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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魔 
论高行健的‚没有主义‛与‚毛体‛ 

 
 

許維賢1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论文摘要 

 

王德威曾把夏志清的 Obsession with China（丁福祥和潘铭燊译成“感时忧国”，本文

重译成“对中国着魔”）与詹明信的 National allegory （‘民族寓言’）论相提并论，批评

詹明信的理论自谓激进，其实泄露了再现论的谜思，比诸夏志清的“对中国着魔”论，并未见有

真正突破。王德威指出夏志清至少指出“对中国着魔”的缺点-如笔锋粗糙、缺乏‘象征’密度，

但这些作品往往却被詹明信的民族寓言视之为歌颂对象。高行健的小说笔锋也相当粗糙，甚至亦

缺乏‘象征’密度。本文从弗洛伊德对“着魔官能症”（Obsessional Neurosis）的论述，探析

高行健作品中的“毛体”—从毛泽东的遗体到毛话语，如何渗透和穿透高行健的文体—从“没有

主义”的论述到其小说。高过于简单地把毛话语的暴力和个人一切欲望的受挫紧紧连锁成因果关

系，这些关于个人利比多与民族政治角力的文本，往往指向一种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的民间文化

和社会形态持续遭受现代性冲击的寓言。高在小说里总是情不自禁直接把自己揪到作品前发出宣

言，这不过是另外一种“文以载道”。总体小说实践倾向于“民族寓言”，但其小说美学却对

“国家神话”和中国民族主义恨之入骨。本文把这种始终摇摆在背离“对中国着魔”和“民族寓

言”之间的间隙状态称之为“精神着魔‘中国’”。高无法超越他爱恨的逃亡对象，而精神着魔

召唤的对象不过是在“中国”或“毛泽东”或“女人”这三大能指之间不断互相置换和错位而已。 

 

关键词：高行健、着魔、民族寓言、毛泽东、毛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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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ssion: 
On Gao Xingjian's "Without Isms" and "Maoist Style" 

 
 

 

ABSTRACT 

 

David Der-wei Wang has ever held C.T. Hsia's "Obsession with China" comparable to Fredric 

Jameson's "national allegory," and made the critical comment that despite the self-asserted 

radicalism in his theory, Jameson has actually exposed the myth of representation theory. 

Jameson's  theory doesn't show any genuine breakthrough when compared with C. T. Hsia's 

"Obsession with China." Wang pointed out that Hsia was at least able to name various 

shortcomings in "Obsession with China," such as rough and loose symbolism. However, works 

like that have been always taken by Jameson as the national allegory and meant to be praised. 

The style of Gao Xingjian's novels is also quite rough and even loose in symbolism. This article 

tries to approach the "Maoist style"—from Mao Zedong's remains to Mao's words—in Gao's 

literary works in the light of Freud's discourse on obsessional neurosis, and analyze how it 

infiltrates and penetrates Gao Xingjian's literary style—from his discourse "Without Isms" to 

his novels. Gao is so ready to causally link up the violence of Mao's words with any obstructed 

desire of a person. All the texts about the struggle of personal libido against national politics 

always allude to an allegory of the folk culture and social formation of China as a third-world 

country subject to the continuous impact of modernity. In his novels, Gao is always unable to 

restrain himself from inserting himself directly into the front stage of his works to make 

statements. It's nothing but another kind of "writings serving purpose of truth."  The overall 

practice of his novels is oriented towards being "national allegory," while the aesthetics of his 

novels bears such a grudge against "national myth"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This state of 

constant oscillation in the gap between the betrayal of "Obsession with China" and "national 

allegory" is called "spiritual obsession with 'China'" in this article. As Gao is unable to surpass 

the object that his love and hatred try to escape from, his spiritual obsession is just caught up in 

the displaced and misplaced play among the three major signifiers: "China," "Mao Zedong," and 

"woman." 

 

Key Words:  

Gao Xingjian; Obsession; National Allegory; Mao Zedong; Maoist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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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中国着魔‛，抑或‚民族寓言‛？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以“Obsession with China”来概括五四现代文学（1917-

1949）有异于古代文学和 1949 年以后中共文学的一个特质，那就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道义上

的使命感” 和洋溢着“爱国的热情”
2
。夏志清意识到中国和西方对“现代文学”的定义几乎是

纯然相反的，中国现代文学恰恰包含了对现代化科学和国家富强的追求，而这却是西方现代文学

所厌倦和怀疑的东西。这“Obsession with China”导致中国现代文学自外于世界性的窘境，最

后使到中国作家的作品无法在世界文学的主流中占一席位： 

现代的中国作家，不像杜思妥也夫斯基、康拉德、托尔斯泰和托马斯曼那样，热切

去探索现代文明的病源，但他们对中国的问题着魔（obsessed），无情地刻划国

内的黑暗和腐败。表面看来，他们同样注视人的精神面貌。但英、美、法、德和部

分苏联的作家，把国家的病态，拟为现代世界的病态；而中国的作家，则视中国的

困境，为独特的现象，不能和他国相提并论。他们与现代西方作家当然也有同一的

感慨，不是失望的叹息，便是厌恶的流露；但中国作家的展望，从不逾越中国的范

畴......假设他们能独具慧眼，以无比的勇气，把中国的困窘，喻为现代人的病态，

则他们的作品，或许能在现代文学的主流中，占一席地位。但他们不敢这样做，因

为这样做会把他们改善中国民生、重建人的尊严的希望完全打破了。这种‘姑息’的

心理，慢慢变质，流为一种狭窄的爱国主义。
3
 

 

