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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的迷狂──張承志批判

⊙ 傅書華

 

在當今中國的思想界、文化界、文學界，張承志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存在，本文旨在對張

承志的精神價值取向提供自己的批判性的反思與評價，以貢獻於大家。

一

對世俗生活的極端蔑視，對與社會現實世俗生活對抗的精神世界的執著追求是張承志的一大

特點，也是他超俗顯聖的主要方面。在張承志的小說中，張承志總是要設置一個與社會現實

世俗生活相對立、對抗的精神世界來作為他追求的目標，這個精神世界在他的筆下是以這樣

三種形態來體現的：第一種，以具有象徵意義的自然景物來體現，譬如遼闊的北方的河、高

聳的冰峰、遙遠的老橋等等，由於象徵、抽象意義上的自然景物的遼闊博大性與人的精神世

界的遼闊博大的異質同構，所以，這類作品往往在文本意義上遮蔽了超越了張承志所追求的

精神世界的虛妄性，從文本的事實意義上，構成了一種真正的對精神世界的美的召喚。第二

種，以在社會現實中不能實現的或者已經或者注定要失敗的行動、努力來體現，如《金牧

場》中的紅衛兵長征、聖徒尋天國、路‧德金的非暴力主義、全共鬥的無政府主義等等，這

些作品由於上述行動所體現的社會性，所以，就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張承志所追求的精神

世界的虛妄性，也因此而引起了人們較大的爭議。1第三種，將一種對精神世界的追求亦或信

仰推向極致，形成了一種宗教意識、宗教情懷，也因此而將與世俗生活的對立、對抗推向了

極致。對這類作品，無論作者、評論者還是讀者，都沒有糾纏在具體的宗教教義上，而是較

準確地將之視為一種對精神境界的追求，2問題只在於如何來評價這種精神境界及對其的追

求。

在我看來，問題可以分為三個：第一個，應該如何評判世俗生活。第二個，精神世界與世俗

生活的關係。第三個，精神追求、信仰意義上的宗教情懷。

應該如何評判世俗生活，這在中國的今天，是一個非常迫切的現實問題。我以為，世俗生活

就是以物質生活以人的生存欲望為主體的人的生存形態。雖然張承志總是指責漢民族耽於世

俗生活而缺乏信仰追求，但在我看來，世俗生活在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中，始終是缺席者。

在漢民族的悠久歷史中，除了宋代、明代有過短暫的對世俗生活有局限的認可與實現之外，

在漢民族的現實生活中，倒是對建立在人倫關係上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活有著過多的推崇，

輕物質重精神在漢民族的歷程中，始終是佔據著主導、主潮位置的。由此，中國始終缺乏如

何面對世俗生活的思想資源：第一，就生存形態而言，中國長期處於物質貧困的生存困境之

中，沒有在享受物質時，如何更好地展開人生的精神資源，而只有在物質貧困時，如何給以

應對的精神資源，那就是在人與外部世界與物質需求發生衝突時，不是實際地改變外部世



界，爭得物質的滿足，而是靠退回內心世界靠重精神輕物質來求得人與外部世界的平衡。第

二，就文化思想形態而言，西方從希臘神話開始，對人的個人的情欲、物欲就有著基本的肯

定，經過人文復興階段，西方對人的世俗生活有了進一步的肯定，其後西方的文化思想都是

在此基礎上給以邏輯地展開的。中國則不然。中華民族從一開始就是以群體倫理為社會本

位，重天理而滅人欲，又沒有經過類如西方人文復興的洗禮，所以，中國傳統的文化思想始

終是在維護群體倫理的基礎上給以邏輯地展開的。五四時代，曾以對人的強烈呼喚，將這一

邏輯鏈條給以暫時的中斷，但在建立共和國的鬥爭中，為了實現物質、政治、精神上的翻身

解放，又必須在殘酷的鬥爭中，強調犧牲個人的物質利益（手段），以換取整體的勝利（目

的）。在這個過程中，精神的因素被再一次凸顯了。於是，在漫長的鬥爭歷程中，對於手段

的反覆強調，也便造成了把手段視為目的的幻覺。正因為中國缺乏如何面對世俗生活的思想

資源，所以，當中國因為市場經濟從根子上使世俗生活有了存在的可能時，如何應對世俗生

活，建立新的人生方式，就成為了一個急迫的社會現實問題。物欲橫流，只是對原有物質貧

困的一個惡性反彈。面對這樣的一個新的社會問題，中國傳統的思想資源精神資源就是不夠

用的了，這正是中國今天發生精神危機的根本原因所在，馬克思說過：「人們首先必須吃、

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3魯迅也提出過這樣的綱領性主

張：「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4他們都是把人的物質

生存放在第一位的。馬克思對人的物質生活的肯定是根植於西方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上的，魯

迅對人的物質生存的重視，也是根植於五四時代對西方文化的接受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之

上的，相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他們倒確實是一種異質文化。張承志雖然以異質文化自居，

