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代主義·沒有主義·呼喚文藝復興 

——論高行健文藝思想的轉折與啟示 
 
 
 

莊園 

摘  要：隨着思想能力的日益深入以及在文藝實踐上的深化，高行健的文藝觀

呈現了邏輯上的轉折。本文試圖探究其兩次思路變動的歷史背景、個人抉擇以及對

當下的啟示。1、從“現代主義”到“現代性是一種病”；2、從“沒有主義”到

“呼喚文藝復興”。去國之後，他放下國家、放下鄉愁、放下主義、放下革命、放

下概念——在文藝的審美中贏得生命的大自在。 

關鍵詞：高行健文藝思想；現代主義；沒有主義；呼喚文藝復興；放下概念；

轉折；啟示 

 
 
 
 

 

一、從“現代主義”到“現代性是一種病” 
 

高行健在八十年代出版《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和《對一種現代戲劇的追求》，

探討現代小說和戲劇的創作技巧。1987年離開中國定居西方後，他繼續思索文學的

現代性。90年代初，他敏銳指引中國流亡作家的未來使命，努力擺脫鄉愁的困擾，

擺脫民族與國家等政治認同的標籤，回歸“作家”與“文學”的獨立的本位。1999

年 5月，高行健得到法國文化部南方藝術局的贊助，在法國拿普樂城堡寫作了一輯

文章，叫《另一種美學》，主要論述他在文藝方面的感悟和思想。其中有一節叫



 

 

《現代性成了當代病》。這與他之前在文學上的思考密切相關，著重反思“現代

性”的思潮。 

現代小說的形式 

八十年代是中國文學高揚現代主體性的啟蒙時期，是繼五四新文學之後呼喚

“人－個體”重新站立起來的時期。中國文學經歷着以個體經驗語言取代集體語言

的時期。高行健左手理論，右手文學，在《現代小說技巧初探》中談及小說的演

變、小說的敘述語言、人稱的轉換、意識流、怪誕、象徵等，還談及現代技巧與現

代流派、現代技巧與民族精神等。 

高行健認為，“小說不一定要講個故事，雖然許多好的小說講的是故事。但生

活裏並不都是故事。小說不一定要有情節。小說不一定非去塑造人物的性格不可。

小說中還可以免除慣常對人物和環境的描寫，而代之以別的手法。小說依然是小

說。”1他在此書重點研究敘述者的語言問題，認為現代小說家更關注讀者的接受

心理。“在小說創作中，除了人物的語言，更多的是敘述者的語言。作者主要是通

過敘述者的語言來喚起讀者的感受，而作者自己的感情和褒貶則隱藏在敘述者的語

言之中。這種語言很值得研究。在古典小說中，敘述者是全知全能。現代小說則有

多種敘述語言，可能性也有很多種。敘述者可以是作者，也可潛入人物內心，用人

物的眼睛去看，站在人物的角度去思考，去感受。敘述者還可以直接同讀者談心，

用第二人稱來寫。20 世紀以來的現代小說家們的種種努力，就是把作者自己隱藏

得更深，卻想方設法讓作品對讀者的感染力更強，把故事編撰的痕跡抹得越淡，讓

小說中再創造出來的生活顯得更真實可信。2 

                                                             

1高行健：《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2高行健：《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 4-8頁。 



 

 

他舉例說明現代小說常見的寫作細節，比如把人物對話的直接引語和間接引語

的界限打破，比如省略了引號的相互對話。他詳細論述用第二人稱“你”表現的優

點和注意事項：第二人稱“你”在現代小說的敘述語言中用的越來越廣泛了，因為

作者在敘述時一旦用上了第二人稱，便立刻可以同讀者直接進行感情上的交流，較

之用第三人稱一個勁地敘述更容易打動讀者，比用第一人稱自說自話也更有效力。

第二人稱“你”比第一、第三人稱“我”和“他”更能把讀者帶進小說描寫的環境

中去，而作品的優劣在第二人稱“你”這個放大鏡下，也更難逃讀者的眼睛。因

此，作者在用第二人稱的時候，事先又要特別考慮到是否對小說中的人物的情感作

了真實而充分的描繪。作者如果沒有把握能引起讀者的共鳴，最好不要用第二人

稱。第二人稱是一種非常強烈的表現手段3，一般用在畫龍點睛之處。 

在古代小說中，敘述者的觀點就是作者的觀點，兩者完全一致。作者通過敘

述，對他所描繪的對象的態度昭然若揭，毫不掩飾。在近代小說中，作者就不直接

出來亮觀點了，往往隱藏在敘述者背後，而敘述者又不對敘述的物件作簡單明瞭的

表態，而是借描述人物的性格、行動、心理活動流露出作者對人物的評價。而現代

小說的作者就更高明了。他們還不滿足於把人物的生活和內心袒露給讀者，進而用

種種方法，把讀者引導到小說中去，走了一程，也有了感受，也熟悉了人物，是愛

是憎，是同情是譴責，是又同情又譴責，是同情其這一點，譴責其另一點，思緒萬

千。之後，既 

 

認識了生活，又有所領悟。這種敘述語言較之作者直接說教更動人心弦。4 

                                                             

3高行健：《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 13-14頁。 

4高行健：《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 22-24頁。 



 

 

他這樣論述第三人稱“他”：這個“他”，在小說家筆下，較之第一人稱

“我”和第二人稱“你”，用起來更為複雜，更為微妙。因為，小說家筆下的物件

“他”，實際上總帶着作者自己的態度和感受。這個“他”不再是語法教材中講的

那個冷漠的、中性的第三人稱，而是糅合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帶上了作者主觀的評

價。這個“他”是主觀與客觀的匯合，是作者的世界觀和審美觀同客觀現實世界的

結晶。事實上，任何一個藝術上成熟的小說家筆下的“他”，並不等於現實生活中

的人或事的客觀模寫，而是基於現實生活的再創造，或者說，是小說家對現實生活

的一種認識。現實生活中的同一物件，經不同的小說家染筆，便滲透了作家自己的

認識，寫出不同色彩的“他”。……在現代小說中，有兩種似乎截然相反的敘述語

言。一種是竭力去捕捉“他”細微的內心世界和精神狀態。另一種只冷靜地提供一

些畫面、聲響、動作和現象。作者看來是作純客觀的描述，卻依然包含着作者的某

種情緒。 

在第三人稱“他”的敘述語言背後，總有個不在作品中直接出現的“我”，即

敘述者。換句話說，當敘述者“我”直接見諸文字的時候，人們便稱之為第一人稱

的寫法，而從敘述語言中把“我”省略掉，便成為第三人稱了。第三人稱可以說是

敘述者“我”對敘述者“他”的耳聞目睹，以及對“他”的分析和理解。5 

高行健還率先在中國大陸介紹和論及“意識流”，強調其完全主觀的特點。

“意識流的出現同現代心理學的研究有很大關係。現代心理學家們發現，人的心理

活動並不總是合乎邏輯的演繹，思想與感情，意識與下意識，意志與衝動與激情與

欲望與任性，等等，像一條幽暗的河流，從生到死，長流不歇，即使處在睡眠狀

態，也難以中斷。用這種手法來描寫人的內心世界時，它提供的便不只是理性的結

                                                             

