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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張煒創作的地方意識及其文學建構 

劉  蓓 

摘 要 

張煒在身體和精神上都深深地投入膠東半島這個特定的「地方」。此地有著浪

漫、自由、熱愛自然的「齊文化」特徵。懷著對故鄉地方的文化認同和對當代社會

現實的關注，張煒的創作貫穿著理想主義精神，以富有齊文化特色的敍事來表現人

與地方關係，批判城市化商業化對優良文化傳統的侵蝕。面對現代性對地方的消解，

他對知識份子精神歸宿的尋找啟發我們在心靈中保留自己的地方。 

關鍵詞：張煒、地方意識、齊文化、現代性、理想主義、環境意識 

                                                      
 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本文的研究受到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專案名稱：「西方生

態批評方法研究」(11BZW010)。 

  (收稿日期：103.04.30；通過刊登日期：103.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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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張煒（1956－）是當代中國文壇的重要作家。他的《古船》、《九月寓言》、《你

在高原》等作品多次獲得中國大陸的重要文學獎項，也曾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在商

品經濟發展迅速的中國社會，張煒也是一位關注社會變化、富有批判精神的知識份

子，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他發表過一系列批判商業文化、媚俗文學的文章，曾引發

過激烈的的爭論。他以「拒絕投降」的「憂憤」姿態，和另一位「以筆為旗」的著

名作家張承志被並稱為「憤怒的二張」。「二張」與「拼命躲避莊嚴、神聖、偉大……」

1
的王朔等人的筆戰是「新人文精神」大討論的重頭戲，成為九十年代中國內地一個

引發強烈關注的文化話題。 

張煒走上職業作家道路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一直受到評論界和讀者的關注。關

於如何為張煒的創作定位，評論家的說法並不統一，一種名稱也難以完全概括其創

作特點：比如，張煒常被歸屬於「鄉土作家」，但他的鄉村寫作經常出現城市化的背

景；不少國內外研究者為其冠以「生態作家」之名，但他的作品又有著濃厚的人文

關懷色彩和社會文化內涵；有研究者認為他受儒家學說影響，將其創作思想定義為

「道德理想主義」
2
和「文化保守主義」

3
；同時他也被稱為「審美浪漫主義」作家

4
。 

那麼，多種闡釋可能之下，是否能夠找到一個貫穿始終的精神主線來認識張煒

的創作訴求？我們要看到，無論如何評價張煒，都不可否認一點，那就是這位作家

與故鄉土地在身體和精神兩方面的密切聯繫。這啟發我們結合當代關於「地方」

（place）的文化和文學理論去思考：對於張煒這個個體來說，一個「通過個人依附、

社會關係和自然地理區分而被限制和標記為人類有意義的空間」、一個「承載著人在

此居住一定時間後對其所產生的情感」的「地方」5，究竟如何影響其創作心理和創

作內容？本文擬結合齊國故地——膠東半島的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文化，探索張煒 

                                                      
1 王蒙，〈躲避崇高〉，《讀書》第一期，1993 年。 
2 顏敏，《審美浪漫主義與道德理想主義：張承志、張煒論》（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 年），頁

44-48。 

3 同前註，頁 187-194。 
4 陶東風，《社會轉型與當代知識份子》(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 年)，頁 206-212。 
5 美‧勞倫斯‧布伊爾著，劉蓓譯，《環境批評的未來：環境危機與文學想像》(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2010 年)，頁 159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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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的地方意識（sense of place）及其意義所在。 

