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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建立: 韩少功先生 ,

毫 不 夸 张 地 说 , 您

本人就是一部典型

的后“文革”时代的文学史。首

先 , 您的写作起步于十年“文

革”之中, 而“新时期”伊始, 您

一直是立于潮头的人物, 不仅

连续获得全国小说奖, 更重要

的是, 提出和践行的“寻根”文

学是新时期最为重要的文学

潮流之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您的海南之行、《天涯》 的创

办、《马桥词典》、《暗示》 和之

后的隐于湖南 , 也一直为文坛

所关注。您也是同时代的人中

少有的既保持创作活力又有

着理论自觉的作家之一, 这从

您近年来对“文革”、作家的

“精神”和当下文坛状况很有

见地的分析可知一二。这些都

是我们对这次对谈充满期待

的原因。但为了把问题谈清、

谈透 , 还是先把问题集中在

“寻根文学”上。需要首先交代

韩少功与新时期文学

主 持 人: 程光炜 王德领 李建立

主持人的话: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 , “寻根”肯定是绕不过去的。这么说 , 不仅仅是因为和该思潮有关的很

多文本体现了“文革”后文学的实绩 , 更在于作为一个话题的“寻根”提供了一种今天看来仍有意义的文学路向。可以说 ,

“寻根”呈现出来的文学想象图景在整个现当代文学史上都有其特异之处。这也正是人们不断地回读《爸爸爸》、《棋王》

等作品的原因 , 而那些对“寻根”的不同评价———最近有批评家试图把一些作品从“寻根”中“解放”出来———也反证了它

有着大于话题本身的阐释空间。

同时 , “寻根”也是理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一个重要通道。毕竟 , 在当时的语境中 , “寻根”是一次重要的文学

自觉 , “寻根”的提出及其反应携带了足量的历史符码。因此 , 在我们商谈和韩少功先生对话的提纲时 , 把重点放在了“寻

根”上。有此设想 , 并不是没有考虑到它被提出时的临时性和语境化特征 , 而是希望请韩少功———既是主要的当事人也

是一位尊重自身经验又有很强反思能力的作家和思想者———充分打开这个似乎已经被固化的概念 , 进而深入到那段原

本鲜活的历史中。

有意思的是 , 在和韩少功对话的过程中 , 他似乎并不愿意去讲述一些有意味的历史细节 , 还私下里对目前一些有

关八十年代的访谈中“明星化和八卦化”倾向做出了批评。结果 , 我们的对话成了一场小小的“辩论”。这也未尝不是一件

好事 : 在进入历史之前确实需要首先辨析所操持的概念 , 特别要把那些看上去过于清晰分明的东西搅乱 , 可能才会最大

程度地尊重和“还原”历史最初的样貌。正如韩少功在对话中提醒的 : “理论总是把现实适度简化的 , 但千万别太当真。”

文学史中的“寻根”

时 间: 2007年4—5月

地 点: 海口·北京

人 物: 韩少功( 作家)

李建立(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韩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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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 作为读者 , 我对“寻根文学”可能有一些和您不同

的看法, 会把话题局限在我感兴趣的范围之内, 鉴于此,

您完全可以借题发挥或另起话头。

韩少功: 不必客气, 我们开始吧。

一、“寻根”面对的历史课题

李建立 :“新时期”之初的很多作家都是在十年“文

革”的最后几年起步的, 您也是其中之一。如果不是“文

革”结束 , 这一时期恐怕是你们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的阶

段, 您的《西望茅草地》、《风吹唢呐声》能成为当时的“名

作”应该和之前的这段写作经历有关。尽管您后来的作

品尝试了多种新的技法 , 特别是在文体方面的贡献有目

共睹, 可我常常能感受到您在写作中的朴素与节制。在

我看来 , 1985年之后, 甚至今天 , 在一些和您年龄差不多

至今仍很重要的作家那里 , 这差不多可以看做是一个写

作上的“美德”。这和您曾经受过的“现实主义”训练———

比如对“现实”的态度、写作技巧等———有关系吗? 这种

训练对您后来的写作有影响吗? 您怎么看待和处理这种

影响?

