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012/3 ·文艺争鸣·理 论

理论

[新世纪文艺学的前沿反思]

故事、小说与文学的本质
——阿伦特、哈维尔、昆德拉论文学

陶东风

什么是故事？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文学？这些

问题前人已经给出了太多太多的回答。这样的回答

当然还会继续源源不断涌现，除非有一天文学真的

“终结”了——这无异于说人真的终结了，生活真的

死了。只要人还存在，生活在继续，对于生命存在秘

密的探索就不会停止，文学也就不会停止。因此，对

于文学的探索也就是对人的探索。

阿伦特、哈维尔、昆德拉的文学“理论”最能证明

这一点。

一、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奇迹

讲故事展示出事件的意义，但却不会犯固定它的

错误。

——阿伦特

阿伦特是一个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的政治思

想家，又以其对极权主义的深刻、持续的批判而闻名

于世。她关于故事的言说是其政治哲学的一部分。

阿伦特在《人的境况》、《过去与未来之间》等著作中

反复强调一个主题：人的本质在于自由，在于其生生

不息的行动和开新能力，在于投身到由复杂的人际

交往网络构成的、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公共领域（又

称“人类事务领域”，以区别于宗教领域与私人领域），

通过行动展示自己的自由本质。而故事，既是这种

行动的展开，也是这种行动的记录。行动依赖故事

（以及其他艺术和文化形式）的记录而克服了其易逝

性、短暂性而被人长久记忆，变得永恒。(1)只要这个

世界、只要我们的生活中还存在自由空间，只要人还

能够在这个空间通过言行呈现自己的卓异和伟大，

就必然会有不可预测的、偶然的奇异事件发生，就会

有故事。而一旦社会陷入极权状态，人的差异性丧

失，人的自由自发的行动能力就将随故事一起消失。

而这个时候，生活已经不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在

这个意义上，在有生活的地方就有故事。阿伦特在

《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有一节是写丹麦女作家伊

萨克·迪内森的。阿伦特写道：“她（迪内森）开始讲

故事时，所需要的一切仅仅是生活和世界，几乎任何

一种世界或环境都行，因为世界充满了故事、事件、

偶然和奇异的发生，这一切都等待着被人讲述。”(2)热

爱生活和热爱故事是一回事，对故事的忠诚就是对

生活的忠诚，“它不去虚构而是接收生活的赠予，通

过回忆、思索，然后在想象中重复它们来表明你自己

配得上接受它们，而这是保存生活的方式”(3)。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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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事务领域、人际关系网络中的言行，虽然没有

产生出制作活动的那种产品（比如桌子），但也不是

没有任何结果。它的结果就是“自然而然”、“有意或

无意地”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这些“故事”可以

记录在各种各样的艺术品、文件、纪念碑等等中，作

为物化的记忆被人讲述和重复讲述。

故事之所以必然充满了奇异和偶然，首先是因

为行动本身就是故事。每个行动都是一个独特的故

事，故事与行动具有相同的特征和形态。而行动就

是人自由的、不受控制的、前所未有的开新行为。开

新行为必然超越了“规则”“规律”“计划”“意识形态”

的控制和束缚，带有神奇性和不可预测性。阿伦特

说：“开始的本质是：某些新的、不能从以前发生的任

何事情中加以预测的事情开始了”(4)，“新事物总是以

奇迹的面目出现的。人能够行动的事实意味着从人

那里能预见的就是不可预见的东西，意味着人做的

是无限的不可能的事情（what is infinitively improb-

able，亦即什么可能都有的，引注）。这一点之所以

可能，只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随着每一次的降

生，某些独特的新东西就来到了这个世界”(5)。我们

不能预见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们一定能够

预见的是：不可预见的事物必将会发生。阿伦特非

常强调行动的不可预见性，称之为“奇迹”。当然，只

有人，只有人的自由的、不受控制的生活才有奇迹。

正因为行动的不可预测性，统计学、概率分析乃

至所有目的在于揭示社会之“规律”的现代社会科

学，对行动都是完全不适用的。“新事物总是以颠覆

统计学和概率的形式发生的，而对于一切现实的日

常目的来说，规律和概率就等于确定性，因此新事物

总是以一个奇迹的面目出现。”(6)