二、張煒故鄉的「齊文化」特徵 

「地方」不僅具有地理學意義，而且具有社會學意義。從中外文學史中的大量

個案來看，特定的「地方」可以對文學創作者產生深厚的影響。一個作家與其心有

所屬的「那個地方」之間有著內涵豐富的聯繫，其中涉及著情感、認知、信仰、實

踐活動等諸多方面。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個人和群體對其所處的環境的認識、對

人與環境關係的認識都具有文化上的共通性。因此，認識一個作家的地方意識，也

要從其故鄉文化的特殊性開始。 

從地理位置來看，張煒的故鄉龍口市（原稱黃縣）位於山東半島東部的膠東半

島。
6
這裡在春秋戰國時期屬於齊國。雖然今人常稱山東為「齊魯大地」，但從歷史上

來看，齊、魯分指兩個地方。齊與魯本來是西周初年的兩個封國的名稱，姬周取代

殷商之後，封周公旦于魯，封太公望于齊。魯地居泰山之陽，齊地居泰山之陰，膠

東半島屬於齊地。 

魯文化與齊文化雖然共同滋生於山東大地，卻各成體系。春秋時期的文化中心

在魯國的曲阜，戰國時代的文化中心則在齊國的臨淄。兩種文化以「東夷文化」為

共同的源頭。「東夷」是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早期，黃河下游的沿海東方各地以飛鳥

為圖騰的氏族部落的泛稱。張煒作品常提到的「萊夷」是東夷人的一部分，居住在

山東半島東部。考古發現表明，萊夷是東夷諸族中較早從事農業、並較早進入文明

時代的。至晚在一兩萬年前，萊夷地區便有了人類的創造活動。一直到萊國被齊國

吞併之時，萊夷人的的經濟與文化都相當發達，這也是齊文化發展的有利條件之一。

張煒的出生地位於萊夷人所建萊國的中心地帶。 

因歷史、地理、經濟條件的差異和治國方略的不同，齊魯兩地的文化也形成了

不同的特色。魯國地處平原，耕地廣闊，農業發達，交通便利，出身周室貴族的開

國君主周公旦思想正統，政治上徹底執行周禮，重文輕武；經濟上重農而輕「末業」，

受此影響形成的魯文化以正大莊嚴的「府廟文化」為特色，保守而正統。而齊地處

                                                      
6 山東半島位於黃海、渤海之間，隔渤海、黃海（蓬萊以東海域）與遼東半島遙遙相對，它包

括青島，煙臺，威海的全部以及濰坊、日照、東營的大部分或部分。其中膠萊河以東的部分

稱膠東半島，或者「小山東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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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周王國邊緣，封於齊地的太公所屬姜姓氏族原本不善務農，加上齊地濱海多山，

自然條件更宜漁業、製造和商業。齊國統治者不拘周禮，重武輕文，使得本土的東

夷文化傳統更多地得到傳承。因此，齊文化繼承了更多濱海原住民文化的基因，顯

示出更為自由灑脫的氣質。 

與地處山東內陸的魯國相比，齊國故地尤其是膠東半島一帶自然條件優越，山

地、丘陵、河流、叢林等各種地貌皆有，物產豐富，也更多地保留了親近自然的古

代傳統。齊地的宗教活動體現了多神齊敬的特點。比如，齊地最重要的神有八位：

天主、地主、兵主、日主、月主、陰主、陽主和四時主，八神無分高下，其「居住

地」主要分佈在海濱地區。顯然，是在「不語怪力亂神」、嚴格區分天神地祗人鬼的

魯文化氛圍下，這種多神崇拜的傳統是很難繼續獲得生存空間的。7 

半島地區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薰染了當地人的思維方式，也塑造了此地的文化

和文學風格。夏秋時節，半島沿海常能看見神奇幻化的海市蜃樓，這無疑會觸發人

們對「海上仙境」的豐富幻想。海上日月升沉、海潮起漲等自然現象更使人增加了

對海洋世界的神秘感。在膠東半島的海濱地區，形成了「太陽鳥」、「三神山」和「蓬

萊八仙」的系統神話，至今還在民間流傳，為歷代文學藝術家提供了創作素材。值

得一提的是，中國文學史上有影響的山東作家，大多出現在齊文化的地域內。如古

代有李清照、辛棄疾、蒲松齡，現代有臧克家、王統照等。在當代中國文壇，除了

張煒，另一位重量級作家莫言也是出生於齊地，而且其故鄉高密與蒲松齡的故地臨

淄相距不遠。莫言描寫的那些古怪人事，常常讓人聯想起齊地的民間傳說和蒲松齡

塑造的狐仙故事；而恣意奔放、不拘一格的莫氏筆法，與齊文化的自由氣息也是十

分契合的。 

除了文學領域，這塊土地上也盛產富有自由氣質的思想家。戰國時期齊都稷下

學宮異說紛呈、自由爭鳴的學術風氣，正是齊文化在學界的集中體現。戰國時期的

田齊政權把優待學者的「養士」傳統形成制度。《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中就曾記載，