5高行健：《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 19-24頁。 



 

 

論和分析、行為的狀態和結果，而是得出理性的結論和分析時思維活動的整個過

程，或者是某一行為過程中的一系列具體而細致的感受。意識流語言在追蹤人的心

理活動的同時，又不斷訴諸人生理上的感受，即味覺、嗅覺、聽覺、觸覺和視覺帶

來的印象，因而把精神世界和外在世界聯繫起來。它即使在描寫外在世界的同時，

寫的也還是外在世界通過人的五官喚起的感覺。換句話說，意識流語言中不再有脫

離人物的自我感受的純客觀的描寫。意識流語言通過具體的、細微的感受，引導到

意識和下意識的心理活動，能造成一種異乎尋常的真實感。意識流這種敘述語言在

三個人稱的運用上是非常活躍的。因此，要掌握這種敘述語言，必須隨時自覺地意

識到敘述角度的轉換，才能自然生動，不落敗筆。意識流語言是不顧及時間順序

的，可以把回憶與現實，過去與未來糅合在一起。它同時也突破了固定的空間的束

縛，在同一章節中、甚至同一個段落裏，還可以把幻想、夢境同現實環境交織在一

起。”6 

而對現代文學的語言，高行健也有獨特的看法：現代語言的美不在於詞章的華

麗，字字珠璣乃前朝古風。現代作家創造文學形象，用的往往是最常見的語彙。當

讀者感覺不到詞章的美的時候，形象已經站在眼前了。這就是現代文學語言和詞章

學的分野。語言的樸素並不意味着語言的貧乏。對現代文學來說，語言藝術的功力

與其說在詞句的考究，不如說在於遣詞造句的自然。現代作家把注意力多花在重新

發掘常用詞內涵的魅力上。現代文學語言塑造形象更在於敘述的角度，字句的感情

色彩，語言的調子和行文的節奏，如此等等。現代人需要的是語言的生命力和浸透

在字句中的真情實感，這就要求現代作家在語言藝術上費更大的氣力。7 

                                                             

6高行健：《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 26-33頁。 

7高行健：《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 61-63頁。 



 

 

高行健很關心文學的真實問題，他的諾獎演講《文學的理由》中有很大部分強

調文學的真實。80 年代時他這樣論述“真實感”：真實感同真實固然有聯繫，卻

不是一回事，指的是文學創作中表現技巧的事。取得真實感是一種近代藝術技巧。

福樓拜、莫泊桑、哈代和左拉等在語言藝術中，找到了種種細微的過渡的中間色彩

和情緒的半音階。意識流的手法是通向真實感的一條新路。繼亨利・詹姆斯和普

魯斯特之後，現代作家進一步潛入到人物內心中去，追蹤人物的思想、意念和下意

識的活動，找到了喚起讀者按人物的思維方式去思考、去感受，從而達到了心理乃

至生理上的真實感。 

新小說派對於物的描寫和視像的提供，則走着另一條路。他們力圖排除人物的

自我意識，着力於冷靜地、精細地描繪外部世界，甚至到不厭其煩地步。敘述者像

一架照相機似地，把視覺接觸到的外部世界準確地複製出來，不帶任何主觀的評價

與分析，不用有感情色彩的詞，這種畫面便稱之為視像。以羅伯・格里葉為代表

的這種藝術試驗引起了廣泛的注意。這樣極端的嘗試未必是成功的，然而這種努力

卻給現代小說藝術開出了一條新路，豐富了現代文學的表現手段。用得適當的話，

這種冷靜而準確地描繪確實可以產生一種能觸摸到的真實感，杜絕了浮華與誇張，

不靠比喻和聯想，不帶有美文學的甜膩和感傷，使讀者覺得身臨其境，從而誘發讀

者自己去品味、去感受。這種手法對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當代文學創作帶來了不可低

估的影響。 

達到真實感還可以有別的路。比如，把新聞報導的手法擴大到文學創作中去，

模仿直接採訪的形式，整理成記錄，保持當事人的語調，甚至故意對說話人的用詞

和句式不加修飾，乃至保留說話人獨特的鄉音、方言、口頭語和不當的用詞。再就

是借鑒回憶錄的形式，不去作情節上的巧妙安排，保留事件的不完整性和某些環節



 

 

的脫漏。總之，把文學的氣味儘量抹去，最大限度地留下生活本身的痕跡。美國的

一些非小說的文學作品是這種手法的進一步發展，往往把真實的事件和虛構、想像

的成分結合在一起，或者把虛構的故事寫得如同真人真事一樣。樸素是真實感的可

靠朋友。分寸感則又是衡量真實感的尺度。不要去編造自己都不相信的情節，不要

寫自己都不能體會到的感受。形象思維是通往真實感的大門。準確的細節是達到真

實感的階梯，用具體的描寫來代替空洞的感情的抒發。用現代口語寫作；用活人的

活的語言寫作；用自己的語言寫作；用能喚起自己感受的語言寫作。8 

高行健具有清醒的認知，文學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追求真實感，真實感只是滿足

人們審美需要的現代意識之一。而作家在取得真實感的同時，還要同他作品中的人

物與環境保持距離。在論述了真實感之後，他又強調“距離感”：作家對他筆下的

人物只有清醒地保持距離感，才能把他的人物寫得恰到好處，不致於被感情的波瀾

把人物弄得歪曲了。作家對他筆下的人物的理解與感受應該盡可能高於他書中的人

物。只有站得比人物更高，去環顧人物及其所處的社會環境，才能認清人物之所以

不幸的原因。作家有權力對他筆下的人物作出自己的分析與評價。9 

在《現代技巧與民族精神》這一章節中，高行健這樣說：一個民族的文學的特

色究竟以什麼為標誌？屠格涅夫有句話說的好：他的祖國就是俄羅斯語言。對用語

言進行創作的作家來說，民族的特色首先在於作家運用本民族語言的藝術特色。語

言是思維的手段和實現。用民族語言來進行文學創作，必然會把本民族的文化傳

統、生活方式、思維習慣帶進作品中去。作家哪怕再怎樣借鑒外國文學的手法，只

要是用地地道道的中文寫作，就肯定會帶上本民族的色彩。作家倘對本民族文化的

                                                             

