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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 Rui comes up with an idea that a writer should express his idea through Chinese characters. He tries to 

recover confidence on Chinese with a unique way of himself. Li Rui describes a national memory and the real 

situation of Chinese people. Only through the real situation can we realize where we are from, build a 

platform where we can make dialogues with other nations, find the place we are in world literature and have 

literature on our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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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家李锐曾提出“用方块字深刻表达自己”的文学主张。面对近代以来屡屡受伤的汉语，试图用用自

己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真实的处境，恢复汉语言说的自信心。李锐讲述的是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和中

国人生存的真实的处境。只有透过这个“真实的处境”，我们才能认清“我来自何方”，构建与其他民

族对话的平台，正是在这一系列对话中，汉语才能够找到自己的主体性，所谓“用方块字深刻表达自

己”可以说是“汉语主体性”的另一种表述，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世界文学之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拥有属于自己的汉语文学。 

关键词: 李锐  汉语 主体 

1.“汉语主体性” 

写于 1991 年的《自己的歌哭》是李锐语言和文体

自觉的开始，其后在不断的论述中，提出了一系列论述，

这些论述散见于随笔、演讲、访谈之中，包括“汉语主

体性”、“用方块字深刻表达自己”、“汉语自觉意识”、“文

言与白话的关系”，语言工具性、语言与权力关系、语

言等级、全球化语境和消费主义大潮中汉语写作的困境

等问题，其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汉语主体性。这个概念

的提出有多方面的背景：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作家主体

性、作品人物主体性等命题是和当时冲破政治话语的牢

笼以及文体、语言的自觉等文学语境联系在一起的，文

学主体性的回归成为响亮的口号，成为作家的神圣使命。

上世纪 90 年代迄今的全球化写作语境（包括消费主义

大潮）扼杀了文学主体回归之路。在今天主体性的黄昏

中，主体性命题仍具有现实意义，李锐重提写作主体性，

体现了作家的基本的写作良知。在全球化语境中，汉语

相对强势的西方语言处于“方言”的地位，这种“方言”

在百年历史中经历了太多的“坎坷”：文言文与白话文

的割裂，拉丁化的呼声，汉语欧化的问题，书面语和口

语方言的关系，大众化与化大众的争论……。汉语百年

史就是一部汉语改革史。作为一种特殊的表音文字，汉

语又和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文化心理甚至生命体验息息

相关。中国作家没有理由忽视、漠视这一个个方块字。

“汉语主体性”型塑了李锐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真

实性，是我们考察其创作不可或缺的部分。 

1.1.汉语主体性的表述 

从总体上观察，李锐作品讲述的主要是刻骨铭心的

民族记忆和中国人生存的真实的处境。只有透过这个

“真实的处境”，我们才能认清“我来自何方”，构建与

其他民族对话的平台，正是在这一系列对话中，汉语才

能够找到自己的主体性，所谓“自己的歌哭”可以说是

“汉语主体性”的另一种表述，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

世界文学之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拥有属于自己的汉语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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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是“汉语主体性”文

