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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承志熱”
張承志1)是新時期以來一直都很重要的作家. 尤其是在幾年前“人文情神”大討論的高潮中, 更被

* 本篇論文是受到2003年韓國學術振興財團的支援來作成的. KRF-2003-074-AM0011
** 成均館大學校 中語中文學科 現代文學專攻 xiangeng@hanmail.net
1) 張承志(1948-), 原籍山東濟南, 生於北京, 回族. 1968年從淸華大學附屬中學到內蒙古東烏珠穆沁旗
草原, 成爲來自大城市的新一代牧民. “文革”期間作爲“工農兵”學員被選派到北京大學, 學習考古專
業. 畢業後分配到中國歷史博物館考古組. 1978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硏究生院歷史語言系, 學習蒙
古族及北方諸民族的歷史. 先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硏究所, 海軍部創作室工作. 1981至1982年在
日本東京大學進修. 後辭職成爲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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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榜爲殘存的理想主義的代表而招來了八面喝彩, 四面圍攻. 可謂是出盡了風頭.2) 批評家們認爲“現
在申認這種世俗性寫作的作家確實已蔚爲大觀. 相形之下, 那種前提上便拒斥世俗秩序合理性的創作
就倍顯凋零與凄淸, 迄於今仍然堅執於這種精英模式寫作的就有張承志.”3)
人們擔心中國文化界人文精神低落,4) “但偶爾也有一兩句聲音很振奮人心. 在作家裏面, 張承
志就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文化現象. 他的散文, 是近幾年最具有批判性與否定性的一種聲音, 也是最眞
誠而正義的一種聲音.”5)
在韓國中文學界裏, 張承志不受到熱烈的關注. 關於他的硏究論文也沒有. 但張承志作爲中國的
“重要的文化現象”, 招來了“張承志熱”和“張承志神話”.6) 他提起知識分子的精神獨立和自由(→人文
精神), 而且倡導對文化帝國主義的決然抵抗(→抗戰文學論), 獲得了大衆性靑睞. 爲什麽造成這樣
的情況呢? “衆多的讀者們認爲購買和閱讀張承志的本文, 也就直接地購買和閱讀了‘崇高’本身.”7) 所
以批判他其人和作品, 就等於批判‘崇高’和‘理想’本身. 看起來, 張承志自己也自傲這一面.

逆着紅塵滾滾, 人慾橫流的時期, 我的小船又頂着風啓航了. 沒有什麽複雜的原
因, 我命定如此, 我命定要塡充一種空白. 當你們感到憤怒的時候, 當你們感到世俗日
下沒有正義的時候, 當你們聽不見回音找不到理解的時候, 當你們仍想活得干淨而覺
得艱難的時候 - 請記住, 世上還有我的文學.8)

2) 姚新勇, 〈呈現·批判與重建 - “後殖民主義”時代中的張承志〉, 《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第32卷 第1期. 1999年
3) 李勝淸·張邦衛, 〈論張承志創作中人文理念的客體缺席〉, 《中國鑛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4期, 114頁, 2002年
4) “今天, 文學的危機已經非常明顯, 文學雜誌紛紛轉向, 新作品的質量普遍下降, 有鑑賞力的讀者日益
減少, 作家和批評家當中發現自己選錯了行當, 於是踊躍‘下海’的人, 倒越來越多.” 王曉明·張宏·徐麟·
張檸·崔宜明, 〈廣野上的廢墟 - 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 《上海文學》, 第6期, 1993年
5) 吳炫·王干·費振鐘·王彬彬, 〈我們需要怎樣的人文精神〉, 《讀書》, 第6期, 1994年
6) 他的小說·散文等作品已經得到中國讀者的熱狂歡迎, 也得到了批評家們的賞識. 1978年發表的處女
作 〈騎手爲什麽歌唱母親〉(《人民文學》 第10期, 1978年)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1981-82년
〈黑駿馬〉(《十月》, 第6期, 1982年) 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 1983-84년 〈北方的河〉(《十月》,
第1期, 1984年)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
7) 張頤武, 〈後新時期的人間喜劇〉, 《文學自由談》, 第2期, 1995年
8) 張承志, 《荒蕪英雄路》後記, 上海, 東方出版中心, 312頁, 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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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張承志本文所表出的意義之前, 我想提起幾個問題. 中國批評家和讀者們爲什麽關注張承
志的創作? 衆多人爲什麽認爲張承志可以解消目前中國人文學界的病廢呢? 靑年讀者們把他看作“人
文精神”·“自我獨立”·“批判與否定精神”的象徵來崇拜的熱氣是否妥當的? 而且, 他提起的抗戰文學論
是否有着時宜性?
本論文着眼於這些問題來開始對張承志作品的分析.