8高行健：《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 88-95頁。 

9高行健：《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 96-98頁。 



 

 

修養越高，這種民族特色就越鮮明。不管作家使用什麼樣的手法，只要他用的是民

族語言，寫的又是他本民族人民的生活，越寫得生動，就越見其民族精神。 

高行健寫作“初探”，初衷是為了回應那些認為他不懂寫小說的專業人士。

“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呢？“四人幫”粉碎後，我把我在農村裏寫的稿子寄給許多

刊物的編輯部，但全部都被退稿，有的說看不懂我寫的東西，有的說我根本不會寫

小說，連小說基本的編故事的能力都沒有，我為了要回答他們，於是寫了這本書，

讓人們知道小說還可以有另外的寫法。”10此書的出版引起極大的轟動。劉心武、

李陀、馮驥才等當時的新銳和後來的名家，紛紛發表文章高度評價和肯定高行健寫

作的意義。這本言不及政治的小冊子，卻招來了一場所謂現代主義還是現實主義的

大論爭，不僅給他惹了許多麻煩，還把他的朋友和關心他的老作家諸如巴金、夏

衍、葉君健、嚴文井、锺惦斐等都牽扯進去。“王蒙因為就這本小冊子給我寫了封

公開信，更成了靶子。”11 

今天看來，高行健的這本小冊子論述並不嚴密，其理性思維往往淺嘗即止，還

常常用作家擅長的形象思維來解釋某些新的概念與術語。也許正如其書名所說：

“初探”，就是初步探索與探研。他顯然也沒有搭建理論宏構的雄心，寫到後面更

是草草了結。該書主要出於高行健在創作之餘的反思與總結。而就是這樣一本粗糙

的書，卻成為一個時代的經典。應該說，是高行健透露出來的先鋒意識震撼了當時

的文壇與學界，引發了中國人對“現代性”的隱秘渴望。 

現代小說的內容 
                                                             

10吳婉如：《尋找心中的靈山》，收入高行健著，《論創作》，臺灣：聯經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

版，第 198頁。 

11高行健：《文學與玄學·關於〈靈山〉》，收入高行健著，《沒有主義》，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

司，2001年版，第 187頁。 



 

 

1992年 6月 8日，高行健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語言學院作了題為《中國流亡文

學的困境》的演講。他認為，流亡海外的中國作家以純文學的方式對抗中國大陸的

政治壓迫，已經失去了現實意義。而且他們還面臨了與西方作家一樣的困境：就是

屈從出版商製造的市場口味，還是徑直寫自己要寫的東西。他給出的意見是：文學

只是自救，是一種自我選擇的生活方式。他不僅戳破了“文學與政治”捆綁而產生

的宏大敘事的光環，也直指否定了文人士大夫救國救民的“救世主”迷思。這是清

醒的覺悟，也是勇敢的行動。 

1993 年 9 月 18 日，高行健在澳洲與同樣流亡海外的詩人楊煉有一場更加深入

的關於“流亡”話題的對談。12他們從大陸當時的文學論爭說起，高行健坦言他的

“初探”一書不過是“繞著圈子說真話”。《現代小說技巧初探》“講的是純粹

‘技巧’，小說技巧。換句話說，真話不好講，直接涉及會有許多禁忌，就繞開一

個圈子，從形式着手來談這些問題。新的形式中自然包含新的內容。包括當時的朦

朧詩，都是因為有舊的形式無法表達的新的內容，有新的話要說，因此形式與內容

爭論在當時是有現實意義的。”他指出，“在集權國家，形式主義曾被認為是西方

的、資產階級頹廢的觀念，因此形式問題本身就成了政治問題，而不是一個文學自

身的問題。為什麼當時在中國所有關於形式的爭論，在社會上會有那麼尖銳的意

義，就因為在形式中有話可講，有原來老框框容納不下的新東西，表現為對形式的

爭論。” 13高行健此時的論述分為以下幾個層次： 

一是有了言論自由，可以嘗試各種形式，作家必須有話要說。 

                                                             

12楊煉整理、高行健校訂《流亡使我們獲得什麼》，收入高行健著《沒有主義》，臺北：聯經出

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 129-174頁。 

13楊煉整理、高行健校訂《流亡使我們獲得什麼》，收入高行健著《沒有主義》，臺北：聯經出

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 131頁。 



 

 

二是關於“現代性”。“現代性”不一定等於“新形式”。“現代性”是對人

類生存問題的重新描述。也可稱為“時代性”。“自我”是現代性的核心問題——

認識自我、質疑自我、研究自我。 

三是關於對語言的懷疑。要避免語言問題的一個陷阱：不要把“玩語言”變成

了根本，而是要表述某種就有的語言無法表述的東西。“現代性”應該是找到自己

的語言去做獨特的表述。 

四是關於“自我”。當“自我”擺脫了各種阻礙之後，卻陷入了語言的牢籠

中。當代作家的現代性，在語言上表現為兩方面：限制的困境與嘗試將原有語言的

領域加以擴大。 

五是作家承擔的是語言的責任。“作家的現代性”在於對語言的負責與貢獻，

要反對對語言的嬉皮的態度。“嚴肅文學”——就是它對自己使用的語言是嚴肅

的。“我表述故我在”。作家在一個社會的地位，作家在文學中的地位，是一種價

值觀念，不是倫理的、政治的，是一種對語言的態度，這是我們確立的一種價值。 

六是回到華文作家對現代漢語的思考。在古漢語與歐化語言兩種潮流中走出一

條路來。 

七是研究語言的經驗之談。對漢語而言，最重要的是把漢語和西方語言放在一

起加以分析。漢語表現意識的活動，要比西方語言更為自由、更為靈活、更為充

分，但是要表達嚴格的邏輯分析，則比西方語言弱。漢語的局限性的另一個例子

是：散文的傳統十分發達。“中國文化的特點受制於漢語”這一點值得反思。他的

這個觀點“五四”那一代開創白話文的作家魯迅、周作人等人早有此論述。只是高

行健比前輩更加平和些，不像前輩們對中國傳統文化那麼尖銳地批判與否定。可能

他們各自身處的歷史環境與現狀不同吧，魯迅他們決絕的姿態其實隱含了孤獨的處



 

 