但其否定人的物質生活世俗生活的價值指向倒是與傳統文化一脈相承呢，並因為在今天的精

神危機中，適合了人們重精神輕物質的思維慣性從而得以大行其道。

精神世界與世俗生活的關係及相應而來的選擇甚麼樣的信仰也是應該予以辨析清楚的問題。

單單說自己執著於精神追求而蔑視世俗生活並不能讓人敬佩，單單說自己不放棄信仰並不能

讓人敬佩，還應該給以追問的是，追求的精神是怎樣的一種精神，不放棄的信仰是一種甚麼

樣的信仰。

馬克思指出：「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不是意識決定

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前一種觀察方法從意識出發，把意識看作是有生命的個人，

符合實際生活的第二種觀察方法則是從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本身出發，把意識僅僅看作是

他們的意識」，馬克思並且進一步指出：以對人的個性和獨立性的是否認可和成全為價值衡

准，「集體」被相機劃分為「真實的集體」與「虛構的集體」（「虛幻的集體」），這兩種

「集體」分別配稱於以之為存在對象的兩種「個人」，即所謂「有個性的個人」與「偶然的

個人」。5這是對物質與精神、個人與集體關係的深刻說明。「真實的集體」與「虛構的集

體」的最後分界線便是看這個集體裏的個人是甚麼樣的個人。如果這個集體裏的個人是個連

人之得以生存的根本性的基礎性的物質生存都得不到關注，更惶論個人的主體性的實現的個

人，那麼，這樣的集體就只能是一個「虛構的集體」，這一「虛構的集體」所構建的精神世

界、價值指向，雖然常常以國家、民族、群體等名義出現，顯得很神聖，但卻與人的解放相

去甚遠。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魯迅才會在《狂人日記》中指出，中國的傳統文化，是打著神

聖的名義吃人。張承志對精神的執著追求及相應而來的對信仰的堅守的失誤恰在這裏。他對

精神的追求是執著的，但他所執著地追求的精神卻是「虛構的集體」所構建的精神世界、價

值指向，無論是他筆下的紅衛兵的長征，還是全共鬥的無政府主義，亦或是聖徒尋天國，哲

合忍耶教徒的為教犧牲，「意識」被看作了「是有生命的個人」，在這種錯覺中，個人在對



精神與信仰的追求中，自覺地充當了「虛構的集體」的得心應手的工具而喪失了自身。

宗教情懷。如前所述，當張承志把對精神的追求對信仰的堅守推向極致時，就形成了一種宗

教意識、宗教情懷，也因之使對精神的追求對信仰的堅守，從個體行為變成了一種社會行

為，從而給了我們審視張承志以另一不可缺失的必要維度。宗教意識、宗教情懷的形成有兩

個最根本的原因。第一是組織社會組織人群的需要。杰姆遜曾指出：「過去的社會裏，由於

宗教佔統治地位，社會是以一種經濟之外的方式來組織的。」6雅卡爾(Albert Jacquard)也

說過：宗教的詞源之一即是「捆扎」，即「是將人們聯繫在一起的一種手段」。7如果我們不

是從狹義意義上理解宗教，而是把宗教理解為對精神追求的極致化，理解為靠精神來把社會

組織成為一個整體，那麼，杰姆遜與雅卡爾的話可以說是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極好概括。在中

國的傳統社會，正是靠政治倫理正是靠思想與精神的統一成為社會的最主要的組成形式，譬

如儒教，譬如皇權。宗教之所以能夠形成，之所以能夠靠宗教來構建、維繫社會，是因為人

沒有在物質上改變自己的可能，如張承志在《心靈史》中所描寫的：除了信仰，一無所有，

這是宗教意識、宗教情懷能夠形成的第二個根本性原因。杰姆遜引馬克思的話說：「宗教是

絕望人的希望。」杰姆遜解釋說：「在現實生活中，大多數人也許沒有實際辦法改變社

會……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有發明宗教……宗教成了沒有行動可能性的人們的唯一希

望。」8形成宗教意識、宗教情懷的這樣兩個根本性原因，在市場經濟以個體以經濟為主體

後，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與根本性的動搖。杰姆遜說：「只是在資本主義、個人主義出現之

後，上層建築的各層次才分離開來。宗教失去了其統治地位……這也和社會的『世俗化』是

聯繫在一起的……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之後，社會機器卻完全是以純經濟的方式來組織，其它

的一切都和經濟有關，都受經濟的制約。」9在中國的市場經濟成為社會生產的主導力量之

後，原有的依靠政治倫理依靠思想、精神等非經濟力量維繫社會成員關係的社會結構就被從

根本上動搖了，精神的至高無上的作用消失了，帶來的則是精神世界的危機。杰姆遜引用艾

略特的話說：資本主義是個世俗化的社會，並不直接由宗教價值觀形成，因之，資本主義沒

有文化。10正因此，張承志對精神、理想、信仰的執著追求，在今天才具有著極大的魅力。

杰姆遜認為：「宗教不僅成了革命的形式，而且造成了聲勢浩大的革命力量。宗教現在不再

和農民聯繫在一起，而基本上是屬於城市無產階級的革命或稱宗教運動。」他並且認為：

「美國當前興起的原教旨主義是一個很複雜的運動，其中便包含了反對資本主義的因

素。」11張承志的宗教情懷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國文學界思想界有著巨大的影響，也正是因為

