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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社教學資源 

通識補充教材：莫言先生＜黃土地幻覺世界與中國文學契機＞ 

 

完整版演講文稿 （標題為編者所加） 

 

旁白：文學是甚麼？它有甚麼用處？在 2012 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禮的致詞中，

莫言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有趣答案，他說「與科學技術相比，文學是沒有用處

的，但是文學最大的用處，就在於它沒有用處。」「中華學社講座系列」今集

請來的嘉賓是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主講的題目是：「莫言的黃

土地幻覺世界與中國文學契機」，在這次演講中，莫言不單談到文學的特質和

功用，還由香港文學、網絡文學，談到文學創作來源，以及中國文學前面的發

展，中間當然還有莫言自己，許多有趣的親身經歷和體驗，就讓我們一起細聽

莫言怎樣帶領我們探索中國文學的契機。 

 

莫言： 

 

莫言這個筆名 

 

各位晚上好，非常光榮的站在這個舞台上跟大家說話，我叫莫言，本來不應該

說話，但是有時候也不得不說話，所以，我想這是我的人生的一大悲劇之一。

剛才我在車上的時候，有一個小伙子就問我：「你的名字的來歷，為甚麼叫莫

言？」我說我的原名（管謨業）的中間，那個字裡邊就是一個謨字，按照中國

古代的書寫方法，從右往左，恰好就是莫言，我想一個作家的筆名，跟他的創

作，會存在著一些很微妙的關係，一個人為甚麼要起筆名，這裡邊也有很深刻

的心理的原因，你看魯迅起了那麼多的筆名，我想起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

我開始學習寫作的時候，最早使用的是原名，後來遲遲得不到發表，每次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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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都是退稿，然後我們的一個戰友，那時候我還在軍隊裡邊工作，

我們的一個戰友就提醒我說：「你這個名字不行，你換個名字，你看人家魯迅、

巴金，這名字多麼響亮、多麼乾脆，你這個管謨業，人家編輯一看就很煩，就

給你弄到一邊去了！」後來我想，好，我起個筆名。當然，這個莫言裡邊也包

含了一些別的意思，按照字面的理解，就是不要說話，我獲得了諾貝爾獎之後，

圍繞著我這個筆名，也有很多各種各樣的玩笑，有各種各樣的解釋，實際上，

起的時候也沒有想那麼多，主要就是提醒自己少說話、多寫作，少說話、多幹

事，我想這是我們中國人的一種非常寶貴的人生態度，少說多幹，說得太多了，

幹的肯定就少了。 

 

今天站在這裡，我覺得要說的話確實是很多，千頭萬緒，從上個世紀 80 年代開

始，我們中國大陸開始了聲勢浩大的、持續至今的、成績顯著的改革開放，文

學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的方面，也跟整個的開放大局一起，開展了自

己的文學解放運動，這個時候，我是親身經歷這個過程。我既是這一過程當中

的一個寫作者，當然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讀者，我閱讀了大量同行的作品，也閱

讀了大量這個時期翻譯成中文，介紹到中國來的西方的文學作品，接下來，我

會慢慢的來談到，在這個過程當中，我所提到的這幾個元素對我的重要影響，

外來的文學、本土的文學、同行的寫作，以及我們的前輩作家的寫作，是怎麼

樣的、諸多的因素融合在一起，成就了一個新時期的一個小說作者，前邊我還

是想講一些大一點的，幾個主要的大問題。 

 

關於香港文學 

 

第一個就是關於這個香港文學，我們過去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時候，有一個

非常不好的口號，就是說，香港是文化沙漠，我沒來香港之前，我也認為香港

確實是文化沙漠，但來了以後，就發現香港不是文化沙漠，甚至可以說，香港

是文化的綠洲，這是講大的文化，講我們香港的飲食文化，講我們香港的電影，

講我們香港的歌曲，單就文學的領域來說，香港的文學，事實上也是具有自己

非常豐富的資源的，也是有可圈可點的成就的。我的閱讀範圍是比較寬闊的，

我對文學的認識，也是非常包容的，我不認為這個所謂的嚴肅文學，和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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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文學之間，有甚麼不可逾越的障礙，我也始終認為以金庸先