境；而高行健成長的年代，傳統文化因為文革等激進的破壞早已千瘡百孔。他作為

一個作家更想回到文本本身來研討語言藝術，他在《靈山》寫作中的一個企圖，就

是想用漢語來表達現代人感知的諸多層次，並用“語言流”把它呈現出來。 

高行健說他在《靈山》中想做的，恰恰是避開套用西方的“歐化”的句式句

法。利用漢語自身的靈活性來表達。也就是說，在囚籠中，也還有舞可跳，而且可

以跳出新鮮的東西。這種參照是這樣的：我用漢語寫作時，根本不考慮西方語言，

相反我用法語寫作時，儘量排除漢語的思維方式。這兩種思維感知方式是很不一樣

的，而這兩種寫作之間的比較給我很大的啟發。我認為對一名中國當代作家來說，

懂一門外語絕對有好處，只要堅持一個前提：不用自己的母語去模仿外語。在把二

者加以對比之後，一定能發現母語中新的天地，新的可能性。當然，我用法語寫

作，也試圖根據法語的特點來發展它，例如法語的音樂性，以及一個詞的首碼、尾

碼等等，這是西方語言，特別是法語的特點——那麼個“玩法”。我們對語言的態

度，就是要深入到一個語言結構的內部去觀察，然後擴展它。14 

高行健更贊同用“漢語”、“華語”，不贊同用“華文”等稱謂。“語”更強

調語言的聲音，“文字”則產生於“語言”之後。而在海外，還刺激了他豐富漢語

的使命感：不僅要豐富漢語的語彙，而且要創造漢語的語彙。他認為在流亡海外用

漢語寫作更加純粹，一個作家只對他的語言負責。出國後，他就做好了孤身作戰的

打算，對寫作從未有過任何功利的想法。他極力清除故國思想的各種障礙，孑然一

身如同新生。繪畫讓他物質上無憂，他可以驕傲地看護他的語言與文字。寫作，就

是為了自我完成。《靈山》於 1989年 9月完成之後，他覺得了結了“中國情結”。

                                                             

14楊煉整理、高行健校訂《流亡使我們獲得什麼》，收入高行健著《沒有主義》，臺北：聯經

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 156-157頁。 



 

 

獲得諾獎之前，他就已經擁有清醒的認識與沉靜的底氣。在獲得巨大的榮譽之後，

他也不改溫文儒雅。筆者 2014 年底在香港與高行健有過一面之交，他給筆者留下

的印象就是：一個充滿傲骨的君子。“傲骨”、“君子”是中國文化中特有的詞，

筆者覺得這能恰當地形容他氣度不凡的神情。 

現代性成了“當代病” 

從“現代主義”到“現代性是一種病”，從肯定“現代”到否定“現代”，肯

定時正是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的 80 年代，他敏感到新的思維理路對人的解放意

義；否定時是 90年代末（此時距離他獲諾獎僅有一年），這時候他已經在西方生活

了十多年，漸入西方主流文藝圈中，這種否定是基於西方藝術革命思潮泛濫的現

實。 

高行健指出：理論或觀念主導藝術，是二十世紀藝術活動的突出特徵。當代藝

術觀崇尚“現代性”和“唯新是好”，但“新”如果找不到獨特的造型手段和藝術

表現，這“新”只能是一番空話。當代之新，不在造型手段和藝術表現上，更

“新”的卻是對藝術的觀念，把訴諸視覺的造型藝術的形象連同形式也一併拋棄。 

他說：十九世紀講的是藝術方法，再之前講的是手藝。一個多世紀以來藝術觀

的不斷革新，把方法和手藝都革除了，同時，不僅消除了文學性和詩意，也排除掉

繪畫性，只剩下一條美學原則即現代性，作為審美的標準。“新”成為首要的審美

判斷，唯新是好貫串二十世紀的現當代藝術史。現代性確實推動過現代主義的種種

藝術潮流，這閥門一開，也曾釋放過巨大的能量，當時也確有其社會、政治和藝術

革命的涵義。六十年代之後，社會政治的內涵逐漸喪失，藝術革命只剩下對藝術自

身的顛覆，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這後現代的當代藝術又向當年對社會與政

治挑戰的前現代主義再挑戰，依據的也還是現代性。現代性給現代藝術帶來的對社



 

 

會、政治和文化傳統的衝擊，到了這全球商品化的後現代，已消化在唯新是好的推

銷術中，前衛藝術也變成了崇尚時髦的全球運動。早期的前衛藝術對政治權力和對

社會的那種批判，轉化為中性的、空洞的，乃至於語言符號能指的遊戲，所指，則

被另一條原則即所謂“藝術自主”化解了。15 

此時，現代性成了一條僵死的原則，把藝術變成了觀念的遊戲。藝術市場世界

一體化把藝術家個人獨特的創造性同時消費掉。當代藝術向廣告靠攏。藝術家的稟

賦與才能，由智慧替代了，藝術家落到某一時新而簡單觀念的製作者的地位。藝術

的潮流被國際展和博物館以及媒體主持人所操縱。他拒絕中國集體主義的大一統，

也拒絕被西方的商業資本所左右。“喪失了藝術家的個性成為世界一體化的當代藝

術，由官方龐大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國際網路和跨國大財團的藝術基金會支撐，這

種全球性的超級公眾藝術雖然大眾漠不關心，卻正是當今的消費社會的產物。隨同

商品經濟的全球化，把人變成商品的製造者和消費者的同時，藝術市場世界一體化

也把藝術家個人獨特的創造性同時消費掉。” 

他看到藝術革命的觀念對藝術家個性和艱辛創作的致命傷害，指出問題的關鍵

所在：對傳統的價值的否定所確立的新價值，取消了審美趣味，無深度，純形式，

訴諸觀念，也必須是一語便可道破極其簡單的觀念。而且得不斷更新，因而也得搶

先實現，過時不再，且等不到藝術家去精心建構，容不得也不需要藝術家來展示創

作的個性，還就要把藝術家創作的個人特色在這追趕時髦的競爭中迅速消耗掉。藝

術家用於造型獨特的技藝，也遠不如現成的材料、物品和新工藝與新技術來得方

便。而藝術家的稟賦與才能，則由智慧替代了，藝術家落到某一時新而簡單地觀念

                                                             

15高行健，《現代性成了當代病》，收入高行健著《論創作》第二輯《另一種美學》，第 130—

131頁。 



 

 

的製作者的地位。能做這種製作的人比比皆是，大可由一些國際雙年展和國家現代

博物館去世界各地物色人選，按預定的計畫和題目製作。而這些選題又總是由藝術

新節目的主持人來制定，藝術的新潮便這樣一浪翻一浪。16 

經歷過中國革命潮流腥風血雨的洗禮，高行健對已經享有言論自由的西方藝術

領域方面的革命始終保持個人的警醒。他的文章遠離當下的潮流，標題也是溫和平

常——“另一種美學”，文章的分節的題目——“藝術革命的終結”、“現代性成

了‘當代病’”、“超人藝術家已死”、“美在當下”、“對真實的信念”、“理

性與精神”、“觀點即意識”、“時間、空間與禪”、“形式與形象”、“具象與

抽象”、“文學性與詩意”、“重找繪畫的起點”、“意境與自在”等，他沉靜地

以文藝的語言和概念來思考和探討，不做簡單粗暴的論斷。 

 
 

