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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mation factors of the literary creation style are dimensional. As far as the creative subject
is concerned, the psychology of creation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creation. Psychology
can not only provide impetus for literary creation, but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creation with its own development. Shen Congwen’s cre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life experience.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Hmong descent, “rural people” and the plight of the city make
Shen Congwen from the formation of inferiority complex and rebellious psychology, and in 19241936 years with the change of the realistic environment, it continues to develop deepen, thereby
affecting the creation of Shen Congwen, which is created by the first phase of the “prototype” of
Xiangxi to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cultural Xiangxi” transformation. But the sense of inferiority
and rebellious psychology can be transcended; eventually Shen Congwen beyond the inferiority
and identity anxiety in literary creation to achieve self salvation, the inner feelings, and its unique
life experience and literary aesthetic, expressing his life and literary i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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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就创作主体来说，创作心理对创作有着重要影响。创作心理不仅
可以为文学创作提供动力，还会以自身的发展变化带动创作的发展变化。沈从文的创作与其人生经历密
切相关。小学学历，苗族血统，“乡下人”和都市的窘境使沈从文形成了自卑心理与逆反心理，而且在
1924年~1936年间随着现实环境的变化不断发展深化，进而影响了沈从文的创作，使其创作由第一阶段
的“原型湘西”向第二阶段的“文化湘西”转化。但是自卑感和逆反心理是可以被超越的，最终沈从文
超越了自卑心理和身份认同的焦虑，以文学创作实现了自我救赎，实现了内心情感的抒发，并以其独特
的生命体验和文学审美，表达了其人生的与文学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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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逐渐解放，文学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并付诸实施。此
次的文学史纳入了一个特殊的作家——沈从文，而且赋予了沈从文很重要的地位。自此，沈从文重新走
进中国人的世界，而且掀起了一股持续升温的“沈从文热”。面对中国的社会现状，学者们纷纷从沈从
文那里寻找“本真”，寻找“人性”，大批研究沈从文及其作品的著作、论文等先后问世。综观 30 年来
的沈从文研究，不难发现，研究者所着力深掘的是沈从文生命主体与文学精神蕴含的几个关键词，如“牧
歌情调”、“人性”、“生命观”、“文体作家”以及“乡下人”与“现代性”等，这些关键词几乎贯
穿了沈从文研究的始终[1]。对大众来说，沈从文在文学领域上所表现的内容是独特的，但更应注意到沈
从文本身的独特，其中之一就是他的逆反心理。本文则从中挣脱出来，从心理学的角度解读沈从文(不同
于凌宇的西方现代心理学的角度)。通过细读《沈从文散文精编》中的作品，在分析他独特的生命历程的
基础上，探讨他的逆反心理，进而分析他的逆反心理是如何表现在作品中的，从而向人们呈现沈从文自
身的独特性，以便于人们更好地了解、研究沈从文。

2. 沈从文早期的文学创作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沈从文创作的早期阶段。1922 年，只有小学学历的“乡下人”沈从文怀揣着
理想，从偏远的乡村来到北京。他身上乡下人所特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趣味等一时还难以被城