学化的表述，是其写作的指南和自觉要求，每个字都有

其丰富的意指： 

“用”——对汉语简单工具性的突破，让文字、文

本本身和叙述本身变成了主体，成为小说主体； 

“方块字”——疗救“受伤的汉语”，汉语的自觉

意识，展示汉字特有的魅力； 

“深刻”——超越当代作家面临的历史与现实的双

重煎熬的精神困境和金钱与权力的双重专制的写作语

境； 

“表达”——让沉默的大多数开口发言，通过图片

和文字、文言和白话的混杂，开拓汉语表达的可能性； 

“自己”——乡土的自己（植入在文革记忆、家族

记忆中的个体性的生命体验）；中国的自己（从历史的

湮没中打捞生命的记忆和万千感受，展现中国人巨大的

生命悲情和真实的生存处境 ）；文学的自己（中国作家

描写中国的汉语文学，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1.2.汉语写作的自信心 

“用方块字深刻表达自己”的提出不仅仅来自于对

汉语的认知和文革的反思，它还来自于一种恢复汉语写

作的自信心，是对当代写作语境的反省和对抗和对当代

文坛清醒的判断。李锐曾如此评价当代文学的现状：“我

觉得中国当代作家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一种精

神侏儒症。许多作家只会用肢体和感觉说话，一离开肢

体，就失语。尤其没有能力对历史、对时代发言。把历

史肢体化，把时代琐碎化，已经成为流行的时尚，已经

成为许多人精神苍白的盾牌和面具。这已经成为许多知

名作家的致命伤。更为可悲的是，这样的精神侏儒常常

是掩盖在所谓‘后现代’‘解构主义’‘反本质’‘反理

性’等等这样一些最时髦的理论词藻背后的。因为除去

那些时髦的文学操作之外，你只能看到对现成理论的模

仿和追随，看不到任何属于他自己的精神和情感的历史。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为丰

富深刻的历史，中国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当代史，更是

变化最剧烈、最惨痛、最富戏剧性的历史。面对这样的

历史处境，中国作家本来是具有最丰富的文学资源的，

可奇怪的是，大家都对自己的历史转过头去。都争着去

看别人家花园里的风景。所谓‘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

春色在邻家’。精神追问的告缺，历史纵深的割断，是

造成当代文学作品普遍品位低下的病因。许多人不明白，

无论现代派，还是后现代派，都是别人对自己历史和处

境的深刻回答，都是从最真实的生命处境发出的追问。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现代派是一种真实的处境而非

一个正确的真理。” 

 

 

 

 

2.“汉语主体性”的背景 

2.1.当代写作语境 

李锐对汉语主体性的强调有两个背景，其一是当代

作家的写作语境。在李锐看来，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艺

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的一个

巨大的反讽、颠覆、解构、批判，还有绝望和幻灭。西

方的所谓现代派艺术，是艺术家们坐在真理的尸体上唱

出的哀歌。在这里，那种绝望与幻灭，还有切肤的痛苦

都是源自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原子弹爆炸那种好几十

万、上百万人的屠杀之上，西方人自以为是最先进最科

学最文明最高雅的文化却造成了这样一种毁灭人类的

惨剧！而且是发生在他们自己的心脏里。这是他们最真

实的现实处境，这是他们面对的铁一样的事实，绝不是

一个什么正确的主义，不是一个真理。因为西方人，西

方的艺术家们不知道用什么主义拯救他们自己。正是因

为有这样的一个绝望与幻灭，有这样一个困境，才有了

那么多震撼人感动人的艺术作品。“但特别有讽刺意味

的是，当这些东西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的艺术家和

文学家就像得救了一样，就好像再次得到了真理一样。

在中国，事情变得不是陷入了困境，而是变得再次得到

了真理。那种得到真理的满足感呀，你可以看看当时那

几位评论家，来不来就喜欢弄后现代主义什么的，你看

他们那个语气和那个腔调，再一次向中国大众宣布了真

理的到来。好像是在说，今天的真理是我在执牛耳，那

个心满意足的感觉溢于言表，满脸放光。包括一些艺术

家和作家，以为自己做了先锋艺术家就变成了真理的持

有者，就成了宝塔尖儿上最高的那一层。这个心态简直

是荒谬透顶！” 

2.2.历史的原因 

其二是历史的原因。在李锐看来，发生于二十世纪

初的白话文运动，并非是一场已经结束的历史，而是一

个一直持续至今尚未完成的过程。而语言的自觉，现代

汉语主体性的建立，就是这个过程所昭示给我们的反复

咏叹的主调。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用自己

的小说和随笔，实践和呼吁语言的自觉，实践和呼吁现

代汉语主体性的建立。这所有的努力可以用一句话一言

以蔽之：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这不是一个凌空虚

蹈的幻想，因为，在我们的脚下有不可被淹没不可被同

化的几千年的文明史，有不可被淹没不可被同化的伟大

的文学传统，有不可被淹没不可被同化的方块字，有一

个多世纪以来群峰耸立的新文学。正如胡适在 1958 年

一次演讲当中明确指出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

是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

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 胡适先生

在回顾了白话文学一千多年的历史，历数了唐宋话本，

元杂剧，明清小说等等文学高峰之后，他大声疾呼：我

们现在的责任是要继续那无数开路先锋没有做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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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要替他们修残补阙，要替他们发扬光大。” 