生為代表的，崛起在香港的武俠小說，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當

然，也是世界文學的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我當年作為一個武俠小說的讀者，

也是沉浸在對金庸的閱讀裡邊，廢寢忘食。我記得 1989 年的暑假期間，我借了

整整的一箱子金庸先生的小說，從頭讀到尾，有時候一天會讀兩本，那真是確

實是睡覺都不想睡。在這樣一種瘋狂的閱讀當中，我剛開始確實是為他裡邊的

故事所吸引，被人物的命運所吸引，被裡邊奇妙的、各種各樣的機關所吸引，

後來漸漸的也就開始冷靜的考慮，為甚麼這樣的小說這麼吸引人，這個武俠小

說到底有沒有藝術和文化的含量。經過第二次的再重讀以後，就發現武俠小說

還是文學的，尤其金庸先生的小說，他這個文學含量還是很高的，我必須承認

這是非常好的文學作品，我們的很多所謂的嚴肅文學，也未必達到他這樣的一

種藝術成就。譬如說，他的語言，那毫無疑問是非常好的，他對人物的塑造也

是非常成功的，他講故事的技巧也是非常高妙的，所以我想，這個以金庸先生，

為代表的香港武俠小說、武俠文學，應該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想香港

的嚴肅文學，實際上也是有一條沒有斷過的、非常非常像靜水一樣的、默默的

這麼流著的一條文學的脈絡，嚴肅文學的脈絡。就像今年差不多有一百歲的劉

以鬯先生，他的《酒徒》、《對倒》、《打錯了》這些小說，毫無疑問已經成

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經典作品，中國的文學史裡邊，一定會有他的地位，像後

來的西西女士，她的小說《我城》、《像我這樣一個女子》等等，她的小說也

是讓我們這些大陸讀者在 80 年代最早讀到的時候，也感覺到眼界大開，她寫的

真是非常非常的好，她的小說，我想也是香港文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

再年輕的作家，像黃碧雲女士的小說，《烈佬傳》、《烈女傳》，董啟章先生

的香港三部曲，都是很有野心的、很有氣勢的，非常了不起的、非常深厚的作

品。董啟章的香港三部曲，差不多有一百萬字了，他從日常事務入手，有用文

學為香港樹碑立傳的雄心壯志。這樣的一些作品，儘管閱讀量我估計不是太高，

讀者不是特別多，但是他作為一個文學成就，是存在於這個地方的，他的價值

是會不斷地被發現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的東西，可能流行的東西，會被

淘汰掉，但是，一部有價值的、有深厚內容的，代表了一個地區百年歷史的，

這樣一種文化積澱的一個文學作品，它的價值是應該會不斷地被發現，也許過

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二百年，那時候的讀者會重新來讀這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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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閱讀這些作品，他們的腦子裡會再現我們正在經歷的，或者

我們已經經歷過的香港的時光、香港的歲月，所以，我想這是我對香港文學的

一個非常粗淺的認識、肯定。 

 

我舉的例子都是掛一漏萬的，現在我相信在香港，還有成千上萬的文學寫作者，

那文學愛好者就會更多，我曾經擔任過香港文學雙年獎的評委，也比較集中的

閱讀過香港的一些年輕作家寫的文學作品，也感覺到他們的文學已經是達到了

很高的藝術成就，也就是說，香港文學跟大陸文學還是有很大區別的，就像台

灣的文學跟大陸的文學區別很明顯一樣，所以，我想香港、台灣、大陸，以及

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一些用華語來寫作的作家們，共同的構成了我們中華文學的

版圖，所以，香港在這個版圖上絕對佔著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我想任何一個國

家或者地區的文學，它最根本的根基，還是這個地方的生活，這個生活是廣義

的，這個地方的地理環境、山川河流、生活習慣、語言、禮儀，都構成了這些

地方的文學要反映的重要的基礎，所以，我想香港的文學，它跟大陸的文學的

區別，它的特色，就是因為香港的地方特色，香港的歷史、地理、文化，以及

現在香港人們正在經歷著的，正在過著的這種平凡的歲月，都必然使香港的作

者，寫出跟別的地方完全不一樣的文學作品來。 

 

小說不會死掉 

 

所以，我從來是一個文學的樂觀主義者，我不認為文學會在這樣現代科技，快

速發展的時代裡邊就會消失掉，我也不認為小說會嗚呼哀哉，因為關於「小說

死了」的這種討論，在上個世紀 80 年代的大陸就有過，後來事實證明，小說不

但沒有死掉，而且小說經常的會迴光返照，而且返照的很燦爛，人們對文學的

熱情，有一段時間看起來是消沉了，但是過兩天會借著某一個由頭，突然又煥

發出一種非常高漲的熱情來，無論是閱讀還是創作，讀者的熱情跟作者的創作

的熱情，有的時候是並駕齊驅的，所以，我想這個文學的發展，它可能是像任

何事物的發展一樣，它不會是一條直線，它也不會是一條一直上升的路線，它

應該是像波浪一樣前進，有高潮、也有低谷，所以，我覺得文學這個東西，你

說它沒有用，它還真是有用，你要說它有用，它似乎也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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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我在瑞典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那個晚宴上，每一個獲獎