2. “崇高與激情” - 人文情神與理想主義
張承志最自命不凡的是他的理想主義.9) 這種評價是普遍性的. 讀張承志的作品, 給引的總體感
覺是其中孕育着强烈力量, 這種力量來源於他的理想主義. 張承志的創作浸透着對正義的抗爭, 對生
命的熱愛, 對人生崇高境界的景仰. 他以筆爲旗, 捍衛文學的崇高和神聖, 重建被世俗襲瀆的道德和
理想.10) 在新時期文壇上, 張承志評價爲是一位獨特的精神世界和文學世界的作家. 他的創作生涯
中, 他始終堅持“爲人民”·“高揚人文精神”的創作初衷, 保持自己鮮明的創作個性, 恪守信仰與理想, 守
護着純粹的淸潔的精神世界. 所以“應該說, 張承志更多的是以他執着而獨特的精神世界的魅力吸引
着衆多的讀者和硏究者, 這使得對他的硏究和作家創作的發展始終是同步的.”11)
世紀末的中國, 在滾滾商潮的衝擊下, 絶大部分作家背棄了啓蒙者的角色, 遺忘了叩問意義的天
職, 他們視“刺激”與“趣味”爲文學的主要功能, 金錢, 成爲了主宰一切的萬能之物. 但是張承志不曾如
此, 他鄙視商業化·世俗化的文學, 叱咤文人和文學的俗流化.

自我標榜是受業弟子的作家層出不窮. … 一天天推廣着一種卽使當亡國奴也先
樂喝樂喝的哲學 - 至今天, 他們已經有梯隊有層次有錢有權, 領導潮流了.12)

9) 張遠山, 〈張承志, 一個舊理想主義者〉, 《當代作家評論》, 第1期, 113頁, 1996年
10) 金紅, 〈崇高的信仰 · 淸潔的精神〉, 《北方論叢》, 第1期(總第153期), 1999年
11) 趙學勇·李秀萍, 〈理想主義者的精神探索 - 評新時期的張承志硏究〉, 《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 第25卷 第4期,133頁, 1997年
12) 張承志, 〈無援的思想〉, 《張承志代表作 - 北方的河》, 沈陽, 春風文藝出版社, 395頁, 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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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爲文學應弘揚人間的正氣, 禮讚格調高昻的人和事. 他主張文學創作應有“烏托邦”式的理想,
有昻揚向上的時代精神. 他認爲文學如戰場, 作家如戰士, 戰士的使命就是要滌蕩戰場上的敵人·汚
穢, 幷把戰場裝扮成適合正直·善良的人們生存的, 有意義的美麗空間.13)

在張承志的創作中, 反復出現着一個基本主題, 則“路”的主題, 亦卽“追求”的主題, 這實際上是他
塑造的“追求者”形象的精神內核, 也是爲衆多硏究者所矚目的焦點. 在他的作品中, 總有一個不斷地
在奔走, 在探尋的孤旅者形象. 他們“究竟要走到哪裏去呢?” 他筆下的主人公, 無一不背負着這樣一
種精神傾向.
上世紀末是一個解構與崩潰的時代. 文壇日益失去了往日的光榮與夢想, 由中心向邊緣滑動, 價
値標準空前多元, 道德理想遭遇失落, 生活意義消解. 因而造成了文學(人文學)的危機狀況.
但是與此截然不同的部分作家却在艱難的時代中選擇了另一種的使命. 張承志慨然宣稱: “爲生
存下去我必須握緊手中的筆, 還會因活得艱難嘴丢棄了信仰, 我要守住一種源於淸潔的精神.14)”