二、從“沒有主義”到“呼喚文藝復興” 
 

1993年 11月 15日，高行健在巴黎寫作《沒有主義》一文，這是為臺灣聯合報

系“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17準備的發言稿；1995年 5月，香港《文藝報》五月

                                                             

16高行健，《現代性成了當代病》，《美文（上半月）》2009年第 1期 131－132。 

17https://baike.baidu.com/item/聯合報 

據百度百科 “聯合報” 詞條顯示，《聯合報》是1951年9月16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報刊，創

立者王惕吾。聯合報自1951年創刊後，至1959年取代黨、公營報紙的優勢，成為當時臺灣發行

量最大、最具影響力的報紙。優勢一直持續到1987年12月1日臺灣的 “新聞局” 正式宣告臺灣報禁

即將在次年（1989）1月1日成為歷史為止。近年臺灣報業空前激烈，在受到《蘋果日報》、《中

國時報》、《自由時報》等強大的挑戰下，閱報率已不若以往，但仍是臺灣地區前四大報紙之一。 

聯合報副刊又稱聯合副刊、聯副，是聯合報新聞版面以外，接受文藝作家、一般民眾投稿或由編

輯邀稿過程選刊的軟性、文藝創作版面。純文學性質的聯合報副刊自聯合報 1951年創刊以來就存

在，是國民政府遷臺以後臺灣重要的文學園地，歷經林海音、平鑫濤、馬各、瘂弦、陳義芝、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1%94%E5%90%88%E6%8A%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97%B6%E6%8A%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97%B6%E6%8A%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E%97%E6%B5%B7%E9%9F%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3%E9%91%AB%E6%B6%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7%96%E5%BC%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7%E6%96%87%E6%AD%A3


 

 

創刊號轉載此文；1995 年 7 月 18 日，他在法國為《沒有主義》一書寫序；該書當

年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初版；1996 年，《沒有主義》英文版刊發在澳大利亞《東方

會刊》上，譯者為陳順妍；2000年 1月，《沒有主義》由臺北聯經初版；6月，《沒

有主義》一書由臺北聯經初版第四刷。可以說，“沒有主義”的主張是高行健離開

中國大陸（1987 年底）後一直到獲諾貝爾文學獎（2000 年底）期間十幾年，在寫

作上的思想指南。 
 

沒有主義 

1993 年的《沒有主義》一文開篇指出，此文的寫作受了兩篇文章的啟發。一

是瘂弦的《年輪的形成》，“西化與傳統與鄉土之間的這種論爭之間的這類爭論現

今已無意義”18，一是劉再複的《告別諸神》，“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的官司

都是在外來的命題下進行，未曾跳出他人的陰影。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

義，以及加上種種定語諸如“新”與“後”、“批判”與“革命”、“社會”與

“民族”與“階級”的主義，都弄到文學頭上，將本來就不勝脆弱的中國現代文學

壓得喘不過氣來。文學批評更是如此，數不清的主義和煩不勝煩的定義，擠得文學

往往只見旗號，難見作品。”19高行健認為，“不必照現代西方文學的路重走一

                                                             

文正等主編，有許多臺灣文壇名人諸如：吳念真、小野、丁亞民、季季、三毛、李昂、朱天文、

朱天心、蕭颯都曾接受聯合報副刊簽約獎助創作。 

高行健此文為 “聯合報” 舉辦的 “四十年來中國文學” 的會議而寫。這個四十年，指的應該是聯合報

副刊文學創辦以來的四十年，即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從 1987年離開中國大陸，到 2000年獲得

諾貝爾文學獎期間，高行健的大部分中文作品都率先在臺灣刊發出版。 

18高行健：《沒有主義》，收入高行健著《沒有主義》，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

版，第 3頁。 

19高行健：《沒有主義》，收入高行健著《沒有主義》，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

版，第 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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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拿來多少算多少，作家一旦化為自己的東西，那原本的主義已大大走樣，再去

辨認，已無必要，更不必再硬扛別人的旗號。”20他表明自己的立場是：我更看重

作品，不想 

 

給自己貼上個主義的標籤。21 

二十世紀的西方現代文學史表明，作家的自由表述已成共識。作家從民族國家

的意識中解脫出來，純然以個人的身份面對世界，只對自己賴以寫作的語言負責。

他強調當代文學應該回到真實的世界中。“近二十年來，西方文學的危機恰恰在於

迷失在語言形式裏。對形式的一味更新倘喪失同真實世界的聯繫，文學便失去生

命。我看重形式更看重真實。這真實不只限於外在的現實，更在於生活在現實中的

人的活生生的感受。文學之訴諸語言正為了表達和傳達這種真實。”22他敏感到漢

語文學面臨的危機。中國大陸、臺灣、香港以及僑居或流亡西方的作家，一旦擺脫

或逃脫或自我解脫了強加在文學頭上的種種限制，只面對用以寫作的華語，西方作

家在語言藝術上遇到的各種困惑同樣出現。中國當代文學匆匆忙忙大體將西方現代

文學的各種方法重過了一遍，事實上業已進入當代世界文學的潮流，西方當代文學

的危機也同樣擺在廣義的中國文學或華文文學面前。23他承認西方現當代文學對他

                                                             

20高行健：《沒有主義》，收入高行健著《沒有主義》，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

版，第 3頁。 

21高行健：《沒有主義》，收入高行健著《沒有主義》，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

版，第 3頁。 

22高行健：《沒有主義》，收入高行健著《沒有主義》，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

版，第 9頁。 

23高行健：《沒有主義》，收入高行健著《沒有主義》，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版，

第 9頁。 



 

 

的影響大於中國同期的文學。“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囿於中國政治和社會環境的限

制，總為強加在文學頭上的種種論爭困擾不已，而無暇顧及文學自身的問題。那些

強加在文學身上同文學無關的種種爭論該結束了。”24他慶幸華文作家們終於能超

越政治和意識形態聚集一堂。 

這篇講話稿，是高行健作為作家的創作談、也透露了他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他

對過去中國生活的反思與總結，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想觀念的清理，他作為一個生

活在西方的中國知識份子的身份確認和自我承擔。王德威（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

授）認為高行健的“沒有主義”是對之前的“現代主義”的終結。王在《沒有

（現代）主義——談<給我老爺買魚竿>及其他》一文中指出：因緣際會，高行健

榮獲諾貝爾獎。得獎的緣由之一，是他的沒有主義——連現代主義也沒有。在這個

角度上，我們猛然瞭解他對二十世紀後半段大陸文學的意義：他是現代主義的開拓

者，也是現代主義的終結者。25 

1995年 7月 18日，高行健在法國進一步闡明他的“沒有主義”觀。26他的沒有

主義不是虛無主義，不妄圖建立學說，不導致結論，要的只是一番無結果的言說。

他的沒有主義比虛無積極，可以質疑一切，不盲目迷信，有個人獨立。不把懷疑絕

對化，信任自己個人的經驗。他的沒有主義不是經驗主義，只是一種認識，一種個

人選擇，信任自己的判斷而不是論證是非。他的沒有主義不是個人至上，也不是個

人主義，也不是相對主義。這樣更符合人性，更像一個人，能做多少是多少。他的

                                                             