韩少功: 写实有点像美术中的素描, 书法中的正楷,

体育中的田径 , 不光是所谓现实主义作家需要它 , 其他

风格的作家也离不开它。毕加索后期的作品很怪异, 很

写意, 但你看他的雕塑 , 就知道他写实功夫很扎实。《西

游记》是中国古代浪漫神话的高峰 , 但作者写猴态, 写猪

态 , 惟妙惟肖 , 线条准确 , 造型力极强 , 没有严格的写实

训练不可能做到这样。总的来说, 我不把写实看作某个

主义或流派的专利 , 应该说 , 它是所有作家的基础课和

公共课, 是每一个成功作品的必要内功。即便我尝试过

一些写意的作品, 运用过空白、神幻、虚拟、错接等手法 ,

以便表达一些特别的感受, 但这决不等于玩虚活。一般

来说, 即使一个作家战略上写意, 战术也必须写实。不管

什么感受都需要准确表达 , 需要逼真描写 , 这就是写实

的广义性运用。

李建立: 我父亲是农民 , 年龄要比知青那一代人大

一些, 他告诉我的知青形象和我后来在知青文学中的不

大一样, 比如他会认为知青是有文化、有见识、有些奢侈

品的, 同时也是捣乱、闹事、高傲和爱出风头的。我提起

他的说法并不是要质疑知青作家对知青的描述 , 有这样

的差别和观察角度、判别标准有关。您也有过插队的经

历, 也极大地影响了您的小说写作, 恐怕到今天, 插队还

是您相当重要的写作资源。能大致讲一些您插队前后的

心情和生活吗? 在知青文学中, 插队或悲壮、或痛苦、或

歉疚的 , 寻根作为知青经验的重新叙述 , 尽管常被颂赞

对后者的提升 , 不过 , 是不是很多知青文学中那些与插

队地区的复杂关联———不管有多少意识形态的因素也

不能完全遮盖其真切性和实在感———也被“寻根”中跨

越时空的讲述遮掩住, 而进入了一种“无根”的状态?

韩少功 :“寻根”并不完全是对知青经验的重新叙

述。汪曾祺是赞成“寻根”的, 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寻根”

作家, 但他与知青经验毫无关系。张抗抗、梁晓声、史铁

生、北岛等重要知青作家 , 通常也不被人们划入“寻根”