市文化所认同，乡村与都市、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让他举步维艰。其后，沈从文又辗转生活在上海、青岛、
昆明等城市。人总是与外在环境相联系并受外在环境影响的，当发现所处的地位是我们希望加以改进的时
候，自卑感随之而来([2], p. 40)。现实中的一切与沈从文固守乡下人精神家园的努力相撞击，使他内心深处
出身的自卑感和身份认同的危机感以及蓬勃而发。在自卑的同时，也会产生逆反心理。逆反心理是“客观
环境与主体需要不相符合时产生的一种心理活动，具有强烈的情绪色彩，即带有强烈的抵触情绪”[3]。自
卑感与逆反心理一体两面，既无法根除，也会对人产生重大影响。由于自卑感总会造成紧张，所以争取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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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感的补偿动作必然会同时出现([2], p. 41)。而逆反心理所产生的强烈的抵触情绪也会促使人们去行动，并
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出独特的一面。情感在创造性活动中，尤其是艺术创作中，起着重要的动机作用[4]。
对于作家沈从文来说，自卑感和逆反心理不仅是他创作的动力，也是伴随他始终的创作心理，对他的文学
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方面，他在城市文化的营养中，反顾封闭落后的乡村文化；另一方面，又在作
品中批判都市文化，表现出他与都市文化的冲突与调适。在不断的冲突与调适中，沈从文终于在都市和文
化人中立足，实现了对自卑的超越，以对湘西的书写和对人性的建构，最终成为一个经典作家。
沈从文的创造力惊人，作品数量繁多，1924 年~1936 年是其文学创作最集中的时期。具体来说，根
据作品内容，可将这一时期沈从文的创作分为两类：即“原型湘西”与“文化湘西”。

2.1. 原型湘西
1924 年~1927 年为“原型湘西”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可根据内容分为三类：对都市生活感受的记
录、对湘西的忆怀和对都市的批判。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有《公寓中》、《一封未曾付邮的信》、
《遥夜》、《一天》、《篁军日记》等，叙述了“乡下人”在北京的窘境，即沈从文在京城生活的自叙
传。怀念故乡生活的作品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重中之重，有《往事》、《腊八粥》、《我的小学教育》、
《画家师兄》等，回忆童年的生活；《槐化镇》、《哨兵》、《船上》、《连长》等，追忆军旅生涯；
《市集》、《代狗》、《在别一个国度里》、《福生》、《除夕》等，怀念湘西的风土人情。以对都市
的批判为题材的作品有《岚生同岚生太太》、《或人的家庭》、《蜜柑》、《宋代表》等，主要表达对
都市生活的讽刺[5]。综观这一时期的作品，可以发现对湘西的忆怀为主要内容，且由于这一部分题材的
作品主要是叙述记忆中的湘西生活，所以称这一时期塑造出来的湘西形象为“原型湘西”。

2.2. 文化湘西
1928 年~1936 年沈从文逐渐从“原型湘西”转向了“文化湘西”。这转变又可细分为两个阶段：1928
年~1933 年为“文化湘西”的初始阶段，作品主要有两类：对湘西原始生命力的描绘，如《神巫之爱》、
《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萧萧》等，其中不乏对湘西现实人生进行的思考；对都市的
讽刺与批判，如《都市一妇人》、《如蕤》、《绅士的太太》等。无论是建构还是批判，这两类题材的
作品都涉及到更深意义上的文化层面，在“原型”的基础上拥有了更多的文化意义。1934 年~1936 年，
是“文化湘西”的第二个阶段，也是其成熟定型期。以《边城》为标志，这个时期沈从文还创作了《湘
行散记》、《湘西》等作品集，建构了寓意深远的“湘西世界”和“人性神庙”。
由前至后，“原型湘西”到“文化湘西”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转变的过程，也是逐步超越的过程；
而实现这一转变，完成这一超越，则是阶段性的前进。

3. 沈从文的创作动力与心理
3.1. 原型湘西的创作
3.1.1. 经验转化为文字
初出茅庐的沈从文创作量丰富，且作品主题鲜明，这不得不引人深究。首先结合沈从文当时的生活
境遇，可以发现大量的创作与困窘的生活联系密切。1923 年，沈从文来到北京，“到北京充满了幻想，
总是以为最不得意可以去卖报哇，可以活下来。可又不能卖报，各个地方都有规矩嘛，像这么一个乡巴
佬出去，说话人家都搞不懂，搞不清楚的，怎么能卖报呢？再不成去讨饭吧，那更难了，北京讨饭非常
之严格，大都市有规矩，每个街道都有一个讨饭的头头，手里拿个棒棒”[6]。沈从文是背负理想与期望
来到北京城的，湘民的特质让他不允许将理想与期望扼杀在摇篮里，他要写作，要文学。所以身上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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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块六毛钱的沈从文，只能“先是在一个小公寓湿霉霉的房间，零下十二度的寒气中，学习不用火炉过
冬的耐寒力。再其次是三天两天不吃东西，学习空空洞洞腹中的耐饥力。再其次是从饥寒交迫无望无助