者，都要做一個五分鐘的簡短致辭，在這個致辭裡邊，我覺得最好的一句話，

就是說：「與科學技術相比，文學是沒有用處的，但是文學最大的用處，就在

於它沒有用處。」可能繞來繞去，我估計把瑞典人也都繞糊塗了，甚麼叫「最

大的用處是沒有用處？」就是說，我想說文學它不像數學，也不像物理，也不

像化學，和其他的任何應用科學一樣，它立刻可以轉化成生產力，它立刻可以

變成物質，它可以運用於醫學救人的生命，可以轉化成武器來致人於死命，它

也可能變成一種其他的、宏偉的建築，等等等等，但是文學，你說他一個人，

他一輩子不閱讀，他能不能活下去呢？當然可以活的很好，一個人一輩子只看

科學的書籍，不看文學的書籍，是不是這個人也可以活的很好呢？我覺得也是，

沒有問題，依然可以活的很好。當然，我想一個讀過文學書籍的人，跟一個從

來沒有接觸過文學書籍的人，是不一樣的，即便是在鄉村裡面，一些不識字的

文盲、不識字的農民，你也不能說他們沒有任何的文學素養。我記得我小時候

在農村成長的時候就見到過、聆聽過很多我的村子裡面的，這種不認識字的鄉

親們講述的故事，他們儘管是文盲，但是他們講起故事有板有眼，有高潮、有

低谷、有伏筆，講的是非常吸引人，他們都是口頭的文學家，當然，他們也都

是故事的聆聽者。任何一個故事的講述者，開始的時候都是一個很好的故事的

聆聽者，因為聽故事，然後講故事給別人聽，在講的過程當中不斷的添油加醋，

這就變成了故事的創作者，作家無非是把這個過程，變成了用筆寫的過程，所

以，我現在回憶起來，我當年確實是這樣，我去集市上聽說書人講一個故事，

然後回來就講給我的母親和我的姐姐聽，她們晚上在油燈下面做針線，我就給

她們複述我白天在集市上所聽說過的故事，因為有的情節記不太真了，那我就

編造，有的地方我覺得寫的不太過癮，我就添油加醋，事實證明，這樣收到了

很好的效果。當然，這讓我逃避了勞動，我白天要不要去割草、要去放牛，如

果說我要去趕集、去聽故事，那我母親想到晚上可以聽我講故事，她就說：

「那你去吧。」所以，文學還是有用的，在我的童年時期，它就幫我逃避了勞

役，總而言之，我想我作為文學的讀者，作為一個小說的作者，我對文學還是

充滿了厚愛的，我也希望我們更多的人熱愛文學。 

 

文學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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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文學的態度，有時候也可以說是一個民族的文明的態度的一種標誌，當

一個國家對文學給予高度重視的時候，我認為這個國家肯定是一個文明的國家，

當一個國家對文學給予鄙視、壓制，甚至對作家進行迫害的時候，這個國家肯

定不是一個文明的國家，或者說，這段時間內這個國家出了問題。任何一個正

常的、文明的、進步的國家，永遠都會把文學當做自己民族的，精神生活的重

要方面，永遠都會把文學的寫作者、愛好者、讀者，當做自己民族最優秀的份

子，來熱愛、來呵護。據大陸的某一張報紙的報道，他們在挖掘古代的墳墓的

時候就發現，埋藏在墳墓裡邊的古人的身體，都已經變成了塵埃，但他的頭髮

依然存在，所以我由此也想到，文學對於一個社會就有一點點，像頭髮對於一

個人一樣，一個人滿頭濃髮，濃密的頭髮是非常美的，那一個人即便是像我一

樣頭髮很少，也可以活得很好，但是你不能因為沒有頭髮也可以活得很好，而

拒絕頭髮，因為沒有頭髮的人總是夢想著，自己有一頭好頭髮，這也為很多賣

生髮精的人，創造了致富的商機，我認識中國大陸一位非常有名的富商，他的

第一桶金就是代理了一種生髮精，我也曾經買過一瓶，最後滿頭好像是被辣椒

辣的火辣辣的，滿頭冒火依然不長頭髮，這就是開玩笑，岔題了啊，總而言之，

我想文學確實是，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個國家的符號，文學家，偉大的文

學家，應該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旗幟，所以，像托爾斯泰這樣的偉大作家，我們

中國，像曹雪芹這樣的偉大作家，毫無疑問是我們民族的偉大的旗幟，所以，

我看到很多的外國的領導人，到俄羅斯去，他們一般都會把他帶到托爾斯泰的

莊園裡參觀，他們不會把他帶到生產出，AK47 衝鋒槍那個地方去參觀，儘管這

個 AK47 衝鋒槍生產了兩億支，但他永遠不會展示這個，他會展示他們的托爾

斯泰、普希金、肖洛霍夫，所以，文學還應該是超越了民族的、政治的、階級

的，這樣一種人類的一種精神的家園，因為我們在這樣一種閱讀當中，會使我

們認識到人的一種最高貴的品質，會使我們的眼界高闊，會使我們認識到人的

最寶貴的地方，和人的最可悲的地方，也就是說，通過閱讀，可以認識自己。

所以，一個喜歡閱讀的民族肯定是具有巨大的反思能力的，他會在閱讀當中對

照、比較，然後反思，最後得出一種清醒的結論，我想當眾多的人都是一個閱

讀者，當眾多的人都在這樣一種閱讀中反思的話，一個民族的精神素質自然就

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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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文學 

 