之列。所以“寻根”与知青之间没有固定联系。“寻根”讨

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 而这个东西可以

表现在城市 , 也可以表现在乡村 , 只是一些有乡村经验

的作家在写作时顺手利用了某些熟悉素材, 如此而已。

“寻根”也不是当时所有文学问题的全部, 只是当时作家

们讨论的诸多问题之一, 其要点是在政治视角之外再展

开一个文化视角, 在西方文化坐标之外再设置一个本土

文化坐标。很明显, 做这件事的不光是几个知青作家。陆

文夫、林斤澜、李陀等作家在与我交谈时, 都对这种讨论

非常感兴趣, 甚至热情投入。据我后来知道, 在我的《文

学的根》发表前一个月 , 广西有一家文学杂志发表过文

章, 提出要研究和发掘百越文化传统。可见这在当时是

很多人共同的想法。

知青多种多样, 正如个体户、警察、医生都是多种多

样, 文学并不会提供标准和通用的叙事。我是1968年底

下乡当知青的 , 在湖南省汨罗县待了六年 , 后来又在该

县文化馆待了四年。正像你说的, 有些知青和农民都认

为知青“有文化”, 认为都市里的新文化或舶来文化才是

文化, 这刚好是我反对的。有些知青因此而自傲, 有些农

民因此而自卑, 这些也正是我为之可惜的。很多农民懂

中草药 , 知青懂吗? 很多农民了解最底层的国情 , 办事

依“老礼”或者“老理”, 还熟悉一些传统艺术 , 知青行不

行? ⋯⋯中国有漫长的农耕史, 是一个巨大的农业国, 包

括农耕文明在内的各种本土文化资源, 需要我们尊重,

需要我们仔细清理, 包括必要的继承、批判以及再造。

当然 , 你也可以从别的角度谈“寻根”, 比方说生活

是“根”, 人性是“根”, 底层是“根”等等。但那是另外一些

话题, 需要我们重新约定概念, 另找机会再谈。比如你说

知青作家不写知青故事就是“无根”, 那是在另一种语义

约定之下才能展开的说法, 可以另作讨论。

李建立: 或许是体例所限 , 文学史常常会采用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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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的叙述脉络, 这就使得那些和某个文学思潮有关的

作家, 常常被非常简省地和某些文学技巧与价值观念联

系在一起加以解释。“寻根小说”也不例外。“魔幻现实主

义”的“启蒙”几乎成了很多人进入“寻根小说”的必经之

道。这有一定的道理,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很多人把“寻

根文学”和之后的“先锋小说”连缀或分开。这看上去是

把“寻根小说”置于了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按照那

种进化式的文学史叙述模式, 先锋小说是八十年代文学

的“高潮”———但也可能因此过分地强调了“寻根小说”