状况中，学习进图书馆自行摸索的阅读力。再其次是起始用一支笔，无日无夜写下去，把所有作品寄给
各报章杂志，在毫无结果等待中，学习对于工作失败的抵抗力与适应力”([7], pp. 294-295)。五四以来，
中国文学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稿费、版税成了作家生存的基本条件，市场成为重要的因素。在
这样的情况下，生活拮据的沈从文急需创作，以文字换取生活来源。“我慢慢地来写作，大概是在 1922
年……我头一次发表，大概是在 1924 年左右，都两年多了，在什么地方呢？在《晨报副刊》一个小的角
落里面，但是对我来说，是一生的影响大，觉得有出路了”[6]受到发表的鼓励，沈从文更加积极地进行
创作；而此时对他来说，最快捷的途径便是将熟悉的生活记录在纸上，即沈从文自己所说的“我却只想
把自己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生命的痕迹”有自己记忆中的、城市人未曾体验过的乡村生活，
也有自己现在的所见、所闻及所感。但是，生活只是表面，由“生的苦闷”背后是“性的压抑”。“性
的苦闷”即对爱情的渴望，原本是人皆有之的。加之“五四”新文化的洗礼，一代新青年的情爱意识普
遍觉醒，“没有花，没有爱”是那时的新青年间普遍流行的寂寞呼号。新青年沈从文当然也不能例外而
又别有苦衷[8]。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沈从文、刘梦苇、胡也频和于赓虞四人中，后两人爱情有了收获，
刘梦苇爱而不得，沈从文则因无人可爱而无奈。“性的压抑”下，沈从文选择了郁达夫。自郁达夫的《沉
沦》集以及《寒灰集》问世以后，以近乎“自叙传”的主观抒情文体来表现时代新青年“生的苦闷”尤
其是“性的苦闷”之作，就成为新文坛上的一股流行创作风气……一时风气之下，响应者和模仿者颇
多……沈从文也是郁达夫“自叙传”叙事的众多响应者和模仿者中的一位[8]。沈从文也曾坦言自己有
“郁达夫悲哀”，于是接受了“郁达夫式的创作”，急切地宣泄。沈从文倾诉困苦的生活：北京“窄而霉
小斋”的挨饿受冻(《公寓中》)、因钱财受到的屈辱(《一封未曾邮寄的信》)、都市的庸俗生活(《一天》)
等，通过对都市男女情爱的批判宣泄“性的苦闷”(无能《十四夜间》、蜜柑的诱惑力大于知识《蜜柑》
及病态的生活《或人的家庭》、《岚生同岚生太太》等)。1924~1925 年，沈从文发表的小说、散文共计
43 篇，其中以湘西为题材的仅 9 篇(统计数据参考刘洪涛《沈从文研究资料》中的著作系年)，作品质量
不高，多是烦乱的诉说，没有形成明确的创作风格。此时的他还不知道湘西的重要性。
1925 年《市集》作为沈从文第一部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多次刊印，并在晨报副刊上再度刊发，且
得到了徐志摩的赞赏，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刊载了沈从文已经发表了两次的《市集》，并附上热情
洋溢的《志摩的欣赏》：“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
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
不着人们的奖励的。”沈从文对这几句按语，读来虽“背膊发麻”，但徐志摩对这篇作品的褒扬也激发
了他的创作热情，他以后的许多小说都保持、渲染了这种给人趣味的湘西乡村特色，许多读者也被其异
域情调所吸引[9]。沈从文逐渐注意到湘西，加之大都市读者的期待视野及市场经济的驱动，沈从文将笔
转向了湘西，创作了更多湘西题材的作品。他描绘了湘西最本真的风土人情：热闹欢快的三八市集(《市
集》)、腊八粥的甜蜜回忆(《腊八粥》)、私塾给孩子造成的伤害(《福生》)等，呈现了一个“原型湘西”。
当然，在“原型湘西”中，沈从文也还是带着“生”与“性”的苦闷的，他可以在乡土、军旅作品中，
寄寓他的爱欲，如《连长》就讲述了湘军一位连长与一位寡妇的风流故事。“苦闷”是得到了宣泄，然
而究其根源，“苦闷”是从何而来？
结合沈从文独特的生命体验，可以发现，“苦闷”实则是固执的“乡下人”不能被都市认同的宣泄，
是沈从文一以贯之的自卑感与逆反心理与现实相撞击的产物。也就是说，此时沈从文的创作实质上是受着
自卑感的驱使。而“乡下人”初次进城的困窘只是导火索，沈从文的自卑情结可以追溯到其童年经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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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早期人生经历与自卑心理
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说到“在生命的最初四五年内，个人正忙着构造他心灵的整体性，并在
心灵和肉体间建立起关系。他利用了从遗传得来的材料和从环境中获得的印象，将他们修正，以配合他
对优越感的追求。到第五年结束时，他的人格已经形成——他赋予生活的意义他追求的目标他趋近目标
的方式他的情绪倾向等，也都已经固定”([2], p. 7)。也就是说人们的某种心理与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
先天性，而且受到环境的影响，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发展变化，或增强，或减弱。沈从文的自卑
心理和逆反心理即是如此。沈从文拥有苗族血统，又生长在神秘的沅水流域，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及血
统是他情绪心理的根基。“自负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