故事就是这个以奇迹面目出现的新事物的故

事。

在阿伦特看来，行动之所以总是呈现为不可、不

可预测、不确定的奇迹般的故事，根本原因是它总是

发生在人类事务领域（公共领域），一个由极复杂的

人际互动组成的变化不定的网络。阿伦特说：“人类

事务的领域是由存在于人类共同生活中的人际关系

网构成的，通过言说来表明（一个人是）谁，通过行动

来确定新的开端，所有这些总会陷入一张早已存在

的网中。”(7)这样，一个人的言行总是与他人的言行发

生着千丝万缕的牵连，不断受到这些关系网的中介、

牵制、影响并被其改变，永远不能达到行动者预定的

目的或结果。这就如同一个正在运动的台球，它的

运动不是发生在空空如也的台球桌上，相反，这张台

球桌上的每个球都在同时滚动。因此，每个球的运

动都要受到所有其他运动着的球及其所组成千变万

化的力之网的中介和“干扰”，要预测某个球的运行

方向和结果是不可能的。这正是作为奇迹的故事发

生的存在论前提：“由于这个业已存在的人际关系之

网包含着无数相互冲突的意志和愿望，所以行动从

来都达不到它的目标；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媒介，行动

才能有意或无意地产生‘故事’，就像制造活动自然

而然地产生出有形之物一样。”(8)

故事是行动的展示，也是行动的记录和行动意

义的展现。只有在作为行动记录的故事中，行动的

意义才能得到揭示。阿伦特说：“作为行动的结果的

故事无论其特征和内容是什么，在私人生活还是公

共生活中讲述，是包含了众多的行动者还是少数的

行动者，行动的充分意义只能在故事结束的时刻才

呈现。”(9)也就是说，行动者本人不能控制他的行动，

更不能控制记录其行动的故事的“意义”。与制作比

较，在制作中，用以评判最终产品的尺度和标准是工

匠预先确定的，而照亮行动过程以及所有人类历史

的那个“光”（意义），只在行动过程终结、故事的讲述

开始时才呈现出来。这个时候，行动者通常都已作

古，行动只向故事的讲述者——也就是回头看的文

学家、历史学家（阿伦特并没有严格区别这两者，而

是把他们都看成是人的行动的记录和讲述者），而不

是向行动者本人——充分呈现自身的意义。讲述者

比行动者本人更加清楚故事的意义，“即使故事是行

动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理解和‘创作’故事的人

仍然是故事的叙说者而非行动者”(10)。即使是像古

希腊阿基里斯这样做出伟大行动的人，其人生意义

也仍然“要依赖于讲故事的人、诗人和历史学家，没

有他们，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空虚的。”(11)这就是故事、

文学和历史的存在论意义：把主人公的伟业（行动）

通过故事讲述下去，并揭示其意义，使其不朽。

行动者自己不但不能确定自己行动的意义，甚

至连“作者”都不是。一个人工制品可以告诉我们谁

是“作者”（author，在此指对自己的行为有主权的生

产者），比如一个桌子的“作者”是某某工匠；而故事

告诉我们的却是故事的“主体”（subject）。值得注意

（或许也有点儿奇怪）的是，阿伦特认为这个“主体”

是处于故事核心的那个“主人公”（hero），即行动者，

而不是故事的作者或生产者。“恰当地说，故事作为

言行的结果虽然揭示了某个行动者，但是这个行动

陶东风·故事、小说与文学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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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是这个故事的作者或制造者。”(12)强调这点还是