与之前文学的区别, 而使后来者很难真正进入和理解那

段历史。尤其是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 由于拥有了“先

锋文学”这样一个制高点 , 人们开始通过贬损七八十年

代之交的文学———包括“伤痕”、“反思”和“改革”等———

来夸耀文学的“进步”( 比如通过定义“新时期文学”的下

限来宣布其“终结”) 。我在阅读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时,

觉得并不如文学史描述的那样几种文学思潮清晰分明

或此起彼伏。请您从一个当事人的角度简洁描述一下这

几种文学思潮在八十年代初期的存在样态。

韩少功: 我在八十年代写过一篇《好作品主义》的文

章, 可能刚好回应了你的看法。我的意思是: 我拥护各种

主义名下的好作品而反对各种主义名下的坏作品, 因为

在每一种风格、样式、观念的文学潮流中 , 都是鱼龙混

杂, 而且严格地说起来, 都是优少劣多。更进一步说, 划

流派, 谈主义, 都只是认识和讨论的一种方便 , 是批评者

们情不得已时的一种简化。简化有时候也需要, 理论总

是把现实适度简化的, 但千万别太当真。因为在具体作

家和作品那里 , 虽然各有特色和侧重 , 但往往是你中有

我 , 我中有你 , 绝不是彼此绝缘 , 也没有绝对纯种。“寻

根”就不能“先锋”?“先锋”就不能“伤痕”?“伤痕”就不能

“改革”? ⋯⋯只有最懒惰的书生才会把标签当饭吃 , 脱

离具体作品来折腾各种主义。

我当时写那篇文章 , 就是给新锐作家朋友们提个

醒: 创新并不是一切, 写好才是根本, 因此我们不要轻率

诋毁前人。

李建立: 如果重新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不

是坚守所谓的“文学与政治离婚”———可以发现, 除了那

些简单赞颂主流意识形态或肤浅反思的作品, 在八十年

代初期还是有相当多的作品很严肃地“介入”了现实。即

使是当时被评价甚低的“改革小说”, 也有不少非常认真

地面对社会中出现的问题的, 因为“改革”不仅是上层的

政策导向, 也是自下而上的热烈期望。而在这个时候 ,

“寻根小说”一头转向了与“现实”距离较远的“文化”。这

是一种深度的“介入”, 还是感受到了某种压力之后的不

得已而为之? 当然, 后来的文学批评通过在《爸爸爸》这

样的作品中读出“改造国民性”的主题 , 把“寻根”看成是

“反思”的“深化”。有这样的解读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不

同时期的批评者常常在具体文本中各取所需。对此, 您

也多次说过尊重这种读法, 但言下之意似乎不大满意这

样的阐释, 到底您怎么理解“寻根”和“丙崽”在那样一个

语境中出现的意义? 到底想解决怎样的历史课题? 您可以

较为详细地描述一下写这篇文章和《爸爸爸》时的情景。

韩少功: 要我开出一个《爸爸爸》的产品配方 , 我也

会感到为难。因为写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动用了自己对

政治的感受 , 也动用了自己对文化和历史的感受 , 而且

这些感受在多大程度上能传达到读者那里 , 我并不知

道, 毫无把握。这个作品里当然有尖锐的批判, 但也有同

情甚至赞美。对美丽自然、质朴民风、顽强的生命力, 包

括老人们在危机时舍己为人的自杀等等, 我都是心存感

动的。各种复杂甚至自我对抗的心绪扭结在一起, 就形

成了这样一个作品。按照接受美学的理论, 它在读者那

里肯定会有不同的读解 , 会形成不同的复数《爸爸爸》,

这没有关系, 完全正常。作者的解释权从来不能剥夺读

者的解释权。

这些不同的读解都会对现实有所“介入”, 则是确定

无疑。只是“介入”有不同方式, 就像打仗, 有短刀, 也有

长枪, 有正面进攻, 也有侧翼包抄, 功能是不一样的。你

说《官场现形记》是对现实的“介入”,《红楼梦》和《西游

记》就不是对现实的“介入”? 田园诗和爱情诗就不是对

现实的“介入“? 至于你说“不得已而为之”, 我可以明确

地告诉你: 不是。我从不把小说当政治性的黑话和暗示。

如果我有什么在中国不能说的话, 完全可以拿到境外去

说 , 至少能化了名在境外去说 , 犯得着来绕这么大的圈

子? 我有多次移居国外的机会, 但我不觉得一旦移居国

外《爸爸爸》就会写成另外的样子。

李建立 : 被视为“寻根文学”宣言的《文学的“根”》,

非常真切地表达了“文革”之后的那种相当严重 的“现

代”焦虑。举一个小例子 , 您在担忧“模仿翻译作品来建

立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流派’”之后 , 又马上援引了“外

国优秀作家与某民族传统文化的复杂联系”的材料来论

说传统的必要性。其中的关联隐晦地表达了一种“两

难”: 一是对“外国”经验适用性的怀疑; 再者是在当时的

语境中( 至少在您预期的读者那里) , 解说文学需要“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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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时, 拿“外国”作为范例确实更能让人信服。如果再考

虑到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些热情的响应, 那这种焦虑就恐

怕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了———其实也应该包括那些

批评者, 他们可能只是不满意您所开出的药方而已。请

您大致描述一下这种焦虑的原因和范围。

韩少功: 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到贾平凹、李杭育、乌热

尔图、陈建功、王安忆等作家 , 并不是只引 西方作家为

例。不知你为何得出一个我只拿西方作家说事的印象。

另外一个问题: 提倡“寻根“是否就意味着怀疑外国经验

的适用性? 恐怕只是怀疑唯西方是从的洋教条态度吧?