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將七十六人賜位上大夫，使其議論國事，出謀劃策。齊地歷

                                                      
7 關於齊地的地域文化特徵，參見黃松，《齊魯文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年）；王志

民主編，《齊文化概覽》（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 年）；劉宗賢，〈試論齊文化的開放性

特點〉，《管子學刊》第二期（1987 年），頁 84-88；顏炳罡、孟德凱，〈齊文化的特征、旨歸

與本質—兼論齊、魯、秦文化之異同〉，《管子學刊》第一期（2003 年），頁 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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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湧現出的優秀思想家、政治家，如管仲、晏嬰等，都是兼學各派而又務實進取

的典範。 

自由開放的齊文化內涵，可以作為我們認識張煒創作的開端。畢竟，人因其在

特定區域的經歷和知識而形成「地方意識」。特定區域的歷史與地理知識、地方傳說、

地質概況，生活在此地的植物群和動物群等等，影響了這種意識的形成。更重要的

是，地方承載著人在此居住一定時間後對其所產生的情感。8文學創作者並非單向被

動地「接收」地方的「訊息」，而是透過自己的經驗去詮釋和建構地方。作家對特定

地方會產生特殊的感覺，在其寫作中會對其賦予個性特徵。正如莫言和張煒這兩位

作家雖同出於齊地，而他們寫作風格各異，對地方的把握和闡釋方式也有顯著差別。

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和張煒塑造的「蘆青河世界」雖都顯露出齊文化特色，

但又有很大的個性差別。 

三、張煒創作的齊文化情結 

張煒對齊地歷史和齊文化內涵的體驗、認知和闡釋方式，是我們把握其創作思

想的一把重要鑰匙。和很多出生在鄉村的作家一樣，張煒對齊國故地膠東半島的地

方意識從其童年時代就開始形成。而與很多在眾多家庭成員和鄉鄰圍繞中長大的鄉

土作家不同的是，張煒的童年「極其孤單」，他長期與家人「獨居叢林」，但也因此

而特別熟悉富有半島特色的自然，對半島的動物、植物、海洋、土地產生了深厚的

感情，所以他說童年的自己又是「最不寂寞」的。9青少年時代，他進行了多年深入

半島荒野的遊歷和勞作，主動選擇一種苦行僧的方式來完成自己的成年禮。至今，

他每年至少有一半的時間從省城回到膠東半島居住，或靜心寫作，或深入民間采風。

這種「融入地方」的生活，一方面使他更深刻地認識自己的地方，另一方面使他更

好地把自己的地方經驗與對世界的思考相結合，用自己的方式詮釋他理想中的「地

方精神」。 

從張煒的著作和實踐中，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對故鄉歷史文化的強烈認同。張

煒對膠東半島的歷史有著顯著的自豪感。他經常強調自己受到齊地文化和東夷血緣

                                                      
8 同註 5，頁 159 -160。 
9 張煒，《游走：从少年到青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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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只要稍稍回眸，就不能不為自己所從屬的民族而自豪。這是一種源於血脈