許多人將之視為是一種對抗、批判今天物欲橫流的革命力量。但是，這裏需要辨析清楚的仍

然是，張承志所代表的這種精神力量的實質是甚麼，是建立在原有的經濟基礎之上，還是建

立在新的經濟基礎之上。從這個意義上說，誠如雅卡爾所說：宗教是「可以沿著解放的方向

發生作用，也可以相反，沿著禁錮的方向發生作用……同一所教會在不同的時期可以從一種

態度轉變到另一種態度。」他還指出：「我們並不能因此就宣稱『上帝死了』，在我看來，

這是沒有意義的一聲勝利的呼喊……我們的尊嚴在於我們拒絕接受自然規定的種種限制。正

是通過這一拒絕，我們成為共同的創造者，一步步地接近『上帝』一詞努力想表達的東

西。」12在我看來，這正是我們今天在面對張承志所特別應該強調的，我們不僅僅是要否定

舊的精神世界，不再披掛舊的精神武裝面對新的世界；我們不僅僅是在否定舊的精神世界

時，就隨波逐流地接受市場經濟「規定的種種限制」，我們更應該重構新的精神世界，只有

做出這樣的切實努力，我們才能不再時時戀戀不捨地回望站在舊時疆界的張承志。

二



當我們仔細分析清楚了張承志對精神的追求及他追求的精神以及他所執著的信仰的實質是甚

麼了之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分析在這基礎之上的獻身、無私、激情、犧牲、苦難、對信仰

的執著等等的意義了，而這些，往往是張承志所最能打動人之處。

獻身的激情與犧牲的狂熱。在張承志的小說中，充滿了獻身的激情與犧牲的狂熱。譬如《金

牧場》中紅衛兵的長征，奔赴越南的參戰，《心靈史》中眾多教徒的為宗教的獻身，張承志

竭力地渲染這些並經常以此為自豪。對此，有論者曾經批評說：作品似乎在告訴人們：「凡

是理想都是崇高的，不管它多麼虛妄；只要犧牲就是英雄，哪怕它毫無價值。這似乎是《金

牧場》所闡發的最新理想，也是張承志的理想主義的最新內容。」13我以為這種批評是點中

了要害的。我們為甚麼對激情、犧牲對苦難的承當會情有獨鐘特別地偏愛？我以為這是有著

歷史原因的。由於社會結構的不合理所造成的生存的艱難，為了變更不合理的社會結構，突

變式的政治革命與戰爭形態成為最能夠立竿見影的改變現狀的有效手段，在對這種手段的實

施過程中，特別地需要激情、犧牲與對苦難的承當，長期的政治動盪與戰爭，使我們形成了

這樣的一種強大的思維慣性，在今天這樣一個漸進式的經濟時代，激情、犧牲與對苦難的承

當的相對弱化，使我們在精神上心理上產生了一種失重感，於是，在一種強烈的懷念情愫

中，我們把激情、犧牲與對苦難的承當本身當成了惟一，當成了最高價值的所在，而不再追

問其價值的指向與意義的存在，就好像張承志所說過的那樣：「旗幟的本質是飄揚過。不管

飄揚得高不高，人們看見沒看見，飄揚之後留下了甚麼──旗的追求是獵獵飄揚，激烈地抖

著風，美麗地飄揚。14但這裏我們要追問的是，這是一面甚麼樣的旗，如果旗本身是醜陋

的，這種飄揚是否還讓我們感到美麗。

在我看來，這樣的一種追問至少應該有這樣三個方面：

第一，歷史擔當與道德擔當。就以張承志心中的紅衛兵情結及對知青生活的懷念來說吧。紅

衛兵在十年浩劫中的惡劣作用，遲至今天並沒有受到應有的清算，反而時時有著青春無悔的

自豪；對知青的插隊生活也是很奇怪地從一種整體的批判很快地轉向了一種整體的懷念15，

張承志在《金牧場》中對紅衛兵長征的讚嘆，對知青生活的描寫，體現的也就是這樣的一種

頗有代表性普遍性的情緒。我以為這其中原因之一即在於，當年的紅衛兵均是二十上下的年

輕人，當年投身於紅色狂潮，是出自於純潔的動機，青春的激情，對理想的追求，從這個意

義上說，其個人的道德品格是無可指責的，應該指責的是時代的錯誤及時代錯誤對他們的利

用。時過境遷，當年的紅衛兵已步入中年，而人的青春一生中畢竟只有一次，青春記憶在個

體生命中，永遠是鮮活生動的，如是，青春無悔成了這一代人憶念青春時的口號。但是，在

這裏，誠如一位論者所說：歷史擔當退位了，個人的道德品格獨居歷史、人生的舞台中央，

在用道德擔當替代了歷史擔當時，我們就在有意與無意之間，不再追究歷史所造成的罪惡，

這樣的一種對歷史罪惡的遺忘是十分可怕的。16

第二，理性的迷狂往往假激情、犧牲與對苦難的承當而行，從而造成災難性的後果，這樣的

例證在近代的中外歷史中可謂比比皆是。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十年浩劫的興起，就都是我