我不願無視文化的低潮與墮落…哪怕他們炮制一億種文學, 我也只相信這種文
學的意味…它具有的不是消遣·玩性·審美性或藝術性 - 它具有的, 是信仰.15)

身陷孤立無援的困境中, 張承志想起了魯迅, 在魯迅那裏, 張承志發現了孤獨對於一個文人完善
和健全的功能, 也找到了繼續抗爭的勇氣. 張承志深爲理解魯迅的孤獨的文化心態, “在宛如魔圈, 宛
如鬼墻, 先生孤身一人, 自責自苦, 沒有答案.”16)
將魯迅和張承志作品文比照閱讀的結果是發現魯迅和張承志都在思考關於“人的處境究竟如何”
這一重大命題. 當然兩者的創作觀念裏存在着相異點, 但無論如何, 魯迅和張承志從不同層面·全方位
地探究了人的生存處境問題,

這顯示了兩大中國知識分子追求心靈自由與精神獨立的同一種人生範

式.
張承志反復地表明了, 象魯迅一樣的“懷疑精神(否定與抵抗)”和“追求自由精神”, 他“爲了相信,

13)
14)
15)
16)

金紅, 〈崇高的信仰 ·淸潔的精神〉
張承志, 〈歲末總結〉, 《中國作家》, 第2期, 196-199頁, 1994年
張承志, 〈以筆爲旗〉, 《十月》, 第3期, 1993年
張承志, 〈致先生書〉, 《張承志隨筆 - 荒蕪英雄路》, 上海, 東方出版中心, 102頁,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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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懷疑着, 只能向前, 向着自由的長旅.”17)

文學應當是作家心中最後的堡壘. 一個作家很難做個完人, 但他至少對自己的文
學要做到眞誠. 不應當有作文或爲文等槪念, 作品應當是作家淋漓的心血. 爲了這樣
的作品作家才活着, 爲了這樣的作品靑春被點燃, 生命被耗盡.”18)

對張承志來說, 創作行爲是神聖的使命. 這一點就是90年代初中期人文精神論者們頌贊張承志
的理由吧!
但也可以算是“張承志的人文理念僅僅是在一種形式和動機上才具有積極意義.”19) 雖然承認張
承志的人文理念和理想是非凡的非俗世的, 但他還沒說淸楚“理想性·崇高的人文理念與淸潔的精神”的
內涵是什麽, 怎樣去做才可以獲得他所說一樣的美好觀念. 而且, 暫時考慮“文學是時代反影”這命題
的話, 知識分子要接受也要對應於當代中國生活和人文環境的變化, 這就是知識分子的使命與任務.
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暫時黙許, 提携反映在工商精神的世俗文學也是無可厚非的. 這就是所中國
當代作家居住的生活環境. 但置身這種主流話語與工商精神合謨的格局下, 張承志仍然只執着於烏托
邦的人文理念, 這樣的態度也可以會喪失時宜性.
在讚揚張承志的對面也有批判張承志的意見. 許多人稱張承志是偏執的理想主義者, 有的人認
爲張承志闡發的是一種不合時宜的英雄主義, 而有的人甚至認爲張承志的選擇是對現實的逃避, 是一
種在退却中求得的發展. 但張承志自己選擇了“孤獨”, “這旣然眞的是僅我一人才擁有, 那麽就讓我把
道路走到盡頭吧!”20) 雖然不能避免極端性·偏頗性的批判, 但他的選擇也是有價値的, 這也是人文知
識分子應該要堅持的態度.
需要承認的是, 無論如何, 張承志對理想, 對人道主義和心靈自由的一往情深的孜孜追求, 時時
激勵着讀者. 因此衆多人們把他當爲在世俗價値橫行社會裏的“殉道者”, 也他能當“敢死隊”角色的願
望.21)

17) 張承志, 《無援的思想》, 北京, 華藝出版社, 296頁, 1995年版
18) 張承志, 《綠風土》, 作家出版社, 100頁, 1994年版
19) 李勝淸, 〈錯開的花 - 論張承志創作的文化身份〉, 《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4卷 第
4期, 2003年
20) 張承志, 〈以筆爲旗〉
21) “一個社會, 竟弄到要靠這讓的‘敢死隊’來有志人文精神的活力, 當然很可悲. 但是, 倘若你還能看見