3.“汉语主体性”与作品关系 

3.1.口语和方言  

李锐作品中一个醒目的现象是大规模的方言口语

展示，其力度超越了他的山西前辈赵树理。在现当代文

学史上，方言口语的写作一直处于文坛的边缘，甚少引

起研究者注意。百年来令人印象深刻的唯有半个世纪前

张爱玲同时用英语和现代汉语译注《海上花列传》。这

一方面缘于对白话文这个百年话题的再思考。早在 60

多年前，有论者就指出：新文学用白话作工具，大家写

来写去却只在写白话文，没有写“白话”。李锐提出“现

代汉语主体性”概念，不仅仅局限于白话的技术层面，

王尧曾归纳出相关的七大问题，包括对方块字和白话文

运动的反思、语言和生命的关系、揭示语言工具论的遮

蔽之处等等。《无风之树》等小说就是其理论的诠释。

这些问题是所有中国作家难以回避的话题。 

 “乡土”在李锐小说世界中具有多重的意涵，小

说题材是其显在的部分，对传统乡土叙写的颠覆则是其

潜在的方面。更有甚者，在全球化语境中，假如把表意

文字的汉语视为“弱势”的“方言”，“乡土”可以视为

“现代汉语主体性”的别一种表述，这是其隐形的意涵。

李锐的这种乡土书写放置在庞大的乡土传统甚至全球

化语境中，可以拓展汉语写作的叙述可能性。 

3.2.汉语的“诗性”品格。 

相关研究表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具有顿悟、整体

性等特点，汉字相应与表音文字在时态、句型等方面差

别很大。总体而言，汉字是一种空间性的文字，不是一

种“理性”的文字，它没有表音文字中所谓的逻各斯中

心，指东道西甚至“指鹿为马”在汉语中并不罕见。特

殊的思维方式和文字形态形成了汉语叙述的非线性特

征和汉语小说的块状空间化处理。《银城故事》的结构

是一首意境悠长的唐诗，表述的是思接千载的生命悲情，

当下叙述和历史的文学源头相衔接，这是李锐“语言自

觉”的一种追求。《无风之树》中的第一人称多视角叙

事角度也不能简单视为对福克纳《弥留之际》的借鉴，

当很多个“我”争相诉说拐叔之死的时候，甚至拐叔死

后独白、连驴子也开口发声时，现代小说中常见的因果

之链已经不复存在，这种“非理性”局面的背后不正是

汉语的诗性特质？在《无风之树》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

段落： 

“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

黑黑黑黑”。为什么要用二十四个“黑”？这是很多人

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李锐自己曾说过，他使用“黑”

的时候是数着的，因为一年二十四个节气。拐叔就生活

在无尽轮回的“黑”之中，这个巨大的“黑”最后摧垮

了拐叔的内心世界，他用最原始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

命之“黑”。 生命之“黑”以及拐叔进入了死亡以后感

觉到的永恒的“黑”，构成了人无所逃遁的黑天黑地，

二十四个“黑”排成了一条线，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囊括。

天地宇宙，拐叔整个的人生，拐叔对死亡的全部理解，

活着的全部渴望和怜悯，全都囊括在这个“黑”之中。

尤其是在一整段的感叹之中全部变成一个动词“黑”的

时候，我们感觉到人的生命悲情和普遍困境，所谓“天

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个极端例子可以见出表意

文字和表音文字的巨大差别。作家阿城认为不写诗的李

锐是一位诗人，是很有道理的。 

3.3.汉语的空间性。 

作为象形文字，汉语与其他语种最大的视觉差异是
空间性的凸现。一个个汉字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结构单
元和隐喻。字、词、句、段落、篇章的依次形成意味着
文字空间的不断变化和扩展，每次扩展都有新的结构形
成，新的隐喻产生形成汉语文学特有的“结构”质素。
李锐作品中多视角第一人称呈现的就是这种不断变化
的结构，历时发生的事件共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种
繁复、跳跃的排列组合不是纯粹的“炫技”，也不是后
现代的解构，而是作家对汉语特质的敏感使然。这是作
家对汉语写作可能性的自觉探索。 