为了对行动和制作、故事与产品进行区别：故事是言

行的展示，和制作活动无关。故事从根本上说不是

产品。

故事是言行的纪录，而言行没有明确的主权者

（所有者、控制者），也不可能有明确的结果。故事的

讲述者也不可能控制故事的意义。这正是它和制作

的另一个区别。每个人的言行都发生在与别人的关

系中，所以，没有脱离他人（以及他人组成的关系网）

的绝对“开创者”，他必然既是影响他人的“开创者”，

又是受到他人影响的“承受者”（sufferer）。这表明，人

的言行是自由的。阿伦特写道：“尽管每个人通过其

言行将自身融入人类世界，从而开始其生活，但是没

有哪一个人是自己生活故事的创作者或制造者。换

言之，故事（言行的结果）虽然呈现出一个行动者，但

这个行动者既非作者，亦非制造者。一个人在行动者

（actor）和承受者（sufferer）这一双重意义上开始了一

个故事，并成为它的主体，但没有人成为它的作者。”(13)

这样，人类行动的开放性使得故事意义的呈现

也必然是开放的，而不是固定的。故事记录事件，记

录人的行动，但是却从来不强加一种对于事件的固

定的理解，这是它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正如阿

伦特说的，“讲故事展示出事件的意义，但却不会犯

固定它（事件的意义，引注）的错误”(14)。

二、极权主义社会没有故事

极权主义之前的世界，是一个文学的世界。

——哈维尔

在《故事与极权主义》一文中，哈维尔一开始就

提出了一个似乎很著名、初一看也很费解的观点：发

达、稳固的极权社会（实际上就是哈维尔在其他文章

中经常提到的“后极权社会”）没有故事。没有故事

是因为“发达的”极权社会采取了另一种扼杀生命和

摧毁生活的方式：它使得生活和生命通过慢性的、不

流血的、静悄悄的方式死去。这个时期，“狂热者的

歌声和受拷打者的呼叫不再被听到，无法无天已经

装出温文尔雅的样子，并且从拷打室搬到了没有个

性的官僚们装潢一新的办公室”(15)。正是这种扼杀

创作方式的变化标志着“后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

差别，它是“慢性的，遮遮掩掩的、不流血的，不再是

纯粹的，然而是没有行动、没有故事、没有时间的死

亡，集体的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麻木不仁的、社会

和历史虚无化的过程。这种虚无化如此取消了灭

亡，同样如此取消了生命：个人的生命变成一个大机

器中功能单调、整齐划一的组成部分，他的死亡仅仅

是意味着卸除了他的使命”(16)。

显然，哈维尔和阿伦特一样，也是从存在论的角

度理解故事的：生活的死亡必然伴随故事的死亡，这

就是极权主义（包括“发达的”极权主义）与故事之间

的本体论敌对关系：故事的存在的前提是真正的、鲜

活的生命的存在，是千差万别的自由个体的存在，是

一个社会、一个人的梦想的存在。在有活生生的生

活的地方，在每个人都拥有自由、个性和梦想的地

方，就有故事。“后极权主义”社会之所以没有故事，

是因为它不再大规模地、明目张胆地搞大众运动，而

是通过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结合的方式，把人们引

入一个“天鹅绒的监狱”：这里有冰箱彩电，装修一

新，安逸舒适，在这里，人们逐渐丧失了参与公共事

务的兴趣，没有了自由与梦想，也就没有了故事。

于是，这个意义上的“故事”，获得了存在本体论

意义上的价值内涵。

故事像生活一样丰富，故事和生活的同源性在

于它们都是多元化的、丰富多彩的，充满了可能性和

不可预测性（也就是阿伦特反复强调的“开新能力”）。

有故事存在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不断有新事物出现的

社会，有非预定的事物（类似阿伦特说的奇迹）发生。

在这个意义上，“神秘是每个故事的尺度”。哈维尔说：

每一个故事都始于一个事件。这个事件——被理

解为从一种世界的逻辑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逻辑——开

始于每一个故事从中产生和由此孕育的那些：状态、关

系、矛盾。故事当然有自己的逻辑，但是它是一种不同

的真理、态度、思想、传统、爱好、人民、高层权力、社会运

动等等之间的对话、冲突和相互作用的逻辑，有着许多

自发的、分散的力量，它们预先不能相互限制，每一个故

事都设想有多种真理、逻辑、采纳决定的代理人及行为

方式。我们从来不能真正知道在这种对抗中将会产生

什么，什么因素将加入进来，结果将会怎样；从来也不清

楚在一个主人公身上，什么样的潜在素质将会被唤醒，

通过他的对手的行动，他将被引导向怎样的行为。

仅仅因为这个原因，神秘是每一个故事的尺度。

通过故事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理的一个特定代理人，故

事显示给我们的是人类社会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竞技

场，在那里，许多这样的代理人相互接触。(17)