的情感。它並不能淹沒清晰的思路，尤其不能淹沒至善的義理。」
10 

帶著這樣一種認同感，張煒在作品中不吝筆墨，揮灑想像，充分表達對開放自

由的海洋文化的偏愛。中篇小說《海邊的風》（1987）中，主人公漁人老筋頭與陸地

居民「千年龜」常爭執水與土，車與船的高下優劣，老筋頭堅信天下「三山六水一

分田」，海洋的廣闊、豐富遠勝於陸地；有輪子的車只能在狹隘的陸地上循規而行，

無輪子的船，則能在最大的一片空間中闖蕩，自由自在，無拘無束；他的想像中，

船是真正自在的，沒有什麼地方不可以去，它們的速度也沒有極限，心到意到，意

到船到。小說中對海底世界的描繪，反映了張煒對純潔世界的浪漫嚮往：那裏，萬

物教導了人們如何去獲得安寧，光明無所不在，人們懂得愛，沒有巨大的憂慮和痛

苦，沒有死亡。到處是純潔的、閃亮的、透明的，包括人們的眼睛和心靈。 

齊地民間流傳的精怪故事和清代齊人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中的狐精鬼怪，都

有助於我們理解齊文化傳統中的自然崇拜，瞭解了這個文化背景，也就不難理解：

為什麼張煒作品中經常有著與自然事物相關的傳奇式描寫。中篇小說《蘑菇七種》

（1988）營造了一個密林深處充滿奇幻的天地。主人公之一——家犬「寶物」是一

個半獸半人的形象，它有人的思維，狡猾、多疑、兇殘、勢利，有主人撐腰時有恃

無恐、身陷困境時也知道忍氣吞聲。它不僅通曉人語，而且洞察人類的陰謀暗算。

它的動物界敵人，也有超人奇能，可以念咒施法，懲治對手。《九月寓言》（1993）

中，雙目失明的「閃婆」能在一刹那間目光閃亮，洞察一切；大山深處的黑煞無形

無聲，取人性命；善良的猴精修煉幾千年後變成少女為心上人捨命聚財；《海邊的風》

（1987）中，主人公「老筋頭」一生與大海相伴，被人疑為海裏生出的精怪。他常

常神游大海深處，望見海底世界五彩繽紛，芬芳迷人，與濕漉漉的精怪們交流。他

向人講述的海中女妖的形象舉動，神秘孤寂，又富有人情味，令人憐愛。他身邊的

少年「細長物」身形特殊，「躺著時比站著長出小半尺」，像蛇一樣來去迅速。敏感

的老筋頭還能看見每個村莊都由一層「氣團」包裹，一個村莊發生災變之時，氣團

的改變逃不過他的眼睛……諸如此類神秘、浪漫、想像豐富的描寫在張煒作品中比

比皆是，在其創作早期就成為一個標誌性特點。 

                                                      
10 張煒，《瀛洲思絮錄》（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 年），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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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煒不僅為故鄉的齊文化倍感驕傲，也在作品中展現出對故鄉自然環境的高度

自覺。他熱愛她曾經的美麗，也更關注這種美麗的喪失。 

1980 年代之前的膠東半島，沒有受到工業化城市化的過多侵擾，半島優美的自

然環境，從張煒對童年生活的描寫可見一斑。這裏除了面臨壯闊的海洋，這裏還有

幽靜的原始森林、肥沃的平原、果園，用張煒一部小說的名稱來說，可謂是一片「如

花似玉的原野」。深受崇拜自然的齊文化傳統影響，又在齊地的自然環境中度過童年

的張煒敬畏自然，熱愛自然，感激自然對人類的賜予。他明確主張藝術工作者應當

「敏悟而多情」地感受自然，應當懂得「從土地上尋找安慰、尋找智慧和靈感」。這

時候的人才能變得「真正無私無畏」，「真正寬容」
11
。 

張煒的小說和散文創作中鍾愛自然描寫，而且他筆下的鄉土環境沒有一些鄉土

文學作品中常見的貧瘠和嚴苛。張煒作品中，那些未受侵蝕的自然有少女般的美麗、

純潔；有母親般的寬厚、堅韌。他歌頌一切自然生命的珍貴價值，他讚美非人類生

命的美好品性：真誠、忠實、寬容、溫柔、善良、勤懇，無私地撫慰和幫助人類……。

這樣的自然無愧於人類精神導師的地位。而張煒筆下的正面人物，總是與自然相和；

他們的敵人則慣於戕害同類和大自然。 

現代化的社會發展影響著張煒故鄉的自然面貌和人文景觀。今天的膠東半島和

中國無數的鄉村土地一樣，經濟上的「發展」「成就」雖然帶來了財富，卻嚴重污染

了半島的空氣、土地、森林、海水，也污染了人的靈魂。未受工業和商業文化侵蝕

的優美自然景觀已經很難保留，淳厚質樸的民風也備受衝擊。張煒小說中故事情節

和筆調的變化，與上述日益突出的社會文化和自然環境特徵是緊密呼應的。 

1980 年代後期開始，張煒小說的情節中越來越多地體現出他對人與自然環境關

係的憂慮。如《蘑菇七種》（1988）、《夢中苦辯》（1987）、《懷念黑潭中的黑魚》（1988）

等作品中都批判了人對動物的虐待、殺戮等。而且，張煒並沒有局限于為自然言說，

他描寫的人類苦難，經常呈現為自然環境和人文精神的雙重破壞。 

 