164 中國學論叢 第17輯

張承志最多受到的批判是他的英雄主義.(或者可以說是“激進主義”)22) 他的激情的理想主義裏
已經存在着英雄主義的因子. 從張承志的身上, 很容易發現他有高人氣, 狂徒氣和道學氣, 淸敎徒氣
與英雄氣槪. 追求理想不可動搖的他的信念與爲確保精神的淸潔而戰的超越世俗的勇氣, 使張承志的
作品始終洋溢着悲壯的激情. 但這種目標未明, 只是一味向前再向前的追尋精神雖然値得尊敬, 却不
可避免地帶有很大盲目性. 世俗的偉人代替了宗敎的神靈, 現實的革命取代了神聖的天國. 時代投射
給張承志的是熱烈的理想主義與英雄主義. 新制度在初創期呈現出勃勃生機, 激活了整個民族渴望改
變現實的激情, 它提供給人民另一類關於未來世界的圖景. 這種理想主義導致的狂熱與革命性, 深刻
影響了張承志一代人, 成爲行動的原動力.
張承志的理想主義與英雄主義, 往往通過“紅衛兵”意識(紅衛兵時期的道德理想崇拜)來表出的.
那種對集體成聖化情緖的浸染已使他在思維方式烙下了革命英雄主義的狂熱印記, 在價値取向上堅定
了偶像崇拜與集體主義的國家神話信念.23)
“紅衛兵”這個語詞早已成爲歷史的槪念, 但對張承志來說, 它的某些魅力不會隨時間流逝而減褪,
相反, 再現實環境的催生下, 倒有時時加强的趨向.

我畢竟爲紅衛兵…, 爲紅衛兵運動中的靑春和叛逆性質, 堅決地實行了贊頌. …
是我們 - 我們這一部分…在窮鄕僻壤, 在底層民衆中一直尋找眞理的中國紅衛兵 才是偉大的60年代的象徵.24)

張承志的這種認識招來了許多人的嚴重憂慮與銳利批判.
對張承志來說,

童年情結中潛藏的對平等·自由·幸福的渴求與紅衛兵話語的烏托邦向度趨於一

致, 在這一點上, 文革確實爲張承志最初的夢想提供了變爲現實的可能. 但隨着對歷史的重新評判,

一支這樣的‘敢死隊’, 那就畢竟是不幸中之大幸, 能令我們在絶望之後, 又情不自禁要生出一絲希望
了.” 徐麟·王曉明·張宏·張檸·崔宜明, 〈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 《上海文學》, 第6
期, 1993年
22) “他高居於由他的道德偏執之反激而加劇的道德低谷之上, 成爲一個供人膜拜的‘道德英雄’, 紙面上
的歷史迷們會迷戀這種‘英雄’, 而努力建設本民族乃至全人類普世幸福的心身健全者, 絶不幻影這樣
的‘英雄’.” 張遠山, 〈張承志, 一個舊理想主義者〉, 117頁
23) 這種思維方式被稱爲“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逕.” 林毓生, 《中國意識的危機》, 貴陽, 貴州人
民出版社, 第43頁, 1986年版
24) 張承志, 《無援的思想》, 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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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張承志竭力爲往事(紅衛兵運動)辯護, 畢竟宣告了紅衛兵與知靑歷史的無意味. 或者說, 張承志
不但沒有懺悔自責, 反而爲紅衛兵運動實行堅決的辯護贊頌, 竭力要從自信歷史中找出正面的價値意
義.25)
我們需要正確認識張承志對紅衛兵的態度. 儘管他對過去激情理想主義還抱着迷戀, 却這也不
是張承志的全部認識. 他熱衷的只是紅衛兵理想層面絪蘊潛藏的自由·靑春·叛逆和反抗的原素.26)

張承志的理想主義是招致着對他的兩極端的評價. 對於世俗文化與道德喪失的他的批判裏存在
着正確性與針對性. 但問題在於, 怎樣面對一個急劇變化的轉型期社會? 知識分子怎樣對應這種的變
化? 需要承認的是, 目前中國社會的變化(人的慾望釋放→追求多元的生活方式→以人本爲核心的文
化模式), 無疑是歷史的一大進步.

