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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i Tiesheng, a famous contemporary writer, expands the doctrine of 
original sin in Christianity to include the disability and limitation in 
humanity, and advocates making the wish of love in human world to 
transcend the limitation. His perspective always focuses on the world, 
advocating to combine the purpose with the process and to cope with 
the suffering of real life by believing in Christianity. He also 
distinguishes religious spirit from religious belief. In this paper, the 
actual attitude of Shi Tiesheng towards Christianity will be laid out by 
scrutinizing four aspects of his viewpoint of Christianity based on the 
world. His profound philosophical ideas and consciousness for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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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n, which are reflected in his works, will be presented, thus 
facilitating future research on his achievement in literature. 

Keywords: disability, beyond, based on the world, religious spirit 

當代著名作家史鐵生將基督教中的原罪教義擴展為人皆存在
着殘疾和局限，提倡心生愛願從而超越局限。史鐵生始終將
視角投射在人間，主張將目的的設置和過程的精彩相結合，
以晝信基督來應對現實生活的苦難，並將宗教精神區別於宗
教信仰。筆者通過深入分析史鐵生基於人間本位的基督教觀
的四個層面，更加深刻地理解史鐵生對於基督教的真正態
度，從而明晰作家在文學作品中所體現的深厚哲學思想和博
大的社會關懷，進而完善關於史鐵生創作成就的理論研究。 

關鍵字：殘疾、超越、人間本位、宗教精神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後隨着國內文化氛圍的寬鬆，許多作家開始在作
品中涉及宗教信仰問題，尤其表現出對基督教的關注，當代著名作
家史鐵生較早地在作品中表達他的基督教觀。史鐵生 1951 年 1 月
出生於北京，1972 年雙腿癱瘓，後又患上尿毒癥，須每週三次透
析以維持生命，長年忍受病痛的折磨，於 2010年 12月因突發腦溢
血逝世。史鐵生著作等身，創作了諸多小說、散文、劇本等作品，
先後榮獲北京市文學藝術獎、老舍散文獎、魯迅文學獎等諸多獎
項，歷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中
國殘疾人聯合會副主席等要職。史鐵生在創作中以獨具特色的冥思
方式探討生與死的終極問題，表現出鮮明的基督教傾向，然而史鐵
生對基督教的態度並非信徒對於上帝的虔誠，而是立足於現實的審
慎觀察和精神追求。在《病隙碎筆》中作家如是道：「人生最根本
的兩種面對，無非生與死。對於生，我從基督精神中受益；對於
死，我也相信佛說。」1 生，是人面對的首要問題，是人在世間的
第一要義。基督教宣揚人生而有罪的原罪思想，同時告誡世人要彼
此平等、寬恕、博愛，只有通過現世的不斷救贖來消除罪惡，死後

                                                                                                                                               

1 史鐵生：《病隙碎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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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進入天堂。基督教既強調現世的救贖，同時也許以死後美好的
天堂期望，但是史鐵生並不刻意追求極樂美滿的天堂，而是汲取了
基督教教導世人應對人間苦難的態度，重在現世的救贖。史鐵生將
人生而有罪的原罪理念發展成人生在世充滿無盡的苦難、殘疾和局
限。因為「白天（以及生）充滿了及他之事，故而強調愛」，2 即
處於社會關係中的人皆須有愛願，共同超越苦難與局限，攜手建立
人間的天國。在史鐵生的作品中極少言及進入天堂的途徑和升入天
堂後的美滿，而是更關注生在人間仰望天堂的過程。「我不信能有
一種沒有過程的存在，因此我很有信心地說：我在路上。」3「我
在路上」大概是史鐵生哲學思想最恰切的概括，凡夫的「我」相對
於完美的「神」而言是限制，「在路上」即意味着人性走向神性的
過程，是現實對理想的眺望，是通往完美之境的追求。楊劍龍教授
認為： 

