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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六章 結論與前瞻 

 

    中共建國後，社會主義極權話體系處於歷史主體的位階，並發揮宰制群眾的

作用，尤其到了文革時期更展現了極致的權力；然而四人幫垮台和改革開放後，

知識分子的主體自覺高張，亦揭示了文學主體性的旗幟，無論是作家主體或是文

學主體，皆不再屈尊於國家意識形態的監控和規範。同樣地，文學作品中主人公

的主體性亦備受關注而成為書寫主軸，主人公不必再是國家意識形態的樣板化人

物。閻連科或以鄉土政治和國體暴力反襯底層人物受壓迫的主體，或讓主人公建

構一套不同於高大全的英雄主體，例如先爺、司馬藍、尤四婆等。儘管前者書寫

的仍是受宰制或凌虐的底層人民，但小人物已不再依循著延安文學僵化的創作公

式──渴求社會主義和「紅色日頭」拯救解放的制約心理，反而旨在藉由該書寫

凸顯了閻連科敢於反抗和解構父法國體的文學創作。弔詭地，在這樣張揚文學創

作主體性的抗辯過程中，儘管底層人物終究悲劇性地死亡，或不敵國體暴力的凌

虐，甚至從而投映出鄉土政治和國家政權的宰制作用，但他們敢於追求個人主體

性的建構，已具備相當豐厚和飽滿的人物形象，主體價值亦由此而萌生和顯形。

綜上所述，本文論述的主體涉及三個層次：其一，閻連科作為作家主體的創作價

值和成就。其二，以底層人物的苦難處境或戲謔荒誕的姿態，反抗、鬆動和解構

鄉土政治和父法國體的書寫策略。其三，閻連科建構一套獨立的英雄主體的敘述。 

    閻連科刻畫底層人物的主體性皆形象化地以「身體」的象徵型態顯現，梁鴻

曾謂「『身體』作為貫穿閻連科小說始終的重要意象，它把金錢的血腥氣、革命

的暴力性及底層農民獨異的生存方式隱喻式地揭示了出來。」493例如，瑤溝系列

的宗法化身體、受暴的身體、鬼魅的身體；和平軍旅系列的莊稼身體／原生身體、

軍人身分／權力身體；《堅硬如水》中狂歡化身體；《日光流年》、《丁莊夢》、

《受活》中的罹病身體、殘疾身體，乃至精神創傷的身體。 

    後文革時期正值國家主體意識形態的瓦解，此時反觀十年浩劫的歷史引起的

連鎖反應是：中國人內心潛藏著無可名狀的歷史症狀和精神創傷，該病症牽涉的

                                                 
493 梁鴻：〈閻連科長篇小說的敘事模式與美學策略──兼談鄉土文學的「現實主義之爭」〉，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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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象徵意義體系的全面撼動。擺脫意識形態的沉重束縛獲得精神解放的同時，卻