从上述引文，夏志清已一针见血指出“Obsession with China”对中国作家的负面影响。

夏志清以精神分析理论常用的“Obsession”来形容五四作家的爱国精神，这已暗藏把这种爱国

精神进行病理化的动机
4
。“Obsession”一词于十八世纪在西方开始被病理化，“Obsession”

的行为本身开始被视为“怪异、古怪或着魔，在很短的时间内，它被二分成两类平行的活动，一

类是行为方式；另一类则是对此行为方式的研究，‘Obsession’开始成为一种疾病，而对

‘Obsession’的研究则成为一种专业。在此二分的过程中，它尤其明显在精神病理学和神经学

的医学领域中各自发展成行„„”5 

丁福祥和潘铭燊当年翻译<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以“感时忧国”翻译

“Obsession with China”。“感时忧国”在中文语境上，听起来比较倾向于正面，虽然夏志清

的原意未必如此。因此，本文选择以“对中国着魔”直译 Obsession with China，为了凸显中

国作家对“中国”作为一种“民族”（nation）近乎“着魔”的渴望和崇拜心理，当它变成一种

集体无意识，以一种“民族主义精神”的外壳一直延烧到新时期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高行健的

                                                           
2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第459页。译文以下皆参照原文，凡原文出现

Obsession之处，均在译文修正。原文参见C.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3rd Edi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533-534. 
3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第461页。原文参见C.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3rd Edition(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36. 
4
 有关“Obsession” 与弗洛伊德如何作为通向精神分析的门径，参见Davis,Lennard, Obsession: A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pp. 125-143. 
5
 Davis,Lennard, Obsession: A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p. 10. 



4 | P a g e  

 

“冷的文学”表面上是对这股民族主义烈火的降温，但究其政治姿态而言还是延续五四一代知识

分子那种强烈的“对中国着魔”的“道义上的使命感”，不同在于高行健的“对中国着魔” 却

是一种驱除“爱国的热情”的反高潮。“中国”在此对他潜意识而言不是作为总体的“民族”概

念，而是毛泽东一人的巨大阴影笼罩的土地。 

本文有意从弗洛伊德对“着魔官能症”（Obsessional Neurosis，又译“强迫官能症”）

的论述（详后），探析高行健作品中的“毛体”—从毛泽东的遗体到毛话语，如何渗透和穿透高

行健的文体—从“没有主义”的论述到其小说。如果高行健的写作对今天的中国人还有什么现实

意义，不过就是召唤中国人走出毛泽东的巨大阴影。《一个人的圣经》第 53 章，作者化做第三

人称“他”，回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灵堂，对着“毛体”：一副“据说可以防氢弹和九级

地震刚落成的陵墓里”6的“遗体”痛诉： 

可说真是个超人，您主宰中国成功了，幽灵至今仍然笼罩十多亿中国人，影响之大

甚至遍及世界，这也不必否认。您可以随意扼杀人，这就是他要说的，但不可以要

一个人非说您的话不可，这就是他想要告诉毛的。他还想说，历史可以淡忘，而他

当时不得不说毛规定的话，因此，他对毛的这种个人的憎恶却无法消除。之后，他

对自己说，只要毛还作为领袖、帝王、上帝供奉的时候，那国家他再也不会回去。
7

（按：黑体为笔者所加） 

 作者一连两次以尊称“您”称呼“毛体”（遗体），另一方面却又表示他对毛的“憎

恶”，这种“又爱又恨”的精神心理状态，配合全书数章“你”一面在香港和一位“德国白妞”

放肆做爱，一面追忆彼岸中国过去失去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生活状态，正契合“着魔” 的三大

主题：激进、性欲和亵渎8，让全书明显贯穿着一种以性爱的救赎来亵渎毛话语的“政治使命”

策略。换言之，高把毛话语的历史暴力和小说主角一切欲望的受挫紧紧连锁成因果关系。这些关

于个人利比多与民族政治角力的文本，亦出现在《灵山》主人公与众多女孩发生关系的叙事中，

这些沿途纯朴的女孩被作为中国民间文化的本真再现，正遭受着现代性国家机器的渗透和威胁，

唯有主人公不断远离国家权力中心的漫游活动，在路上和众多女孩一一邂逅和做爱的重复叙事，

才足以让一个本真（authenticity）的中国-即“灵山”的追寻踪迹得以展开和延续下去。这一切

恰好指向一种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的民间文化和社会形态持续遭受现代性冲击的痛诉寓言，詹明

信称之为“民族寓言”：“第三世界文化中的寓言性质，讲述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时最

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的经验的艰难叙述。”9 

王德威在<重读中国现代小说史>把夏志清的“对中国着魔”与詹明信的“民族寓言”

（national allegory）相提并论，批评“詹明信的理论自谓激进，其实泄露了再现论的谜思”
10
，

比诸夏志清的“对中国着魔”论，并“未见有真正突破”11。王德威指出夏志清至少指出“对中

                                                           
6 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第400页。 
7 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 第400-401页。 
8
 Stanley J. Rachman, The Treatment of Obsess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p. 5 

9
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詹明信：《马克思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香港：牛津大

学出版社，1996 年)，页 112。原文参见 Fredric Jameson ,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No. 15 (Autumn, 1986), pp. 85-86. 
10

 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香港中文

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xxiii；原文参见David Der-wei Wang, “Introduction”,C.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3rd Edition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xxiii. 
11
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xxiii；David Der-wei Wang, “Introduction”,p. x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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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着魔”的缺点-如笔锋粗糙、缺乏‘象征’密度，但这些作品往往却被詹明信的民族寓言论视