基督教的核心問題是關於人的本質、人的處境和人的歸宿問

題。基督教在關注人的問題的基礎上推崇博愛思想，基督教

認為上帝就是愛，這是上帝的本性，對上帝的愛、捨己的

愛、寬恕的愛等，都是基督教所推崇的。4 

因為「基督信仰更適合於苦難充斥的白天」，5 所以必須晝信基督
並具備宗教精神才得以超越人間的苦難，從而走在通向天堂的路
上。對於原罪的生發和愛願的呼喚，對於過程與目的的思辨，對於
晝信基督與宗教精神的宣導，以及忍受長期病痛的宿命的寫作，使
史鐵生呈現出基於人間本位而獨具特色的基督教觀。 

  

                                                                                                                                               

2 史鐵生：《晝信基督夜信佛》（北京：北京十月文藝，2012），8。 
3 史鐵生:《病隙碎筆》，93。 
4 楊劍龍：《曠野的呼聲─中國現代作家與基督教文化》（上海：上海教育，

1998），175。 
5 史鐵生：《晝信基督夜信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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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罪與愛願 

 

楊劍龍教授認為：「被稱作罪感文化的基督教文化，『原罪』是它
的基本觀念。」6 原罪是基督教的核心理念之一，聖經舊約中的創
世記強調人生而有罪。人類始祖亞當和夏娃違背上帝的命令，他們
聽信了伊甸園中蛇的蠱惑，偷吃了禁果後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園。人
類始祖的失樂園致使其後裔世世代代背負沉重的罪孽，於是人一出
生便被判為有罪。基督教認為「人是生而有罪的。這不僅是說，人
性先天就有惡習，因而懺悔是永遠要保有的品質，還是說，人即殘
疾，因而苦難是永恆的」。7 史鐵生借用基督教的原罪觀念，但重
點在於突出人生在世難以避免的苦難與始終存在的局限。「生而為
人，終難免苦弱無助，你便是多麼英勇無敵，多麼厚學博聞，多麼
風流倜儻，世界還是要以其巨大的神秘置你於無知無能的地位。」8 
人從一出生便意味着要經歷無窮的磨難，相對於神的完美，人類始
終存在着難以超越的局限。 

小說《原罪》中原本年紀輕輕的十叔卻常年臥病在床，脖子
以下全不能動，連頭也不能轉動。忍受病痛折磨的十叔只能通過對
外界的幻想和美化來打發時光，在與鄰居小朋友的逗樂中憧憬未
來。人生不僅充滿了難以擺脫的原罪，有時即便是看似順意的人生
卻不知何時也會遭遇意外的不幸，終歸是難逃宿命的束縛，從而註
定要忍受無盡的苦難。《宿命》中的莫非原本打算出國攻讀教育學
博士，卻在臨行前的某個夏夜被車撞傷，導致終身截癱。多年後莫
非才知道一連串的偶然不過是起因於當時學生聽到了一個狗屁，荒
唐而滑稽的誘因卻讓命運發生了遽變。原本美好的前途卻因一次偶

                                                                                                                                               

6 楊劍龍：《曠野的呼聲》，176。 
7 史鐵生：《病隙碎筆》，136。 
8 同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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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事故被徹底改變了，幸福與苦難之間的轉變太過突然，讓人猝
不及防。9 