所以，總而言之，我想文學是需要生活的，生活也是需要文學，我們現在就是

有一種悲觀論調，就是說，文學到了現在，是不是愈來愈凋零了、愈來愈勢微

了，理由之一，就是讀者是不是愈來愈少了？書賣的愈來愈少，過去一本小說

可能可以賣幾百萬冊，現在只能賣幾萬冊，或者是幾千冊，甚至是幾百冊，當

然，我想這些現象都是存在的，因為，隨著科技的進步，娛樂方式愈來愈多樣

化，而人的業餘時間是一個恆定的常數，而娛樂方式的多樣化，自然會把這個

娛樂時間給分割了，在一段時間內，你看了電視，就不可能上網，你上了網，

就不可能閱讀，所以，現在我想關於文學這個悲觀的論調，可能更多的是從這

方面來得到的，反正我覺得有時候，我們應該換位思考一些問題，對這些科學

的發展，無論你有多麼大的敵意，它是攔不住的，我們只能適應這個東西，最

終還要向它投降，我記得 90 年代，當電腦剛剛出現的時候，大陸有一些最先鋒

的，最喜歡新事物的作家，開始用電腦寫作，我當時是一個堅決的反對者，我

說我永遠不會使用電腦，但是後來我覺得不使用也不行了，當你還是一筆一劃

地寫出稿子的時候，你還要把它複印，複印了以後要去郵局郵寄，郵寄還要花

費用不說，而且那樣弄麻煩，最主要的是人家現在，刊物也好、報紙也好、出

版社也好，最後都會說：「我們不接受這種寄的稿子了，你有沒有電子郵箱，

發給我們電子版。」逼得你必須使用電腦，用了電腦一段時間以後，我就發現

這個電腦寫作有它的便利之處，但是確實也不適合我這樣的作者，因為我拿著

筆寫作已經養成了一種習慣，幾十年來一直是拿著筆寫作，我拿了筆的時候，

我不會考慮某個字怎麼樣寫，我只想我的小說，想我的文字，然後我的手到筆

到、心到筆到，我如果面對著一個鍵盤、一個屏幕的話，我用拼音輸入，我要

不斷地選字，它會使我的思路不斷地被打斷，而且沒有成就感，我用紙筆寫作

的時候，每寫完一張，撕下來放在一邊，一天會摞下來這麼一摞，一看，哎喲，

幾萬字，一萬字，五千字，非常有成就感，用電腦，一關機，我覺得我好像甚

麼都沒幹，如果遇到有病毒的話，丟了，那更是甚麼也沒有幹，所以，我想很

多東西確實抗拒不了，就像互聯網也抗拒不了一樣，我想隨著這個互聯網網絡

的出現，網絡文學變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學創作的一個力量。網絡作者，

網絡文學也變成了文學裡面最大量的一個門類，這也是文學悲觀論者的一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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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就是說，大量的網絡文學的出現，使嚴肅文學的創作受到了

擠壓。但是，我覺得嚴肅文學跟網絡文學之間，也沒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礙，

網絡文學之所以還冠以文學之名，它還是要符合文學的一些最基本的規律，它

要用語言來寫作，它是要寫人物，它還是要講故事，儘管浩如煙海的網絡文學

裡面，確實精品比較少，也有很多確實寫得非常非常差，但是，在這樣一些作

品裡邊，大量的網絡文學裡邊，只要有十部、八部的好作品，你就必須承認它，

我想現在文學界、批評界，以及中國作家協會，對網絡文學愈來愈重視，成立

了專門的網絡文學的研究委員會，也有很多網絡作家，被吸收到作家協會的主

席團裡邊，當了委員，主席團的委員，有很多省裡面，都專門成立了網絡作家

協會，而且現在很多網絡作家，確實創造了巨大的利潤，現在流行的叫甚麼

「IP」，一個 IP 賣上億，一部網絡小說，光是影視改編權就賣一億人民幣，甚

至兩億人民幣，真是太驚人的數字了，而且他們寫作的速度非常之快，過去我

一天寫一萬字，好像當時的中國作家裡面，大家認為我是快手，現在他們說，

一天能敲三萬字，過去我一部小說寫 50 萬字，我認為已經寫成了江河小說，很

漫長了，但是現在我看到有的網絡小說 1,500 萬字，我也在網上試圖閱讀過，

一部反腐敗的網絡小說，我總認為它應該結束了，一看，還沒結束，我看到第

250 章的時候，我說總該結束了，後來一看，到了 500 章的時候，哎喲！算了，

我不讀了，所以，這種網絡閱讀、網絡寫作，使這個網絡文學具有它自身的特

點，這些現象我們只能研究。你可以不在網絡上寫作，但是你必須了解這個，

你應該知道網絡文學作家他們寫了甚麼。 

 

小說形式多元化 

 

所以我想大陸的這個文學狀況，目前確實是一言難以說盡，而且文學像過去一

樣，好像就是一個嚴肅文學、流行文學，現在好像分得愈來愈細，類型化，小

說裡面有職場小說、愛情小說，還有穿越小說、玄幻小說、盜墓小說，愈來愈

技術化、愈來愈專業化，分工愈來愈細，那我也看了這些小說，這些作家都是

某一方面的專家，我也見過了寫盜墓筆記的那個作家，我以為他是一個盜了多

少古墓的盜墓者，結果就是一個年輕人！他的那些小說裡面，關於盜墓的很多

描寫，是他想像出來的，所以，從來也沒有這樣的墓，也從來沒有這樣的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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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寫到小說裡去，拍成電影、電視以後，就讓大家信以為真，

