麼也不懂。就是這樣。」

小說p事採用你、我、他三種人稱不斷變換的手法，可以看出高行健在小

說p事方面進行的探索。三種人稱變換的p述視點，使小說圍繞一個人的心理

活動從不同的角度展開p事，在人物的自我感覺、小說p述和小說p事之間，

構成一種不斷變幻的張力。特別是第二人稱「你」的p述，造成一種奇異的距離

感，一個活生生的「我」突然變成一個「他者」的你，p述人跳出故事來看原來的

「我」，人物被強行剝離出自己的環境，置身於一個似真似夢的心理世界之中。

圍繞三種p述視點造成的p述距離，使小說的p事語言也呈現出不同的風格。

「我」的p述顯得親近真切，「他」則平實而具有紀實性，「你」則飄忽不定。整部

小說的p事應該說自然而奇譎，平實卻峻逸，看似乎隨意卻實則精細，顯示出

作者追求的漢語寫作所達到的境界。

高行健的作品蘊含了相當豐厚的思想，他的藝術表現手法也多樣且富有變

化，他幾乎是強行進入那些思想深處和藝術表現的極端境地，這使他從一個現

代派的狂熱追尋者，轉變為一個超越任何主義自成一格的藝術家。從思想和藝

術上都可見出他是一個貫通古今、雜揉東西的人。無疑，沒有甚麼理由認為高

行健的作品空前絕後，代表了中國文學的最高水準；當然，更沒有理由認為他

的作品不是文學作品，不過是反射政治的工具。到了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還

是與政治糾纏不清，這是可笑，還是可悲？是不幸，還是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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