弔詭地陷落另一個問題：如何求索精神依歸的家園，誠如米蘭昆德拉的「生命中

不可承受之輕」。職是，歷史崩塌所牽涉出的議題是攸關個人主體性的建構和創

傷的病體，病體既是個體病症亦是集體記憶的再現。個人象徵化的身體形象不僅

挑戰父法國體，更是對病態國體的隱喻和批判。文革時期的父法國體以權威和禁

令的形態出場，父法不具有創造性的功能，無法提供和給予個體認何楷模和許

諾。然而，父法的權威並非就此蕩然無存，而是使個體在「象徵性去勢」／「拒

絕同化」
494中形成拉鋸的張力，此乃個體慾望中潛在的政治無意識。因此，即使

長成於文革期間的個人記憶遭改寫為集體記憶時，反而弔詭地反襯出這段集體記

憶的本質是反歷史和精神上無父的一代人。 

    由此可知，本文談論的主體指涉了文學主體、作家主體和小說主人公主體，

由此擴展為攸關身體的象徵形象或疾病隱喻，讓主體和身體產生接榫的聯繫性。

畢竟，身體不僅是個自然的生理實體，亦是文化概念的呈現，由政治和社會價值

體系不斷地編碼而成。例如，福科以馴良的身體指稱遭意識形態和攸關經濟效率

體系所支配的身體。因此，將身體視為一個隱喻的概念時，身體由看似簡單的辭

彙轉而具有豐富的多義性。身體可作為個體身分的顯現，亦可同時以集體或共同

的身分來進行思辨。所謂共同的身分包括了具體的身體和抽象的身體，前者意指

為民族國家的地理位置，後者乃藉由意識形態所建構的信仰、神話、法律或儀式

的國家化身體。丹尼‧卡瓦拉羅甚至主張當代身體政治學反映的資本主義和消費

文化的矛盾，對個體自主性的歌頌之餘，其實是受到商業和消費的操控和影響，

由此將身體形塑為一具有多層次和豐富內涵的文本。495因此，綜觀閻連科小說中

身體書寫的精神系譜，可勾勒出主體、病體和國體的命題主軸。 

    除了以主體、病體和國體揭示出閻連科鄉土小說的精神系譜外，閻連科終極

的創作關懷乃在於對鄉土的血脈根源投以批判或深刻的情感寄寓。濃烈的土地信

仰反映在閻連科八○年代和九○年代初期的作品中，儘管該時期具有龐大的文學

                                                 
494 陳曉明語。 

495 [英]丹尼‧卡瓦拉羅著；張衛東、張生、趙順宏譯：《文化理論關鍵詞》(江蘇：江蘇人民出版

社，2006 年第 2 版)，頁 95-104。 



 236

創作產量，但許多相似的議題和主題不斷地重複再書寫，使其未能建構一套有獨

創和新穎視野的鄉土文學。然而，九○年代中期以後，閻連科以農具耙耬命名該

系列的鄉土小說，賦予其具有農耕氣息的文學世界，並圓熟地運用國家寓言敘

事、神話敘事、解構敘事等書寫策略，其中展現的隱喻交織成多義性的文本，強

化主題探索的深度、語言的圓熟飽滿和情節想像力，從而讓閻連科的鄉土小說更

臻於成熟的藝術境界。 

    儘管難以將鄉土文學家閻連科定位於中國八○年代以降任一新時期的文學

流派之中，但綜觀閻連科八○和九○年代前期的小說創作除了以現實主義為基調

外，亦逐漸顯現出具有新寫實小說和尋根文學的特質，前者著墨於現實生活處境

中的生存情況，後者則致力於由曠古洪荒的生存環境中尋找民族文化之根，再加

以新寫實小說和尋根文學皆蘊含了現代派小說的特色和關注個體的生存狀態，因

而皆逐漸成就和推進閻連科從血脈姻親的現實主義創作理念轉向後現代主義思

維的基石和驅力。於此，筆者必須再度強調：並非將閻連科歸結為新寫實小說和

尋根文學的流派作家，而是一九九七年以前的部分作品具有新寫實小說和尋根文

學的特徵。 

    閻連科以寫實的筆調開啟文學創作的旅程，關注養育其成長的河南鄉土如何

影響底層人民的生存狀態和情感精神為執筆的初衷。在貧困窮苦和鄉土政治為本

質的鄉土空間中，鄉土政治以宗法體制的權力結構及其合法化暴力，深刻地影響

或造成底層人民的苦難現實和宿命。底層人民不論掙扎焦灼地以屈從或抗辯的姿

態面對，皆為力圖建構主體價值和身分認同，此中無疑投射了閻連科成長經歷和

情感體驗。因此，自傳性鄉土小說中的主人公費力地構築主體的同時，閻連科也

同步建構創作主體的價值。閻連科自傳色彩的小說以瑤溝系列為代表，探討鄉土

政治強勢地籠罩、束縛著鄉土空間中「宗法化的象徵身體」和「受暴的身體」，

底層人物為謀得較好的物質生活，以爭取權力為目標，反而卻深陷在鄉土政治的

泥淖中苦痛不已。換言之，閻連科以寫實敘事鋪寫鄉土政治的權力議題，形成一

套「閻式敘事模式」──帶有閻連科濃厚自傳色彩的敘事母題和成規：第一人稱

「我──連科」敘述貧困孤立的農村空間中，農民爭奪權力的猥瑣行徑，以及鄉

土政治的權力網絡建立在聯姻親戚血緣的裙帶關係上，迫使「我──連科」身不

由己地捲入其中。當「我──連科」履行父輩期許的主體價值──「宗法化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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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身體」──的同時，「我──連科」的獨立主體價值已然崩毀。如此的「閻式