史鐵生將原罪在人間的具體表現解釋為人的殘疾，即各種人
所不能的限制，「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殘疾，它從來就沒
有離開過」。10《來到人間》中四歲的小女孩患上先天性軟骨組織
發育不全的疾病，即通稱的侏儒症。這種先天的殘疾降落到僅四歲
女孩的身上，她意識到自己不能和其他小朋友一樣健康成長，雖然
她還很小，卻已經感覺到殘疾帶來的被歧視和痛苦，她父母則用心
良苦地想盡辦法讓她能接受殘疾的事實。11 生命中太多的「『不
能』寫滿了四周！這便是殘疾最根本的困苦」。12《命若琴弦》中
的師徒二人都是盲人，師傅一出生眼睛就瞎了，徒弟在三歲時眼睛
壞了。七十歲的師傅帶着十七歲的徒弟靠着彈三弦琴賣藝為生。師
傅曾被自己的師傅囑咐過要親手彈斷一千根琴弦，以斷弦做藥引才
能重見光明，師傅為了能恢復視力，在從藝五十年間翻山越嶺、日
夜兼程，受盡了苦楚，只為能擺脫殘疾的種種限制。13 殘疾是師徒
二人都難以回避的苦難，殘疾通常體現在身體方面，但也表現在人
生各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引申為廣義上的局限。 

殘疾，並非殘疾人所獨有。殘疾即殘缺、限制、阻障。名為

人者，已經是一種限制。肉身生來就是心靈的阻障，否則理

想何由產生？殘疾，並不僅僅限於肢體或器官，更由於心靈

的壓迫和損傷，譬如歧視。歧視也並不限於對殘疾人，歧視

到處都有。歧視的原因，在於人偏離了上帝之愛的價值，而

                                                                                                                                               

9 史鐵生：《原罪・宿命》(1978)，載《史鐵生作品精編》（桂林：灕江，2007），
175–205。 

10 史鐵生：《病隙碎筆》，61。 
11 史鐵生：《來到人間》(1985)，載《史鐵生作品精編》，79–93。 
12 史鐵生：《病隙碎筆》，63。 
13 史鐵生：《命若琴弦》(1985)，載《史鐵生作品精編》，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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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地以人的社會功能去衡量，於是善惡樹上的果實使人與

人的差別醒目起來。14 

可見殘疾無處不在，身體的殘疾固然使人痛苦，然而內心的殘疾，
即殘疾情緒卻更複雜，對人的影響更深遠。「這類病症的機理相當
複雜，但可以給它一個簡單的名稱：殘疾情結。這情結不單殘疾人
可以有，別的地方，人間的其他領域，也有。」15 殘疾情結更是直
截了當地道出了人所共有的缺憾和彌漫四周的局限。 

人之「不能」最顯著地表現在人生而孤獨，以及人與人之間
難以逾越的隔膜，這便註定了個體化的殘缺。「也許，上帝正是要
以殘疾的人來強調人的殘疾，強調人的迷途和危境，強調愛的必須
與神聖。」16「愛之永恆的能量，在於人之間永恆的隔膜。愛之永
遠的激越，由於每一個『我』都是孤獨。人不僅是被拋到這個世界
上來的，而且是一個個分開着被拋來的。」17 正因為人人都不能避
免殘疾，以及難以克服的殘疾情結，因而要想超越這無處不在的限
制和遍佈四周的「不能」，於是才會渴望彼此相愛，真切地呼喚愛
願。每個人都是獨立存在的，但人類卻是諸多獨立的聯合體， 

唯整體的音樂可使單獨的音符連接出意義，唯宏博的愛願是

人性昇華的路徑。所以愛願不是人的自然本性，而是人超越

大熊貓等等而獨具的智慧，是見自然絕地而有的精神追尋，

是聞神命而有的覺醒。18 

因此人生在世，要想避免苦弱就必須心生愛願，以愛溫暖彼此、化
解堅冰。史鐵生以宏博的愛願作為解除隔膜的途徑，具體而言則是
通過愛情這條捷徑。《務虛筆記》中的 C 是殘疾人士，他和 X 相
戀多年後終於結婚，正是與 X 之間的愛情使 C 超越了殘疾的痛

                                                                                                                                               

14 史鐵生：《病隙碎筆》，64。 
15 同上，74。 
16 同上，65，強調字體在原著中如此。 
17 同上，40。 
18 同上，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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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填補了橫亙在二人之間的鴻溝，實現了心靈的契合。19《我的
丁一之旅》中的丁一與阿春、泠泠、何依、秦娥和薩等女子接觸都
是在不斷地尋找愛情，旨在通過愛情消除隔膜、實現愛願。20 