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10], p. 381)。沈从文清楚地认识到他身
上所带有的湘西性格——拒他性。“极顽固的拒他性”既是逆反心理的原始形态，也是自卑感的重要表
现。神秘的湘西养育了独特的沈从文，在以后的生活中，随着环境，人事的变迁，沈从文的自卑感与逆
反心理也发生了变化，但要注意其结果是不断增强。
沈从文出生在一个颇有名望的行伍世家，父亲由于梦想着做将军，常年奔波在外，革命后则四处逃
亡。与父亲的疏离造成了沈从文心中的隔膜，厚重的父爱的残缺对沈从文的情绪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他称呼父亲为“那个爸爸”，在抵触的同时又有怯懦。七岁，沈从文在私塾“同几个较大的学生学会了
顽劣孩子抵抗顽固私塾的方法”，他经常逃学，说谎，即使受了打骂也不在乎。他把学校以外的生活称
作“一本大书”，他说到：“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以
外的生活”([10], p. 105)。这不单单是好奇心和求知欲加深了逆反心理，还是自卑感在新奇的事物上寻找
补偿。而这一年的生活，恰恰形成了沈从文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二十岁以后的沈从文“不安于当前
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11]的个性特征便可溯源到这一年的逃学中来。
即使辛亥革命后的沈从文进入了新式小学，但他仍然寻找着他的补偿，继续着他的抵抗，放不下生活那
本“大书”，到处游玩，然后向家人撒谎。自卑情结与逆反心理不断加深。15 岁，革命后父亲负气出门，
家道开始衰落。年仅 15 岁的沈从文成了地方杂牌军队中的一名士兵，开始了浪迹于沅水流域的几年军人
生涯。繁华和荣耀不再，昔日“将门后裔”成了供人差遣的“副爷”[11]。这样的落差使得沈从文的自卑
转化成深深的自卑，在行伍中默默地生活。而后，“女难”着实给了沈从文一个重大的打击。由于自己
的情不自禁，失去理智，不仅自己的钱财不归，连母亲托自己保管的钱财也尽数给人骗去。此时的沈从
文会怎么做？“我为那一笔巨大数目着了骇，每天不拘做任何事都无心情。每天想办法处置，却想不出
比逃走更好的办法”([10], p. 174)。这便是他的答案—逃避。在人不相信自己具有克服困难的能力时，他
眼前争取优越感的目标常常就是逃避所有较大的困难，或暂时躲避生活的要求([2], p. 22)。面对一时处理
不了的感情和钱财，沈从文只有选择逃避来获取优越感。虽然自卑感和逆反心理已经愈积愈深了，但是
这时的沈从文始终没有走出湘西，没有与都市文明发生碰撞，知识储备很少，还没有形成创作的契机。
直至 1923 年，厌恶了杀戮的丑恶现实，再次经历生死的考验并坚强的活下来的沈从文决定要出去，要到
北京城去。有逃避的成分，也由于逆反心理的反抗，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
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10], p. 212)。就这样，
沈从文的人生出现了转变，他怀揣着他的理想与顽固离开了生活了 15 年的故乡湘西，只身一人来到北京。
当他向亲戚表明自己来寻找理想，读点书时，得到的是当头棒喝。古怪的“乡下人”仍然坚定自己
对文学的理想，决心要走下去。但是，当时住有一百五十万市民的北京城根本不能接纳他这个“乡下人”，
接下来的境遇让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乡巴佬”。不仅生活不堪到要以卖文字为生，而且被北京人看
不起：到报社去领 4 块到 12 块的稿费的时候，要先给门房 2 毛钱、3 毛钱才让能进去，因为他衣衫太褴
褛，他是一个不被北京接受的乡下人[12]。长期受欺压的少数民族身份，小学学历，“乡下人”以及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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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失望与不满使他心中充满了太多思绪。自卑情结和逆反心理便再也抑制不住，喷涌而出激发了沈从
文的创作欲望，而心灵的功能决定了动作的方向([2], p. 3)，沈从文决心用创作呐喊，文字不再是单纯的
符号，而是他争取优越感的补偿的工具。自卑而逆反的“乡下人”沈从文在与都市的第一次碰撞中，吐
了苦水，对都市表达了批判与伤感；然而这类写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给沈从文以暂时的解脱和心理松
弛，只有当沈从文返回童年，在精神还乡中，他才彻底地忘却了伤痛”[13]，暂且不论他是否能够“彻底
忘却了伤痛”，但至少在怀念湘西中他得到了最多的补偿。所以，这一时期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以自卑
和逆反来记叙湘西的人生历程，怀念湘西的风土人情。在《卒伍》、《瑞龙》、《我的小学教育》等作
品中，逃学、私自下河洗澡这些曾经让他多次遭到体罚的事情，现在已成了一种快乐的智力游戏(他为侥
幸骗过老师、父母而暗自得意)；赌博、斗殴这些恶劣行为一经粉饰也变成了有益无害、天真无邪的快乐
活动。行伍生涯出现在他笔下的也莫不是妙趣横生、其乐无穷的事。他们一伙副兵与囚犯“二哥”之间
的情谊，叫人觉得军营也有家庭般的温暖(《入伍后》)；就连那些高高在上的长官大人们也并不令人讨厌，
《连长》里的那位连长与情妇(小寡妇)之间的柔情恩爱就实在是徘恻动人，《参军》里的副兵王五在参军
的许可与安排下能在部队开拔前一刻去与妓女温存一番，让人觉得参军是多么地善解人意[13]……而且在