敘事模式」反覆地出現在瑤溝系列小說中，以淺白質樸的陳述句「泥塑」黃土地

上宗法化的象徵身體，批判鄉土空間中人文結構的弊病。 

    閻連科運用血緣、夢和黃土地的敘事修辭，批判鄉土政治的權力結構和宗法

化的象徵身體。血緣的敘事修辭指涉了聯姻裙帶和血緣宗法組構的鄉土政治，從

中衍生崇官的黃粱一夢，以夢象徵捲入鄉土政治中權力慾望的虛幻和主體價值的

失落。至於黃土地的修辭則攸關著河南鄉土社會的寫實景象。血緣、夢和黃土地

的敘事修辭是閻連科創作的基礎養料，儘管自傳性鄉土小說在體材、結構、文句、

意象等敘事策略上不夠多元多變，造成創作格局的限制。然而，閻連科唯有經歷

如此的探索成長，才成就後期鄉土小說的藝術價值，自傳性鄉土小說在其創作的

精神系譜中仍具不可蔑視的重要意義，是精神光譜成形的基礎三元色。 

   閻連科自傳性鄉土小說中以寫實敘事反映鄉土政治的崇官舊夢，到了《丁莊

夢》則以神話敘事讓發財和權力等慾望之夢，最終成為使人物重獲新生的祖型回

歸之夢，作為無解的現實難題的情緒出口和安頓精神依歸的入口。誠如王德威所

說：「到了九十年代，這種抑鬱和委屈不再甘於在現實主義的框架內找出路。它

必須化成一種感天撼地的能量，開向宇宙洪荒。於是有了耙耬山區為背景的系列

作品。在這些作品裏，生存到了絕境，異象開始顯現。現實不能交代的荒謬，必

須仰賴神話──或鬼話──來演繹。」
496閻連科以黃土地的敘事修辭，寫實地泥

塑河南鄉土中捉襟見肘的窘迫經濟和鄉土政治施行合法化暴力的實況。到了後期

則以國家寓言的書寫策略，將關注鄉土政治的目光擴展為鄉土中國的創作視閾，

不再僅止於河南鄉土的寫實敘事，而是轉型為富有河南地域色彩的中國寓言。從

河南黃土地的鄉土空間開拓為鄉土中國的人文地理空間的全景視野，讓閻連科不

得不擺脫以寫實敘事為主的書寫策略，轉而運用充滿想像和前衛的敘事修辭和敘

事策略，創作出一部部具有現代或後現代主義特質的奇體小說。 

    閻連科從自傳性鄉土小說起始，紅色的敘事意象便不斷以各類修辭型態輪番

上陣，構成其敘事策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紅色意象在閻連科小說的精神系譜中

皆象徵合法化暴力的殘虐，前期創作著墨在血緣宗法的鄉土政治，後期則轉變為

                                                 
496 王德威：〈革命時代的愛與死──論閻連科的小說〉，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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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刺國家政治採取合法化暴力的嗜血手段。自傳性鄉土小說中血緣裙帶衍生出宗