我以为没有什么比这段话更加深刻地表达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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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故事的本质以及文学的本质（文学本质上就

是故事）。没有故事是因为没有神秘，而没有神秘是

因为极权主义消灭了生活的多样性、开放性、丰富

性，消灭了人的行动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制性，一

句话，消灭了自由。“极权主义的支柱是存在着一个

所有真理和权力的中心，一种制度化了的‘历史理

性’，它十分自然地成为所有社会活动的唯一代理

人。公众生活不再是不同的、或多或少是自发的代

理人摆开阵势的竞技场，而仅仅变成这个唯一的代

理人宣告并执行其意志和真理的地方。一个由这种

原则统治的地方，不再有神秘的空间；完全的真理掌

握意味着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在每一件事情都

事先知道的地方，故事将无从生长。”(18)

从价值的意义上说，消灭人的多元本质，消灭生

活中的无穷可能性和不可预测性，一切按部就班，就

等于消灭了生命的意义。这就是哈维尔说的极权主

义所导致的意义的虚无化：“当难以预料的事情消失

时，意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19)虚无主义弥漫整个社

会。极权主义的这种“虚无化”是无形的，比艾滋病病

毒和切尔诺贝利核辐射更隐蔽，也更危险、更内在地

危及我们每个人。故事的消失和道德—意义世界的

虚无化是对人的内在毒害，这是比肉体的毒害更加可

怕的毒害，但是却由于其慢性的、悄悄的、不流血的特

点而不易被人觉察。作为一个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

作家和思想家，哈维尔的政治思考的特点是对于人的

内在道德状况（而不是政治体制）的高度关注，这也使

得他的政治思考与文学表现出极大的亲缘性。

三、故事的消失也是历史和时间的消失

因为人类的时间只能通过故事和历史来体验，所

以，当故事遭到毁灭时，对于时间本身的体验也开始消

失：时间像停止不动或者原地循环，好像崩溃成可以互

相替换的碎片。

——哈维尔

哈维尔认为，故事的消失同时也是历史和时间

的消失。故事和历史的同源性在于真正的历史和真

正的故事一样，充满了可能性、复杂性、神秘性和内

在冲突，在于历史和故事的使命是一样的：记录行动

并使之永恒。当这种可能性被极权主义所谓“历史

理性”扼杀的时候，历史也就消失了：“历史被伪历史

所取代，被依次发生的周年纪念、代表大会、庆祝活

动、群众性体育活动所取代，被某种人为的活动所取

代——并不是一些不同的角色互相遭遇、有着一个

开放性结局的戏剧，而是一个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

理人其单向度的、明白的、可预见的自我谕示（和自

我庆祝）。”(20)故事是和历史同时消失或同时死去的：

“因为人类时间只能通过故事和历史来体验，所以，

当故事遭到毁灭时，有关历史性的感情也同样消失：

时间像停止不动或者原地循环，好像崩溃成可以互

换的碎片。不知从何而来又往何处去的时间的进展

失去了其故事的特征，因此也就失去了更深的意义，

当历史的地平线消失时，生活变得毫无意义。”(21)在

哈维尔看来，历史和故事都是我们分享的公共世界，

都是赋予行动和公共生活以意义和秩序的力量，故

事的消失意味着时间变成了无意义的碎片，意味着

公共生活失去了自己的结构和方向，意味着公共性

的消失：“公众生活似乎失去了它的结构，它的冲击

力，它的方向，它的张力，它的节奏和神秘，我不能记

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或者这一年同那一年有什么区

别，而且我觉得这已无关紧要，因为当难以预料的事

情消失时，意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22)哈维尔把这