就像我们一说不要迷信市场, 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今后

不能再谈市场? 一谈市场就是心口不一自食其言自乱阵

脚? 就在我的《文学的根》发表时, 我正在武汉大学英文

系进修英文, 并开始了后来的某些翻译, 包括翻译小说、

散文以及理论, 以便更好地向其他民族的文化学习。这

有什么矛盾吗? 算得上什么“两难”? 喜欢屈原就不能喜

欢卡夫卡 , 吃过了羊肉泡馍就不能喝可口可乐 , 天下并

没有这种道理。“寻根”是一个现代现象, 是全球化和现

代化所激发的现象, 本身就是多元现代性和动态现代性

的应有之义。就像我们一些生物学家 , 发现某些古老生

命物种的基因优势 , 但如果没有现代基因技术 , 这种发

现是不可能的。你说他们是“先锋”还是“寻根”? 是在向

前看还是向后看? 这里刚好没有什么矛盾, 也没有什么

焦虑, 不过是体现出文明创造的合理机制和自然过程。

要说“根”, 中国的文化传统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根”,

汲收过胡文化也包容过洋文化。要说现代西方, 本身就

是一个有“根”的现代西方, 是从希腊哲学和犹太正教发

展过来的, 是从非洲、亚洲、中东等外来文化影响之下发

展过来的。如果八十年代有人看不到这一点 , 只能证明

他们对自己满心向往的西方知之甚少。他们有何焦虑 ,

我不知道。

二、不同“声音”的意义

李建立: 尽管在这里频繁地用“寻根”来指称一种文

学倾向 , 事实上 , 即使在那些被文学史归为“寻根文学”

的代表作家那里 , 对于“怎么寻根”、“如何寻根”、“如何

看待‘根’”这些问题他们所提供的答案也有不小的差

别。您怎么看待阿城、王安忆、李杭育、贾平凹这些同行

们在当时的工作? 用“寻根”来概括他们的作品时 , 彰显

和遮蔽了什么?

韩少功: 你说得不错, 我一般来说不愿意提什么“寻

根派”和“寻根文学”, 因为被插上标签的这些作家其实

千差万别, 不是一个什么队列方阵。大家各行其是, 瞎子

摸象, 你摸到一条腿, 我摸到一只耳朵, 如此而已。中国

传统文化这只“象”何其大也。文史哲, 儒佛道, 从先秦到

今天, 有贵族也有民间, 有南方也有北方, 有典籍也有习

俗, 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每个人都不能一口吃成个

胖子, 只能从点点滴滴做起。但瞎子摸象与不摸象是不

同的, 多摸两下与少摸两下是不同的。不管怎么说, 这些

作家总算摸起来了 , 虽然程度不等层面不一 , 但推动读

者关注和思考本土文化资源 , 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开

始。我最近看一篇法学家的文章。他说法学界直到前不

久才关注“本土资源”, 像北大法学院长朱苏力先生做的

一系列研究。但他很惊讶 , 文学界早在二十年前就提出

了类似课题。用你的话来说, 这就是二十年前一次重要

的“彰显”。至于有没有“遮蔽”? 当然有, 就像有投照就必

有暗影 , 人的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 , 不过是从一种有限

演进到另一种有限, 因此“寻根”本身就是一个没有终点

的无限过程。有幸的是, 漠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巨大的

世纪性“遮蔽”, 在这一个程中得到了逐步破解。

李建立:《文学的“根”》经常被文学史家引用借以描

述当时的文学状况。但在我看来, 这篇文章引起的反应

尤其是批评需要得到同样的关注。虽然 , 从历史的后发

优势看 , 当时那些激烈的批评者是“保守”的 , 但如果抛

开个人的恩怨和具体的利益纠缠———这些东西在一定

程度上能为理解历史提供一个感性的氛围, 但过于在意

又会使历史变得细节肥大, 从而导致一个索隐派或新历

史主义式的解释———那些批评者只不过是在以对立的

方式表达目标相似的诉求( 如现代化) 。《文学的“根”》所

招致的批评则拉进来两个“历史遗留问题”, 一是如何看

待革命的历史, 二是对“民族主义”倾向的指责。看上去

差别很大, 但这两种批评路向共享着一种异常激烈的和

更远的传统决裂的内在冲动。同时 , 他们又和响应者一

起作为民族和文化建设中相互竞争的声音而关系相当

密切。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复杂性。套用一个学者的

话说, 这些思想论争的最大意义,“与其说提供了解决这

个历史难题的答案, 不如说构成了难题的一部分”。今天

站在一个较远的距离和更为冷静的立场上 , 您怎么评价

当时的那些批评?