不断的习作中，沈从文也发现“好像只要把苗乡生活平铺直叙的写，秩序上不坏，就比写其他文章有味
多了的”([14], p. 88)，而且“我总觉得写嘛，是个职务，是个义务，不是个权力。这个写得好么，是必
然的。写得好，写十年八年二十年，写几篇像样的文章，那是应当的”[6]。这是沈从文此刻的创作观，
即便是“苦闷”发展变化的产物，他在寻找自卑感的补偿的同时也从不同的角度向人们展现了“原型湘
西”，之后继续发展为“文化湘西”。

3.2. 文化湘西的创作
3.2.1. 超越自卑的初始
(1) 人生体验的转化与提升
1928 年，沈从文从北京来到上海。这一次的辗转与第一次有了很大不同，此时的沈从文已经小有成
绩，是以“文化人”的身份到上海创办期刊杂志，不再是几年前那个彻头彻尾的乡巴佬。但是，他的都
市境遇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上海，沈从文仍然住在很狭窄又发霉的小房间，他称之为“塌而霉、塞”。
不仅房租贵，倒马桶，打扫灰尘，洗衣都要各收一块钱。出版社的经理表面假装亲热，内心却因为钱藐
视的态度更使沈从文觉得屈辱。还不止这些，沈从文也清楚地认识到他在上海的身份—文化工人。不写
作就没有钱，没有钱便无法在上海生存，因此只能拼命写作[12]。沈从文也尝试过适应上海，他把希望寄
托在虎雏身上，用新式的教育改造虎雏，但虎雏杀了人逃回湘西的结果使沈从文的希望彻底破碎，也使
他彻底清醒过来。上海这个“更大更现实”的都市是不会接受他的，只有虚伪的面孔和沉重的金钱。在
《不死日记》、《一个天才的通信》、《呆官日记》等作品中，沈从文继续诉说着乡下人闯入都市的烦
闷。生活上已是不堪，感情上则在“女学生”面前受挫。在沈从文给亲人及友人的书信中，都可窥见此
时沈从文的“苦闷”。
抵沪不久的沈从文致信大哥沈云麓：
我记得到林先生说的一句顶深顶好的话，是“我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只要能维持下去，其余则在思想生活方面去
无障无碍的发展”。然而为着女人的想望是物质方面的逾分固执贪馋？我以为我是在这方面永远会感到那惨痛。[15]

在给友人王际真的信中，沈从文甚至提到了死亡：
写这个信时，是非常生气的时候。近来身体极坏，事情总作不好，我九妹也不好的很，陷到完全无办法中。心
中不自在，就想死了也很好。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想死。([14],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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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我简直是胡混，因为身体不济事，一面似乎不能忘记女人，要女人却不按照女人所喜欢的去做一个男子，
把自己陷到最可羞的情形里去，落了大雨，在窗边一会，看看天，我想或者我应当死了。因为一切都很厌倦，找不
出好道理活。([14], p. 88)

生与性的“苦闷”让乡下人沈从文痛苦不已，在给张兆和的友人王华莲的信件中，沈从文则直接写
出了内心的自卑：
因为我自己感觉到生活的无用可怜，不配爱这样完全的人，我要把我放在一种新生活上苦几年，苦苦得有成绩，
我或者可以使她爱我，若我更无用，则因为自卑缘故，也不至于再去追求这不可及的梦了。([14], p. 81)

持续的“苦闷”无疑是沈从文的自卑感和逆反心理又加重的表现，他再一次寻找优越感的补偿，继
续用手中的笔写心中的事。只是，此时沈从文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自觉的反省：“在我一切作品上，因
为产生的动机与结果完全没有了自己，我总不让那机会给我自己作第二次阅读(看到他们不使我红脸就是
使我生气)……把我的世界，介绍给都会中人，使一些日里吃肉晚上睡觉的人生出惊讶，从那惊讶里，我
正如得到许多不相称的侮辱，用附属于绅士意义下养成的趣味，接受了我的作品这件事，我是时时刻刻
放在心上，不能忘记的”[16]。由于过多地照顾了读者的期待视野而忽略了自己的审美追求，沈从文开始
对前期作品和读者表示不满，甚至怨忿。这似乎表明沈从文在创作中又有了属于自己的审美追求，将写
出符合自己审美期待的作品来。另外，如沈从文在《石子船》后记中所说的那样，他的自嘲性讽刺小说
被出版社退稿，迫使他收敛作品中的牢骚，这种节制也许让沈从文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作特色和才能[9]。
经过几年都市生活的磨练，思想更加成熟的沈从文在上海文化的冲击下已经对他的创作有了艺术的自觉，
他开始发现湘西及当地人们的生存方式具有很大的文化意义，开始注意到将寻找伸向更深更远处，开始
着重展现湘西原始文化的魅力和原始生命力的强盛：原始的巫楚文化既神秘，却又是极合乎自然的，这
里的一切，“象是天许可的那种事，不去做也有罪”(《神巫之爱》)；面对“是宇宙的万有”的爱人，可
以抛弃生死，不在乎什么“魔鬼习俗”，“向那个只能走去不再回来的地方旅行”(《月下小景》)；凤凰
族男人与凤凰族女人都是守信之人，都可以为了对爱情坚定的信念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媚金，豹子与那
羊》)。但沈从文以理性的目光审视湘西时，也发现湘西正在发生变化，它已经失去了应有的生命力：“这
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萧萧》)。
“白脸苗的女人，如今是再无这种热情的种子了”(《媚金，豹子与那羊》)……在对故乡进行表现与反思
的同时，沈从文更是从“欲望”这个能深刻展现人性的角度对都市进行了批判、抒发自己的“苦闷”：
男女逢场做戏的性欲横流(《绅士的太太》)，都市对人的原始灵魂的束缚(《虎雏》)，道貌岸然的大学教