种现象天才地称为“时间的国有化”。时间的国有化

也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其他方面的“国有化”一样，对

个体生命而言，它们的命运注定是逐渐枯萎。

意义的枯萎、时间和历史的虚无化，源于极权主

义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关于历史发

展的所谓“必然规律”的假设，它从某个单一、绝对的

方面去解释历史，并最终将所有历史缩减成这个单

一方面。这样，它消灭了历史的令人激动的多样性，

用“历史法则”来扼杀行动的多重可能性和神秘性。

哈维尔深刻指出：一个故事的神秘源于人类历史的

神秘，失去故事就意味着历史开始失去它的人性内

容。“人类生命的独一无二变成仅仅是历史法则的

装饰，真实事件中的张力和激动被排除而视为偶然，

因此对学者来说，它们就没有被值得注意的价值。

历史变得令人厌倦。”(23)这样，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

反故事本质集中表现在用所谓的“历史的必然性”扼

杀了历史的开放性：“当‘历史法则’被投射至未来

时，将要怎样和必须怎样突然变得一目了然。这种

必然性的炫目的照射焚毁了未来的本质：它的开放

性。规划建立世间天堂是历史的最后结局，为了摆

脱社会矛盾、人类的不良品质甚至贫穷，于是达到了

登峰造极的破坏。社会僵化成永久和谐的谎言，人

被弄成纪念碑，象征着幸福的永久持有者——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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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声地完成的对历史精神的杀害。”(24)从这里表现

出哈维尔对于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怀疑（这点也和阿

伦特极为相似）。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定于“一”，把丰

富多样的历史纳入自己编造的单一框架，就是消灭

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和人类的开新能力，就是扼杀自

由，当然也就扼杀了故事。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主张：

“通过意识形态，历史最终理解了自身，理解了它将

要去的地方和怎样进行，这些都是在意识形态的引

导之下。意识形态展示了必将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从而也证实了意识形态自身的历史必然性，它的使

命便在于实现这种必然性。换句话说，历史终于发

现了它的最终意义。”(25)问题是，自诩发现了“最终意

义”的“历史”对于每个个体而言是否还有意义？甚

至是否还是历史？意识形态通过把自己的权威强加

于所谓“历史”而变成了历史的最大敌人。当然，如

果意识形态还没有与绝对的权力结合，那么，意识形

态对历史的毁灭仅仅还是“意识形态式的”；但在极

权主义国家，“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上的权力却以

现实的方式压抑历史”。在极权主义国家，意识形态

对于历史的扼杀是必须的，“别无选择的”，因为“如

果历史以其不可预见的方式呈现，来显示这种意识

形态是错误，这将令权力丧失其合法性”(26)。在这个

意义上，通过故事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即是对极

权主义的致命打击。

哈维尔对历史的这种理解和阿伦特甚为契合。

在阿伦特看来，历史（与文学、故事一样）是人行动的

记录，而任何行动都是一种创新行为，是不可重复

的、独特的事件。历史不能还原为某种“科学的”“历

史法则”的一个变数，也不能是证明某种“历史哲学”