我想，上帝為人性寫下的最本質的兩條密碼是：殘疾與愛

情。殘疾即殘缺、限制、阻障……是屬物的，是現實。愛情

屬靈，是夢想，是對美滿的祈盼，是無邊無限的，尤其是衝

破邊與限的可能，是殘缺的補救。21 

人見到了自身的殘缺，也就見到了神的完美，便開始對神敬畏、感
恩與嚮往，於是才會心生愛願。 

博愛是理想，而愛情，是這理想可期實現的部分。因此，愛

情便有了超出其本身的意義，它就像上帝為廣博之愛保留的

火種，像在現實的強大包圍下一個諦聽神喻的時機，上帝以

此危險性最小的 1 對 1 在引導着心靈的敞開，暗示人們：如

果這仍不能使你們卸去心靈的鎧甲，你們就只配永恆的懲

罰。22 

愛情是兩個獨立個體間心靈的敞開和融合，以愛情為最小的單位體
現愛願並將宏博的愛願傳揚，從而實現人間的博愛。 

有着「疾病隱喻」專家之稱的蘇珊・桑塔格認為： 

隨着賦予疾病（正如賦予其他任何事情）更多道德含義的基

督教時代的來臨，在疾病與「受難」之間漸漸形成了一種更

                                                                                                                                               

19 史鐵生：《務虛筆記》(1996)，（北京：人民文學，2007）。 
20 史鐵生：《我的丁一之旅》，（北京：人民文學，2006）。 
21 史鐵生：《病隙碎筆》，58。 
22 同上，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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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的關聯。把疾病視為懲罰的觀點衍生出疾病是一種特別

適當而又公正的懲罰的觀點。23 

史鐵生並不認為疾病是上天的懲罰，其在作品中多處寫到殘疾，一
方面是作家自身的殘疾經歷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另一方面是作
家意在通過殘疾的無處不在表明人生在世的種種限制，從而呼喚愛
願並以愛情作為實現的捷徑，期望人們彼此相愛，消除隔離、歧視
和對立。聖經告誡人們：「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
就是我的命令。」（約翰福音 15:12）24 雖然人間充滿了無盡的苦
難，但幸而人與人之間能夠相愛與寬恕，苦難於是得以救贖。叢新
強先生認為：「基督思想的獨特之處在於極度重視人的不幸處境，
同時又以上帝作為摯愛的存在，在本體論上構成了對於不幸的否
定，也就是說，愛恰恰是對不幸的否定。」25 在苦難充盈的人間，
愛顯得勢在必行、彌足珍貴，也唯有愛才能消弭原罪、創建人間樂
園。 

 
二、過程與目的 

 

死後進入天堂是基督教對信徒一生善行的最終評判和最高獎賞，這
激勵着信徒為着死後的安樂而甘受此生的苦難。史鐵生卻懸置了關
於天堂美滿的憧憬，直言： 

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

立。走到，豈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終結、拯

                                                                                                                                               

23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程巍譯（上海：上海譯文，2003），40。 

24《聖經》（上海：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2014），
124。 

25 叢新強：《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當代文學》（濟南：山東文藝，2009），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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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的放棄。因而天堂不是一處空間，不是一種物質性存在，