法政治的合法化暴力，使紅色的血緣關係反而淪為流血的受暴身體。如〈生死老

小〉中老人因族人冷漠旁觀，毅然堅決地賣血救治本族中即將垂死的失怙孤兒鳥

孩，老人不幸身亡使鳥孩僥倖生還。老小的血緣承繼本是宗法鄉土社會生生不息

的基礎，此刻卻只能由侵入性地抽血才能救治鳥孩，顯示宗法鄉土的合法化暴力

是戕害生命的殺手。閻連科以抽血、宰豬的血腥氣味、血塊般的土地、紅豔豔的

噬血蝨子作為紅色意象的修辭，隱喻著血緣宗法合法化暴力的殘忍荼毒，呈顯其

初步自寫實敘事的瑤溝系列脫胎，預示著後期長篇小說運用紅色意象到爐火純青

的藝術境界。閻連科講述國家寓言的鄉土小說時，為凸顯病體與國體的辨證關

係，以紅色意象隱喻紅色中國造成的精神創傷。宗法化的象徵身體所流之血點染

的紅色意象，轉型為病態國體傳佈病毒造成的創傷記憶。由此展示閻連科以身體

為視角思考鄉土小說的創作型態，從血緣、宗法化的象徵身體、受暴身體，乃至

病體、國體，形成層層相扣的身體敘事。 

    自傳性色彩的小說除了展示為瑤溝系列外，也反映在以農民軍人為主角的和

平軍旅小說中，前者是閻連科高中畢業以前的鄉土經驗，後者則為其入伍參軍的

體驗。農民軍人是出身在鄉土，為擺脫貧困和鄉土政治所束縛的鄉土空間，轉而

投身到軍旅空間中建構主體價值。不料，卻因鄉土自卑和城市欣羨的矛盾情緒，

產生農民和軍人雙重身分的糾葛或失落，擺盪在鄉／城空間和家／國意識間游移

不定。換言之，嚮往城市的農民軍人仍舊無法擺脫血脈根源的宗法情結和土地幽

靈，在鄉／城空間中流動千迴百轉的家／國意識，意味著農民軍人精神和認同的

不適應症。閻連科以農民軍人對女體想像的情慾書寫，象徵鄉／城空間所產生身

分認同的錯亂掙扎，展示異鄉遊子在返身回家、血緣桎梏和軍旅城市中拉扯著糾

結複雜的情緒，無疑是王德威所評「一群心事重重的軍人」。497 

   「宗法式的婚姻交易」、「英雄徽章與失根的精神原鄉」、「祠堂祖靈的顯

靈」三個層面論述本文第参章第一節「軍旅空間中的宗法情結」，上述章節名稱

具有辯證性的張力：軍旅空間是國家高度規範化和落實社會主義的空間，農民軍

人卻以鄉土空間中不成文的宗法思維在軍旅空間中應對進退，使軍旅空間和鄉土

                                                 
497 王德威：〈革命時代的愛與死──論閻連科的小說〉，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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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竟出現相似的權力運作機制，相似的狀態中使宗法和社會主義、家／國意識