韩少功 : 当时一种批评来自左派 , 认为“寻根”是回

到 封 建 主 义 落 后 文 化 , 主 张“ 根 ”只 能 在 延 安( 如 贺 敬

之) 。另一种来自右派, 认为“寻根”是守旧和排外, 是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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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欧美的进步文化( 如刘晓波) 。可以看出, 它们不管立

场如何不同 , 但共同点是你说的 : 要与五千年传统文化

“决裂”。“大破四旧”的革命化主张与“全盘西化”的启蒙

式主张 , 在这一点上结成同盟 , 至上是形成了一种临时

配合。其实这两种立场都体现了急切的现代化冲动, 都

有强烈的西化色彩 , 区别仅仅在于 , 前者代表着从法国

到俄国再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而后者向往的是欧美

现代资本主义模式。应该说,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欧

洲文明这一根藤上结出的两只瓜 , 借用某些学者的习语

来说, 都具有鲜明的“现代性”。中国人要建设现代社会,

当然要对外开放和虚心学习, 包括充分汲收欧洲文明的

各种营养 , 有时适度地破破“四旧”和搞搞“西化”也无

妨。但过于急躁就可能盲目 , 革命和启蒙如果都变成了

洋教条照搬 , 就必然在现实中一再碰壁 , 创新更无从谈

起。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史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 将

来还会多次证明这一点。这是因为: 真正有生命力的文

明不可能简单复制, 只能依据内因外缘等各种条件进行

创造。如果说我们要重视学习, 创造才是最好的学习。

李建立: 可是很快, 准确地说是1986年,“寻根”的热

潮迅速被“先锋小说”所代替, 批评家们从文化的问题一

举跃入“形式”和“叙述的圈套”, 如果再拿拉美“魔幻现

实主义”作一个对照的话, 我们的变化太过草率, 这也使

得在整个八十年代,“寻根文学”、“文化热”、“先锋小说”

等等其实并没有留下多少建设性的东西。尽管这些年很

多人不断地像回顾“革命史”一样留恋八十年代的理想

主义氛围, 但对激情和浪漫之下可能蕴涵的问题并没有

做多么深入的反思。我不是说要如何地指责八十年代 ,

或者干脆站在一个相反的立场上伸张那些被压抑的声

音 , 而是试图思考这样的问题 : 当时对一个现代“主体”

的追寻究竟能留下多少可以供后人借鉴的东西? 特别是

在当时被反复讨论过的问题不断地以新的面目被再次

揪出。当然不是要寻求一劳永逸的解决, 但至少在提问

和回答的方式上不要总是在相似的层次徘徊 , 比如文学

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某种写作技巧的地位问题等等。在

这个意义上 , 您觉得那样一个快速淡出人们视野的“寻

根”有着怎样的意义? 它的实现程度和您最初对这个问题

的预想之间有着多大的落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落差?

韩少功: 我在八十年代就不太愿意过多参与“寻根”

的讨论, 很少写后续文章, 但这种沉默并不表示我放弃。

一场讨论降温 , 也不意味着讨论所指涉的问题从此删

除。如果有人说我的《爸爸爸》是“寻根”之作, 那么后来

的《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是否都属于非“寻

根”之作? 是否它们意味着我终于脱胎换骨弃暗投明? 这

种切香肠式的分类验收, 在我看来十分不妥。在胃病理

论出现以前, 胃病早就存在千百年。在乌托邦主义不再

热门以后, 乌托邦还会存在千百年, 暗中风生水起。我们

也许不能过于关注某些标签, 不能只从有关文学的讨论

来认识文学, 包括认识文学的实际思潮和具体实践, 否

则就只会看到一些表面现象。看看现在哲学、史学、法

学、政治学、建筑学、语言学、教育学、社会管理、伦理教

化、外交理论、舞台艺术等领域内有关“传统”和“本土”

的热烈讨论, 看看从钱穆和陈寅恪到于丹和易中天的大

红大紫 , 这是当年那些反对“寻根”者所想象得到的吗?