授(《八骏图》)等。这一时期的作品多是以“爱欲”为主要内容，且“爱欲”已不同于郁达夫式的“自叙
传”，作品也不是文学性较低的呓语，文学价值有很大的提升。而更重要的是，在这“爱欲”中，湘西
的“文化”价值凸显出来，即“文化湘西”渐渐清晰。
(2) 湘西文化价值的初步体现
欲望与性爱是人类的普遍情怀，自男女有别以来，它就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而从原始社会至今，
在历史的进程中，它又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经历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中国，则是使欲望与性爱受
到压抑。在五四之后要求解放的大背景下，“乡下人”沈从文经历了前期郁达夫的“自叙传”式的生与
性的苦闷，也逐渐关注到湘西的文化价值，关注到湘西儿女情爱中的原始文化。而且，弗洛伊德的学说
在当时也影响广泛。弗洛伊德认为，整个人格是由伊底(又称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大系统组成的动态能量
系统，而本我中的性本能是人的一切心理活动的原动力，人的发展阶段也即“心理性欲发展阶段”[17]。
受这一学说影响的沈从文，更加注重以“爱欲”来表现原始的生命力。
湘西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湘西原始文化，自由、奔放、热烈的原始生命力在湘西文化中举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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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而这种原始的野性气息在湘西的人事风俗中，尤其是青年男女的恋爱上，表现最为明显[18]。沈从
文深受湘西文化的影响，在创作中，他自然注意到这一点。于是，作品中的男女，他们以歌唱获取爱情，
爱慕美好的身体与德性；他们的爱情灵肉和谐一致，性爱如自然万物繁衍一般神圣而庄严；他们爱得单
纯而热烈，不惜为爱而死以获得爱情的永生。可以说，他们所追求的爱情的实质是排除世俗功利欲望的
美和善，而这种对于美和善的追求又与自然和谐共振。正是在这种与自然同一，融合爱与美的最高人性
的闪耀中，沈从文创造了一个处于人神之间，人类童年时期的神圣部族[19]。这种“神圣”在都市是没有
的，它是湘西特有的文化。在“爱欲”体现着“神性”的基础上，沈从文又表达出“乡下人”的文化价
值取向。沈从文在描写“乡下人”原始自然的性爱时，注重的并非是情欲的描写，而是强调人与自然的
统一。这些原始的性爱无一例外都发生在自然的环境中。山洞是傩佑与少女、豹子与媚金们的婚床，大
山是阿黑与五明、四狗与“阿姐”们做傻事的地方，黑猫与大鼻子旅客也是在出门担水时结合。这些乡
下人的情欲多由生机盎然、风光怡人的自然景物撩起，与自然的万物滋长、春华秋实和谐一致。丈夫死
后三年“与男女事无关，与爱情无份”的黑猫在“满天的星子，满院子虫声，冷冷的风吹来”，“虫声
像为露水所湿，星光也像是湿的”的一个“天气太美丽”的早上，心中突起了一种“不端方的欲望”[20]。
回娘家的年轻夫妇在山谷遇上好天气，花香鸟语的刺激，不由“记起了一些年轻人应做的事”[21]。到“悬
在树上的果子落了地，谷米上了包，秋鸡伏了卵”，“一切皆在成熟的秋天”[22]，傩佑与少女的爱情也
成熟了，彼此把自己献给了对方。至于四狗和“阿姐”(《雨后》)、阿黑和五明(《采蕨》)莫不是在春雨
后暖和的阳光下，繁密的虫鸣鸟叫声中，吹着凉风闻着花香忘情地做了一点傻事。在沈从文上述对乡下
人原始自然的性爱的描写中，他没有将主体的情感投射到外在的客体上，将自然人化酝酿“情景交融”
的意境，相反，他的笔下的这些乡下人与星光、凉风、野花、虫鸟、阳光一样是自然的一部分，随着自
然律动而行动，人与自然已经融为一体[19]。“爱欲”或者可以说“性爱”在沈从文的作品里是生命存在
的符号，是自然人性的直接显露，显示出生命的本真之美。同时，沈从文笔下的性爱并不是对自然人性
原生态的复制，肉欲的成分被适当地抑制，而突出灵的气息与情欲的美好，表现出沈从文关于爱与美的
生命理想[23]。湘西是原始自然的，湘西文化，湘西的“乡下人”同样是原始自然的。在“爱欲”中，沈
从文将湘西的自然与神性展露无遗，塑造了湘西的文化价值。
总之上海的高气压带来的“苦闷”使得沈从文在创作上出现了“文化湘西”的萌芽，这个萌芽也正
表明沈从文已不单单将自卑感作为创作的驱力，描摹原始的湘西；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超越，建构理念
意义上承载着文化意义的湘西，虽然只是一个开始。“文化湘西”，或者说沈从文对自卑的超越的成熟
要等到《边城》的出现。
3.2.2. 超越自卑的里程碑
1934 年，沈从文又回到北京，生活和创作也有了变化：文学创作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受到广泛重
视；生活上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和张兆和结合。“我要的，已经得到了。名誉，金钱和爱情，全都到了
我的身边。我从社会和别人证实了存在的意义。可是不成。我还有另外一种幻想，即从个人工作上证实
个人希望所能达到的传奇。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东西，
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蚀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分从我‘过去’