汉语动词的非时态化、词性的活用、语序的灵活
以及和中国人生生息息的特殊关系等特征，与这种语言
的哲学思考有一种内在的天然联系，这些特征都是汉语
较之其他语种在表达人真实处境时的先天优势。用美国
语言学家范诺洛萨的话说，汉语汉字充满动感，不像西
方文字被语法、词类规则套死；汉字的结构保持了其与
生活真实间的暗喻关系；汉字排除了拼音文字枯燥的无
生命的逻辑性，充满感性信息，更接近生活与自然。一
位诗人如此描述“汉字每个字都像一张充满感情向人们
诉说着生活的脸”（郑敏语）。汉语沉淀着华夏民族数
千年来特有的感知世界、体察世界和呈现世界的方式，
“心上的秋天”是李锐写作的母题，体现了李锐对汉语
表达可能性的自信心 

李锐的《无风之树》情节十分简单，刘主任下乡传

达文件，逼死拐叔；人物关系并不复杂：矮人坪村民、

知青启蒙者苦根、政治人物刘主任以及公妻暖玉；时间

跨度也只有几天。作者没有简单地让叙述直线向前，而

是让十二个“我”和一个“他”共同叙述同一件事，打

乱了事件内在的线性秩序，每一次“我”和“他”的叙

述都是一次叙述结构的重组，其中包含一系列的复杂关

系：“我”和“他”的对立；口语和书面语的对立；围

绕暖玉展开的三种人的角逐；性和政治的纠缠；等等。

不同话语主体叙述话语之间相互重叠、互为补充甚至互

相颠覆，造成一种繁杂的复调效果。事件线性叙述的消

失，导致事件被离析成诸多层面，被反复地重组、重构，

小说水晶球般折射出事物的各个层面，从而最大限度深

入事物内部，深入真相。作品整体凸现空间性，压缩时

间性。《无风之树》中把时间浓缩到“拐叔之死”这个

切片上，然后用细节把它丰富起来，即把的“我”和“他”

单个的时间连接到一起，于是可以看到一个更广阔真实

的空间和时间。《旧址》是所谓的“大河式”小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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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一直写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作者也把它处

理成“现在时”，叙述的语气都是从现在出发的对时间

和过去的回溯，在“取消” 时间的同时凸现了“现在”