們還記憶猶新的為時不遠的前鑒。張承志的小說中，充滿了對一種不計利害全身心投入的激

情的描寫與讚頌之情，這種不計利害往往是通過行動者所投身的事業是注定不可能實現來體

現的，如聖徒尋找天國，哲合忍耶教徒作明知是失敗的抵抗等等，並以此來證明這種激情的

非功利性，且因這種非功利性而讓讀者覺得這種激情的可愛，並在這種可愛中對這樣的一種

激情在非理性情況下所造成的危害，構成了一種強光下所造成的盲視似的遮蔽。對激情的描



寫是如此，對犧牲的描寫也是如此，而且張承志總是特別著意渲染犧牲的慘烈，但如果我們

不追問一句：為甚麼犧牲，那麼，這樣的犧牲就只能給生命的大規模的毀滅與自毀披上一層

神聖的外衣，並使之有了法理性的依據。這樣的一種追求犧牲的狂熱，在張承志的筆下，特

別是在他的《心靈史》中，達到了一種自虐的程度：儘管哲合忍耶遭受了官兵的大肆屠戮，

但「日後哲合忍耶回憶往事時，儘管悲憤沉痛，但心理中有一種很難理解的得意與輕鬆」，

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有了身上殉教者的血證，就可以直入天堂」。17正因為如此，所以，他