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26 

走向是過程，走到是目的，在過程與目的的思辨中體現了史鐵生對
於生死的終極關懷。生與死一直是史鐵生思考的核心問題，生是漫
長的，死是短暫的；生是個人能盡力把控的，死是必然且不可避免
的。《命若琴弦》中的師徒皆是盲人，二人靠彈三弦琴賣藝為生，
師傅在五十年間日夜兼程地拉斷了一千根琴弦，終極目的都在於能
重見光明。當師傅最終得以打開琴槽時，才發現所謂的藥方不過是
一張白紙。師祖在世時其實早已明白治療眼疾的藥方是不存在的，
但他卻給了師傅一張空藥方讓他有繼續活下去的希望，因為人得抱
着希望才能有滋有味地過下去，否則一旦知道絕望的結果那便完全
喪失了生活的信心。師傅後來也以相同的方式教導徒弟，囑咐徒弟
日後必須拉斷一千二百根琴弦才有機會重見光明，師傅的用心良苦
同樣是為了讓徒弟能有希望地活下去。在師傅經歷了希望幻滅時，
他回顧自己的一生，才發現「以往那些奔奔忙忙興致勃勃的翻山、
趕路、彈琴，乃至心焦、憂慮都是多麼歡樂！那時有個東西把心弦
扯緊，雖然那東西原是虛設」。27 重見光明的目的雖是虛設，但為
了實現目的的過程卻讓師傅深感欣慰。「目的雖是虛設的，可非得
有不行，不然琴弦怎麼拉緊，拉不緊就彈不響。」28《命若琴弦》
的意義便在於揭示出在漫漫人生旅途中必須要有目的，目的是指引
人前行的燈塔，同時過程又是非常重要的─過程使人生得以真正
充實、豐滿。 

世人大多過於注重目的的實現，而忽視過程的精彩，然而人
從生到死這一階段便是最長的過程，只有真正從對目的渴望轉到對
過程的欣賞，人生才不虛此行。要想真正從目的轉向過程也並非易
事： 

                                                                                                                                               

26 史鐵生：《病隙碎筆》，59，強調字體在原著中如此。 
27 史鐵生：《史鐵生自選集》（海口：海南，2006），55。 
28 同上，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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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你為此痛苦，除非這痛苦足夠大，大得不可消滅大得不

可動搖，除非這樣你才能甘心從目的轉向過程，從對目的的

焦慮轉向對過程的關注，除非這樣的痛苦與你同在，永遠與

你同在，你才能夠永遠欣賞到人類的步伐和舞姿，讚美着生

命的呼喊與歌唱，從不屈獲得驕傲，從苦難提取幸福，從虛

無中創造意義……過程在到處繼續，在人間，在天堂，在地

獄，過程都是上帝巧妙的設計。29 

過程無處不在，但人活着並非只一心追求過程的漫長。「人不是苟
活苟死的物類，不是以過程的漫長為自豪，而是以過程的精彩、尊
貴和獨具愛願為驕傲的。」30 過程的精彩便是心生愛願，便是「知
不知」而勇往直前的堅持和寬容，「生命的意義就在於你能創造這
過程的美好與精彩，生命的價值就在於你能夠鎮靜而又激動地欣賞
這過程的美麗與悲壯」。31 人的目的總不外乎實現自己的欲求，即
在現實的基礎上眺望理想。目的是必須要有的，但得清楚目的終究
是虛無的，瞭解虛無卻不絕望並且能轉向欣賞過程的精彩與美好，
畢竟相對於目的而言，過程是豐富多彩、因人而異的，也是人能盡
力把握的。 

《毒藥》中的老人在年輕時一心想尋死，偶然間得到兩顆藥
丸，以為是毒藥便時刻帶在身邊，此時死變得觸手可及、易如反
掌，於是他反倒不急着去死。在赴死的路上，在求死的過程中，老
人卻安心地度過了漫長的一生。32 死是必然的結局，而走向死亡的
過程便是生命的內容。史鐵生達觀地談及自己的不幸經歷，「上帝
讓我終生截癱就是為了讓我從目的轉向過程」，33 走向是過程，走
到是目的，人只能不斷地逼近完美，卻無法抵達完美。張路黎盛讚
史鐵生的哲學觀：「從目的轉向過程、從不屈獲得驕傲、從苦難提
取幸福、從虛無中創造意義，這是史鐵生對絕望的回答。在他看

                                                                                                                                               