3. “抵抗投降” - 抗戰文學論與文化帝國主義
20世紀中國社會一直籠罩在一片緊迫的危機感中, 接連不斷的歷史事件(對帝國主義戰爭·世界
大戰·國共內戰等), 讓所有的中國人都迫切地感受到一種“亡國滅種”的危機, 整個近現代乃至當代中
國歷史文化的發展, 都可以說是對危機感的一種持續反應.
這種危機感也影響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之中. 80年代中期以來, 隨着中國改革開放政策, 隨着
經濟的增長等的變化造成了一直壓在國民心頭的危機感日漸消退的狀況. 而90年代, 隨着“冷戰”的結
束, 世界歷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此時張承志發表了一系列“抗戰文學”作品, 向“墮落的中國文壇”發動
了猛烈的抨擊, 從而引發了1994年以後中國文壇關於“人文精神”·“抗戰文學”論爭.
全球化的當下世界形勢, 招致了後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普遍展開狀況. 當前流行着的後殖民

25) “可以說, 張承志一直無法割舍‘紅衛兵’式的理想主義與英雄主義情結, 這種情結已內化爲人格特徵
而深入骨髓, 幷與他後來一系列的行爲模式有着直接的血脈承續. 這種對紅衛兵運動無理的衛護, 典
型地暴露出他那不能承受深刻反思所帶來的痛苦的孱弱性. 李松岳, 〈從世俗本位到神性膜拜 - 張
承志精神價値取向流變考察〉, 《浙江海洋學報(人文科學版)》, 第18卷 第4期, 2001年
26) 張承志也曾憤怒地指斥那些破壞的紅衛兵“不是眞正的紅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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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是一種多元化理論, 主要硏究殖民時期之“後”, 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文化話語權力關係及有關
宗族主義·文化帝國主義·國家民族文化·文化權力身份等新問題.27)
張承志提起“抗戰文學”論, 試圖喚醒中國民族捍衛自己的尊嚴和國家主權·文化獨立.

今天需要抗戰文學. 需要指出危險和揭破危機. 需要自尊和高貴的文學.28)

他爲什麽提唱“抗戰文學”論呢? 許多人認爲, 隨着第2次世界大戰的結束, 帝國列强的殖民主義
已經告別了歷史舞臺. 但中國(包括韓國等第三世界國家)眞的徹底擺脫了殖民主義的陰影了嗎? 目前
世界裏眞的沒存在有形無形的殖民主義嗎? 全球化的現在提起民族主義(民族情緖·民族文化等)是時
代錯誤的嗎?
民族主義就其歷史而言, 是殖民和反殖民的産物.29) 張承志在海外居住了幾年, 在加拿大·日本
的數年生活讓他體察到了那種在國內已不大敏感的民族文化危機. 張承志激動地對着正在喪失危機感
的中國社會大聲疾呼, 警告人們“新殖民主義(文化帝國主義)”危機正在迫進, 試圖喚醒人們注意. 他
憤怒地問着人們, 特別喝斥知識分子的無感覺·無氣力.

難道由於如此的一切, 中國就應該在一百年前忍受舊殖民主義, 在一百年後再承
認新殖民主義? 龐大的中國知識分子陣營, 爲什麽如此軟弱, 軟弱得只剩下向西方獻
媚一個聲音?30)

張承志的現代民族國家認同是在“全球化(世界化)”與“本土化(民族化)”衝突的情況下而産生的.