 

                                                      
11張煒，〈你的樹〉，《張煒自選集 散文珍藏卷 融入野地》（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年），頁

44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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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當代社會文化語境中的「地方寫作」 

張煒塑造的一個以「蘆青河」為中心的文學世界，是以齊國故地的生活經驗活

為基石、在齊文化的精神培育下建構起來的。齊地文化並非只是影響了這位作家的

地域特色和藝術風格，更養育了他的精神氣質。故鄉地方的社會文化演變，也與他

的創作思想傾向有著密切的關聯。 

我們把解讀張煒文本的視野再拓寬一下，結合當代社會語境可以發現，恰恰從

商品經濟在中國社會迅速發展的九十年代初期開始，張煒作品的田園風格開始轉變

為對現實的尖銳批判和充滿痛苦的再現。如果說，在張煒早期作品中，「蘆青河世界」

還是一個交織著童心與浪漫主義詩人夢想的烏托邦，那麼，在工業化和商業化的進

程破壞了膠東半島的美麗之後，在他後續的作品中，地方意識轉而以另一種形式得

到了體現。儘管作品中仍有對半島美麗自然的描述，但那通常是在主人公無法逃避

醜陋的物質主義和拜金主義的現實後，才在他的回憶裏出現的。 

具體來看，張煒的創作開始「轉型」時，中國農村正從「人民公社」的大生產

農業「轉型」到「個人承包」農業經濟方式，農村土地的耕種管理形式發生了變化。

1983-1984 年，他發表了《秋天的思索》和《秋天的憤怒》兩部中篇小說與當時一些

正面描寫農村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作品比較，呈現出不同的關注點。作者真正關

心的，不是改革如何實施，而是社會變革所帶來的人倫關係和精神世界的變化，尤

其是因土地使用政策發生變化之後產生的激烈矛盾。那一時期和後來的張煒作品中

經常出現一種戲劇衝突模式：熱愛家園、建設美好家園的人，要應對其家園剝奪者

的侵犯，故事的高潮就在保衛者與掠奪者的鬥爭達到最激烈之時。顯然，他集中關

注的是地方中的人——人與地方的關係、地方語境中人與人的關係。 

1990 年代，商品經濟對土地文化的侵蝕也在加劇。在經濟繁榮、全民下海的風

潮中，張煒通過散文表示「拒絕投降」的堅定立場，他不僅頻繁地以散文和訪談的

形式表達其現實批判，而且在《柏慧》（1995）、《家族》（1995）等長篇小說中，他

時常通過主人公的對話直抒胸臆地發出憤怒的呐喊，字裡行間滲透了摯愛地方的人

被剝奪家園後的巨大痛楚和對人類前景深切的憂慮。 

張煒的作品中在現實揭露的同時，總是滲透著強烈的理想主義精神。他的主人

公經常處於精神和身體的「尋找」行動中。在不同的作品中，張煒嘗試過不同的「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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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方式。比如在《我的田園》（1991）中，曾寫過風景如畫的葡萄園和園中幸福勞