29 史鐵生：《好運設計》（1990），載《史鐵生作品精編》，228。 
30 史鐵生：《病隙碎筆》，209。 
31 史鐵生：《史鐵生作品精編》，228 。 
32 史鐵生：《毒藥》(1986)，載《史鐵生作品精編》，94–109。 
33 史鐵生：《好運設計》，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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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生命的意義就在於創造一個精彩的過程。」34 對於過程和目的
的關注，表現了史鐵生對於人生意義的審視，也將對神性的仰望和
對天堂的仰慕轉向要求人性的自我完善和對苦難的不斷超越。 

 
三、晝信基督與宗教精神 

 

史鐵生在諸多作品中都表示贊同基督教宣揚的原罪、懺悔、寬恕和
博愛等觀念，其將原罪闡釋為人生無所不在的局限，因而心生愛願
是超越局限的必經之途。「人的迷茫，根本在兩件事上：一曰生，
或生的意義；二曰死，或死的結果。倘其不錯，那麼依我看，基督
教誨的初衷是如何面對生，而佛家智慧的側重是怎樣看待死。」35

「所以，基督信仰更適合於苦難充斥的白天。他從不作無苦無憂的
許諾，而是要人們攜手抵抗苦難，以建立起愛的天國。」36 懺悔是
基督教的核心教義之一，也是世人時刻自我警醒和提升精神境界的
途徑之一，「懺悔，是請神來清理我的心靈⋯⋯懺悔之後，是順理
成章地繼續檢討自己」。37 晝信基督便是從基督教中汲取應對人生
苦難的精髓，人深感原罪的存在，於是懺悔以求得寬恕，從而決心
攜手相愛。簡而言之，晝信基督就是面對生的叩問時以積極的態度
生活，張揚生命的藝術靈感。 

看見苦難的永恆，實在是神的垂憐―唯此才能真正斷除迷

執，相信愛才是人類唯一的救助。這愛，不單是友善、慈

悲、助人為樂，它根本是你自己的福。這愛，非居高的施

捨，乃謙恭地仰望，接受苦難，從而走向精神的超越。這樣

的信仰才是眾妙之門。……天堂既非一處終點，而是一條無

終的皈依之路，這樣，天堂之門就不可能由一二強人去把

                                                                                                                                               

34 張路黎：《史鐵生哲思文體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3），12。 
35 史鐵生：《晝信基督夜信佛》，4。 
36 同上，5。  
37 同上，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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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而是每個人直接地諦聽與領悟，因信稱義，不要誰來做

神的代辦。38 

晝信基督，在史鐵生看來並非基督教徒的篤信，而是精神層面的智
信。「信仰，恰是人面對無從更改的生命困境而持有的一種不屈不
撓、互愛互助的精神！」39 在人世間追求愛願、寬恕與互助的精神
是晝信基督的精髓。 

史鐵生提倡晝信基督意在從基督教中借取應對世間苦難的法
寶，注重基督教對於個人精神境界的提升和利於社會關係融洽的功
用層面。同樣，宗教精神也是面對人間現實的精神追求，宗教精神
與信奉神靈的宗教信仰有本質區別。當代文學有不少作家已經明確
表示信仰基督教，甚至受過洗禮正式皈依了基督教。史鐵生在作品
頻繁涉及基督教的問題，但是卻從未表示自己是基督教教徒。為了
區別於一般意義上的宗教信仰，史鐵生將宗教精神與宗教作了比
較，並將自己對宗教的認知和態度稱作為宗教精神。 

如果宗教是人們在「不知」時對不相干事物的盲目崇拜，但

其發自生命本原的固執的嚮往卻鍛造了宗教精神，宗教精神

便是人們在「知不知」時依然葆有的堅定信念，是人類大軍

落入重圍時寧願赴死而求也不甘懼退而失的壯烈理想。40 

宗教精神當然並不等於各類教會的主張，而是指無論多麼第

一和偉大的人都必有的苦難處境，和這種處境中所必要的一

種思索、感悟、救路。41 

所以宗教精神天生不屬於哪個階級，哪個政治派別，那些被

神化了的個人，它必屬於全人類，必關懷全人類，必讚美全

                                                                                                                                               