(我重新創作的動機)是形勢,

是我在西方國家深心感到的中國所面臨的危險形

27) 如果說, 殖民主義時期, 第一世界主要是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國家主權進行侵略·控
制和干涉的話, 那麽, 在世界正在走向“一體化”的當今時代, 第一世界則强調對第三世界的文化·知
識·語言和文化覇權方面的控制. 第三世界如何在經濟·政治·文化方面擺脫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 而獲
得自身的獨立和發展, 這成爲後殖民主義理論硏究的核心問題. 禹建湘, 〈對話還是對抗 - 比較後殖
民主義理論與張承志的“抗戰文學”論〉, 《益陽師專學報》, 第23卷 第1期. 63頁, 2002年
28) 張承志, 〈無援的思想〉, 395頁
29) 劉禾, 〈理論與歷史·東方與西方〉, 《讀書》, 第8期, 1996年
30) 張承志, 〈無援的思想〉, 4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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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 以及我在北京感到的中國文化的可怕墮落這種形勢, 使我無法掙脫近乎暴怒的一
種激動. …我無法做到旁觀.31)

他把西方基本定位於外部的顚覆性力量, 從而將批判的矛頭直指其列强性殖民文化本質.

我淸楚地明白了, 美國人完成了他們粉碎伊斯蘭世界力量的事業. 繼伊朗和利比
亞之後, 下刀處選擇了伊拉克. 繼社會主義世界陣營的裂散, 拉丁美洲反對米麴强權
勢力的屢屢失敗之後, 伊斯蘭國際也在强權和電子武器的打擊下流血. 下一個輪到誰?
全世界都在盯着想下一個是中國. 而中國知識階級還在吹捧美國的專業, 中國電臺的
播音詞也操着一股盎格魯撒克遜的腔調.32)

張承志對於中國當代世俗文化·追求西方化·道德墮落·民族生存危機的不感症的激烈批判, 都是
從這樣的危機意識而生産的. 他認爲西方文化帝國主義將會扼殺中國文化, 幷不止於此, 文化喪失的
國家·民族不會生存在這個世界.33) 從這種民族性危機感出發, 張承志對未來中國的命運表現出了深
深的關切, 也同時提醒了中國人的警覺心.

踩着貧瘠的土地, 登上山頂攀上長城, 遠方蜿蜓的兩條江河遙遙在望. 這就是你
我的家鄕, 淸貧的祖國. 她依然緘黙無聲, 一任命運的擺布. 選擇只在你我, 抉擇只在
你我, 在這旣充滿希望又充滿險惡的21世紀.34)

張承志對這從民族身份的焦慮, 不避免偏執的一面. 他這樣激情的民族文化意識讓他對於任何
一種中外文化交流也取着反對態度.35) 張承志的“抗戰文學”論·民族主義都是爲了解構西方覇權主義,

31) 張承志, 〈歲末總結〉
32) 張承志, 〈無援的思想〉, 396頁
33) “尤其重要的是: 在國際上一片聲討共産主義的喧囂聲中, 特別是在西方把共産主義描寫成少數民
族的災難的聲浪中, 我寫出了毛澤東主席和中國共産黨對回民確有過的善意和努力. 我不顧危險地
說出了許多受難史的眞實, 但我的結論是: 回民的命運是與祖國在一起…這本書向西方列强宣布了
中國回民不當他們走狗的堅決立場.” 張承志, 〈三份沒有印在書上的序言〉, 見蕭夏林主編 《抵抗
投降書系·無援的思想》, 第95-96頁
34) 張承志, 〈無援的思想〉, 404頁
35) 他甚至主張禁絶西方在中國大陸的文化活動. “繼他們(指日本, 筆者注)的《絲綢之路》·《黃河》·
《長城》都是電視投資重項. 而他們的眞心是在某一天拍攝《滿洲國》和《蒙疆》…在日本的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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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帝國主義壓迫提起的. 這種思想取向表現出濃厚的東方意識和抵抗意識.

我一直想, 文明的戰爭結束時, 失敗者的廢墟上應當有拼死的知識分子把投降當
專業, 這使我厭惡至極.36)

張承志的“抗戰文學”論基於民族意識, 它的最終抵抗目標是“新殖民主義”, 也是對於帝國主義“文
化征服”的對抗, 就是知識分子的“抵抗投降”的意志. 張承志曾稱自己有“一雙男兒的膝蓋, 一副倔犟的
性格和滿心不怕挫折的驕傲”37), 這就是他的不撓不屈的信念與意志的表明.
對於文學創作的獻身, 激情的熱愛, 追求眞摯和眞誠, 對自己民族的自負, 這些有時匯合於抗戰
文學論.