这是不是更广义的“寻根”在二十年来悄悄地扩展和深

化? ———虽然这里面同样是鱼龙混杂。与此类似的情况

是: 当八十年代的“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退

潮, 这些西方人文思想就不再在中国发生作用了? 中国

文学就回到六十年代了?

至于你说八十年代没有产生经典传世之作 , 这一点

我大体同意。别说是“寻根”, 就是再益智、再正确、再伟

大的文学观念也不一定自动产生杰作。观念并不是文

学。观念并不能代替修养和才能。中国当代作家在经验

资源和学识资源方面的欠缺, 再加上权力和资本的干扰

作祟, 使我们不能对成绩估计过高。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如果没有作家们在八十年代以来的种种努力, 如果删掉

“寻根”和“先锋”等方面的思考和实践, 中国当代文学是

不是更好看? 是不是更丰富和更深厚? 国外读者和批评

家们并不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 但

他们对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兴趣, 也许并不是统统

犯傻。由此带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大量出口 , 毕竟是史

无前例的。这样, 我们回顾一些往事, 也许需要兼顾前后

左右, 作持平之论。

三、关于《爸爸爸》

李建立 :“寻根”要处理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如何用

“现代”的眼光去重新读解“传统”。在文学史讲述这样一

个故事时, 往往会忽略了与之同时出现的一些同样处理

“现代/ 传统”关系的文本———比如在后几届全国优秀短

篇小说获奖作品中的那些用“现代文明”来改造仍然“革

命”或“封建”的农村的小说。如果用九十年代一个影响

极大的观点———把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和启蒙主义立场

都看作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来看这种忽略的话,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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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启蒙主义一直想把自身和马克思主义区分乃至对立

起来。如果深入文本的细部, 比如《爸爸爸》, 会发现这两

种文本还是有着不小的区分, 至少我在《爸爸爸》里读到

的更多是对文化尤其是那种未被现代社会命名的边缘

文化的敬畏 , 在小说里 , 一直可以感受到一个外来者的

屏气凝神 , 而不是那些把“现代/ 传统”绝然地对立之后

的真理在握或引领前进。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不同

意把八十年代整体化的思路, 尽管我承认这种分析方式

有很大的启发性。舍此以外 , 我觉得它无助于我们认识

八十年代历史和文学的复杂性, 您认为当时那些启蒙主

义( 或“新启蒙”) 的努力和马克思主义( 或“思想解放”)

之间构成了一种怎样的关系? 它们之间的区分重要吗?