的例证，不能把所谓的“普遍意义”强加于它，因为

“任何已经做出的或已经发生的行为或事件，都在它

们的个别形式中包含与彰显其对于‘普遍’意义的分

享，并不需要一种不断进行的、吞没一切的过程，才

能变得有意义”(27)。阿伦特认为，历史之父希罗多德

要记录人物和行动，是因为“说”和“写”（叙述）把短

暂的东西永恒化，为它“制作一段记忆”，但是他从来

不怀疑每一个事件自身都带有自己的意义，需要的

只是用语词来表达，即“通过语词展示”“公开地展

示”伟大的行动。他从来不认为是“一般”把意义赋

予了特殊。历史的最初意义就是对于这种独一无二

的故事的叙述，它和故事、诗歌等本质上并无不同。

实际上，阿伦特经常把它们同等看待。历史和故事

一样都是对于行动的记录，没有这样的记录，行动由

于其内在的易逝性而无法留存下来，无法成为可以

被记忆的永存之物。

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来是与极权主义的政治

统治狼狈为奸的：前者为后者进行合法化论证，后者

为前者提供强力支持。“通过否定历史，权力不仅为

其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辩护，并且为其作为极权主

义政权身份辩护。这个身份也有一个坚强的意识形

态的庇护所：如果最初不是从一种意识形态中吸取

力量——这种意识形态如此自满以致轻视除它以外

的任何其他观点，如此自大地宣布自己的历史使命，

以及这种使命所带有的所有特权——这种只存在一

种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将很难存在，更遑论发

展和壮大。”(28)“它（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一旦宣称核

心权力置于法律和道德之上，权力的行使便脱离公

众的控制，政治上的多元化和公民权利制度上的保

证将变成嘲弄，或者干脆取消，那就没有理由尊重其

他任何限制。”(29）

总之，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这种“精神上的狂妄

自大”的结果，就是消灭了故事，消灭了历史，最终也

消灭了生活本身。“对多元化、对故事、对公众领域

的侵害，不仅是侵害生活的某一个方面，而是全部生

活。”(30)生活是整体的，对生活的一方面的侵害必然

也是对生活整体的侵害。哈维尔反复强调的正是极

权主义的反生活的本质：“直接的和非直接的操纵之

网像一件紧身衣，它捆绑生活因而必然限制生活自

身呈现和结构的方式。所以生活从此萎缩、衰弱、耗

尽，它变得廉价和平板，它变成伪生活。”(31)

哈维尔曾明确认为：“极权主义之前的世界，是

一个文学的世界。”这个观点值得充分注意：极权主

义一定是反文学的，因为它反生活，生活的原则就是

文学的原则，比如自由、个性、多元化，因此，真正的

文学天然地就是反极权主义的。故事的精神实质与

文学的精神实质是相同的，因此，不消灭极权主义和

后极权主义，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学。

四、小说与笑

小说作为建立于人类事件相对性和暧昧性之上的

世界的表现模式，跟极权世界是格格不入的。

——昆德拉

哈维尔的结论是：极权主义制度本质上（和其原

则上）是敌视故事的。任何关于“绝对真理”的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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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极权主义的，任何以所谓“绝对真理”“历史发展

的必然规律”为口号的意识形态也都是极权主义的，

因为它否认真理的多元性，扼杀生命的多样性和复

数性，不容许人类思想的暧昧性和相对性。它必然

是反小说、反文学的，因为它是反人性的。

这也是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想要告诉我们

的。只不过他用“暧昧性”和“相对性”来表达哈维尔

用“神秘性”、阿伦特用“奇迹”表达的意思。昆德拉

写道：“小说作为建立于人类事件相对性和暧昧性之

上的世界的表现模式，跟极权世界是格格不入的，这

种格格不入的不相容性要比一个体制成员跟一个持

不同政见者、一个人权的捍卫者跟一个施刑者之间

的不相容性更深刻，因为它不仅是政治的，或道德

的，而且还是本体的。也就是说，一个建立在唯一真

理上的世界，与小说暧昧、相对的世界，各自是由完

全不同的物质构成的。极权的唯一真理排斥相对

性、怀疑和探寻，所以它永远无法跟我所说的小说的

精神相调和。”(32)哈维尔把“暧昧性”、“相对性”和“唯

一真理”对立起来，说明“暧昧性”和“相对性”的本质

就是多元性和开放性。小说的世界之所以是暧昧

的、相对的，是因为人、世界以及真理本身是开放的、

多元的和不可穷尽的，人对于世界和人性的认知也

是如此。法西斯主义把人、社会、世界、历史规划得

一清二楚、整齐划一、只此一种，事实证明，这个自诩

的“天堂”其实是地狱，也是文学的坟墓。如果极权

主义取得胜利，那么，文学（包括小说、故事等）必死

无疑。这就是为什么昆德拉说“小说的死亡并不是

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回想一下“文革”时期的中

国文学情形，我们都知道，这不是危言耸听。

昆德拉特别喜欢的犹太谚语是：“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发笑。”意思是人类认知真理的能力是有限