所以，我想這些作家的想像力，也是非常驚人的，穿越小說就更加自由了，過

去，我在寫《紅高粱》的時候，用一個倒敘，大家認為是創新，現在人家一會

在唐朝、一會在明朝，一會到了現在、一會又到了 200 年以後了，到了 2030 年、

2050 年了，各種預設小說的、穿越小說的這種時間，已經不存在了，他們彷彿

在時間的迷宮裡面來回亂竄，竄到那個朝代是哪個朝代，過去我們認為是封建

迷信的一些東西，現在在小說裡邊是比比皆是。當然，這樣的小說，我想也自

身有它自己的價值，它擴展了我們的想像力，它讓我們看到人的想像力是沒有

邊緣的，過去我們認為一句話叫做「無中生有」，是不可能存在的，現在看來

在文學創作方面，「無中生有」是個經常出現的現象。但是當然這種無不是絕

對的無，它還是建立在作家的生活基礎上的，作家用他的基本的生活經驗，然

後加上他的想像力，然後嫁接上其它各種門類的、科學的、藝術的，甚至是算

命的、醫學的、各種各樣的知識，融聚成一種新的文學樣式，這樣實際上就是

想像力的練兵場，當然也是語言的狂歡場。我當然也希望，就是說，我們的網

絡文學作者能夠稍微地沉靜一下，不要寫得那麼快，本來一天寫三萬，你寫一

萬五就可以了，你把這個語言打磨得更加美一點、更加精煉一點，把故事設置

得更加合理一點，把人物塑造得更加豐滿一點，當然，我想這樣一種願望，究

竟能不能實現也很難說，因為網絡寫作有時候背後有一條鞭子，在抽趕這些作

家，這個鞭子就是利潤。所以，希望我們的網絡作家，背後帶上一個盾牌，不

要怕抽打，我就要寫的慢一點，然後提高質量，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就

是，網絡寫作、手機閱讀、網上的閱讀，都應該看成文學的閱讀和文學的創作

活動，這樣來看的話，確實我們的文學，不但是沒有凋零，而且是處在一種十

分繁榮的狀態。我想香港的情況是不是也是這樣，我沒有做過調查研究，但是

我覺得哪裡有年輕人，哪裡就有網絡創作，過去我們老想著，就是說，是甚麼

東西在搞一個群眾運動，大陸在 50 年代的時候，也掀起過一個群眾性的詩歌創

作運動，每個農民都來寫詩，一天寫一萬首，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有一個天津

郊區的小村莊，農民也都紛紛出來寫詩，就是把文學創作當成一種大的運動，

現在我覺得我們這個文學創作，真是到了一個群體創作的階段，你說誰沒在網

上發表過言論，我們現在很多的微信，都寫得那麼有文學水準，我剛剛有了微

信，我會用了，大概是有兩個月的微信歷史，我在微信裡面也看到了很多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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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的，但不是我寫的，非常好的作品，在北京，有一次吃完飯，

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優雅的一個女士，就說：「莫言老師，我要朗讀一首，你

的詩歌獻給你：《你若懂我該有多好》。」她朗讀的聲情並茂，目光裡邊閃閃

的含著淚光，我聽了以後很感動，後來她讀完了，我就說：「如果是我寫的該

有多好！」後來我也說，我希望這些網絡的寫作者，大家都把自己的孩子趕快

領回去，否則的話，我就要編一本書了，我得把在網絡上的，那些用我的名字

創作的段子、勵志的美文、心靈雞湯，全部編到我的文集裡去，你們到時候可

別來找我告狀打官司，但是我公開發表了這個言論至今，也沒有一個人領回去，

而且最近又有了我寫的飲酒賦，關於同學的段子，唱同學聚會的、孝順父母的，

都是很正能量的，非常積極的，符合我們各種各樣道德標準的，我想，那既然

這樣，那就編吧，我也不再去反對了，大家如果能夠借用我的名義，使這些美

好的道德，得以廣泛的流傳，何嘗不是一件樂事呢。 

 

文學源自生活 

 

所以，我覺得文學需要生活，就是因為我們的生活變化多端，我們每個人的寫

作，無論他是多麼複雜，你認真分析，都跟他的個人經歷密切相關，這是我的

親身體驗，也是很多作家自傳裡面描述過的。一個作家，有的人可以寫各種各

樣的題材，他既懂寫軍事，也能寫農業，也能寫工業，但是你認真的分析起來，

實際上，他這個創作，哪怕一百部小說裡邊，他的童年記憶、故鄉經驗，這永

遠是在背後潛藏著的，這個是無法改變的。所以，我的小說有時候也寫到了大

城市，有的時候也寫到了海南島，但是最根本的，支撐著我的文學大廈的根基

的，還是我的故鄉和我的童年，或者說是我的生活，這個生活當然是廣義的，

有時候可能我沒有寫作，但是我上街去，逛街去了，我吃飯去了，我跟人打撲

克了，對於一個作家來說，這實際上都是一種積累體驗的機會，當然，你要是

去犯罪的話，見了警察也用這個理由來為自己開脫的話，那警察是不買賬的，

你不能說：「我為了體驗生活去掏人家的包。」你不能說：「我為了體驗生活

去放火。」法律是不會給作家開這樣的方便之門的，當然就是說，對一些無法

體驗的生活，作家實際上還有一些辦法，就是設身處地的把別人的經驗，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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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成自己的經驗，一個勁的把個人的體驗，把自己的經驗嫁接

到別人身上去，另外，是把別人的經驗，別人的故事，通過自己的心理同化，

變成自己的故事。 

 

生活需要文學 

 

生活需要文學更不要說了，作家離開生活無法寫作，那我們在生活當中，我們

現在寫信也好、聊天也好、寫微信也好、發短信也好，都必須是有一定的文學

的基礎，所以，即便談戀愛，有文學知識也比沒有文學知識好，即便寫情書，

有文學修養肯定比沒有文學修養好，你看看我們現在回頭來，像五四時期，像

徐志摩先生，他們這些人寫的情書，多麼的優美，能夠經得住這樣的情書打擊

的人，確實不太多，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真是多一點文學都是好的。 

 

文學需要交流 

 