之为歌颂对象12。高行健的小说笔锋也相当粗糙，甚至亦缺乏‘象征’密度，人物的刻画相当平

面，他的文学语言被批评“过于理性”
13
。如果问题关键仅仅在于“对中国着魔”，或者我们反

过来暂且接受“民族寓言”理论对第三世界作家生存状态持着一种同情的“理解”—即詹明信所

谓的“第三世界的文化和物质条件不具备西方文化中的心理主义和主观投射。”
14
第三世界作家

每日要应对的是第一世界帝国主义无所不在的压迫，无暇进行文字炼金术的实验；但高行健离开

中国已经超过二十年，也早已成为法国公民，他个人的文化和物质条件早已达到第一世界公民的

文化和物质水平。照理这些笔锋粗糙、技术问题和环境客观因素可以渐渐克服过来，摆脱“伤痕、

反思文学控诉毛的体制，却每每透露着毛的尸气”
15
的局限。为什么却不？本文有意探个究竟。 

从这方面来看，高行健的小说实践何尝不能视之为“民族寓言”？可是其小说美学却对

“国家神话”和中国民族主义恨之入骨。高在一篇取名为《个人的声音》的论文里认为中国知识

分子“对人权特别是对思想自由的确认所以来得这么艰难，正因为爱国主义这沉重的包袱在中国

知识分子身上压得太重。”16，他进一步表述：“中国知识分子反抗封建伦理和官僚政权时勇不

可挡，可面对国家神话这么一种现代迷信却束手无策，原因便在于这种迷信来源于一个民族集体

的潜意识，较之伦理的形态更根深蒂固，它诉诸个体对集体的畏惧......个人面对的仿佛不再是

若干掌权者，而是整个国家，或是那个抽象的集体意志，并且赋以民族或人民的名义。”
17
因此

高呼吁“破除国家的现代神话......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18
高提出的解决方案，即是

“没有主义”。 

 

2.‚没有主义‛？ 

这一代的中国中生代作家，绝大部分都曾经像高行健那样，多年经历了极左政治思潮的洗

礼或洗劫，被持抱着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家套上各种主义的帽子和标签，在艺术创作道路上饱受冲

击，辗转浮沉。1987 年，高行健摆脱所有牵绊，远走西欧，开始他余生的艺术旅程。如果说早

期高行健的现代主义创作尚处在王德威所谓的“每每浅尝辄止，笔下流露习作气息”
19
，照理说

当他远走海外，在挣脱体制曾施予他的束缚之后，其现代主义的探索必然会向前跨度展开，但高

行健在国外却喊出“没有主义”的口号，宣称自己“什么主义也没有”，看似连现代主义都没有，

即他所谓的“没有主义”： 

 

我之所谓没有主义，没有，可作为动词，主义，则算为名词，也即无名。倘将这没

有主义作为动宾结构，或一个短语“无主义”，也未尝不可。但译作名词的话，没有

                                                           
12
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xxiii；David Der-wei Wang, “Introduction”,p. xxiii 

13
 张柠：《高行健论：一个时代的病案》，《当代》，第161期，2001年1月1日，第126页。 

14
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詹明信：《马克思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112。原文参见Fredric Jameson ,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No. 15 (Autumn, 1986), p. 85. 
15
王德威：《没有（现代）主义：谈《给我老爷买鱼竿》及其他》，《联合文学》，第196期，2001年2月号，第73

页。 
16

 高行健：《没有主义》（香港：天地出版社，2000年），第91页。 
17
 高行健：《没有主义》，第91-92页。 

18
 高行健：《没有主义》，第91-92页。 

19
 王德威：《没有（现代）主义：谈《给我老爷买鱼竿》及其他》，《联合文学》，第196期，2001年2月号，第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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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有可能理解为也是一种主义，比如虚无主义，似乎不妥。没有主义把没有作为

前提，而不是把虚无作为前提，也即没有前提，自然也就没有结论，什么主义也没

有。
20 

 

高喊出的“没有主义”让人联想到一代学者胡适当年在五四运动-西学东渐进行得如火如荼

的当儿就发出“多提问题，少谈主义”的呼吁21 ： 

 

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

却去高谈社会主义......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

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

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子了。
22
 

 

当年胡适这些忧心忡忡的警告显然预先告示了中国接下来极左激进主义政治运动的蔓延，

高行健是在经历了一场近乎半个世纪的革命浩劫后喊出胡适当年的感慨，所不同胡适的是，高行

健的“没有主义”强烈流露出一种对各种主义的幻灭感和厌倦感，是他针对大半个世纪以来以主

义为主导的中国政治和文化形态所提出的一项不信任动议： 

 

没有主义，不做任何空想的社会或社会理想的美梦，况且这类乌托邦也已被现实一

个个碰得粉碎，没有必要再编造一个关于明天的谎言。
23
 

 

当年胡适倡议的“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他对待主义的态度是务实的，

其参照的理论资源还是他导师杜威的那套“科学实用主义”。但高行健是全盘对各种主义持否定

的态度，他自身排除了任何主义将会对“没有主义”的收编，他说： 

 

没有主义，不是经验主义......也不是实用主义.......也非个人主义......又非相对主义，

也不是虚无主义，也非折衷主义，也非唯我主义，也非专断主义.....不等于无政府

主义......不隶属于任何主义，也包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24 

 

这种对各种主义持全盘的否定正是“没有主义”的基本核心观念。他全盘否定了一切社会

政治伦理观念和理论加诸在艺术本体上的枷锁，换言之高行健是以“没有主义”的一系列否定词

汇来维护现代主义艺术的自律性原则。 

 