24高行健：《沒有主義》，收入高行健著《沒有主義》，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版，

第 10頁。 

25王德威：《沒有（現代）主義——談〈給我老爺買魚竿〉及其他》，收入臺灣《聯合文學》

2001年第 2期，第 71—74頁。 

26高行健：《自序》，收入高行健著《沒有主義》，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 



 

 

沒有主義非政治，不從政，反對將某種政治以人民、民族或祖國這類抽象的集體的

名義強加於個人。他的沒有主義不空想、不組團體、不提政治主張、不是無政府主

義。他指出：要贏得沒有主義的自由必須反對專政，反對各種專政的旗號包括法西

斯主義、共產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原教旨主義等。沒有主義 

 

是做人的起碼權利，不做主義的奴隸。沒有主義是個人自由的最低條件。27沒

有主義的反思，是經歷了一百年來的紛爭，多少人付出了鮮血的代價換回來的理智

的成果。沒有主義其實是一次大解脫，精神自由就是不受主義的束縛。 

他離開中國大陸去往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對人的物化和商品化也十分不適。沒

有主義就是說“不”的權利。既拒絕東方的極權和專制，也拒絕西方的資本物化。

他的沒有主義是生命對死亡的抗爭，沒有主義敬畏的是死亡背後的不可知。沒有主

義不是悲觀主義，他不絕望，只是坦然地靜默觀望。這分明是一個大半輩子孜孜以

求的、在晦暗混沌的古國中左奔右突、被殘酷的現實折磨得鼻青臉腫，甚至時常面

臨人身自由被威脅的精英知識份子，在逃離了東方社會的意識形態和倫理環境後，

留下的一番發自肺腑的痛苦箴言。筆者在《個人的存在與拯救——高行健小說論》

中指出，高行健是屬於個人主義的。他的個人主義，是人性化的個人主義，與愛他

人、愛人類、自我節制等並不矛盾。28 

劉再複在《高氏思想綱要——高行健給人類世界提供了什麼新思想》中寫道：

有人問高行健提出“沒有主義”是放下一切時行的政治意識形態，那麼，高行健的

                                                             

27高行健：《自序》，收入高行健著《沒有主義》，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 4-

5頁。 

28莊園：《個人的存在與拯救——高行健小說論》，香港：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7 年版，

第 237頁。  



 

 

思想深處是不是有某種主義，這個問題高行健本人不可能回答，但我願意如此說，

縱觀高行健的全部作品，其中倒是有一種一以貫之的“懷疑主義”。也許高行健不

同意加上“主義”二字，但恐怕難以否定明顯的懷疑精神。高行健以懷疑精神作為

他的認知的起點，不斷叩問，他的巨作《靈山》更是顯示不斷質疑的、深邃的精神

之旅。從個人生存的意義到社會的眾生相與人類的歷史，乃至文學與語言，無不重

新檢視。他的不斷叩問與質疑，不斷走向虛無和頹廢，卻導致深刻的認知。29劉再

復認為：高行健的《沒有主義》一書，是他告別二十世紀主流意識形態的一個宣

言，《沒有主義》這篇文論，產生於九十年代初期，在他的長篇小說《靈山》剛完

成之後。很明顯，‘沒有主義’正是他的思想和創作的出發點。”30 

高行健的長篇小說《一個人的聖經》寫於 1996—1998 年的法國。他在書中這

樣表述：“如今，你沒有主義。一個沒有主義的人倒更像一個人。一條蟲或一根草

是沒有主義的，你也是條性命，不再受任何主義的戲弄，寧可成為一個旁觀者，活

在社會邊緣，雖然難免還有觀點、看法和所謂傾向性，畢竟再沒有什麼主義，這便

是此時的你同你觀審的他之間的差異。”31馬森（臺灣佛光大學教授）指出，在當

代的中文作家中，高行健是遭遇過殘酷的集體迫害後領略到問題癥結的少數作家之

一，他也是在強勢的西方文化衝擊下少數能夠保持自信的作家之一。他寫《一個人

的聖經》，正是為了伸張個人的力量，但絕不把這力量強加於其他人。他痛恨為了

凝聚集體所建構的供人信仰的種種“主義”。他希望每個健全的人都能夠保留完整

                                                             

29劉再複：《高氏思想綱要——高行健給人類世界提供了什麼新思想》，收入劉再複著《再論

高行健》，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 25—26頁。 

30劉再複：《自序——高行健，當代文藝復興的例證》，收入劉再複著《再論高行健》，臺北：

聯經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 6頁。 

31高行健：《一個人的聖經》，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 154頁。 



 

 

的自我，而不去附和他人的聲音，不去隨波逐流。32 

高行健離開中國以流亡作家身居海外的時候，他從思想上清理了之前與中國的

紐帶關係，“冷”的文學，是針對之前中國大陸“火熱”的生活和“火熱”的文學

的反叛；“沒有主義”也是針對之前中國大陸文壇被各種各樣輪番登場的文藝論爭

折騰得七葷八素的場景的一種嘲諷和拒絕。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純文學漸居邊緣的清

寂寥落，他再次確立了“孑然一身，獨立冷觀”的文學寫作姿態。他在 2000 年諾

獎頒獎典禮上指出：“文學也只能是個人的聲音，而且，從來如此。文學一旦弄成

國家的頌歌、民族的旗幟、政黨的喉舌，或階級與集團的代言，儘管可以動用傳播

手段，聲勢浩大，鋪天蓋地而來，可這樣的文學也就喪失本性，不成其為文學，而

變成權力和利益的代用品。”33他從文學家的角度直接否定高壓的政治環境對個人

權力的剝奪。 

呼喚文藝復興 

2008年 4月，高行健的另一部理論著作《論創作》由臺北聯經發行初版。該書

收入了他 2007 年所寫的一系列關於文學、戲劇、美學的論說，包括《作家的位

置》、《小說的藝術》、《戲劇的潛能》和《藝術家的美學》等。這是他獲獎後對文藝

創作更深入的思考和探討，也是他對《沒有主義》和《文學的理由》兩本論文集的

繼續深化和闡發。獲諾獎後的高行健依然筆耕不綴，還在更多的領域結出了碩果，

他寫出新的劇作、出版詩歌集、拍攝了多部先鋒電影、繪畫作品也多次進入世界頂

級美術館展出。他的文學藝術作品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廣泛的傳播，獲得舉世矚目
                                                             

32馬森：《逃亡：追求個人自由的必經之路——談〈一個人的聖經〉》，收入臺灣《聯合文學》

2001年第 2期，第 80頁。 

33高行健：《文學的理由》，收入高行健著《高行健短篇小說集》，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

