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導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十餘年前，當筆者還是一個懵懵懂懂的孩子時，印象最深刻的，便是在夜裡

躲進被窩，拿著一把燈光昏黃的手電筒，照著一本本小說讀的往事。孩提時代，

精力過於旺盛，家裡雙親又嚴格地限制就寢時間，翻來覆去的與弟妹打鬧聊天，

久而久之相互也頗覺煩膩。在因緣際會之下，筆者靈機一動，決定翻起幾次在書

展當中購買的一些市坊小說，藉以打發百無聊賴的睡前時分，卻又因為怕雙親發

現而挨罵受罰，所以就天真地發明了躲進被窩裡，用手電筒看小說的方法，直到

雙親發現這樣離譜的行徑而阻止時，筆者早已雙眼迷濛，自此與近視眼鏡結下不

解之緣。 

    即使如此，在漫長的成長過程當中，各種形式的故事總能不斷挑起筆者的濃

厚興趣，閱讀也因此成了平常的習慣，甚至在高中畢業選讀科系時，也僅僅只因

對小說的喜愛，就一意孤行地選擇了中文系就讀。 

    長久以來，在筆者腦中所認定的文學，呈現的應是一種自由自在的型態，這

種自由自在決定了文學本身的多元化，也形成了它對讀者獨特的吸引力。然而，

筆者卻在求學生涯的過程中，慢慢地理解到文學的這種自由自在，未必是文學自

身所能夠決定的，這種感覺特別在接觸了彼岸「文化大革命」這荒誕十年的歷史

之後尤甚。不過，在文革結束之後，筆者卻又驀然發現大陸開始出現一批優秀的

作家與作品，彷彿被壓抑多年的文學能量一夕之間爆發出來似地，相較於文革時

的文學蒼白，這時的文學創作實帶給讀者一種目不暇給之感。毛澤東去世後的中

國，走的是一條截然不同於毛時期的道路。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之後，無論是政

治、經濟、社會等各個層面，國家意志控制一切的情況都得到了程度不等的放鬆。

中國大陸的文藝界，在這樣的背景下，也產生了很大的變化。「文藝是階級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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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晴雨表」、「文藝為政治服務」曾經在毛時代被奉為圭臬，但在文革結束之後，

隨著政治風向、社會風氣的趨緩與市場的開放，中國大陸的作家們獲得了許多嶄

新的體驗。意識型態的鬆弛，讓作家們逐漸能夠在作品中，表達出他們對生命的

真實感觸，即使這些東西可能在某種程度上形成了對中共政權的埋怨與挑戰；西

方科學知識、文藝思想與文學作品的引進，也讓中國的作家們眼界大開，加上文

藝創作的解禁，中國文壇一時百花齊放，各種實驗性的文體、主題、創作方法紛

紛出籠，作家人數與作品數量也大幅增加，文藝界呈現一幅欣欣向榮的景象，相

較於文革前趨於單調枯燥的情況，此時的文藝發展重現了久違的豐富與多元性。 

    在新時期中國大陸的文壇之中，出現了許多優秀且具有特色的作家，其中最

令筆者心儀的，是李銳、莫言與王安憶三位。在筆者甫踏入大陸文學的研究領域

時，這三位作家的作品便讓筆者心中留下極為深刻的印象。舉凡他們的寫作手

法、歷史觀、作品訴求與關懷主題，都大大拓展了筆者的視野，因此在構思本論

文的研究對象時，這三位作家便成為筆者直接想及的首要人選。 

    李銳在文革時期，曾插隊於呂梁山區的邸家河，先後當了六年的農民與兩年

半的工人，所以他的小說中，充分地展現了他早年在呂梁山區下鄉時的知青記

憶，幾部長篇小說如無風之樹、萬里無雲裡所描寫的那些貧困村落，基本上也是

以他記憶中的邸家河地區為原型來進行創作的，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明顯的

看出文革時期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對他生命歷程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王安憶與李銳一樣，也曾於文革時期赴安徽插隊兩年，所以在她的作品中，

也多有描寫農村景況的篇章，最著名的無非是讓王安憶聲名大噪的小鮑莊與其姐

妹篇大劉莊。不過，與李銳不同的是，王安憶筆下所描寫的核心，不在於其插隊

落戶的安徽，而是她魂牽夢縈的上海，從她從事寫作開始，上海始終是她作品裡

反覆敘述的中心，她關心上海的歷史、上海的人物、上海的故事，甚至上海的心

情，她以那種女性特有綿密細緻的描寫，深刻地傾訴出她對上海的依戀，在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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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上，可以說上海就是王安憶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題。 