作的當代人，儼然古代田園生活的再現，只是他最終沒有回避無情的現實，主人公

走出喧囂醜惡塵世的勇敢嘗試只能以失敗告終。再如他在《九月寓言》（1993）裡的

奇妙構思：偏遠山村裏的人們浪漫地享受那些在現代人看來最為基本的衣食住行，

在富有生命活力的土地上，精神的強大力量衝破了貧窮、饑餓與疾病的羈絆，愛恨

生死都被酣暢的情緒染上了濃烈的幸福色彩。這個當代「寓言」啟示我們去「尋找

一個原來，一個真實。」
12
「在那兒，人將得到所需的全部，特別是百求不得的那個

安慰。」
 13
通過這樣的寫作，張煒試圖讓我們看到，人與其摯愛的地方之間有著精神

意義上的深層關係。這種聯繫使人超越物質的生存，與天地自然最為貼近，進入更

高生存境界。《九月寓言》中貧瘠而卻又盛產歡樂的土地，恰恰形象地詮釋了什麼是

人的精神歸宿，什麼是人真正歸屬的「地方」。  

經過進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內地現代化發展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物質發

展的成就無法掩蓋精神生態和自然生態的問題。進入新世紀，張煒的創作仍然保持

強烈的「地方意識」，同時高揚理想主義精神。他的小說喜歡將觸目驚心的社會現實

與美麗安寧的自然世界同置，在鮮明的對比中強化其現實批判。他近年來小說的代

表作《刺蝟歌》就是這種寫作的典型代表。 

《刺蝟歌》有著兩條故事線：一是知識份子廖麥人生四十年間的愛情故事與坎

坷經歷；二是廖麥的出生地——海濱森林邊一個漁村百年中的滄桑劇變。小說魔幻

現實主義敍事方式十分奇妙，發生在當代的現實衝突與魔幻色彩的歷史，故事相交

織。女主人公被描寫成一個半人半仙的刺蝟精形象，這個來自神秘的森林深處、富

有自然精神的美麗精靈，單純而又充滿神奇的力量，用她的金色針刺抵禦著一切醜

惡的侵犯。這個富有象徵意義的人物是男主人公強大的精神支柱，支撐著他克服人

生的一切苦難。作品中的地方是一個傳奇般的小村，在過去的時代，來自森林中的

精靈經常進入人的世俗生活，人和獸仙的特徵難以區分，人與自然中的精靈可以有

著自由親密的兩性關係。從這些富有神話色彩的浪漫描寫中，可以感到作者在有意

                                                      
12 張煒，〈關於《九月寓言》答記者問〉，載於《九月寓言》單行本（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3 年），頁 356。 
13 張煒，〈融入野地〉，載於《張煒自選集 散文珍藏卷 融入野地》（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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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地模糊自然和人類的界限。 

在描寫浪漫經驗和傳奇故事的同時，作者也對現實有著自覺意識，精靈獸仙也

難以使人們克服現實的困難。小說描寫的愛情故事中最具悲劇色彩的部分是：主人

公沒有被敵人造成的任何困難打倒，他最大的痛苦，卻是來自於自己至親愛人的傷

害：他發現一向被自己視為純潔堅貞化身的刺蝟情人居然也有了「背叛」行為，幫

助敵人來說服他出賣自己珍愛的土地給房地產開發商——金錢的力量竟然如此強

大，可以將自己的女神征服！  

《刺蝟歌》中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交織的寫作只是張煒眾多小說的一例。他對

理想家園的描寫總是那麼美好，他的主人公又幾乎無一例外地具有悲劇色彩。在不

同作品的現實主義部分中，作為知識份子和農民的主人公們「手無寸鐵」，受物質利

益驅動而致瘋狂、又有財富支持的對手過於強大。在一個鄉村土地被迅速城市化的

過程中，執著而無奈的廖麥們無法保留住一塊安寧棲居的土地。張煒的故事結尾中，

我們經常看到他的主人公在「推土機」——又一個隱喻性意象——的緊逼之下，悲

壯地退卻。 

張煒作品主人公的境遇映射出當代社會發展中面臨的現實困境：如果物質層面

的發展與精神以及自然生態意義上的進步難以兩全，我們究竟想要什麼？人文精神

追求者的理想正如張煒筆下「刺蝟」形象所隱喻的：金色的刺蝟十分美麗，但她芒

刺在背，令人難以擁之入懷。這樣的作品讓我們掩卷思考和自問：如果堅守土地的

理想主義註定與犧牲和失敗相伴，我們是否就此放棄？  

五、「地方寫作」的價值和意義 

張煒創作中的故土情結並非其獨有的品質——縱觀古今文學，歌頌故鄉和大自

然、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境界的文學藝術家不計其數。鄉土題材文學是中國文學史上