產生對話的辯證關係。以宗法式的婚姻交易換取定居城市和穩固幹部職位的籌

碼；追求黨國徽章的同時，精神原鄉卻處於失根的狀態；代表宗法的祠堂祖靈在

文革中深刻地影響個體的情感和思維。前兩節延續自傳性小說的相關議題，國家

概念是改善生活品質的現實理念，農民軍人卻在軍隊充滿不適應症狀，造成雙重

身分的失衡與失落，使家／國意識成了盲目和意義空缺的符號；後者則凸顯極權

黨國革命中，家才是支撐主體價值和生命意念的動力，諷刺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口

號，是解構建構國家神話的初試啼鶯之作，標誌著軍旅小說的轉向。換言之，「祠

堂祖靈的顯靈」一節正是兩套話語體系──傳統宗法和文革意識形態──在建構

／解構間捉對廝殺和難分難解，從而凸顯家／國意識的幽微複雜。「祠堂」既是

推廣激進革命活動的大本營，也是哀悼荒謬文革的祭祀空間，因為冠冕堂皇的文

革話語卻荒誕地包裝著傳統宗法的思維方式。 

    《生死晶黃》代表閻連科軍旅小說中的重要進展，運用「英雄徽章」和「核

裂劑」的敘事修辭，初步使寫實敘事為核心基調的軍旅小說，具備解構和荒誕敘

事的況味。閻連科以英雄徽章和核裂劑為敘事修辭，英雄徽章代表身體象徵價值

獲得國家肯定的提升，然取得英雄徽章的大鵬卻成了狂人，隱喻徽章終究只具裝

飾性質，無法定位主體價值和解決返鄉的精神議題。終究，象徵暴力政治的核裂

劑是造成受暴身體的敘事修辭，呈顯鄉／城、家／國、認同等錯綜情緒無法安頓，

致使精神崩潰／輻射爆炸。 

    閻連科以寫實敘事為主要書寫策略，關注農民和農民軍人身體的象徵價值，

包括鄉土空間中宗法化的身體、鄉／城空間中莊稼身體和軍人身體的雙重身分的

思辨，具有濃厚的自傳色彩。然而，到了本文第参章第二節探索「大寫父親身體」

的議題時，顯示閻連科由自傳色彩小說中鄉土政治形塑宗法化的象徵身體，轉而

關注父親般國體的領導者──父法國體──展現意識形態的極權宰制，以各型態

的話語示現和發揮影響，如口號、毛語錄、樣板戲等。 

    父法國體是形象化地以大寫父親的身體象徵黨國意識形態的極權宰制，革命

積極分子表面上是父法國體的代言者，實質上，政治無意識中出現鬆動父法國體

的力比多驅力，力比多原慾以青春痘、性幻想、性狂歡等敘事修辭的型態出現，

體現另類的革命激情和政治快感。禁令的父法國體不僅無法允諾個體創造性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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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發揮，甚至造成難以癒合的創傷記憶，讓個體不得不展開「象徵性去勢」／「拒

絕同化」的尋父和審父的歷程，以期重新確認主體價值和父子位階。換言之，父

法國體的權威儘管深刻地發揮作用和影響，尋父和審父的掙扎歷程暗示著一代人

精神無父的情感狀態。 

    本文第参章第二節由「青春痘、菊花與毛語錄記憶體」、「文革話語拼貼的

性狂歡」兩個層面論述「尋父與審父：大寫父親的身體」。尋父與審父具有鬆動

父法國體的解構意涵，透過既紅且專的革命積極分子代言父法國體來發聲，呈現

為解構的敘事修辭，別具諷刺的效果，再度顯示歷史除魅兼具建構／解構的辯證

性質。父法「記憶體」強調為黨國意識形態收編造成人性異化，如同物化的記憶

體，只能被動性地儲存文件檔案，不具有獨立思考、批判和創發的能力。〈自由

落體祭〉、〈四號禁區〉、《堅硬如水》、《為人民服務》皆以兩性情慾為小說

內容，這群尋父的革命分子在兩性情慾和力比多驅力中展現另類的政治快感，政

治快感是響應父法國體醞釀的革命激情。當父法國體製造的革命激情不足以安頓

父子關係時，建基在青春痘、性狂歡和性幻想等敘事修辭上的家庭情愛又是空洞

的符號，家／國意識在父法國體的宰制下形成雙重的失落和崩解。 

    本文第参章第参節「淘金與掏空：回歸原鄉母體」由「降伏商業大神的法會

與靈堂」和「小丑舞台與商業廟堂」進行論述，討論商業經濟蓬勃發展的後毛時

代，父法的紅色幽靈仍就顯靈在後毛時代的慾望追求模式和思考邏輯中，但是閻

連科採取不同於「尋父與審父：大寫父親的身體」的創作心態，讓精神無父的一

代人在後毛時代回歸到原鄉母體中獲得精神安頓。原鄉母體是相對於父法國體的

概念，意指尋找現代／文化中國的純粹本質和信仰寄託。閻連科筆下的女性主人

公不再僅僅是農民軍人或激進革命分子的性幻想或性狂歡的對象，〈形色匆忙〉

中的葉子、《受活》中的茅枝婆已躍升為象徵原鄉母體的地母形象。原鄉母體的

概念是為了求索純粹的中國性──精神原鄉，是繼尋父和審父歷險所展開，分別

代表毛父時代和後毛時代的中國人處境。 

    認祖與審父皆為探索主體建構的議題，分別攸關河南黃土地的血脈根源、父

法國體的傷痕記憶與與主體價值的關係，意味著閻連科從河南鄉土中的農民和農

民軍人的生存實況，轉型為關注鄉土中國的國家寓言。然而，黃土地的根脈之情

和創傷的集體記憶是閻連科關注的核心面向，認祖與審父的論題在後期的創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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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帶有強烈河南地域色彩的國家寓言。閻連科由病體與國體的辯證關係，討論