我熱愛使用中文的獨自寫作, 在眞摯的, 感動的, 美好的寫作中, 我能達道謙遜也
達道堅信. …對於我, 此刻我活着, 那我就把明天當成末日, 只爲此刻而寫作. 我不需
要讀者, 我不需要世界聽見這一絲微弱的喊聲. 我只寫給你,…中文是不死的, 我知道
用中文這樣寫的只有我一個人 - 這就是我追逐的道路. 出發吧, 到這條道路上來, 我
等着你.38)

張承志的抗戰文學論·理想主義·民族主義都站在同一基礎, 那就是他自己是“中華民族”的認同.

4. 警戒“新保守思潮”的復興
“張承志是一位著名作家, 更是一位思想鬪士.”39) 這種評價也許是從他的理想主義·英雄主義·民

上流過的黃河象襤褸的啞母親. 也許, 有很多兒女聽見了她喊不出的嗓音? 也許, 她正在被她的兒女
們賤賣? 中國爲什麽不制定限制日本人拍攝黃河的方針, 哪怕學韓國人限制日本文化活動政策的十
分之一呢?” 〈無援的思想〉, 397頁
36) 張承志, 〈無援的思想〉, 406頁
37) 蕭夏林主編, 《無援的思想》, 380頁
38) 張承志, 〈無援的思想〉, 392·4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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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義與抗戰文學論來造成的認識.
但如果不考慮現實狀況, 不容納現代社會的世俗化傾向, 單線地把“理想”·“英雄”過分推到至高無
上的地位, 就會不容懷疑, 更不允許批判. 而且重視民族的觀念也很容易表出保守性傾向. 這都是給
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負面性影響, 會招來思考硬直與“新保守主義”. 張承志一方面受了衆多讀者的熱
烈歡迎和愛好, 但另一方面受了銳利的批判.

張承志業已成爲九十年代的一個膨脹的神話. 他幾乎被視爲唯一的弘揚“終極價
値”的, 有理想和追求的“巨匠”而“君臨”當下的文壇. 他被視爲一個孤獨的·寂寞的反
對流行文化的英雄, 一個超越的, 狂放地尋求“崇高”的大師, 一位賜給這個“失掉信仰”
的時代以“神示”的超及巨星. 40)

這種批判裏有着道理. 因爲張承志的言說“設計了一個人文精神/世俗文化的二元對立, 在這種二
元對立中把自身變成了一個超驗的神話. 它以拒絶今天的特點, 把希望定在了一個神話式的‘過去’,
‘失落’一詞標定了一種幻想的神聖天國. 它不是與人們共同探索今天, 而是充滿了斥責和敎訓的貴族
式優越感.”41)
王蒙的批判42)也針對着張承志態度裏存在着的極端性與偏頗性, 要求多元性思考態度.
張承志在作品裏反復地表明了作爲中國人·中華民族的自傲和自信.

美則生, 失美則死 - 卽使文明失敗了, 人們也應該看見: 還有以美爲生的中國
人.43)