                                                           
20

 高行健：《没有主义》(香港：天地出版社，2000年)，第1页。 
21
谢谢匿名评审的提醒，胡适的“多提问题，少谈主义”和高行健的“没有主义”，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同时代背景语

境下的差异，具体的差异有待考察。 
22

 胡适：《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参见《胡适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

26-28页。 
23
高行健：《没有主义》，第3页。 

24高行健：《没有主义》，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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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从来不否认西方现当代文学对他的刺激远大于中国文学
25
，他不只一次感慨表示，他

在离开中国后所得到的创作自由，使他在这近十多年的艺术创作有一番作为和突破，这是他再花

大半辈子的时间呆在国内，也无法达到的
26
；而他也直截了当承认，他在离开中国之前的作品还

不成熟，他把这归咎于官方对创作自由的扼制，使他现代主义的创作时刻步步为营，无法全面获

得展开，例如 90 年代高行健对研究他的英国剑桥大学博士生透露，80 年代他在国内演出《野

人》，他在舞台“展出”传统戏曲的表演手段如唱、念、做、打也是一个“烟幕”，其实那时是

为了避免被政界指责他是一个现代主义者
27
，一直到高行健去了国外，他才敢于坦然把残酷剧场

的理念显明付诸于西方的舞台实验。 

《灵山》的英译者陈顺妍教授就认为目前身在国外的高行健个人独抱“没有主义”不是主

要问题，问题是“‘没有主义’的选择权到今还没有落进每个中国国内作家的手里，‘没有主义’

对艺术表述自由的争取正好暗示出‘没有主义’的文学在中国能否存在依旧是个疑问。”
28
因此

总的来说，我认为高行健提出“没有主义”的意图放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下是非常合理的，这也是

他整个流亡思考中最尖锐的部分，是他针对大半个世纪以来以“主义”挂帅的中国政治意识形态

所提出的强烈抗议。唯可惜的是高行健并没有把这些思考很好地溶合进他的一些创作文本里，他

的《一个人的圣经》第 39 章通篇是对自由的礼赞，这种对自由的追求是很值得肯定的精神
29
，可

惜在高的表述下过于矫情和概念化，常沦为一种浅薄的赞叹： 

自由不是赐予的，也买不来，自由是你自己对生命的意识，这就是生之美妙，你品

尝这点自由，像品味美好的女人性爱带来的快感，难道不是这样？30 

 

 在这里自由和性爱已轻易画上等号，问题不在于这样的表述合不合理，而是这种对自由

的礼赞并没有化成一种深沉的小说语言和象征系统，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感染力说服读者。高对

自由的追求和对“主义”的否定是同时进行的。他给自由下了一个没有上限的范畴，本来也无可

厚非，然而他却给“主义”下了一个非常狭隘的诠释，好像“主义”是束缚“自由”的最大祸首。

殊不知“主义”和“自由”是一体的两面，只谈“自由”不谈“主义”的思考是很难进入一个哲

学的思辨层面，反过来说只谈“主义”不谈“自由”的思维就容易陷入意识形态的窝臼。胡适就

认为： 

一切主义......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为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以作天经地义的信

条......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31 

                                                           
25
高行健：《没有主义》，第14页。 

26
高行健：《没有主义》，第102页。 

27
 Quah Sy Ren, The Theatre of  Gao Xingjian: Experimentation withi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owards New Mode of 

Representation,  Ph.D thesi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9), p. 46.非常感谢作者提供其博士论文的电子版，此博

士论文已出版，然而上述引用的资料，不复再见。参见Quah Sy Ren, Gao Xinjian and Transcultural Chinese Theater 

  on        ni e si   of  a ai  i Press,2004), pp. 71-72. 
28 Mabel Lee, "Gao Xingjian on the Issue of Literary Creation for the Modern Writer", in Tam Kwok-kan,   ed., Soul of Chaos: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Gao Xingjian, 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7. 
29

 一如匿名评审指出，高行健的精神世界和文学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不能被简化。高行健契而不舍追求自由的精神让

人喝彩，此理想在高的文学世界，固然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贯彻，然而究其“文学性”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30
 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第303页。 

31
 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收录在《问题与主义》，《胡适文存》第一集(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73年)， 第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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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的“没有主义”却否定了对论证和研究各种主义的必要，否定了一切社会政治伦理

观念以及各种主义施予艺术自身的要求。高全力主张“没有主义”，他的“没有主义”和胡适的

“多提问题，少谈主义”所诉求的内容大同小异，但就对“主义”的理解和危害，胡适当年的周

全思考反能看到高行健“没有主义”的盲点： 

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

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

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

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
32
 

 

高对“主义”的理解陈述经常停留在各种抽象的名词，尤其缺乏思辨。他常常并没有深入

去探讨这些抽象名字背后的具体主张，就一概加以否定和排斥，更甚的是他常常没有经过艺术的

加工，就把“没有主义”的宣言直接套进他的创作文本，例如《没有主义》一书中《自序》的其

中一段“一个没有主义的人倒更像一个人”33，就被他笔直地套入《一个人的圣经》 ： 

如今，你没有主义。一个没有主义的人倒更像一个人。一条虫或一根草是没有主义

的，你也是条性命，不再受任何主义的戏弄。
34
 

 

虽然高口口声声说“总受到政治和社会挤压的作家自然也有话说，尽可以演说，发宣言，

大可不必都搅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去。”
35
但高正是很喜欢直接把自己揪到作品前发宣言。剧作