2001年版，第 10頁。 



 

 

的影響力。這個時候，文藝方面意見領袖的事實已經自然形成。此時的高行健從獲

獎前的“作家為自己的語言負責”、獲獎後繼續以旺盛的生命力自由表述，過渡到

“為世界性的文藝復興鼓與呼”。 

2012 年，72 歲的高行健獲得由法國大使授予的法國文藝復興金質獎章；2013

年，新加坡作家節舉行高行健的講座，題目為“呼喚文藝復興”；2014 年 1 月 16

日，高行健在巴黎修訂《呼喚文藝復興——新加坡作家節演講》一文；2014 年 10

月 28 日，高行健和劉再複在香港大學對話，題目為《美的頹敗與文藝的復興》；

2015年 7月 26日，劉再複在美國科羅拉多寫作《高行健，當代世界文藝復興的堅

實例證》一文；2016年 6月 6日，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舉行“呼喚文藝

復興——高行健演講暨座談會”；這一年，高行健分別在臺灣中央研究院、義大利

米蘭藝術節和英國牛津論壇 2016年會上作了三次關於“呼喚文藝復興”的演講。 

高行健在新加坡作家藝術節上的演講中指出意識形態對作家藝術家強大的鉗

制。“人類歷史上政治權力對文學藝術的干預從來沒有像二十世紀那樣，眾多的作

家藝術家心甘情願把文學藝術創作作為改造社會的工具和武器。這不僅是政治權力

令作家藝術家不得不就範，為之服務，而且是特定的意識形態在左右作家和藝術

家，較之宗教信仰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鬧到狂熱的地步。誠然，這種意識形態以

革命的名義製造的烏托邦幻影往往令人喪失良知和正常的事理判斷。鬧了大半個世

紀的共產主義革命就這樣破產了，連同為之服務的文藝，如今已無人問津。但其後

的這種泛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並未就此終結，依然在影響當今的文學和藝術創

作，所 

謂介入，也即介入政治，或解讀為就範於某種政治正確，仍然時不時左右 

 



 

 

當今東西方的文壇。”34 

他認為文學的初衷在於獨立的思考和真切的感受：這樣的文藝首先得出于作家

藝術家自身的感受，全然來自個人獨立不移的思考，不吐不快。其實，這也正是文

學藝術的初衷。這樣的文藝也是人的意識的結晶，人類生存和人性的見證。而文學

藝術的歷史正是由這樣的作家藝術家和他們留下的作品積澱而成，從而成為人類文

化可以傳承的精神遺產，而且禁得起時間的考驗，具有認知的價值，經久不衰。現

今的作家藝術家敢不敢接受這樣的挑戰，這也正是作家藝術家們當今面臨的最嚴峻

的考驗。這樣的作品自然超越時尚，毫不理會權力和媒體宣導的流行趣味，而且無

所謂現代與當代乃至古典的分野。作家藝術家相反得解脫種種用於辨認的時尚標

籤，也不去投新聞媒體所好。從事這種創作的作家藝術家當然首先得沉住氣，靜下

心來，潛心投入，不計成果，只在意是否盡心達到盡可能充分的表述。35 

有價值的作品是深刻地觸及人的生存困境、展示人性的幽深，真實與否才是最

終的價值判斷。“這裏講的真實並非新聞的真實或歷史的紀實；這裏講的真實是經

過藝術再創作昇華了的人生經驗；這裏講的真實包含作家藝術家的虛構與想像，通

過審美而得以展示的人世的眾生相；這裏講的真實較之日常現實的表像更醒人耳

目，觸目驚心而發人深省，揭示的恰恰是人性人生人世的底蘊。而這真實又無法窮

盡，總也可以達到更透徹的表述，就看作家藝術家的功力如何了。這種創作當然無

須他人的指令，更沒有現成的模式，首先出於作家藝術家內心的衝動和對人世的洞

察，經過長時間的醞釀與淬煉，找到恰當的表述方法和相應的藝術形式。即使有前

                                                             

34高行健：《呼喚文藝復興——新加坡作家節演講》，收入高行健著《自由與文學》，臺北：聯經

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 82頁。 

35高行健：《呼喚文藝復興——新加坡作家節演講》，收入高行健著《自由與文學》，臺北：聯經

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 83-84頁。 



 

 

任的作品作為參照，也還得通過作者自身的認知與才能，打上個人獨特的印記。這

樣的作品並非是民族和時代必然的產物，而是一個個獨特的個案。歷史上有的是文

學藝術暗啞的國家和時代，只有帝王和政權更替的編年史，卻不見發人深省經久可

看的作品。文學藝術也不遵循進化論的規律，後人未必比前人高明。這種偶然恰恰

來自作家藝術家個人的洞察力和才智，關鍵在於作家藝術家本人的認知是否如此敏

銳而清醒。重要的是作家藝術家本人的覺悟，一旦覺醒到創作的自由從來也不是誰

能賜予的，便自尋出路。因而，只要還有人身行動的自由，衣食溫飽有基本的保

障，哪怕是中世紀身在逃亡的但丁和大興文字獄的滿清帝國隱匿身世的曹雪芹，都

留下了不朽之作。相比之下，當今的作家藝術家畢竟幸運，只要能逃離集權專制，

解脫普遍流行的意識形態的思想框架與價值判斷，創作自由其實就掌握在自己手

中，只看用不用。”36 

再一輪的文藝復興是否可能？高行健這樣回答：把美學的顛覆與時尚的炒作丟

到一邊，文藝復興也就順理成章。擺脫淺近的現實功利，文藝既不是武器，也不是

工具，更不是商品，回到文學藝術的初衷，回到對人自身的觀審，回到人性與人

情，回到審美，卻並非一番空想。只要作家藝術家有清醒的認識，便可以掌控自己

的創作。37 

高行健指出，這樣的文藝復興只能出於作家藝術家個人的認知，不必由官方機

關制定的文化政策加以創導和打造。恰恰相反，需要的是社會的寬鬆與寬容。而官

辦的文化機構不如下放民間，盡可能多元和多樣化。這樣的文藝復興固然需要各種

                                                             

36高行健：《呼喚文藝復興——新加坡作家節演講》，收入高行健著《自由與文學》，臺北：聯

經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 84-85頁。 

37高行健：《呼喚文藝復興——新加坡作家節演講》，收入高行健著《自由與文學》，臺北：聯

經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 86頁。 



 