當然，我想現在這個文學，跟任何一件事物、任何一個領域一樣，都需要交流，

沒有交流就沒有文學，或者說，交流也需要文學。談到文學的交流，我覺得真

是還要感謝西西女士。西西是剛才我講到的，香港非常有名的老作家，在上個

世紀 80 年代，那時候大陸跟台灣還沒有直航，也沒有太多的文化交流，大陸的

文學在台灣當然還是禁書，台灣的文學也沒有被介紹到大陸來，記得大概就是

在那個時候，西西就把我的小說《紅高粱》、《爆炸》拿到台灣去，在洪範出

版社出版，所以，我想西西女士為台灣和大陸，這兩岸之間的文學交流，也做

出了很大的貢獻，我剛開始以為香港人都是非常有錢的，因為她到了北京要請

我們吃飯，還給我們帶煙，還送給我們各種各樣的酒，我就是覺得這個香港作

家太有錢了，後來我知道西西的生活過的很拮據，她的房子很小，她是坐在馬

桶上寫作的，就是把馬桶一放，就是她的坐椅，然後前面放一個小桌，這個房

間到底有多小，我不知道，她的生活也是那麼樣的簡樸，所以後來我知道了這

個真實狀況，就是感覺到真是非常的感動，這樣一個成就比我們大的多的作家，

為了把我們的小說介紹到台灣，給台灣讀者看，就充當了一種橋樑的作用，而

且，自己去北京，自己找旅館，請我們吃，給我們帶禮物，我們還感覺到很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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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你們香港人那麼有錢，後來知道她的生活還不如我過的好，

我心裡是很慚愧的，包括我寫文章也提到過這個事情，現在我想西西女士，她

這兩年還是在寫作，她的想像力領域也是非常寬闊的，她現在做手工，縫了很

多熊，然後就把這個縫熊的過程，寫成了小說《縫熊記》，大家可以去買這本

書看一看。 

 

中國當代文學之的發展 

 

80 年代以來，我想中國當代文學之所以有很大的發展，是跟交流分不開的，我

們去台灣的時候，就是 80 年代末的時候去台灣，跟台灣的同行們、作家們聊天，

就發現他們上個世紀 60 年代，閱讀的文學作品，是我們 80 年代才閱讀到的，

我們比他們晚了 20 年，所以這才有了在 80 年代，像西方、像拉丁美洲的爆炸

文學，西方的意識流小說，美國的海明威、福柯那這樣一批，像英國的格林、

毛姆、勞倫斯這樣一大批西方的現代派的文學，包括法國的新小說，使我們這

些從來沒有接觸過西方文學的作家們眼界大開，現在就叫腦洞大開，我們當時

就感覺到很震驚，就感覺到：「哎呦！小說原來是這樣寫。」小說，人家西方

的作家已經這樣寫了，當然，我們也立刻意識到，這樣寫誰還不會啊，我也會，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生活當中，類似的故事、類似的情節比比皆是，你不是玩荒

誕嗎，我覺得我們生活當中的很多親身經歷，比你寫的還要荒誕，所以在這樣

一種情況下，我們的寫作就自然的帶上了一種模仿的痕跡，但是很快就意識到，

這樣一種單純的、簡單的模仿，這樣一種創作衝動是要冷下來，因為你即便是

寫的跟他們非常像，甚至比他還要魔幻，但終究是二手貨，所以，一個作家要

在文壇上站住腳跟，必須寫出具有自己的鮮明特色，和個性的作品，一個民族

的、一個國家的文學，如果要在世界文學當中佔有地位的話，那肯定還是要寫

出具有自己的地方特色的作品來，所以，我想文學實際上它也是一個統一，它

的特殊性跟這種普遍性的統一，那就是說，世界文學是一個整體，不論是哪個

國家的文學，它必然符合文學最基本的規律，它是用語言來寫人的，寫人的情

感的，是塑造人物的，這樣一些最基本的原則，肯定是變不了的，但是民族特

色、地方特色、作家個性，又是帶著這樣鮮明的標記的，這又使一個國家的、

一個地區的、一個作家的創作跟其他的作家的、其他的國家的文學區別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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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好的文學，必定是特殊性跟普遍性的統一，是民族性跟世

界性的統一。所以，這個是我們在 80 年代，瘋狂的學習過西方一段覺悟之後意

識到的問題，所以，這個時候就有了像韓少功，他們提出的文學的根，這樣的

一些文學運動，這些運動實際上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單純的沉浸在對西方文學

的模仿當中，不要被他們一下子就震昏了、震暈了，應該立刻清醒起來，應該

從我們的民族文化、民間文化裡邊尋找資源，尋找我們學習的榜樣，然後才可

能使自己在文壇上站住腳，也才可能形成中國的當代文學。 

 

文學的翻譯 

 

經過這幾十年的努力，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和後來的更年輕的作家共同奮鬥，

已經使中國當代文學，變成了世界文學的一個重要的方面。我們大量的作品，

現在已經被翻譯成多種外文，在世界各地出版，這幾年，中國政府對文學的翻

譯，也給予了很大的幫助。有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他們有一個經典中國國際出

版工程；中國作家協會有一個中國當代文學百部精品翻譯資助項目；全國哲學

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有一個中華學術外譯項目；國務院新聞辦有一個中國圖書

國際推廣計劃。這些機構所設立的這些基金，都在幫助中國文學對外翻譯，如

果你要翻譯一部中國作家的小說，你就可以向有關的部門來申請扶持，如果你

符合了這種條件，就會給你一定的經濟幫助，這樣一種努力，當然也有人提出

一些不同的看法，因為文學的翻譯應該是自由的、民間的，不應該由政府出面

來推薦，但是世界上很多國家，為了推薦自己的文學，都是做出了這樣的努力

的，他必然有他正面的效應，肯定也會有一些負面的說法，我認為還是一件好

事吧，因為文學翻譯，確實是一件出力不討好的事情，翻譯確實是一個報酬很

低的職業，很多西方的漢學家都是在業餘創作，業餘時間來翻譯，翻譯中國當

代文學，往往也都是一種賠本的生意，儘管這個，我們現在有這麼多的作家，

寫了這麼多的作品，但是真正的造成了世界性影響的，走入了千家萬戶，變成

了外國讀者口口相傳的作品，卻是數量還比較少，因為這個小說或者詩歌，你

翻譯成外文之後，有的也就是翻過去了，也就束之高閣，沒有閱讀，沒有閱讀，

實際上這本書是不存在的。一本書只有走進讀者手裡被閱讀了，它的價值才得

以實現，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也一直在提這個意見，希望能夠用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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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力度，集中起來推薦最精美的作品出去，然後不要翻譯完了