《逃亡》中年人的言说也出现这些宣言似的句子： 

个人主义者还是虚无主义者？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什么主义都不是，我也不必去信

奉什么主义。
36 

  

这些文字读来相当粗糙，委实缺少一种艺术感性思维的加工，象征密度等于零，搬上舞

台由演员直接喊出来，就只是简单图解了高强烈的政治态度，但高又偏偏在“冷的文学”主张

“文学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

某种心态的表达，兼至于思考的满足。”37这里不存在着不允许高对自己的政治立场表态，而是

我认为高在创作中的“表态”手法往往还不够艺术化和技术化，创作笔触一旦直面对向政治，涉

及到以故事、人物形象为主导的创作，高的表述就会几乎完全失控。显然高行健念兹在兹的创作

美学常常停留在言说和表述的姿态上，并没有很好地通过艺术形象的转化构筑起一种真正属于本

身的“另一种美学”。从早期的一些“说教”似的现代派实验作品到后期的迹近“宣言式”的

“没有主义”创作，这些创作美学的概念常常没有经过艺术的加工就直接套进他的创作文本里。 

                                                           
32
 胡适：《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胡适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26页。 

33
 高行健：《没有主义》(香港:天地出版社,2000年)，第2页。 

34
 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香港:天地出版社,2000年)，第154页。 

35
高行健：《没有主义》，第20页。 

36
 高行健：《逃亡》，收录在《高行健戏剧六种》(台北:帝教出版社,1995年)，第29-30页。 

37
高行健：《没有主义》，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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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否认高拥有一套明确、深刻和引人省思的创作意图，例如他说《灵山》有意把有别

于中国正统文化的另一番东方精神的隐逸面貌显露出来，他的意图是让人激赏的，但那只是一位

作家的计划或理想的宣言，这种激赏之情不能取代我们本身对该作品的判断，不能成为衡量该作

品的绝对依据标准，因为一个作者的意图可以远远超过他完成的作品，而他的实践却可能远远低

于或者偏离这一目标
38
。当高行健说《灵山》透露着一种属于东方式的“隐逸精神”的时候，他

在文本中能呈现出来的是一股弥漫着西方流亡文学的那种面对未知的种种恐惧、不安的“逃亡状

态”
39
；当他说要以“没有主义”来远离政治，冷静叙述着一场酿成悲剧的历史事件，他的《一

个人的圣经》却是在借人物的怒吼和“没有主义”的宣言来图解一位流亡作家本身对政治的憎恨

和愤怒；当他说总受到政治和社会挤压的作家大可不必把宣言都搅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去的时候，

他本身就把自己“没有主义”的一段宣言一字不漏抄进文本里，高行健此种在文学理念与创作实

践的错位、文学的政治使命和创作实践的矛盾和冲突、文学理念达到高端的发达状态，但创作实

践尚处于“低端开发”，此种“眼高手低”的写作现象其实也颇普遍出现在中国当代的一般作家

群中，我们要如何思考这个现象？ 

 

3.‚毛体‛ 

我以为问题出在无处不在的“毛体”：毛话语的暴力对高行健和当代中国作家语言结构的

渗透和穿透40。高行健不同一般中国当代作家在于，他虽然在写作过程中潜意识抵抗这种毛体修

辞，但却无法完全真正摆脱“毛体”的“宣言式”的“文以载道”腔调。“文以载道”宣扬主流

政治思想的独尊、理性的至上，这由宋代道学开山鼻祖周敦颐提出的“文以载道”之观，一直以

来都影响中国文人的思想感情和精神个体。要追究“文以载道”的传统根底就要一直追溯到历代

以来以儒家大统的“诗言志”文学传统： 

 

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

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41 

 

孔孟学说非常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周勋初认为“孔子把诗歌作为从政和教育的工具，通

过对作品的钻研，考察诗歌的政治作用，看到了文学的社会价值，但他随后又把文学的作用归结

到‘事父、事君’上去，则又表现了利用文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用心”
42
。这是最初中国文学和

政治结合的滥觞，这种把文学进一步导向政治教化局面的就有唐代白居易的那句“文章合为时而

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代的周敦颐在《通书。文辞》篇中提出“文以载道”，民初梁启超所

谓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功能，这种种与政治教化有关的“文以载道”之说导致文学在

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没有独立于政治伦理的地位，它很容易受控于当权者的政治指令和意识

形态。只是不同的朝代就有不同的“道”要强制文人通过语言去背负和表态，1942 年过后毛泽

                                                           
38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南京：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65 页。原文参见 Renė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Theory of Literature, Third Edition(Mitcham: Penguin Books, 1963),p. 148. 
39 许维贤：《骑驴觅驴的状态：高行健与禅宗美学》，《亚洲文化》，总第 27 期，2003 年 6 月，第 178-186 页。 
40

 我同意匿名评审的见解，举凡在毛泽东时代成长的中国作家，均无法摆脱毛话语对他们有意识地或潜意识的影响，

那是整个时代的普遍现象。不同于很多当代中国作家继续潜意识地活在毛话语的阴影底下，高行健是少数自觉地尝试

摆脱毛话语的作家之一。然而作家的“高度自觉”是一回事，能不能通过文学作品实践这些“高度自觉”，往往又是

另一回事。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彻底摆脱了毛话语？在还没具体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持存疑的立场。 
41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85页。 
42

 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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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有关“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延安讲话”也是一种“道”，革命文学队伍扛着这个大旗排除异