們總是自覺地去尋找與追求犧牲，把犧牲視為一種美去尋找與追求，《心靈史》當中有一節

的題名就是：犧牲之美。所謂「血脖子教」，所謂「手提血衣撒手進天堂」，是對他們這種

自虐式的對犧牲的追求的凝煉與鮮明的概括。但是，如果我們不追問清楚：為甚麼犧牲，那

麼，這種自虐式的對犧牲的自覺追尋與承當，就只能成為一劑從心靈從靈魂上，自覺地戕害

與泯滅人性需求的烈性毒藥，個體生命也就只能成為、充當「集團」的最有力的工具。自虐

式的犧牲的程度越高，對個體生命的荼毒就越慘烈，個體生命的無價值的犧牲的悲劇成份就

越重，「集團」給社會給人類造成的災難就越慘重。二戰時期的納粹士兵，日本的敢死隊

員，今天恐怖行動的「肉彈」，就是如此。與此大致相似的是對苦難的承當。對眾多不堪忍

受的苦難的自覺的承當的熱烈的讚頌性描寫，在《心靈史》中也可謂是比比皆是，但這裏仍

然是要追問一句，為誰承當苦難？如果不作這樣的追問，就會使對他人權益的剝奪及為了一

已私利或者為了「虛構的集體」的利益而使他人受苦受難合法化、合理化，而由於同樣的原

因，我們也往往沉溺於前者而忘記了後者。

第三，不是所有的激情、犧牲、對苦難的承當都是有意義的。在一個價值、意義存在、明確

的年代，當為了「真實的集體」而付出時，個體生命為此所付出、承擔的激情、犧牲、苦

難、死亡都因此而具有了意義，獲得了崇高。但在一個價值缺失文化破碎的意義荒漠化的時

代，當個體作為「偶然的個人」，是為了一個「虛幻的集體」付出與承擔時，個體生命為此

所付出的才能、激情、犧牲、苦難、死亡等等，就都一下子失去了依托，失去了份量，成為

一種無意義的荒誕存在，並構成了一種最可怕的最難以訴說的深刻的生命的破滅，生命意義

的喪失。激情也就因此而蛻化變質為迷狂，犧牲與對苦難的承當也就成為了愚昧，這是一種

時代與個體生命的雙重悲劇。譬如紅衛兵及知青的命運就是如此。張承志不是作這樣一種追

問，卻在對激情、犧牲、對苦難承當的禱頌中，將之幻化出了神聖的光彩與意義，並因此而

減少了對歷史與人之生命的深究與拷問，而且，這種幻化卻感動了許多人，這是最讓人失望

的。

信仰崇拜的誤區。宗教的一個詞源是捆扎，另一個詞源則是「再讀」：「宗教變成了一個再

閱讀的活動……也就是說，是一個使我們每個人能夠從自我中走出來，從而質疑自己對世界

和自身的看法的過程。」18可惜，宗教的這一本義被許多人忽視了。雅卡爾還說：「確信自

己擁有真理的人才是狂熱的，他最終困在這確信的念頭裏面，再不能參與到交流之中，從而

失去了做人的根本。他就只是一個隨時準備受擺布的對象。宗教的罪惡正在於，培養不再提

出任何問題的信徒。」19張承志及他筆下的人物就是這樣的一些信徒，雅卡爾所指出的兩個

方面在他們的身上都有著鮮明地體現：第一，他們只是在虔誠執著地信，卻從來不問為甚麼

信，在這種盲目地對信、信仰的推崇中，個體的主體性喪失殆盡，個體放棄了「再讀」，不

再「質疑自己對世界和自身的看法」，個體「只是一個隨時準備受擺布的對象」。第二，由

於「確信自己擁有真理」，「最終困在這確信的念頭裏面，再不能參與到交流之中」，所

以，構成了一種封閉性與排它性，並因之在排斥他人時，構成了對他人的粗暴侵犯。張承志

對與自己精神志向不同者，特別是對世俗者與知識界，充滿了強烈的鄙視與敵意，他更通過



筆下的人物對激情、犧牲、苦難承當的狂熱，對世俗者與知識者進行一種激烈的拒斥與批

判。對這種拒斥與批判，對這種拒斥與批判的姿態，在對這兩點的一片叫好聲中，我們對其

在今天所形成的新的障蔽與危害失去了應有的警覺：

第一，這種拒斥與批判。如前所說，突變式的政治革命與戰爭形式這樣的一種非常態的解決

問題的方式，曾經在歷史的進步中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這樣的一種成功使我們對在這一方式

中形成的非常態的人生形態、生活形態及相應地亢奮的精神形態充滿了好感與懷戀，張承志

在自己的筆下總是設置似乎難以想象的生存的嚴峻與苦難，注定要失敗的奮斗，超乎一般的

勇氣與犧牲等等，就是為了凸顯這樣的一種非常態的人生形態、生活形態及相應地亢奮的精

神形態。但是，當歷史行進到以漸進式為特點的經濟建設時代時，怎樣面對常態的生活並使

之具有詩意，就是今天這個時代給我們提出的一個似乎從未有過的新問題，在這新的時代問

題面前，我們面臨著兩種危機：一種是被經濟所左右，讓常態的生活失去意義而庸俗化；一

種是用非常態的思維扭曲常態的生活並試圖以此來對抗這新出現的前者的庸俗化，張承志就

屬於這後一種，又由於我們是從久遠的非常態的歷史中走來，所以，有著一種與張承志的天

然的親和力，並陶醉在這新時代的唐‧吉訶德的燦爛幻影中，放棄了對這新出現的現實問題

的直面。

第二，這種拒斥與批判的姿態，即能不能把自己自視的正確看作是唯一的存在，並因為這一

存在而否認他人的存在？而不承認人生形態多樣性的合理？我們為甚麼要把不同人生形態在

人生形態上的不同與價值上的高低、對錯劃等號？我們為甚麼要在劃了等號之後，給一種人

生形態奴役、改變另一種人生形態以行使權力的法理性依據？老舍的話劇《茶館》寫了一個

普通的小人物王利發，從生存論的角度說，一個讓王利發不能生存的社會是一個讓人詛咒的

社會。從價值論的角度說，我們應該給王利發式的人以生存、存在的價值上的認可。凡人與

超凡的人，將自己的價值目標定在自己個人的日常世俗的生存的人，與將自己的價值目標定

在為了一個「宏大理想」而獻身的人，他們作為個體生命的社會價值的大小可以有所不同，

但作為一次性的、不可相互取代相互通約的個體生命，在個體生命自身的存在價值上，他們

是平等的，他們都有各自生存、存在的合理性。馬克思把未來社會描繪成「自由人的聯合

體」「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0德國總理施羅德則說：「個體一

方面必須追求自己的利益和願望，另一方面又必須同時不斷問自己，在追求自己的願望和利

益的過程中，其他人會受到甚麼影響」。21這都說明，以個體生命為主體基本單位的主體間

性關係，應該是一種相互承認、理解、認同、促成的關係，並因之構成人與人之間的「交

流」，這是「現代人的真正範例」。22而張承志所極力張揚的，以一種激烈的態度，對與自

己精神指向不同的人生形態的拒斥與批判，又應該歸入哪一種「範例」呢？這樣的一種拒斥

與批判，不僅拒絕了「交流」，而且只能造成對他人的傷害。任何一種社會行為，如果因為

以為自己正確，就有了強迫他人的法理依據，那麼，任何災難性的社會事件就都有了得以發

生的依據，這種災難性的社會事件，難道我們見識得還少麼？在《心靈史》中，我們不幸就

看到了這一點：哲合忍耶派與花寺派雖然同為穆斯林，但因為「它們自認為掌握著惟一的真

理」，用《心靈史》中的話說「糾紛一起便無所不用其極；不惜殺傷人命也不惜犧牲」，這

正應證了雅卡爾的一句話：「它們自認為掌握著惟一的真理，這種自命不凡正是那些最殘酷

的戰爭的根源」。23

與這種信仰的誤區相一致的，是對信仰體現者的崇拜誤區。在《心靈史》中，對信仰體現者

即七代教主的崇拜到了跡近神化的描寫與文字，可以說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譬如這樣的描