病理空間中的生死意識，顯示其由父法國體進一步延伸出以病態國體隱喻集體歷

史創傷的痛感。 

    死亡敘事是聯繫閻連科鄉土小說精神系譜的重要書寫策略之一，包括鬼魂敘

事視角、死亡樂園和骨骸屍體的歷史廢墟。閻連科以鬼魂為敘述視角，以陰陽越

界的空間跨度對比苦難鄉土和死亡樂園的強烈反差。死亡樂園和母體原鄉皆為想

像中的精神原鄉，前者是凸顯的是陰陽空間的對比性，後者則強調地母般女性主

角讓一代人獲得精神就贖的可能。 

    在閻連科漫漫的文學旅程中，關鍵的創作年分是一九九七年的中篇小說〈年

月日〉、一九九八年《日光流年》、二○○一年《堅硬如水》，以及二○○四年《受

活》。〈年月日〉不僅讓閻連科首度獲得文壇的關注，更是其最優秀的中篇小說，

甚至可以定位為閻連科創作的指標性分水嶺。閻連科開始由長期關注其長成中接

觸的農民和農村的現實生活處境，進而更深刻地思索人類普遍的生存主體價值，

並建構了一套屬於閻連科獨立的農民／英雄的敘述型態，迥異於工農兵文學中三

突出的樣板化英雄，顯示閻連科創立了一套別具特色的人物主體價值，已可與國

體官方的權威話語體系對話，甚至突破延安傳統的文學範式。至於《日光流年》

開啟了閻連科疾病書寫的發韌，並為《丁莊夢》和《受活》的疾病書寫奠基，此

中將身體作為複雜的文化文本和政治隱喻的投映。尤其，《堅硬如水》以縱慾式

的性狂歡所萌生的政治快感來消解文革國體的崇高和神聖，以露骨和激進的的性

交姿態作為抗爭性的反撲力道，並反映了精神的苦悶和詭譎的歷史。甚至，閻連

科戲擬和拼貼了大量的文革話語並加以重新包裝作為文本的表層結構，深層結構

則旨在批判文革國體的荒誕所造成的精神扭曲。因此，《堅硬如水》是閻連科邁

入後現代主義創作的代表作品，王德威亦評斷《堅硬如水》是閻連科迄今最傑出

的長篇小說。繼《堅硬如水》的最新力作和引起廣泛學術討論的《受活》，則是

閻連科具備高度自覺以期擺脫現實主義羈絆的創作，並高聲宣示為超現實的創作

試驗。閻連科所謂的超現實其實正是以誇張、變形、漫畫化的殘疾身體解構官方

的宏大敘事並為大寫的歷史除魅，這正是具後現代主義特質的書寫策略。當閻連

科開始關注身體和疾病的相關議題時，其創作視域便完成了一次躍升，因為他開

始走出閉塞的鄉土空間，並試圖由封閉的鄉土空間中開發出一條通往外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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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流道，使鄉土小說具有對鄉土中國的前瞻性視野和隱喻性批判。例如，鄉土空