38 史鐵生：《病隙碎筆》，137。 
39 史鐵生：《晝信基督夜信佛》，17。 
40 史鐵生：《自言自語》，載《史鐵生散文選》（北京：人民文學，2005），176。 
41 史鐵生：《史鐵生作品精編》，2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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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團結，必因明了物之目的的局限而崇尚美之精神歷

程。42 

宗教精神意在借鑒宗教的有益教義和博大關懷來面對人類的現實困
境，從而充實和豐富人的精神追求，是人自我提升和自我約束的有
效方式。傳統宗教常給人以沉溺於虛無縹緲的彼岸世界、輕視人間
現實的印象，史鐵生提出的宗教精神既汲取了宗教中能為人所用的
精華，又避免長期以來人們對於宗教產生的偏見，其將重心放在人
間，注重個人的自我提升、不斷追求完美，以及社會關係的完善。 

 
四、長期病痛與「零度寫作」 

 

史鐵生在《我的丁一之旅》中多次提到聖經中約伯的故事，約伯頻
頻接受上帝殘酷的考驗，卻不改初衷。史鐵生的大半生都在與病魔
作鬥爭，他在不幸處境中卻依然達觀從容，確是人間版的約伯。史
鐵生在二十一歲風華正茂的年紀便雙腿截癱，三十歲時雙腎又相繼
失靈，四十八歲腎衰竭致尿毒癥終至透析，直到六十歲去世，他一
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四十年間史鐵生相當於是在輪椅上度過，他
曾達觀地自嘲道：「有一回記者問到我的職業，我說是生病，業餘
寫一點東西。這不是調侃，我這四十八年大約有一半時間用於生
病，此病未去彼病又來，成群結隊好像都相中我這身體是一處樂
園。」43 殘疾似乎與寫作天生有緣，「寫作，多是因為看見了人間
的殘疾，殘疾人可謂是『近水樓臺』」。44「我的寫作說到底是為
謀生。但分出幾個層面，先為衣食住行，然後不夠了，看見價值和
虛榮，然後又不夠了，卻看見荒唐。荒唐就夠了麼？所以被送上這

                                                                                                                                               

42 史鐵生：《史鐵生散文選》，177。 
43 史鐵生:《病隙碎筆》，5。 
44 同上，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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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終點的路。」45 人生總是在不斷地與局限周旋和較量，局限首
先體現在肉身的限制。身患殘疾導致史鐵生難以從事更多的工種，
於是將精力轉向寫作，他長年忍受着病痛的煎熬，卻執着地思考人
生真諦，從自身的殘疾中明白了原罪的存在、宿命的難逃、殘疾的
無處不在，以及超越局限的必要，於是才有了宿命的寫作。史鐵生
將寫作與文學區分開來，將寫作看作是尋覓者的試驗，而文學則擔
負着更高遠的任務。 

我想，何妨就把「文學」與「寫作」分開，文學留給作家，

寫作單讓給一些不守規矩的尋覓者吧。文學或有其更為高深

廣大的使命，值得仰望，寫作則可平易些個，無辜而落生斯

世者，尤其生來長去還是不大通透的一類，都可以不管不顧

地走一走這條路。 

寫作既是「懷疑者的懷疑，尋覓者的尋覓」，46 同時也是超越局
限，尋求心靈自由的方式。作家如是說道： 

我願意把我與那兒的關係叫做：寫作。到了那兒就像到了故

土，倍覺親切。到了那兒就像到了異地，倍覺驚奇。到了那

兒就像脫離了這個殘損而又堅固的軀殼，輕鬆自由。到了那

兒就像漫遊於死中，回神看時，一切都有了另外的昭示。47 

我一直相信，人需要寫作與人需要愛情是一回事。48 

愛情一直被作家看作是實現愛願的捷徑，是超越局限的途徑，作家
將寫作與愛情相提並論可見寫作同愛情的意義是相當的。 

                                                                                                                                               