 

各樣不牟利的文化基金的贊助，卻首先仍然取決於作家藝術家的覺醒，發出呼籲，

引起人們的關注，至少在文化圈中成為風采，從而推波助瀾，才可能造成社會的某

種共識。因而，公然提出問題，引發討論，十分必要。全球化的今天，作家藝術家

的處境大致相同。而現今世界的經濟危機和文化衰退的背後，恰恰在於思想的危機

與精神的困乏。社會革命論和自由主義以及民族主義諸如此類的意識形態都解救不

了現今時代的困境，人類需要的是新思想，振聾發聵。38 

他說：這樣的文藝復興正取決於作家藝術家的良知與覺悟，當然不限於國家和

地域，也不為表述的語種和形式所局限，當今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只要作家藝術家

有這樣清醒的認識，自然會去找尋呈現的方式。這樣的文藝復興之所以可能，如同

歷史上已經有過的陰暗的時代，卻仍然衝破了時代的暗啞，發出明亮的聲音和光

彩。既然有先人的參照，今人又何嘗不能？這樣的文藝復興首先來自作家藝術家深

刻的認知，才能和功力也完全取決於作家藝術家個人，解脫政治的功利，超越時尚

的趣味，以其真知灼見，達到傑出的美的呈現。這樣的文藝復興令作家藝術家得大

自在，在權力和金錢達不到的領域，精神飛揚。創作的這番過程便令人心悅，也才

可能不計成果，持續不已。這樣的文藝復興可以就在當下，一步一個腳印，步步登

高，得以建構。這過程也沒有終點，心比天高。這樣的文藝復興其實又心心相印，

建構之時，隨時都在同前人先哲對話，而且無需經過後人的解讀或詮釋，直抵境

界。這樣的文藝復興既然建立在人性相通的大前提下，自然會喚起他人共鳴，得到

回應，卻杜絕空話，無需嘩眾取寵，直指人心。這樣的文藝復興就始于作家藝術家

足下，一旦覺醒到有其必要，便不可抑止，一發而不可收拾，長期以往，功力與技

                                                             

38高行健：《呼喚文藝復興——新加坡作家節演講》，收入高行健著《自由與文學》，臺北：聯

經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 86、87頁。 



 

 

藝也就相繼而來，渾然而天成。39高行健的結論是：這樣的文藝復興是可能的。他

正是這麼想並這麼做也見到成效的。所以劉再複說：高行健，當代世界文藝復興的

堅實例證。40 

2004 年，高行健和劉再複在香港對談時就指出：二十世紀經歷了三種根本性

的頹敗——理性的頹敗、人性的頹敗和美的頹敗。41高行健特別說明，文藝復興除

了取決於個人的膽識與才華，還取決於作家個人對“自由”的覺悟，將自由掌握在

自己手裡。只有作家自己意識到（覺悟到）自由才有自由。作家不能等待上帝的恩

賜，也不能等待政府的照顧。作家一旦覺悟到一切取決於自己，就可能在任何時空

中進行大創造。即使在最黑暗的年月，也可以出傑作，無論是誰，都可以通過“藏

書”、“焚書”（李卓吾）的方式，贏得創作的自由。42劉再複這樣總結高行健的

“四大人文發現”：第一，發現中國作家的“現代蒙昧”，即被“主義”（政治意

識形態）所綁架、所主宰的蒙昧；第二，發現“自我的地獄乃是最難衝破的地

獄”；第三，“脆弱人”的發現；第四，發現對立兩極之間有一個廣闊的第三空 

 

間，可稱為“第三地帶”。43他指出：高行健的寫作是跨國思索，跨界創造，
                                                             

39高行健：《呼喚文藝復興——新加坡作家節演講》，收入高行健著《自由與文學》，臺北：聯

經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 88-89頁。 

40劉再複：《自序——高行健，當代文藝復興的例證》，收入劉再複著《再論高行健》，臺北：

聯經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版。 

41劉再複：《美的頹敗與文藝復興——2014年 10月 28日在香港大學與高行健的對話》，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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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劉再複：《美的頹敗與文藝復興——2014年 10月 28日在香港大學與高行健的對話》，臺北：

聯經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 152—153頁。  

43劉再複：<自序——高行健，當代世界文藝復興的堅實例證>，收入劉再複著《再論高行健》，

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 6—11頁。 



 

 

跨語言的建構，捕捉的是全人類的共同問題，即人性和人類生存條件的普遍困境。

他不斷呼籲“新一輪的文藝復興”，面對的是世界性的美的頹敗、精神的貧困、思

想的空無，他為此作畫、寫詩、編劇、製作電影。44今年 7 月份，歐洲第一次文藝

復興發源地的義大利出版高行健的意文新書，書名就叫做《呼喚新一輪的文藝復

興》。義大利出版家和藝術家們認為高行健是當下世界新一輪文藝復興的代表人

物，在於他的文集切中時弊，振聾發聵。 

 
 
 

小結：放下概念 
 

高行健創作、解釋作品、研究語言的內在規律，他著書立說，集作家、評論

家、詩人、劇作家、導演、畫家等身份于一身，他遠離潮流，是拒絕被貼標籤、被

歸類、被命名，要孓然一身，獨立面對，要贏得無限的自由，思索的自由、寫作的

自由。他針對當下所處的現實，從文學家的立場發出個人的聲音。 

作為一個創作者，高行健一直對概念保持著某種警惕的心理。他寫的一些理論

文章，常常解釋為是對自己創作心得的梳理和總結。本文提及的“現代主義”和

“沒有主義”的概念，前者是大陸學界給他貼的標籤，他自己用的詞只是“現代”

兩字，平易簡潔。“沒有主義”則直接表明他對之前被種種概念束縛的厭惡與拒

絕。 

高行健重視生命、信奉活生生的個體、要自由自在遨遊在文藝的天空。他結集

出版的幾部理論著作——在中國大陸 80 年代出版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對一

                                                             

44劉再複，《高行健研究的里程碑——莊園〈高行健文學藝術年譜〉序》，《華文文學》2018年

第 3期，11—12。 



 

 

種現代戲劇的追求》；90 年代在法國寫作的《沒有主義》、2000 年後出版的《文學

的理由》、《論創作》、《自由與文學》等，體現了內在邏輯的一致性，就是“放下概

念”45。去國之後，他放下國家、放下鄉愁、放下主義、放下革命、放下概念——

在文藝的審美中贏得生命的大自在。 

 

                                                             

45此小結的題目 “放下概念” 受到劉再複 2018 年元月完成的新著《我的思想史》中第六章

（ “放逐諸神” ：思想的二度解放）所啟發，該文由劉先生于 2018年 10月發送電子版與筆者分享，

特此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