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各式各
样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
这种平衡，正是新的家庭所必不可少的！”([7], p. 273)于是他创作了《边城》。“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是在什么感情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即以极细心朋友刘西渭先生的批评说来，
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原因。正惟如此，这个作品在个人抽象感觉
上，我却得到一种近乎严厉而讽刺的责备”([7], p. 275)。根据历来众多学者的研究，沈从文创作《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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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几个“偶然”和一些“不凑巧”。《边城》叙述了一种“近乎无事的悲剧”—翠翠、傩送和天保
三人之间的“不凑巧”，而这正好是沈从文婚姻生活的“不凑巧”。“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
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与弥补”([7], p. 274)。也
就是说，沈从文借《边城》表达了自己过去的人生体验，而且很鲜明地将这种表达讲述了出来。沈从文
的创作习惯没有改变，他仍是在宣泄，在诉苦。只是此时的“苦闷”俨然已经升级换代了，他从自己独
特的生命体验中感悟到了“人性”，独特生活经历也让他反思“人性”。但理想面对现实，不得不让他
又“苦闷”了。虽然沈从文知道这样的宣泄“是在逃避一种命定。其实一切努力全是枉然。你的一支笔
虽能把你带向‘过去’，不过是用故事抒情作诗罢了”([7], p. 274)，但是他毕竟迈出了这一大步，实现
了内心情感的抒发，使自己的自卑感与逆反心理得到了救赎与超越。就主人公“翠翠”而言，她承载了
沈从文对生命的寄托。作品其他内容也是寓意深刻：无论是“三美”还是“湘西世界”、“希腊神庙”，
都受到人们的不断称赞；它不简简单单是湘西文化的复现，它的背后有一种庄严浑厚之感，是以湘西为
代表的中国乡土的景象，这是对乡土小说的超越[12]。碾坊与渡船，车路与马路不仅是简单的苗汉文化的
冲突与对比，也涉及到历史与现实的问题，表现了沈从文的理性思考。《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更
是他超越自身的里程碑，不仅使生命体验得以抒发，也在艺术上臻于成熟。沈从文称自己的作品为“情
绪的体操”：我文章并无何等哲学，不过是一堆习作，一种“情绪的体操”罢了。是的，是一种体操，
属于精神或情感那方面的。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一种“扭曲文字试验
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24]。蔼理斯所谓“情绪的操练”正是以体操来比拟艺术的伸
张情欲—情绪的作用，而沈从文的“情绪的体操”的文学创作观正符合蔼理斯的原意[25]。《边城》无疑
是成功的“操练”，也是沈从文文学创作观的超越。不仅如此，“沈从文从周作人以及鲁迅那里，领会
到了节制的抒写和低调的抒情之好处，尤其是周作人散文之平和冲淡的抒情格调，实在潜移默化了沈从
文的写作风格，使他的小说不再倾情宣泄、一览无余，而逐渐变为含蓄隐秀且略带忧郁和涩味了”[25]。
于是，湘西题材的深层转变同创作风格的臻于成熟相结合，沈从文从多方面实现了转变。

3.3. 心理与创作的真正超越
之后，经历了一个里程碑，“超越”继续发展。1934 年，沈从文回乡探亲，沿沅水乘船行走。故乡
仍是那个故乡，只是经历了都市几番洗礼的沈从文已不再是那个单纯地自卑和逆反的沈从文了，面对自己
在都市整日怀念和描写的风土人情，他有着自己的思考，尤其是其中牵涉的“人性”。沈从文仍旧把情感
转化为文字，写了许多信件，创作了《湘行散记》并从多方面建构了一个历史与现实中的“湘西世界”，
向人们展现了独特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其一，关于生与死。《桃源与沅州》一文提到了生与死的问题，没
有用沉重的笔调，只是平静地叙述水手的生死：“上滩时一个不小心，闪不知被自己手中竹篙弹入乱石激
流中，泅水技术又不在行，在水中淹死了，船主方面写得有字据，生死家长不能过问。掌舵的把死者剩余
的一点衣服交给亲长说明白落水情形后，烧几百钱纸，手续便清楚了”([10], pp. 229-230)。“那个特派员
的尸体，于是被兵士用刺刀钉在城门木板上示众三天。三天过后，便连同其他牺牲者，一齐抛入屈原所称
赞的清流里喂鱼吃了。几年来本地人在内战反复中被派捐拉夫，在应付差役中把日子混过去，大致把这件
事也慢慢的忘掉了”([10], p. 231)。这些描写一如自传中对生死的描写，既不恐惧，也不悲悯，独特的生
命体验背后是对人性的反思。其二，关于水手与妓女。水手与妓女是沅水流域两个普通却特殊的群体，继
续沿沅水而上，便经常见到他们了。水手与妓女相互依存，惺惺相惜。沈从文没有对他们作伦理的评判，
而是从爱和人性的角度对他们进行关照，他们是原始生命力的体现，有自己的生命哲学，生活得浑厚而舒
适。无论是夭夭，多情的牛保，还是穿绿衣的邮船水手，包括沈从文自己小船的水手，他们都有自己的哀