45 同上，56。 
46 同上，83。 
47 同上，178。 
48 同上，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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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寫作的零度」吧？……但他卻已經感到了孤獨，感

到了恐懼，感到了善惡之果所造成的人間困境，因而有了一

份獨具的心緒渴望表達―不管他動沒動筆，這應該就是而

且已經就是寫作的開端了。49 

或者說，回到寫作的零度。神說既是從那兒發出，必只能從

那兒聽到。50 

寫作是從心靈深處出發面向世界的對話，是站在生命零點的眺望。
史鐵生曾謙虛地論及自己的寫作： 

我的寫作因此與文學關係疏淺，或者竟是無關也可能。我只

是走得不明不白，不由得嘮叨；走得孤單寂寞，四下裏張

望；走得怵目驚心，便向着不知所終的方向祈禱。我僅僅算

一個寫作者吧，與任何「學」都不沾邊兒。51 

寫作於史鐵生而言是對抗孤獨、尋求超越、追求自由的有效方式，
「寫什麼和怎麼寫都更像是宿命」，52 史鐵生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
宿命的寫作，是其在受困於人之殘缺的命運中向內建立生命的意
義，也是其精神品格的體現。 

「五四」以來周作人、冰心和許地山等現代作家紛紛從基督
教中汲取精神力量，在當代亦有禮平、海子和北村等作家表現出鮮
明的基督教傾向。史鐵生是當代獨具一格的作家，面對當代價值困
境和精神闕如，史鐵生以自身的不幸經歷和艱苦探索，從基督教中
汲取思想精華，並且以獨特的哲思闡釋與深化了基督教的內涵，表
達了建立人間宗教精神的努力。叢新強先生論及：「考察當代文學
的諸類文學形態及其多種文學潮流，不管它們形成了怎樣得眩人耳
目，卻不難發現，無論是理論層面還是創作層面，其發展結果與效

                                                                                                                                               

49 同上，186。 
50 同上，219。 
51 同上，55。 
52 史鐵生：《宿命的寫作》（濟南：山東文藝，20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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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都不同程度地呈現出價值困境及其方向性迷茫。」53 與「五四」
時期的陳獨秀等人基於國家、民族與啟蒙等立場對基督教的複雜態
度不同，54 史鐵生的基督教觀擱置了關於宗教信仰問題的爭執，重
在利用基督教中能為人所用的精華，一則利於人們更公正不倚地看
待基督教，二則歸根到底都是立足於人間關注精神層面的提升，以
使人在應對生之問題時擁有更多的精神力量。叢新強先生主張：
「文學藝術應當真正成為人類的一種終極追求，她永久的生命，就
在於她不同於現世的物質力量而存在，就在於她作為這樣的存在，
必須為人類分擔救贖的使命。」55 著名作家韓少功曾如此評價史鐵
生： 

他躺在輪椅上望着窗外的屋角，少一些流浪而多一些靜思，

少一些宣諭而多一些自語。他的精神聖戰沒有民族史的大背

景，而是以個體的生命力為路標，孤軍深入，默默探測全人

類永恆的純靜和輝煌。56 

史鐵生一直走在接近完美又永無終點的路上，不斷地實現着其逼近
完美的人生追求，同時其堅韌不屈的德行也正是基督精神的恰切寫
照，一直激勵着人們勇往直前。 

                                                                                                                                               

53 叢新強：《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當代文學》，256。 
54 參見楊劍龍：〈論「五四」時期陳獨秀對基督教的複雜態度〉，《社會科學家》

170.6（2011年 6月）：7–12。 
55 叢新強：《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當代文學》，258。 
56 韓少功：《靈魂的聲音》（長春：吉林人民，1996），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