一個極其重要的類型。1920 年代，以魯迅的短篇小說《故鄉》為開端，一批寓居北

京的作家相繼發表回憶故鄉、抒發鄉愁為主要旨向的小說，形成一種新的「鄉土文

學」時尚。1940 年代，延安文學的代表人物趙樹理、丁玲、周立波等人的小說，雖

多以北方鄉土為故事背景，情節人物「土」味十足，但作品的政治意圖較強。這種

創作方式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之後幾十年的主流文學發展傾向。從 1970 年代末中國

大陸改革開放開始，鄉土文學呈現出新的態勢。1979 年前後出現的農村題材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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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周克芹的長篇《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以及高曉聲、陳忠實等人的中短篇作品，已

經開始突破「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的政治視野，轉而關注新歷史時期的農村

生活現實，展現農民的精神覺醒與個性流露。這種更關注鄉土生活本身、更加貼近

人性真實的創作方向，發展成為鄉土小說的主流。 

1980 年代中期，帶有鄉土文化的反思與批判意識的一些作品接踵出現，韓少功、

王安憶、李銳、賈平凹等人筆下的鄉土，已經被看作一個民族悠久傳統文化的載體，

作家們用不同的敘事手法展示他們對鄉土文化的思考和批判，鄉土題材的小說超越

傳統的寫實現實主義，呈現出新的文化深度。 時至 1990 年代，隨著中國大陸走上

了現代化的快車道，這一時期的不少作家借助鄉土題材的故事和人物來探討過傳統

性與現代性的融合問題。不過，很多作品的審視和反思，更多針對的並非現代性之

弊端，而是傳統性之缺陷。一些作品以鄉村的貧困、災禍、苦難經歷等為典型題材，

突出了鄉村文化的蒙昧、野蠻、麻木、盲從等等負面因素。 

與此相比，張煒創作的文化視角和精神向度有其獨特之處。他的寫作中一方面

保持濃重的地方意識，另一方面又保持寬闊的文化視野，守護身體和精神上的家園，

揭示和批判現代文明對傳統土地文化的入侵。出於一種理想主義的堅持，他的創作

一直堅持同樣的主題和同樣的情感基調。雖然他對現代文明弊端的強調容易招致「文

化保守主義」的批評，但應當看到，張煒塑造的富有半島特色的「蘆青河畔」的人

與事，折射出了百年中國鄉村的歷史進程，他的創作並非以逃避現實、拒斥社會發

展為旨歸。他的「蘆青河畔」故事，揭示的也是當下中國鄉村普遍存在的問題：現

代化進程中工業化和商業化對傳統的田園文化的侵襲乃至毀滅。 

富有土地情懷的張煒堅決批判侵蝕土地的城市化的冷漠無情；深切同情土地守

護者的艱難處境；在他的認識中，地方具有雙重意義：物質意義的土地和精神意義

的家園，而他的作品強調這二者的互通和對人的不可或缺。 

理想主義者張煒幾乎從沒有給自己的小說設置理想的故事結局，而代之以「永

不投降」的悲壯抒情。因為按照故事的發展邏輯無法讓結局理想。整體來看，他作

品的主人公具有悲劇英雄色彩：他們堅決地抵抗著強大的世俗力量，捍衛著道德的

純潔與土地的神聖，但「現代化」經濟發展帶來的「惡勢力」往往比「善」更強大

（「惡」和「善」是他常用的概括性詞語）。他的作品主人公找不到更好的對策，而

更多地是懷著抵抗的決心、憤怒、痛苦與無奈，一步步地退向陸地邊緣的「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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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煒小說的結尾常常採用抒情的方式，在殘酷中也會留下希望：英雄們在困境

中依然抵抗。從作品的情節發展邏輯來看，他們的未來會更艱難，但知道他們的理

想沒有消亡。小說中常用的意象——如綠色的葡萄藤、蜀葵、菊花等，這些在現實

生活給人帶來安詳、振奮和希望的植物，也都是傳統文化中高貴精神的象徵。而「海

角」這個張煒特別常用（也是富有齊地特色的）地理位置意象，也是耐人尋味的。

海角既是陸地的盡頭，也是一個更加廣闊開放、有待探索的海洋世界的開始。這樣

的退卻，也許是意味著向新的世界的前進。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主人公大多不是農民，而是農民出身的知識份子，從作品