間中的病體所指涉的卻是病態國體造成精神創傷的國族寓言。換言之，一九九七

年之後的閻連科正式由現實主義邁入到後現代主義的文學創作轉變，不過此中仍

經歷了相當漫長的潛沉和磨練。 

    儘管一九九七年後的閻連科繳出了一張相當亮眼的文學成績單，但仍不能漠

視一九九七年之前創作大量中短篇小說的磨練期，畢竟一九九七年前後的創作仍

有高度的脈絡和軌跡可循，並非一蹴可磯的轉變。首先，就瑤溝系列作品而論，

如〈瑤溝人的夢〉、〈瑤溝的日頭〉、〈往返在塬梁〉、〈鄉間故事〉、《情感獄》

刻畫鄉土空間中超穩定的宗法結構，反映鄉土政治具備不成文的合法／合理化暴

力，到了後期的長篇小說則擴展為關注：極權社會主義所形成的超穩定結構。畢

竟，超穩定結構乃政治結構和意識形態結構的一體化，宗法體系形成不成文的鄉

土政治和極權社會主義的國家體制具有某種同質性的基調和特質，後者的宰制和

規範作用甚至使個體的情感和思維趨向空缺和單面，從而使閻連科的鄉土小說得

以轉化具有批判性的國族寓言。其二，和平軍旅系列的〈自由落體祭〉和〈四號

禁區〉書寫個人力比多、政治快感和禁閉的革命國體形成的辯證關係，正是以文

革話語拼貼性狂歡為主要敘事主題的《堅硬如水》和《為人民服務》的前身。其

三，早期的耙耬系列作品中，如〈耙耬天歌〉中人吃人的怖厲景象，到了《日光

流年》的大飢荒中爆發了人鴉大餐的人間慘劇，將骸骨書寫推衍至感官承受極致

的暴力臨界點，從而展示了滿目白骨的歷史廢墟場之寓言。最末，金錢商業大浪

造成人心異化的〈尋找土地〉、〈黃金洞〉、〈玉嬌玉嬌〉、〈金蓮，你好！〉，

到了《受活》則以娛樂和政治掛勾的連鎖產業型態出現。 

    一九九○至一九九一年以瑤溝系列小說為主，一九九一到一九九四年創作和

平軍旅系列描寫農民軍人的處境，其中以〈夏日落〉、〈自由落體祭〉和〈四號

禁區〉較為突出，主要是將閻連科的鄉土記憶和情感內化為創作的血肉，展現高

度的自傳性色彩。然而，一九九一年到一九九四年之間，〈耙耬天歌〉、〈尋找

土地〉、〈天宮圖〉等已初步展現現代主義特質的創作手法。至於東京九流系列

人物的創作並不十分成熟。因此，一九七八年投身文學創作的閻連科持續大量地

創作，直到一九九六年為止仍以自傳性的小說──瑤溝系列與和平軍旅系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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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乃奠基成長的創作期。一九九六年僅發表了中篇〈黃金洞〉和〈平平淡淡〉，

為其創作的沉潛階段。一九九六年〈黃金洞〉開啟了閻連科耙耬系列的小說創作，

一九九七年〈年月日〉標誌著關鍵的創作轉型，也獲得文壇、學界和讀者的關注。

一九九七年以後的閻連科仍延續八○年代和九○年代前期的創作理念和終極關

懷，但更重要的轉變在於，閻連科尋得了創新的表意修辭系統、形式結構和陌生

化的語言，讓其意圖傳達的理念具有新穎和獨特的文學審美性，不僅是閻連科的

自我超越和成長，也代表著中國當代鄉土小說的躍進。 

    閻連科的鄉土小說由早期侷限於農村鄉土的寫實刻畫，到了後期則擴展為富

涵國族寓言的鄉土中國之創作視閾。濃厚深刻的鄉土經驗和創傷的文革浩劫積累

了閻連科不同層次的人生歷練和創作資本，再加以閻連科對鄉土空間所萌生的複

雜情感，迫使其探索各式的文學表意系統，確立文學自身獨立的話語體系，從而

表述作家主體對沉重歷史意義的理解和體驗已非僅只是旁觀者的揭露而已，此與

敢於挑戰權威論述的強大主體驅動力有密切的相關性。閻連科鄉土小說的轉型，

源於轉向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特質的書寫策略和創作姿態，使其在九○年代以

降的鄉土小說群中具有獨特的價值和意義。 

    本文因受時間和能力的侷限，力有未逮之處包括：未能將魯迅和閻連科作文

本的分析比較，具體指陳批判國民性時，二者敘事策略的異同；未能將豫劇的語

言運用、河南方言和閻連科小說的語言陌生化、音樂化，作更詳實地比對研究；

僅略述閻連科和河南小說的異同，未能比較閻連科和其他河南小說家文本，凸顯

閻連科鄉土小說的特殊性；未能檢視閻連科小說的神話敘事與當代大陸小說中神

話敘事的異同；未能比較閻連科書寫文革議題的創作題材和終極關懷與其他大陸

作家的區別。上述諸面向乃有待筆者未來努力深究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