就不管了，你翻譯的時候我們要扶助，然後翻譯過去以後，在推廣的時候，也

應該繼續幫助，因為現在確實是一個營銷的時代，我們也相信偶爾會有一本書，

會被讀者發現，然後用這種口口相傳的方式，使這本書引起很大的反響，得到

很好的評價，但更多的還是要借助於傳媒，借助於媒體，造成聲勢，然後引起

一種廣泛的閱讀。 

 

一切交流也有文化含量 

 

另外，像文學在交流當中的作用，這個也是，實際上這個我前面也涉及到了，

就是在國家與國家的交流當中，必定有文化交流這一項，從來就沒有純粹的政

治交流，也從來沒有純粹的經濟交流，所以，一切的交流實際上，都有包含文

化含量，就是我們現在大陸，搞得轟轟烈烈的「一帶一路」，就像我們有輝煌

歷史的絲綢之路，看起來是經濟貿易，但實際上這個商品本身也是文化，我們

的瓷器有圖案，我們的絲綢有圖案，本身也是重要的文化藝術品。現在我想這

種在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這種交流，實際上已經是融為一體了，文學在這

種發展各個國家之間，這種多邊交往的過程當中，應該是發揮著很重要的作用。

2015 年，我曾經跟隨著李克強總理去過拉丁美洲訪問，我們是在哥倫比亞和哥

倫比亞的總統桑切斯，還有李總理在一個講台上談文學，這是中國國家領導人

首次在國外與外國國家元首，跟中國的作家和哥倫比亞的作家，一塊聊文學問

題，我當時一個很深的感慨，就是哥倫比亞的總統桑切斯說：「我們對文學還

是很重視的，我告訴你們一個消息，十分鐘以前我們跟游擊隊達成了協議，為

了這個文學論壇的順利舉行，我們停火 24 小時。」我當時就感覺到這個事情真

挺有意思的，一個文學論壇，竟然讓交戰雙方停火 24 小時，這大概在人類歷史

上沒有過，由此可見，哥倫比亞的游擊隊，是多麼樣的有文學的素養，因為我

們中國的歷史上有這麼多的戰爭，從來沒聽說因為文學而停火 24 小時過，所以，

這也讓我們作為一個作家，感覺到力大氣粗了，起碼有半個月的時間。當然，

回到國內以後，馬上也漸漸地感覺到，這好像是一個夢境，這件事情好像沒有

發生過，本來就不存在，因為我們離開了沒幾天，雙方又炮火連天，彈痕遍地，

又打起來了，後來當然又停火了，那不是因為文學，是因為各方面的利益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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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達成了一致，總之，我想文學它還是一個非實用的東西，它

對人的最大的作用，還是一種審美的體現，一種精神的熏陶，一種心靈的、精

神的保健操，也是人類認識自我、理解他人的一種方式，沒有文學，可以生活，

有了文學，可以生活得更豐富。我想這是我對文學的理解。 

 

我的創作植根於生活 

 

至於我自己的創作，因為時間的關係，我覺得也不能太展開來談，第一點，我

覺得任何一個作家，剛開始的寫作，必須立根於自我，必須從自我出發，老生

常談，寫你最熟悉的生活，寫你最熟悉的人，你甚至可以考慮把你的親人寫進

去，當然要改頭換面了，起碼要改換姓名，當然，你也可以考慮把幾個人，變

成一個人來寫，你可以寫你的親身經歷，當然，你可以把你的親身經歷，按到

另外一個人頭上去，當然也可以把別人的故事，變成自己的故事，總之，我想

寫自己最熟悉的東西，然後由此起步，你慢慢地再擴大你書寫的範圍，你寫你

最熟悉的領域，也慢慢地可以通過一些技術的努力，通過學習、閱讀、調查、

訪問，再加上你的想像力，再寫一些你不熟悉的領域，總之，我想一個作家要

不斷地創作，必須有這種不斷地學習、不斷地更新知識的願望和能力，你的頭

腦當中，關於文學這根弦，一定要崩得緊緊的，這部分神經在睡覺的時候也不

要休息，因為我們很多的夢境，都是很好的文學素材，我就感覺到我從做夢當

中得益甚多，我的好幾部小說，都是從夢中得來的，或者靈感是在夢裡面產生

的，我的成名作《透明的紅蘿蔔》，至今有人認為那是我最好的小說，一般的

讀者有這樣說的，學者也有這麼說的，這部小說實際上就是我的一個夢，然後

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當然，完全靠一個夢，是不可能寫出一本小說的，我做

了這樣一個夢，就夢到一片蘿蔔地，然後夢到一個身穿紅衣的少女，拿著一個

鐵叉，插著一個蘿蔔，背對著陽光，向我走來，然後夢醒了，我就感覺到這個

畫面這麼樣的輝煌，這個意境這麼樣的美好，然後把我童年時期在橋樑工地上，

給鐵匠當學徒的一段生活融合進去，就變成了這個小說，也就是說，儘管你的

靈感來自於夢境，但是真正書寫的內容，還是離不開生活的積累，如果沒有在

橋樑工地上，給鐵匠當學徒的這段經驗，那我這個夢境，我估計用五百字就可

以寫完了，有了這樣一種經驗，有了人物，也就有了故事，夢見的是這個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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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氛圍，這部小說就變成了，一部三萬五千字的中篇小說，所以，