己。虽然高行健曾经表明他所主张的“冷的文学”就是要摆脱存在于中国文化的“文以载道”之

说 ：“这种恢复了本性的文学不妨可称之为冷的文学，以区别于那种文以载道，抨击时政，干

预社会乃至于抒怀言志的文学。”
43
但是高行健的文体特征，却还是偏向于“言志”的传统文体，

我们近乎无法在他的小说创作中看到老中国的抒情传统对他的直接影响，反而是现代汉语文学那

种摆荡于“启蒙”与“革命”的“宣言式”语言腔调往往构成了小说里的骨架44。《灵山》第 71

章写道主人公对着一块尚无人能辨认的石碑，左看右看： 

 

恍然大悟，发现可以读作：历史是谜语 

 也可以读作：历史是谎言 

 又可以读作：历史是废话 

…… 

 甚至于：历史是理念 

 甚至于：历史是经验 

 甚而还至于：历史是一番证明 

 …… 

原来历史怎么读都行，这真是个重大的发现！(按：黑体为笔者所加)
45
 

 

上述引文中，一连出现两次夸张的“发现”，原文这一段还另外出现 20 个“是”字，还有

那些特别属于“宣言式”的 23 条排列句,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毛体”。毛泽东的演讲或书文倾向

于选用一些耸动人心的夸张修辞，例如“发现”、“是”和排列句。例如他曾发出过类似腔调的

说法：“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 （按：黑体为笔者所加）
46
还说：“用写小说来反党

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47
 （按：黑体为笔者所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鲁迅

的褒扬，短短以下的句子，就用了七个“是”，几组的排列句：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 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

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 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

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 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 向着敌人冲锋

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

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48
（按：黑体为笔者所加） 

                                                           
43

 高行健：《没有主义》（香港：天地出版社，2000年），第19页。 
44
有关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革命”与“启蒙”讨论，参见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

堂课》（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3-65页。 
45

 高行健：《灵山》，第468-469页。 
4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096页。毛泽东类似这

样的句子，还出现在他的书信《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例如当他提到孔子的中庸观念，就说

“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按：黑体为笔者所加） 

此文收录在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第162 页。 
4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096页。 

4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6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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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圣经》的叙事者，自称《新民主主义论》是他“见到的毛泽东著作最早的版本”。
49
作者对《新民主主义论》的重视，可见一斑

50
，这些毛体不无例外在早年启蒙作者的文体。《灵

山》第71章恰好也写道主人公去拜访鲁迅故乡绍兴，叙事者挑出鲁迅的旧体诗《自题小像》提出

批判，作者质疑青年鲁迅要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奉献给中国，对被毛泽东建构的“鲁迅神话”提出

挑战，这种勇于质疑的精神固然值得肯定，但高行健却把那首诗词记错了，把原诗的“我以我血

荐轩辕”
51
，写成“我以我血溅轩辕”

52
，还紧咬住“溅”字“望文生义”，提出一种夸张式的诠

释：“将一腔热血溅出来又是否光大得了？”
53
 

 

当然，高行健的文体受到“毛体”的渗透，主要体现在遣词用句的形式修辞上，而不是

直接进入思想内涵。高行健在反对一种强权政治对文学干预的同时，他在不自觉中也要以牺牲文

本的艺术感染力去竭力图解他个人的政治和艺术立场，他有意无意很喜欢把自己揪到作品前大发

宣言。因此苏童会说“高行健的作品就是从字面上，他都在叙述思想，但是读完了没有光环。”
54
高行健写死写活苦练了一辈子的功，无非是“没有主义”而已

55
，甚至连个人主义都没有

56
，可

惜他的“没有主义”无法有机溶合进他的文本里形成一套深沉的文学语言，一旦他的创作面向中

国政治，他的艺术感觉和技巧会近乎失控和失效，只是纯粹宣泄似的把敌方控诉一顿，停留在以

个人的歇斯底里回应集权政治的歇斯底里—高行健还是没有超越他的逃亡对象57。用阿城的讲法

是“我的许多朋友常说，以中国大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酷烈，大作家大作品当会出现在上山

下乡这一代。我想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本质是狭窄与无知，反对它的

人很容易被它的本质限制，而在意识上与它一样高矮肥瘦”58高行健的小说实践，正是被“毛体”

的本质所局限，因此“没有主义”的小说实践在修辞上，有时显得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如出一辙。  

 

这当然不只是高行健一个人的问题，不少与高行健同代的中国作家，早年均在“毛体”

的“熏陶”下拿起笔，借用沈卫威极度传神的说法，就是“吃着老虎的乳汁”
59
 开始他们的创作

和思考，无论他们现在是反对毛泽东，抑或重新歌颂毛泽东，他们当下作品显出的“毛体”特征，

均是集体对那段1949-76历史记忆着魔的反刍。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毛泽东的文章被作为

学习教材，大量派发到中国社会各阶层，文革更是翻倍地大量印发。毛泽东更多次插手把关新中

国后的现代汉语规范进程。例如1950年致信要求胡乔木以中央名义发出指示：“文字结构必须学

会合乎文法，禁止省略主词、宾词及其他必要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要能区别其性质，等等。”
60较后在审定的过程中又添多大量指示，例如“必要的主词、述词、宾词, 必须完备无误。单句、

                                                           
49

 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第37页。 
50
此叙事者是作者本人的化身，虽然未必完全等同作者，但他的文革叙述的很多细节和关键要点，皆是高行健在一些

演讲里不断勾起的文革记忆。 
51 原诗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集外集拾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页423。 
52高行健：《灵山》，第465页。 
53高行健：《灵山》，页465。 
54
苏童不无坦率道出：“这五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中，高行健的作品是最弱的。”请参见笔者跟苏童的访谈：