寫：「眾多斯達尼一見他的尊容，都扑倒跪地，揮涕如雨，哭喊連天……造反的穆斯林悲憤



狂熱達於極點。傳說馬明心曾經扔下他的太斯達爾（纏頭白巾），要義軍見物撤離。但城下

一見聖物，瘋狂撕搶，太斯達爾被撕成碎片。義軍懷藏了碎片，更誓死扑城」。24這樣的描

寫與文字在《心靈史》中，可謂是俯拾即是。這樣的場面對任何一個中國人來說，是都不應

該陌生的，那對皇帝的三呼萬歲，那十年浩劫中的個人迷信的頂峰，那所謂的紅海洋，那所

謂的語錄如符咒般的一念即靈，我們還應該歷歷在目吧。

三

張承志對底層民眾真誠的血肉情懷是構成張承志光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真誠的血肉情

懷並不必然地具有價值與意義，我的追問正是因此而展開：

對物質貧困的崇拜誤區。在張承志的小說中，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他總是認為物質上

越是貧困，越是沒有文化，精神上就越是富有，對信仰的追求就越是真誠越是執著，精神上

也就越是高尚越是聖潔，所以，在他的小說中，特別是在《心靈史》中，他才要特別渲染西

海固那讓人難以想象的貧困，渲染西海固民眾的大字不識一個，哲合忍耶教的不籍文字以流

行，並以此來凸顯那超乎常人的心靈的聖潔之光。對於張承志的這樣的一種精神特點思維模

式，我想，凡是對十年浩劫略有記憶的人是都不應該陌生的。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經濟學

哲學手稿》中所說的：憂心忡忡的窮人，對最美麗的景色也是無動於衷的名言，凡有學術常

識的人都耳熟能詳，黨中央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手抓，且將物質文明置於精神文明之前的

方針也無人不曉。從整個的歷史進程看，物質文明的發展推動著精神文明發展的廣度與深

度，這本來並不是一個多麼深奧的理論難題。真正能夠體認到山鄉生活恬淡、和諧、淳樸、

靜謐價值的，永遠只能是那些走出山鄉的人們；在爬雪山過草地的極度的物質貧困裏，之所

以有著高尚的精神情操，是因為有著毛澤東、周恩來這樣的接受了雪山草地之外的西方工業

土壤上誕生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領袖，且他們以此來教育了自己的部下。其實就是張承志自

己，也常常會在狂熱地吹噓物質貧困下的精神聖潔時，會在不經意間，以鮮活的細節，顛覆

了自己那竭力張揚的龐大構架。譬如在《心靈史》中，他講了這樣一個細節：一個小孩子跑

到地裏挖野菜，他連挖開地皮的力氣都沒有了，就在野菜的旁邊死了，當目睹者跑回來告訴

他的母親時，他的母親剛剛討回來一碗稀糊糊，準備給她的兒子吃的，一聽說她的兒子死在

地裏了，她接下來的第一個動作，就是自己馬上把這碗稀糊糊喝下去，物質的貧困就是這樣

地吞噬了人性、人情之痛。25如果我們深究下去，張承志筆下的在物質貧困土壤上生存的哲

合忍耶的下層民眾的精神境界，也並不是能以高尚聖潔來稱譽的，他們精神世界中的信仰、

激情、犧牲、對苦難的承當等等，已如前述，你又怎麼能對此給以讚嘆呢？那麼，既然如

此，我們為甚麼還要常常被張承志那物質貧困下的所謂的精神富有所感動並常常給以由衷地

讚嘆呢？而且這樣的一種讚嘆、贊同又是那樣的普遍，難道說我們因為長期地行走在物質貧

困的黑暗的歷史隧洞裏，已經習慣、同化於這黑暗？我們是不是因為不習慣並因這種不習慣

而恐懼於建築在物質基礎上的個體獨立所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相忘於江湖的對人的解放，從而

過多地美化了物質貧困下的人與人之間的集團性的「相濡以沫」？我們是不是因為對在歷史

前進中新形成的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的不平衡中的精神失重深感恐懼，從而過多地美化了原

有的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平衡中的物質貧困基礎上的精神貧困？我們是不是因為我們民族的