    相對於李銳和王安憶，莫言在文革中所遭遇到的經歷就顯得迥然而異。他在

小學五年級時，就因為編輯衝擊學校權威的「蒺藜造反小報」，而遭到學校的開

除，之後便失學在家，迫於生計而在高密當一個真正的農民。直到二十歲，才為

了離開那塊他當時已深深感到厭煩的土地，毅然踏上從軍的道路。然而，當莫言

成為一個作家之後，筆下的一切，卻都是圍繞著家鄉而寫的，像他的成名作紅高

粱，便是以他的故鄉為原型所創作出來的故事。他對他的故鄉懷著矛盾的情感，

無論是美的醜的、高貴的卑下的、轟轟烈烈的與索然無味的，都同時發生在高密

東北鄉這塊他最熟悉的土地，所以莫言對於家鄉的情感，無疑是深刻而濃烈的。 

    本論文之所以選擇這三位作家作為研究的對象，第一個原因便是上述所提及

的個人身分與經歷問題。李銳是一位曾在文革時期長期生活在農村的知青作家；

王安憶則是曾短期在農村插隊落戶，卻始終心繫上海的女作家；莫言是一位出身

農村，自己本身也是個道道地地農民的作家。他們的生命歷程，都與農村脫離不

了關係，在他們的筆下，也不斷的出現描寫農村生活的篇章。但是，他們的寫作，

卻又出現了截然不同的風格，而透過這種不同風格的呈現，又異曲同工的，表達

出對生命的深刻體驗與對人性的終極關懷，這便值得我們去追問，為什麼這三位

作家同樣的具有農村生活的經歷，但在陳述發生於農村中的故事時，卻出現不同

的切入角度？又是為了什麼，他們中間有人不斷的複寫農村，有人卻跳出農村，

反去深刻的描繪城市？而在不同的觀察角度、不同的生命體驗、不同的述敘中心

之下，他們又為何表達出同樣的關懷？ 

第二，題材問題。在這三位作家於各自的創作領域中各領風騷的同時，筆者

卻發現他們的小說中，對於女性、家族、民間這三個區塊的描寫，出現了風格不

盡相同，卻同樣在他們的作品中扮演著重要地位的現象，所以筆者希望透過比較

深入的探討，分析這三位作家的作品中，為什麼不約而同的出現敘寫這三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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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趣？又他們對這三個主題的敘寫，究竟存在著怎樣的「共性」和與其他作家

不同的「個性」？而造成這種敘寫區塊重疊的原因，又是因為什麼？ 

第三，代表性問題。文革結束之後，中國出現了許多優秀的新作家，也創作

出許多質量豐富的作品，但筆者以為，在論述某個時期文學現象共同特性的過程

中，取樣作家的代表性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因為作家在文體、題材、寫作方

法上獨特的創作實驗與收穫，常會帶動其他作家的效法，進而形成某種具有當代

特色的文藝潮流，所以，在選擇研究對象的同時，應注意到這一個重點。 

另外，由於在本文的撰寫過程中，勢必引用到取樣作家大量的作品內容，所

以該作家作品的質量、數量也必須納入考量。而李銳、王安憶、莫言這三位作家

所創作的作品，都具有極高的藝術內涵，更重要的是，他們的作品中都體現出了

相當鮮明的個人特色，如果說李銳筆下的中心是呂梁山區，王安憶是上海，那麼

莫言無庸置疑的便是山東高密東北鄉。也就是因為上述幾個原因，使筆者決定選

擇這三位作家，當作本文的研究對象，希望能以他們的作品為例，分析文革後造

成文學境況轉變的原因。再者，我們往往認定文革後的文學，相較於文革時期，

出現了許多嶄新的發展，但這些所謂「嶄新」的發展，指涉的層面究竟為何？又

為何能夠稱之為「嶄新」？它們與文革時期，甚至是與文革前時期的文學又有什

麼不同？在此，筆者希望以上述三位作家為例，針對他們作品中幾個主題的分

析，來驗證大陸文學在文革結束後的新發展。 

    在研究重要性方面，縱觀對中國新時期作家的研究，關於李銳、莫言、王安

憶的研究專著或學術論文所在多有，期刊文獻、研究短評更是汗牛充棟，1然此

                                                 
1 這裡筆者僅以台灣方面的學術著作為例。另外，因期刊以及一般性的評論文章過多，無法一一

援引，故此僅以學術專著及學位論文為主。學術專著部分如黃淑祺，王安憶的小說及其敘事美

學（台北：秀威出版社，2005）、鍾怡雯，莫言小說：歷史的重構（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97）、