《我希望能有飞的感觉—贴近苏童》，《蕉风》，第492期，2004年8月，第97页。 
55

 参阅刘绍铭等人编：《再读张爱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316页。 
56

 参阅高行健：《没有主义》（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第3页。 
57

 台湾作家朱天文对高行健也有类似的看法，参阅刘绍铭等人编：《再读张爱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年），第316页。 
58
 转引自刘绍铭等人编：《再读张爱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316页。 

59
 沈卫威：《两代人的集体记忆与反刍：评刘再复《现代文学诸子论》，《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总第113期，2009年

6月号，页105。 
60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第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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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句, 必须分清。代名词,必须紧跟所代的名词。形容词、副词词尾, 尽可能分用‘的’ 、

‘地’„„”61高行健的小说词句却常有毛泽东所痛斥的省略主语、省略宾语等等的情况62。表面

上来看，高把西式的语言语法作为汉语写作的敌人，但在不自觉中，高行健似乎却潜意识在借创

作来直接抵抗“毛体”的西式修辞。 

 

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以《反对党八股》，严厉批判革命队伍出现此类语法不规范

的现象：“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 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 

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63
《灵山》也出现类似的文体现象，例如《灵山》第

72回，有一页近乎是连串“说教”的文字，没有标点符号
64
，都可视为是在对毛泽东时代的文学

意识形态进行对话。这些宣言式的对话读起来，一如毛语录那样硬邦邦。从阅读层面的“文学性”

效果来看，高行健在抵抗“毛体”对其创作的渗透，显得无力与苍白
65
。 

 

 

4.‚精神着魔‘中国’‛ 

正如有识者在分析《灵山》的技艺时早已道出，高行健的《灵山》在抗衡官方或文坛一

面倒的单音文化“显得有点‘脆弱’，个体所发的三音也有归于一元的可能„„”66高行健所用

的多人称叙述，是主体分裂的结果，再现的是主体的精神创伤，导致小说笼罩着幸存者在余生不

断复发的对毛泽东时代记忆的强迫性“着魔”，对毛话语的不自觉应用和抵抗，充斥着强迫症的

爱恨交织，我们不妨把高的创作视之为一则精神分析中国的“着魔官能症”（Obsessional 

Neurosis）案例。弗洛伊德以几组关键词，分析“着魔官能症”的症状。首先是“遗漏”

（omission）或“省略”（ellipsis）67。患者借由“省略”、“遗漏”或不在场来扭曲或纂改

记忆。《一个人的圣经》对文革记忆的重写，正如危令敦一针见血指出，叙述者“是造反派，属

于广义的红卫兵”
68
，却“不太愿意坦诚面对主人公曾经相信革命的一段过去”

69
，作为造反派的

主人公，“他的叙事体记忆出现了选择性的空白”
70
，叙事者以“无法记得清那些日夜怎么过的”

71
来“省略”掉一个红卫兵的暴力记忆： 

 

                                                           
61

 转引自崔应贤、常月华：《论毛泽东的语言观》，《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3期，1998年5

月，第47页。 
62
 有关分析举例，请参考赵宪章：<《灵山》文体分析>，赵宪章《文体和形式》（台北：万卷楼，2011年），页371-

374。 
6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第844页。 
64

 高行健：《灵山》，第472页。 
65

 当代中国作家阎连科的几部长篇小说，例如《坚硬如水》和《受活》，其文体既挪用又强烈抵抗和调侃“毛体”，

总体表现比起高行健，出色多了。 
66

 危令敦：《一生二，二生三：论《灵山》的多人称叙述》，王德威、陈思和、许子东：《1949以后》（香港：牛津

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378。 
67

 Freud,S, Notes upon a case of obsessional neurosis(Standard Edition), Tr. Alix and James Strachey (London: Imago 

Publishing,1941[1925]), p. 226；中译本参见佛洛伊德：《鼠人：强迫官能症案例之摘录》,林怡青等人译（台北：心灵

工坊文化，2006年），页118。以下译文引述参照中译本，作少许修订。 
68

 危令敦：《欲语还休：论《一个人的圣经》的文革记忆》，樊善标、危令敦、黄念欣编著：《墨痕深处：文学.历

史.记忆论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590。 
69
危令敦：《欲语还休：论《一个人的圣经》的文革记忆》，页592。 

70
危令敦：《欲语还休：论《一个人的圣经》的文革记忆》，页593。 

71
 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页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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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回忆里，完全见不到任何主人公介入暴力的场面。第二十三章的批斗大会

上，对党委书记动手的人造反派的大李和“老”红卫兵。主人公只管动口，完全置

身暴行之外。后来“老”红卫兵发动反夺权武斗，与造反派大打出手的时刻，他又

不在场。在关键的武斗时刻，主人公总是莫名其妙的缺席。更戏剧性的空白出现

在第三十二章里……一场腥风血雨一触即发的情况下，叙述戛然而止。
72
 

 

叙述者“是文革中的受害者，而且也是迫害者”73。《一个人的圣经》只凸现受害者主体

的一面，但同样作为“迫害者”主体的另外一面的“遗漏”，更多被叙述者念兹在兹的“没有主

义”对一切事物的“怀疑”和“不确定性”所“补充”（supplement）。而弗洛伊德正指出，

“怀疑”和“不确定性” 是“着魔官能症”患者共有的心智需求
74
，患者对“不确定性”和 

“怀疑”的偏好，导致他的思考转而偏爱全人类
75
，而不是民族和国家，这正好体现在“没有主

义”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普遍怀疑上。 

 