这个空间，这个也是建立在汉语的非时态化特征之上的，

我们无法想象有严格时态变化的西方语言采用这种方

法。 

汉字的空间性以及象形的特质很容易把它和其他艺

术形式如绘画联系在一起。《无风之树》等小说 从这个

特殊的角度看类似于现代派绘画，比如立体派把物体分

割成各种几何形体，然后再重叠、堆砌在一个平面的画

幅上，因此完全改变了物体原有的形态。正如毕加索《格

尔尼卡》乍看起来，这幅画在形象的组织及构图的安排

上显得十分随意，我们甚至会觉得它有些杂乱。这似乎

与轰炸时居民四散奔逃、惊恐万状的混乱气氛相一致。

然而，当我们细察此画，却发现在这长条形的画面空间

里，所有形体与图像的安排，都是经过了精细的构思与

推敲，而有着严整统一的秩序，《格尔尼卡》较一般的

写实油画更为有力、真实地反映了纳粹的暴行。 

3.4.神实与寻根。 

西方经典现实主义小说的叙述法则是建基于对时

间之流的把控之上的，当时间不再是线性的，而是回旋

块状时，一种新的小说形态便呼之欲出了。阎连科提出

“神实主义”主张，其核心是对事件因果关系的颠覆，

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

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

实。“神实主义”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

而是仰仗与人的灵魂、精神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

殊臆思。阎连科认为李锐的《厚土》、《无风之树》、《万

里无云》等都不乏“神实主义”的精彩描写。韩少功、

莫言、张炜、贾平凹等作家作品也是如此。李锐等人作

品中的神秘首先是对中文小说传统的接续，《西游记》、

《聊斋志异》、《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都有神实主义的

笔法神韵，现代小说中鲁迅《故事新编》更是篇篇“神

实”；其次它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神秘，是一种形而

上的神秘，它不只是题材，也不是艺术技巧，而是一种

对外在事物东方式直觉、顿悟的产物，是汉字思维的产

物。当我们无法用“科学”方法探寻日常生活和生命世

界的“法则”、“逻辑”、“规律”时，“神实主义”承担

了这一重任。这种不同于西方的小说观念某种程度上更

契合小说的本体，正如西哲雅斯贝斯所言：真正的文学

艺术就是对“某种不可表达之物”的顽强的表达，这就

是“发现”，这就是“超越”，“发现”与“超越”即对

于“神秘性”的展示。当代作家中莫言、贾平凹等也分

别提出“叙事的大步后撤”、“以虚写实”等主张，和“神

实主义”一样都缘于一种汉语的自觉意识，都在追求汉

语表述的各种可能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坛有“寻根小说”的思潮，如

上所述，“神实主义”作品则是一种小说寻根的实践，

它既接续了汉语小说的传统，又趋近小说的本体。现在

看来当年寻根文学的一些作家在“走向世界”、“和国际

接轨”的口号声中，多少陷入了写作理性的误区，一味

怀旧、复古、迷恋展示民间习俗和地方色彩，不免文化

决定论的嫌疑。从“寻根小说”到小说寻根的写作转变，

不能简单视为作家写作兴趣和风格的变化，它折射出处

在急剧文化转型中作家所作的理性选择。我们暂且把当

下的“神实主义”作品称为“扎根”小说。在李锐等人

的创作中，我们发现作家所扎的根是古典传统之根、母

语之根。在展示“地方性知识”的同时，小说主题如生

与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等引起不同

文化背景的可能读者的共鸣。作家追求的是独特的民族

言说方式，它既不完全等同于古典文学的言说方式，又

不同于外国文学的言说方式，它应该既是民族的，又是

当代的。 

4. 结论 

综观百年文学史，上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基本是西

方文学的言说方式，下半叶相当长时间则是苏联文学的

言说方式，“汉语主体性”长期缺失，汉语叙述的可能

性也就无从谈起。从全球化的视野观察，西方自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始，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寻根文化思潮，迄今

方兴未艾。反映在文学上即是“新时代”文学浪潮，《塞

莱斯廷预言》、《达·芬奇密码》、《哈利·波特》等就是

其中最有代表性作品。把李锐等人的“小说寻根”放置

在全世界范围的文化寻根潮流中考察，它展示的是一种

文化多样性的理性认识，具有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生活

方式和现代性价值之外，寻找人类生存多样性和发展道

路多样性的重要文化生态意义，它关乎的是人类生存和

发展的终极关怀问题。 

李锐迄今的文学历程就是孜孜追求汉语文学跻身

于世界文学之林的过程。汉语主体性核心内容“用方块

字深刻表达自己”是和李锐作品真实性、思想性、艺术

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受伤的母语和巨大的生命悲情，

是当代作家的宿命，也是“原罪”。“用方块字深刻表

达自己”是李锐基于汉语的自觉和生命的自觉这个双重

自觉之上的文学宣言，也是我们考察其作品的基本视点。

中国人的精神处境与中国历史、当今现实密切相关，它

不同于卡夫卡式的痛苦，也不同于加缪式的荒谬。 

新时期以来，我们一直处于“走向世界”的焦虑之

中，在李锐看来，“仿照别人的处境和命题是一切艺术

的大忌，只有从自己出发的努力才有希望达到无人可及

的成功。世界文学需要的是汉语叙述的独特声音，而不

是跟在别人身后的合唱。即便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所谓超

越特殊性的‘普世的真理’，那这真理也将因为汉语的

叙述被丰富、被深化，而绝不是汉语对于‘真理’的鹦

鹉学舌。当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再次成为文学开掘和表达

的对象时，当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再次成为文学反叛和批

判的对象时，最具体也最独特的个人体验也将因此获得

丰富深刻的呈现。”我们不否认人类有面对非理性世界

的共同的感受，但必须考虑到中国这个巨大文明体的独

特的复杂的因素，李锐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掀开了历史的

一角，把刻骨铭心的生命悲情呈现给我们，这是对当代

文学的独特贡献，也奠定了其在当代文坛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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