我承認中國知識分子的“對外恐懼(對於帝國主義的反感)”, 也了解他們的危機意識. 這種認識態
39) 邵寧寧, 〈危機與自尊 : 文明衝突中的張承志〉, 《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35卷 第2期,
1998年
40) 張頤武, 〈後新時期的人間喜劇〉, 《文學自由談》, 第2期, 1995年
41) 張頤武, 〈後新時期的人間喜劇〉
42) “一, 不要企圖人爲地人文精神奠定唯一的衡量標尺. 二, 不要企圖在人文精神與非人文精神中間劃
出明確無疑的界限, 非黑卽白, 非此卽彼. … 人文精神應該承認人的差別而又承認人的平等, 承認人
的力量也承認人的弱點, 尊重少數的‘巨人’, 也尊重大多數人的合理的與哪怕是平庸的需要.” 王蒙,
〈人文精神問題偶感〉, 《東方》, 第5期, 1994年
43) 張承志, 〈無援的思想〉, 3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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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只是中國知識分子獨有的, 也是第三世界公有的認識. 但是以張承志爲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保
守化傾向, 會與“中華主義”結合, 也會很容易變成“新保守主義”. 目前全球化的建設性·終極性目標是
指向“全人類共同體”. 張承志的言說示唆給我們自我與社會, 民族與世界裏的“調和與均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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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文提要】
張承志는 新時期 이래 中國문단에서 크게 주목을 받는 작가이다. 回族 태생, 이슬람교도, 紅衛兵,
이어서 知靑으로 등단하는 등 남다른 이력부터 세인의 관심을 받았다.
개혁개방으로 인민의 경제생활이 향상되고, 이는 현대화와 시장경제체제에 대한 열렬한 찬양을 넘
어 금전숭배의 물질만능사조와 필연적으로 뒤따르는 인간정신 쇠퇴라는 풍조를 낳았다. 삶의 세속화,
속류화 등에 따라 문화계 역시 오락성의 추구·상업주의화가 지배적 분위기를 형성했고, 이에 문단에
서는 숭고한 인간정신·삶의 궁극의 목표를 상실한데 대한 우려와 질책의 소리가 “인문정신”에 대한
논쟁으로 표출되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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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承志는 바로 이러한 1990년대 이후 중국인문학계의 風景에 돌발적인 존재이다. 그는 보편적 사
회분위기와는 달리 인간의 존재가치에 대한 끊임없는 懷疑, 궁극적인 가치에 대한 추구, 자기수양과
불요불굴의 정신을 강조하며 “혁명시대”의 힘을 잃어가는 중국사회를 一喝하였다.
그의 작품에 항상 등장하는 “求道者”의 형상이나 끓어넘치는 젊음의 기백 등, 격정적 理想主義와
英雄主義로 대표되는 그의 작품세계는 이렇듯 꿈과 격정을 잃어버린 세대에게 희망으로 다가가며

“熱氣” “神話”등의 현상을 낳기까지 한 것이다.
그러나 한편 그의 理想主義나 英雄主義는 紅衛兵 출신이라는 개인경력과 맞물려 다른 평가를 이끌
어내기도 한다. 특히 현대중국의 “암흑기”라 평가받는 文化大革命과 紅衛兵에 대해서도 張承志는 “영
광의 60년대”라는 인식을 갖고 있다. 물론 張承志가 인정하는 것은 목표를 향한 열정, 전체를 위한
개인의 희생과 헌신, 절대 굴하지 않는 투쟁정신, 사회 전체의 총체적인 통일 등 그 시절이 담지했던

“理想”과 “激情”이었다. 그러나 교조적인 이상과 격정, 전체를 위한 개인의 희생과 헌신을 강요받으
며, 그러한 이상주의와 영웅주의 속에 인간으로서의 존재가치를 빼앗겨야 했던 당대 중국인들은 경계
와 우려의 목소리를 높이고 있다.
아울러 張承志의 抗戰文學論 역시 이와 유사한 양면적 평가를 받는다. “세계화”와 함께 추진되는
미국 주도의 覇權主義는 제3세계에 또 다른 식민주의(新植民主義)의 두려움을 자아내고 있다. 서구화
된 생활양식이 빚어낼 수밖에 없는 서구 추수적 중국사회의 분위기는 文化帝國主義의 침략에 대한
지식인들의 “민족존망의 위기감”을 자아냈고, 張承志는 이러한 위기의식을 “서구문명에 대한 투항에
의 저항(抵抗投降)”, 즉 “新식민주의 반대”라는 “抗戰文學論”으로 형상화한 것이다.
이는 중국 뿐 아니라 한국을 포함한 제3세계 공통의 문제이지만, 이러한 움직임이 낳을 또다른 부
정적 결과를 경계해야 할 것이다. 중국의 中華主義가 이러한 민족적 위기감과 결합할 때는 또다른 보
수주의 사조가 등장할 것이고, 이는 人類共榮의 공동체적 삶을 목표로 하는 현대인에게는 더더욱 중
요하고도 시급한 문제이다. 이렇게 張承志는 中國 안팎에서 각기 다른 이유로 주목을 받는 “문제적”
작가인 것이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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