歷史過於悠久而又不能承受在今天現實面前的倍受刺激，從而總是願意回頭張望過去，總是

願意重返「西海固」，並在這種重返的幻化中，美化了「西海固」？

心靈皈依的誤區。在張承志的小說中，時時體現著一個身處現代文化中心現代大都市如北



京、東京的知識分子的心靈焦慮、精神焦慮，為這種焦慮所迫使，他筆下的這位知識分子一

次次地從現代社會的中心──都市出走以求解脫這種焦慮，以尋求心靈的皈依。在他的作品

中，始終有著一種尋父的焦慮與衝動。構成張承志的此岸世界、精神兒子的是現代都市，是

知識分子，構成他所尋求的彼岸世界、精神父親、心靈皈依的一種最主要的形態則是身處窮

鄉僻壤的下層民眾生活，而我，恰恰認為這正是張承志心靈皈依的誤區，這種誤區在寫右派

生涯的作品中，在知青題材的作品中，也普遍存在，26且有著深遠的思想源緣，所以，就更

有著給以剖析的必要。

張承志心靈皈依的誤區的某些方面我在前面曾經或多或少有所論及，譬如不能美化物質貧困

的下層民眾的精神世界；譬如傳統、鄉村要經過現代化的洗禮才能對現代社會構成價值與意

義。除此之外，張承志心靈皈依的誤區，我們還可以分為這樣幾個方面來談：

第一，在事實上沒有做到，並因了這事實而造成了自我的解構。有論者曾經指出：儘管張承

志竭力讚美西海固是他的精神聖地，但「神聖的西海固卻不是女兒『快活地成長』之處，而

那個發達的後現代與後工業的日本，那『污濁之地』卻是（他的女兒）法蒂瑪的樂園。給予

我們的『能解開你的苦惱的鑰匙』的黃土高原，卻不是給予女兒的……哲合忍耶的沙溝的美

好和神聖卻沒有留住法蒂瑪，也當然沒有留住張承志。張承志依然生活在北京或東京這樣的

超級都市之中」。27這樣的一種矛盾也廣泛地存在於「右派作家」「知青作家」之中。不論

他們怎樣由衷地感激、讚美鄉間的下層百姓特別是下層的鄉間女子給了他們以第二次生命，

是他們重新開始人生的生命源泉，也不論他們怎樣由衷地懷念那「遙遠的清平灣」，讚頌那

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但他們最終還是不顧「今夜有暴風雪」，而回到了他們所詛咒的都

市。你或許會說，回到都市是他們的生存選擇，鄉下的下層民眾才是他們的精神家園。但我

不這樣認為。人的生存與人的精神是不能夠截然分開的，新的精神需求是由人的生存給提供

的，而不是從精神的家園中生長出來的。

第二，將下層民眾實際地改造社會的強大力量與下層民眾在人類精神領域裏所可能具有的力

量混為一談，從而造成了張承志及中國知識分子心靈皈依的誤區。

知識分子在努力變革社會的過程中，由於自身在社會結構中並不是社會結構中經濟與政治的

主體，所以，知識分子通過思想文化的努力來從根本上變革社會，相較通過政治革命、戰爭

形態來變革社會，總顯得軟弱無力，猶如魯迅所說：「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

芳轟走了。」28在這樣的一種軟弱無奈中，下層民眾在政治革命、戰爭形態中的主體地位及

相應顯示出來的偉大力量，就使知識分子產生了一種通過依靠下層民眾而使自己獲取力量的

精神需求、精神信念，但在這種精神需求、精神信念中，知識分子卻把下層民眾實際地改造

社會的強大力量與下層民眾在人類精神領域裏所可能具有的力量混為一談了。實際上，在人

類精神領域，由於歷史中形成的腦力勞動、精神勞動與體力勞動、物質勞動分工上的不同，

所以，人類精神上的成果，人類在精神上的前驅性、敏感性、豐富性、探索性、深刻性以及

由此而體現出來的精神力量，更多地還是由知識分子來體現的，將這樣的兩種力量混為一

談，就造成了知識分子在下層民眾中尋求心靈皈依的誤區，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政治革命、