韩少功: 一切区别都是重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如

果说有可取之处 , 就是特别敏感差异 , 造就了一批差异

检查专家。你说的“新启蒙”和“马克思主义”, 先不谈这

种命名是否合适 , 仅就很多人的语境默契来说 , 它们在

八十年代以来形成了有同有异的关系。比方说在进步史

观方面, 在科学主义方面, 他们是本家兄弟。但就发展模

式和利益背景来说 , 它们又彼此掐架 , 比方前者更重视

自由, 后者更重视公平。但这都只是理论层面的说法, 一

拿到具体实践中来说, 情况就复杂得多了。有些人打着

马克思主义的旗号, 但是否真正地关心过公平? 恐怕只

关心一己之特权吧? 有些人打着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

旗号, 但是否真正关心过弱者的人道和自由? ⋯⋯所以

我说过 , 我并不特别关心理论 , 只关心理论对现实的解

释, 而大词常常妨碍和损耗这种解释力。在可能的情况

下, 我们最好慎用大词, 多研究具体问题。我常常建议文

科同行不光要学西方文学理论, 还要注意中国传统的那

些文论、诗话、词话, 注意那种微观诊断方法。这就像医

生看病, 不能一看见感冒就给康泰克, 要注意不同年龄、

季节、职业、地域、体质的感冒是很不同的。

李建立: 从《爸爸爸》发表以来 , 就出现了很多种解

读方式。其中的一个声音是嘲笑“寻根文学”寻来寻去却

找到一个“祸根”, 他们最重要的依据就是您曾经描述过

的楚文化的绚丽与《爸爸爸》中的反差。有学者最近对这

个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他将这篇小说放置在“文革”后

的“鲁迅热”和“沈从文热”中, 从对小说文本和批评文本

的细读中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如果说‘寻根’

作家拒绝了鲁迅而选择了沈从文, 而韩少功则站在了鲁

迅和沈从文中间。”不过, 他似乎并不认为由此可能带来

的文本内涵的繁复是件好事。他说,“韩少功把‘现代’和

‘寻根’两件事都做拧了 , 做别扭了 , 变成了一个四不像

的东西。他把几乎是南辕北辙的两个文学文本人为地嫁

接、叠加和强扭成一个文本, 实际让人看出,《爸爸爸》在

‘改造国民性’与‘文化寻根’这两个文学创作和精神向

度的预定目标上似乎都不太到位”。他把问题归结于您

的理论家气质对写作的损害。不知您怎么看?

韩少功 : 问题也许还可以这样问 : 由一个没有理论

兴趣的作家来写《爸爸爸》, 是不是一定写得更好? 全国

有成百上千不喜欢理论甚至厌恶理论的作家, 是不是都

写出了很棒的小说? 鲁迅是思想家, 钱钟书是理论家, 但

他们的小说是不是就很失败? 可以看出, 理论兴趣对于

作家来说, 是载舟覆舟的关系, 关键看你自己怎么把握。

如果我的小说没写好 , 是我功力不逮 , 与理论搭不上什

么关系。《爸爸爸》确实不是一个我满意的作品, 但它的

要害之处可能不是什么“四不像”, 因为在我的词汇里 ,

“四不像”不是什么贬词,“不伦不类”和“自我矛盾”等等

也不是贬词。雨果又保皇又革命, 就是不伦不类的。苏轼

又入世又出世, 就是自我矛盾的。至于写得像张三或李

四, 听起来倒是骂人。你要是说莫言像马尔克斯, 说王安

忆像张爱玲 , 我想他们也不会高兴 , 肯定不觉得自己受

到了赞扬。

李建立: 一个好玩的想法 : 我在读《马桥词典》时突

然生出了这样一个念头———完全可以把《爸爸爸》作为

一个较长的词条编入其中。不过, 这样一来, 那些附着在

这些作品上的评论就一下子被当做一些随机的和语境

化的东西被剥离了 , 对批评家来说 , 肯定是一件颇为尴

尬的事情, 特别是批评家对《爸爸爸》的“国民劣根性”情

结。但这也是可解的 , 毕竟这些文字的背后站着同一个

人, 是不是可以大胆的认为您其实一直在写一本书 , 像

诗人们所说的一生都在写一首诗那样? 您能想象一下这

本书的面貌吗? 我想这不仅牵涉到您对文学的看法, 也

是您对自己工作和生活的期许?

韩少功: 桃树上结不出西瓜, 鸡蛋里长不出大象。作

家会有变化 , 但就他们的主要作品而言 , 肯定有一种延

续性和大致统一的气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说作家们

终生都是写一本书, 未尝不可。不过有的作家活动半径

大, 有的作家活动半径小, 在的作家机动性能强, 有的作

家机动性能弱, 这样一来, 有的书会博杂一些, 有的书会

单纯一些。我进入文学写作已经三十多年, 只缘身在此

山中, 不识此山真面目。这本书是一本怎样的破书, 恐怕

外人看得更清楚, 还是由他们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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