的，人类的思考在“上帝”看来不值一哂。这不是说

人类应该放弃思考，而是说，人类应该放弃那种自以

为绝对真理在握的狂妄态度，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局

限性和真理的多元性。

有了这种态度的人也就获得了幽默感，即笑的

能力。在狂热信奉“终极真理”的极权主义时代，保

持一种幽默感就是保持了一种清醒，少了一点盲目

狂热（可惜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有这种能力的人实

在太少，王小波大概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这样，幽默和笑在昆德拉那里就有了特殊的反

极权的含义，它表示人在洞悉自己理性的局限、洞悉

自己不可能掌握“绝对真理”之后才能获得的一种类

似自嘲的态度，那些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幽默感的人，

和小说（文学）必定是无缘的。所以昆德拉说：“在小

说家与不会笑、没有幽默感的人之间是不可能有和

平的。那些人从未听到过上帝的笑声，坚信真理是

清晰的，认为所有人都必须想同样的事情，而且他们

本人完全就是他们所想的那样。但是，正是在失去

对真理的确信以及与别人的一致的情况下，人才成

为个体。小说是个体的想象天堂。在这一领地中，

没有任何一个人掌握真理。”(33)由于意识形态总是以

绝对真理自居，因此，“从上帝的笑声中获得灵感的

艺术从实质上看不从属于意识形态的确定性，而是

与这种确定性相矛盾”(34)。保持了笑的能力，保持了

幽默感，意味着保持了对极权主义的最后一份抵抗

能力：不认同“绝对真理”和“历史法则”的神话，少一

份狂妄，多一份敬畏。

本文介绍的阿伦特、哈维尔、昆德拉的故事理论、

小说理论和文学理论，实际上属于存在本体论意义上

关于人本身的理论。它不是形式主义的，不是叙述学

的，即使是文学的各种形式技巧、叙事模式，在他们的

笔下也只能放在存在论视野才变得如此人性化，而不

只是一些没有生命的程序方法或编码技术。

注释：

（1）阿伦特认为，在人类活动的三种类型，即劳动、制作

和行动中，最能体现人的特殊性、人和动物的差别、显示人的

卓越和伟大的，是人的行动。但是人的行动有一个致命的弱

点——阿伦特称之为“脆弱性”，这就是其短暂性，行动转瞬

即逝，就像一个人的即兴表演，过去了就过去了（不像工匠的

制作活动可以留下物品）。克服这种短暂性和脆弱性的方法

之一，就是通过记忆、历史、故事等，把人的不可重复的行动

记录下来并流传下去。文学的作用也是如此：文学本质上就

是对行动的记忆的记录。因此，在阿伦特这里，似乎没有像

亚里士多德那样把文学和历史区分开来。

（2）（3）（14）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王凌云译，凤凰

出版传媒集团，2006年版，第88页，第88页，第97页。

（4）（5）（6）（7）（8）（9）（10）（11）（12）（13）阿伦特：《人的

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139页，第

139页，第139页，第185页，第144页，第150-151页，第192页，

第152页，第144-145页（译文一句英文版略有改动），第145页。

（15）（16）（17）（18）（19）（20）（21）（22）（23）（24）（25）
（26）（29）（30）（31）哈维尔：《故事与极权主义》，《哈维尔文

集》，崔卫平编译，内部发行，第163页，第162页，第164页，第

164页，第165页，第165页，第165页，第165页，第166页，第166
页，第166页，第166页，第168页，第168页，第168页。

（27）（28）H.Arendt:The Concept of History, H.Arendt: Be-
tween PastandFuture,Viking Press,1968, p64，p64。

（32）（33）（34）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

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第200页，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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