戰爭形態中，中國知識分子一度放棄了自己思想啟蒙的主體位置，不能說不與這種誤區無

關。張承志在《心靈史》中，對哲合忍耶在多次地大規模地起義及與「官家」對抗中所顯示

的力量的讚美，張承志由此而來的總是要在下層民眾中尋求自己的心靈皈依，可以說，也是

這種誤區的一個具體例證。同時，由於知識分子是站在人類精神領域的前沿位置，所以，他

們在精神、心靈上的危機、需求是不能在下層民眾中得以解脫與實現的。我們在前面所論述



過的，知識分子在下層民眾中尋求心靈皈依之所以在事實上未能做到，張承志們之所以要離

開「西海固」，其中的一個原因，也正是因此。對於這一點，倒是張賢亮在他的《綠化

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通過反諷而有著較好的體現。29

第三，將下層民眾在惡劣的現實環境中的頑強的生存力量與下層民眾在人類精神領域裏所可

能具有的力量混為一談，這也是造成張承志及中國知識分子心靈皈依誤區的一個原因。 中國

知識分子在變革社會、在精神探索、在身處生存劣境時的軟弱無力感，使他們總是有著一種

尋求力量的焦慮，下層民眾在惡劣的現實環境中的頑強的生存力量，給了他們以緩解這種焦

慮的幻覺，特別是由於他們一般地說來，生存環境較之下層民眾總是要好一些，所以，一旦

他們也淪為下層，在他們也身處如下層民眾一樣的生存劣境時，由於適應能力的差別，使他

們更感覺到自己在與社會、命運對抗的力量上的不及下層民眾，這種幻覺就尤為強烈，這在

表現右派淪落社會下層的小說中，體現得更為明顯。30張承志則是通過竭力渲染下層民眾生

存環境的惡劣來造成這種幻覺，這就是他為甚麼在《金牧場》中要重筆濃墨寫草原「鐵災」

的原因，這也是他為甚麼在他的作品中，總是要將下層民眾置於特別惡劣的生存環境之中的

一個原因。但是，雖然同為「力量」，然而卻「形」同「神」異，生存力量與精神領域裏的

力量是不能相混等同的。

對民間立場的「誤讀」，對人性、人道主義的「誤讀」。張承志常常以底層民眾利益的代言

人自居，他在《心靈史》中，聲稱自己宣揚的是「窮人的宗教」；他又以此而憤怒地抨擊知

識分子對人性、人道的主張，聲稱自己體現的是窮人的人性、人道，譬如他這樣說：「我還

將正式描寫我終於找到的人道主義；你們會在讀後發現，這種人道主義要遠比中國那些知識

階級廉價拍賣的貨真價實」。31

自從陳思和提出民間概念之後，對這一概念的理解頗為不一。我的理解是，民間話語，民間

的精神指向，民間的價值立場，是建立在個體生存的物質、世俗的需求之上的，民眾面對時

代變遷社會變革，總是以是否適合自己的日常生存作為其判斷的標準。張承志以民間的立場

窮人的宗教自居，但是，所謂的窮人，首先指的是物質上貧窮的人，民間、窮人特別急切要

求的是，改變自己的物質生活的條件，首先特別注重的是，物質生活、世俗生活在日常生存

中的重要性，張承志蔑視物質生活、世俗生活，並不要求改變下層民眾所特別迫切需要改變

的物質生存條件，這怎麼能說他是代表民間、窮人的利益呢？民間、窮人所要求的對物質生

存條件的改變，首先是要看得見摸得著地具體實在地落實在個體的物質生存條件的改變上，

張承志特別強調張揚的是，個體為著一個「虛幻的集體」而犧牲，這又怎麼能說他是代表民

間、窮人的利益呢？這樣的「教」，怎麼能是窮人的「教」呢？張承志動輒尖刻指責而又語

焉不詳的知識分子的人性、人道主義是甚麼，我們暫且不論，張承志所鼓吹的為了一個「虛

幻的集體」；為了這一「虛幻的集體」所制定的「神聖的精神」，這一「神聖的精神」又是

以剝奪、泯滅個體生命的物質利益、人性欲望而顯示其「神聖」的；為了據說能體現這一

「虛幻的集體」與「神聖的精神」的「聖主」，每個個體生命，尤其是下層民眾，都要自覺

地不再要求改變自己的物質生存條件，心甘情願地過一種最貧困的物質生活，而且越是貧困

越是甘於這種貧困，就越是顯示出了自己精神的高尚；都要自覺地泯滅自己的人性欲求，而

且越能夠泯滅自己的人性欲求越能夠顯示自己的聖潔；都要自覺地成為一個被「虛幻的集

體」「隨時準備受擺布的對象」；都要自覺地為這一「虛幻的集體」「神聖的精神」及其體

現者作出犧牲，而且犧牲得越自覺越徹底越顯得崇高；為此，不學文化沒有文化最好，越沒

有文化越能不受「雜念」污染；越窮越好，越窮精神越是高尚；越吃苦受罪越好，越吃苦受

罪越能磨煉自己，其實也是給了自己一個顯示自己崇高的好機會；為了這些，越是從根本上



沒有疑問意識越好；越是堅定執著不動搖越好；越是為此犧牲越大越好；越是把這一切讓每

一個人都接受越好，如此等等，如此等等。張承志所鼓吹的這樣的一種人性、人道主義，相

信每一個經歷過十年浩劫的人，都一點兒也不會陌生。經歷過二戰的浩劫，德國總理施羅德

說：「謝謝，謝謝，我們經歷過了這一集體主義，我們不想要它了」。32只是不知為甚麼，

在十年浩劫中，被「虛幻的集體」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我們，卻仍然要對此戀戀不捨，真可謂

是匪夷所思。

張承志曾經是、現在也仍然是中國文學界、思想界的一個「神話」，這個「神話」的出現不

是偶然的，而是為我們在長久歷史中所形成的思維慣性、情感慣性所凝鑄的，它容易使我們

在傳統中所形成的情感激動，並在這種激動中失去現代理性的「澄明」，因之，才更需要我

們對之給以仔細的清醒的辨析，本文的寫作正是因此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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