患者的重要征兆即是不能决断，尤其是关系到爱情的事，他会竭力地拖延每个决定76。因

为他的爱被恨所限制，说到底那是他对自己爱情的怀疑
77
。叙述者在《一个人的圣经》里追忆文

革时期，他跟中国妻子行房后的困惑：“之后并没有变成爱情，只留下肉欲发泄之后生出的厌

恶。”78小说里这种对爱情怀疑的书写，紧紧跟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诅咒同行。前者是叙述者对爱

情信仰的幻灭，后者则是叙述者对政治信仰的破灭。前者的化身是“女人”（妻子），后者的化

身是“男人”（毛泽东）。叙述者以多人称叙述，潜意识中暴露出主体的自鄙和自夸，一面自称

“厌恶女人”79，一面又自我强迫性地不断重复跟不同的女人上床。叙述者对“女人”的爱恨交

织、主体分裂的一分为二，同样发生在对“男人”（毛泽东）的痛诉里，当他一再说：“他对毛

的这种个人的憎恶却无法消除。之后，他对自己说，只要毛还作为领袖、帝王、上帝供奉的时候，

那国家他再也不会回去”80，也是叙述者一再转移视线，遮蔽自己作为文革红卫兵身份的历史记

忆。 

 

许子东曾经解读国内50篇文革小说，发现其中对文革灾难的叙述，男主人公在灾难之后，

反思文革中的是非恩怨，往往找不到具体的敌人
81
。高行健在海外的文革叙述，乍看之下，似乎

唯一突破国内文革小说的局限在于：终于为这场灾难找到真正的敌人—历史的罪魅祸首。但仔细

                                                           
72
 危令敦：《欲语还休：论《一个人的圣经》的文革记忆》， 页593。 

73
危令敦：《欲语还休：论《一个人的圣经》的文革记忆》，页595 

74 Freud,S, Notes upon a case of obsessional neurosis(Standard Edition), Tr. Alix and James Strachey (London: Imago 

Publishing,1941[1925]), p. 232；中译本参见佛洛伊德：《鼠人：强迫官能症案例之摘录》,林怡青等人译(台北：心灵

工坊文化，2006年)，页123。 
75 Freud,S, Notes upon a case of obsessional neurosis(Standard Edition), Tr. Alix and James Strachey (London: Imago 

Publishing,1941[1925]), p. 233；中译本参见佛洛伊德：《鼠人：强迫官能症案例之摘录》,林怡青等人译（台北：心灵

工坊文化，2006年），页124。 
76 Freud,S, Notes upon a case of obsessional neurosis(Standard Edition), Tr. Alix and James Strachey (London: Imago 

Publishing,1941[1925]),p. 236；中译本参见佛洛伊德：《鼠人：强迫官能症案例之摘录》,林怡青等人译（台北：心灵

工坊文化，2006年），页127。 
77 Freud,S, Notes upon a case of obsessional neurosis(Standard Edition), Tr. Alix and James Strachey (London: Imago 

Publishing,1941[1925]), p. 241；中译本参见佛洛伊德：《鼠人：强迫官能症案例之摘录》,林怡青等人译 (台北：心灵

工坊文化，2006年)，页132。 
78 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页335。 
79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页334。 
80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页401。 
81

 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页15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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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推敲以上对高的小说修辞分析来看，高的文革叙述，主人公在谈论自己往昔的过错时，依旧停

留在国内文革前造反派的自我辩解：“我虽然有错，但别人的错比我更多更大”82。最后自我辩

解的结论就是“将文革归罪于‘四人帮’（或者毛泽东）。”
83
 

 

由此可见，高的文革叙述，并没有突破上述国内文革前造反派的自我辩解，即简单地把

文革的罪魅祸首，全归咎于几个过去的国家人物，叙述者作为昔日前造反派（广义上的红卫兵）

的个人责任，却可以超然脱身于历史叙述之外。这种“叙述主体”对“历史主体”选择性的记忆

和抹除，在高行健小说里以“你”、“我”和“他”的“一生二，二生三”
84
叙述进行再现。其

实“三音”之间发生的冲突机率很少，倒是叙述者与“女人”和“男人”（毛泽东）的“爱恨交

织”贯穿于全书。与其说是一则“民族寓言”，不如说一则“精神着魔中国”的寓言。这里的

“着魔”是“恋爱”的一体两面，恋爱中的人的冲突，不外“存在于爱与恨之间”
85
，爱恨长期

共存，两者都达到最高的强度
86
。强烈的爱被几乎同样有力的恨所反对。

87
高行健对毛泽东和女人

的憎恨，不外乎如此，但这恰好构成他日后不堪回首的“精神中国”基础。 

 

总体上，高的小说实践倾向于“民族寓言”，但其小说美学却对“国家神话”和中国民

族主义恨之入骨。我以为可以把这种始终摇摆在背离“对中国着魔”和“民族寓言”之间的间隙

状态称之为“精神着魔‘中国’”。高无法超越他爱恨的逃亡对象，而精神着魔召唤的对象，不

过是在“中国”或“毛泽东”或“女人”这三大能指之间不断互相置换和错位而已。在21世纪当

代中国一片无远弗届的“唱红”声中，如果大家所捍卫的民族寓言，在国内外仅是一则人人都自

称是“受害者”，似乎不再有“迫害者”的“精神中国”，而被指认出来的“迫害者”皆来自国

外，到底这一则寓言何德何能？是否只昭示着当代中国文学最暧昧的未来文学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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