与乐，“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10], p. 258)，他们才是真正的“人”。其三，关于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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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戴水獭帽子的朋友在饱经人情世故之后(挨过打，当过兵，打过人，睡过无数的妓女)，变得对一切都
“不在乎”了，这是浅层次的历史与现实；沈从文还对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度的、直指今天的叩问：“看
到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石头和砂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触着了一个使人感觉
惆怅的名词。我想起“历史”。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除了告给我们一些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
相斫相杀的故事以外，我们决不会再多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但这条河流，却告给了我若干年来若干人
类的哀乐！小小灰色的渔船，船舷船顶站满了黑色沉默的鱼鹰，向下游缓缓划去了。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
的拉船人。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
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
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
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
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10], p. 245)。历史和现实赋予了人种种生命体验，
而这些文字在简明直接地表现沈从文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的同时，也是他独特的生命体验的总结，是他多
年生活与创作的积淀，是经历众多人事变迁后的沉淀。沈从文一以贯之的自卑感和逆反心理在经历了众多
的磨练后，终于得到超越。经历了生的苦闷、爱的挣扎、人性的反思，沈从文已经将上述种种升华为具体
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成为固定的创作心理，再付诸于创作，实现了内心情感的抒发，也发
出了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进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
与沈从文的理想联系起来看，沈从文刚来北京时的理想是“读好书救救国家”[7]，苏雪林则鲜明地
指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
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个别民族争生存权利”[26]。沈从文将理想付诸了行动，十
几年间，凭着“乡下人”的执拗，在“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中不断前行，逐步超越自卑，从人事
的、“原型”的湘西开始，抽象出其中的自然与神性，突出其文化意义，最终挖掘湘西世界中的人性，
在自然与人性、神性的合一中，建构起文化湘西，建立起不朽的文学价值。
至此，“乡下人”沈从文真正实现了对自卑和逆反的超越，他找到了自己都市中的地位，在文学中
的地位。1924 年~1936 年，在与现实不断调适的过程中，在不断抒发“苦闷”的道路上，自卑感和逆反
心理不断给予沈从文动力，并以超越促成了他的成功：首先成功地将自己芜杂的乡村生活经验转化为文
字，呈现给了都市的读者；其次成功地使抒写自己独特人生体验的作品得到认同；再次成功地将少数族
裔的经历和体验转化，提升为生命哲学；最后成功地发出了自己内心深处对现代性的反思，同时也促成
了其创作由“原型湘西”向“文化湘西”的提升。可以说，自卑和逆反给了沈从文独特的生命体验，沈
从文借这些独特生命体验开创了自己的文学王国，反过来超越了自卑与逆反，形成了独特的文学创作风
格。在以后的创作中沈从文都是沿着这条路走的，作品《长河》等，都是其超越的深化与发展。

4. 结语
本文着重探讨沈从文早期的创作心理与动力，通过对沈从文早期创作文本的细读，结合其人生经历
和创作环境，分析了沈从文从 1924 年到 1936 年间“苦闷”的历程及自卑感与逆反心理的变化发展，同
时论述了这种心理对其文学创作及其风格的影响。但是创作动机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是抓住了创作心理
这个小点，论述有许多不足之处；而且沈从文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大家，他的人生经历丰富曲折，文学
作品数量繁多，作品蕴含的意蕴更是丰富且复杂，所以本文的论述仍有很多遗漏。沈从文的人生历程同
文学作品一样，都值得我们深入分析研究。本文只是为沈从文的研究提供一个角度，希望可以有助于今
后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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