我感覺到我們的靈感的來源，可以花樣繁多，但是靈感必須植根於生活經驗，

也就是說，我之所以做這樣的夢，還是跟我的生活有關係的，我們要相信靈感，

但是不要迷信靈感，但是我們必須把生活積累，當作自己最最重要的一種寫作

的資源庫，而且這個資源庫要不斷的充實。 

 

在讀報紙的過程當中，現在年紀大了，我也不可能天天下去生活，也不可能每

天拿個筆記本到處觀察，到了這個年紀，我們補充生活資料庫的一個方式，是

閱讀、看電視、聽人聊天，也就是在當下這個時代裡邊獲取創作資源的方法，

也要與時俱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網絡也真是個好東西，現在在網絡上，你

要了解一件甚麼東西，那還是很容易的，譬如我要寫二戰期間八路軍使用的武

器，過去我要去跑軍事博物館，我要去採訪抗戰老兵，現在我在網上搜索，我

網上一搜索，三八大蓋兒（步槍）、王八匣子（手槍）、加拿大機槍、，衝鋒

槍、伯朗寧（手槍）、手榴彈、日本的鋼盔，各種各樣的服裝全都出來了，這

樣就使我們文學的寫作，這種真實性細節的可靠性，提供了很大的保證，當然，

在網絡上，利用網絡來體驗生活、了解生活，不是最好的辦法，但現在也是一

個重要的辦法，你沒有必要再為了看一件東西，跑博物館裡去，多浪費時間，

另外一點，文學畢竟是語言的藝術，如果一個作家的語言功力不到家的話，那

他的故事講不精彩；這故事本來很精彩，但他的語言不好，講不精彩。 

 

好小說有強烈的文體意識及人物塑造 

 

有時候我們閱讀，並不僅僅是看故事，儘管我當年在瑞典演講，我的題目叫

「講故事的人」，但小說並不僅僅是講故事，我那樣講也是為了強調小說故事

的重要性，但是小說確實並不僅僅是講故事，小說的寫法確實也很重要，我們

評價一個作家，尤其是我這種專業的寫作者，評價一個作家的時候，我會首先

看他的語言，這個語言，有陌生化，這個語言，不是那種輕浮的、流暢的、華

麗的語言，這個語言是，甚至有一點點陌生，有一點讀起來疙疙瘩瘩的，但是

他非常的有味道，非常的有嚼頭，那我可能會對這個作家另眼相看，我的意思

是，我們作為一個寫作者，必須有很強的文體意識，我後來也研究了一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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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歷史上的，很多大作家之所以是大作家，就是因為他們都有非

常獨特的、有個性化的文體，我們現在講魯迅、沈從文、張愛玲，這些作家，

他首先就是語言個性非常鮮明，魯迅的語言跟沈從文的語言差距太大了，張愛

玲的語言跟丁玲的語言，差別又是那麼大，也就是說，這些作家是因為他們的

語言而存在的，因為他們的故事別人也講過，或者類似的故事別人也講過，為

甚麼不如他們精彩，就是因為他們的語言，沒有像我剛剛列舉的這些偉大作家

的語言好，所以，我認為一個偉大的作家，不僅僅是一個講故事的人，還應該

是一個文體家，他們的文學語言是為我們的民族語言的，是為我們的漢語的寫

作的發展豐富做出了貢獻，就是他豐富了我們的語言，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創

造了我們的語言，所以這就是偉大的文學家了，不僅僅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所

以有時候我們看到國外對一些作家，譬如說，普希金他們的評價那麼高，而我

讀他的詩，也感覺到不過爾爾，後來問了一下精通俄語的朋友，就是說，他翻

譯過來以後，他的語言之美流失大半，他的語言應該是對俄羅斯的語言是有發

展的豐富，是有巨大貢獻的，所以，我想作家也應該是一個，有強烈的文體意

識的寫作者，你必須千方百計地要使用一種帶有你的鮮明特徵的語言。同樣的

故事，我用我的語言講，就產生了另外的審美的感受。 

 

再一點就是小說無論怎麼寫，最終還是落實到寫人上，我們講到一個偉大作品，

首先想到的實際上是這個作品裡的一些典型的人物，我們講曹雪芹那麼偉大，

紅樓夢那麼了不起，首先想到的是甚麼，是林黛玉、賈寶玉、王熙鳳，這些活

靈活現的、性格鮮明的人物，我們一閉上眼，可能已經忘記了這個小說裡的某

些細節，故事、細節、情節，但是這些人物的音容笑貌，宛若在我們眼前，那

人家就是把人物寫活了，所以，儘管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關於小說的一個評

價，但是現在我覺得這個定律永遠是存在的，就是我們寫小說的人，還是要把

寫人、塑造人物，放到一個最重要的位置上，如果你把人物寫活了，寫成功了，

寫得栩栩如生，寫得讓讀者掩卷之後，這個人物就浮現在他面前，那我們就成

功了，把人寫好了，小說家的任務就完成了。 

 

總而言之，關於香港文學，我的認識很粗淺，關於大陸文學，我的認識很片面，

關於我自己的文學，我的認識很模糊，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