中可以看出，張煒不僅憂慮鄉村土地的未來，同時也憂慮即將失去土地——這個精

神根基的知識份子的未來命運。 

對知識份子精神歸宿的思考，在張煒對中篇歷史小說《瀛洲思絮錄》和以評價

齊文化為主題的散文集《芳心似火：兼論齊國的姿與累》等作品中，得到了清晰的

表達。 

「徐芾東渡」的故事的發生在膠東半島這個齊國故地，其版本有很多，對此人

的評價有褒有貶。張煒對徐芾興趣濃厚，研究深入，《瀛洲思絮錄》這部小說為我們

講述的，是作者用自己搜集的歷史材料和民間傳說的碎片，與自己的精神追求、文

化體驗融合而成的故事。他的作品這樣描述：戰國末期，秦始皇統一中國的腳步是

由西向東邁進的。鹹陽焚書坑儒的暴行，是為了阻斷自由思想的傳遞，摧毀思想者

的精神。獲得精神自由的唯一出路在海上。進退兩難的文人中站出了勇敢機智的徐

芾，經過機智周密的準備，一行學士攜五穀百工、弓弩手、三千童男童女，從黃河

入海口起航，永遠地脫離了暴虐獨裁的始皇帝，駛向自由之洲……簡而言之，張煒

敘述的是一個文人勇敢追求精神自由而最終獲得勝利的故事。這與其說是張煒採集

的史實，不如說是對知識份子高尚精神的理想化描繪。徐芾堅貞不屈、追求自由、

超脫塵俗的文學形象實際上投射了作家本人作一個堅強的知識份子、在當今時代排

除物欲幹擾，堅持精神信仰的願望。 

現代性對地方的消解力量是強大的，張煒行走於自己鍾愛的地方，正是希望融

入故鄉的「野地」中，沉潛心緒、保持純潔而不失熱情的本心，獲取內在的力量，

不斷走向一個遠離醜行的理想世界。 

必須承認，理想與現實終歸有很大的距離，但理想又是我們面對令人失望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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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時不可或缺的精神動力。研究張煒文學創作中的地方意識，讓我們看到，如果現

代性的強大作用不斷將現實推向我們心靈不願接受的方向，那麼，面對侵略的利刃，

「手無寸鐵」的我們至少可以做到的是：擁有一塊屬於自己心靈的「地方」。 

有鑒於此，像張煒這樣通過文學建構地方意識的努力有著重要的價值。張煒的

地方寫作呈現出廣闊的文化視野，同時滲透了強烈的現實批判和理想主義精神。這

種精神追求既通過他的小說傳達出來，也通過其散文和文化研究著作得到了清晰的

表達。當「鄉土中國」正在向「城市化中國」、「現代化中國」快速演進之時，越來

越多「失地方」（placeness）和生活在「非地方」（non-place）的人如何找到精神家園

安放漂泊的心靈？張煒在其幾十年的創作生涯中能夠一如既往地融入地方、堅守地

方、詮釋地方、弘揚地方精神，其文學實踐和精神訴求，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

例證和思考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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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ense of Place and Literary Construction in  

Zhang Wei’s Works 

Bei Liu 

Abstract 

Zhang Wei(張煒) writes with a strong sense of place,  particularly concerning his 

birthplace Jiaodong Peninsula. Inheriting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Qi(齊) State, the locale 

is significant for its marine culture and its romantic and environentally-conscious folklore. 

With this cultural context in mind,  Zhang Wei’s idealistic writings appear both idealistic 

and critical of commercialism as well as urbanism. In the face of  modernity’s threat to 

locality,  he perseveres on seeking where intellectuals have their spiritual rest in such a 

way that inspires us to preserve in our minds a resting place of our own. 

Keywords: Zhang Wei, sense of place, Qi-culture, modernity, idealism,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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