黃文倩，莫言：豐乳肥臀論（台北：文史哲出版社，2005）、謝靜國，論莫言小說（1983－1999）

的幾個母題和敘述意識（台北：秀威出版社，2006）等。學位論文方面則有洪士惠，「上海流

戀與憂傷書寫－王安憶小說研究（1976－1995）」，淡江大學中文所碩士論文（2000）、莊宜文，

「張愛玲的文學投影－台、港、滬三地張派小說研究」，東吳大學中文所博士論文（2001）、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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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大多為對單一作家的專論，對於作家間的比較與寫作主題、特色劃歸方面的著

作則較為有限。本論文以文革後大陸文學的新發展為題，從李銳、莫言、王安憶

這三位著名作家作品裡的共同主題切入，試圖論述他們在同一領域內的寫作共性

與個性，並透過文革前後的歷史比較，分析他們的寫作方式與內容何以能夠納入

大陸文學的「新發展」範疇。筆者希望能夠透過本文的寫作，對上述文獻聊盡補

充之功，並提供一個新的切入視角，使將來從事中國大陸作家、作品的研究者能

得到一些靈感或啟示。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論文探討的核心議題，是透過李銳、莫言、王安憶三位作家在女性、家族、

民間三個層面寫作的突破與創新，來說明大陸當代文學在文革後的新發展。在文

獻回顧時，為避免敘述過於紛雜，以下試以本文核心論述的三個層面來展開文獻

檢閱的工作： 

壹、女性層面 

    從古到今，女性在家庭裡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地位，但她們的付出往往被視

為「天職」，是出自於對家庭的責任，是為了提升家庭的生活品質，所以她們必

須無怨無悔、逆來順受，扮演著家庭中的弱勢角色，2這是我們對於傳統女性的

認識。然而，縱觀李銳、莫言、王安憶的創作，可以窺見一個顯著的現象，那就

是在性別形象的塑造上，他們的創作方式迥異於傳統寫作中，女性形象往往必須

                                                                                                                                            
瑋瑩，「王安憶長篇小說研究」，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論文（2004）、林佳芬，「王安憶長恨歌研

究」，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論文（2004）、江靜芬，「王安憶小說之女性情誼研究」，彰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碩士論文（2004）、王麗美，「海上繁華夢－王安憶小說中女性的現代化嚮往」，淡江

大學中文所碩士論文（2005）、潘雅玲，「王安憶小說中的人物形象」，彰師大國文學系碩士論

文（2005）、曾秀梅，「莫言小說中的生命焦慮」，彰師大國文學系碩士論文（2004）、劉文淑，

「李銳小說研究」，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論文（2008）等。 
2 Claire Wallace and Pamela Abbott 著，俞智敏等譯，女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台北：巨流出版

社，1996），頁 16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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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在男性身上的創作習慣。在他們的筆下，許多男性形象反而顯得萎靡脆弱，

反倒是女性群體顯現出她們堅毅的生命力與不羈的氣質。 

    大陸學者雷達提到，莫言的寫人，並不著重自足統一的人與外部環境的衝

突，他善於把外在衝突轉化為內在衝突，著力寫人本體的靈與肉、理與情的劇烈

衝突，這使他的作品大大增加了展現人性的深度。而這種深度，往往寄託於女性

的形象來展現，像紅高粱裡那個「什麼事都敢幹，只要她願意」的「我奶奶」戴

鳳蓮便是一個最好的例子。3 

    劉志明則認為，男女形象的前後變化，表明了莫言小說中，由男性神話消解

到女性神話膜拜的過程，男性的陽剛之氣從紅高粱以降越趨散失，個體生命也趨

於乾枯。反倒是女性形象打破傳統三從四德觀念的窠臼，她們的行為即使不夠正

派，但也都是源於生命的愛與恨，是個體生命倫理的維護者。4 

    侯運華也把莫言小說中女強男弱的現象歸納為一種「女性崇拜」。他從莫言

的小說中得到他對自我（男權）否定的結論，因此女性便成為表現生命價值的載

體，從而造成他的小說中往往圍繞著女性來設計情節的結果（另一種則是從孩童

的視角出發）。5 

    同樣的現象也在李銳的小說中出現。高小弘和翟永明在分析李銳的無風之樹

時，特別突出暖玉此角，認為她的鮮活與矮人坪男人們的猥瑣形成強烈的對比，

在暖玉「公妻」這個可能為世人所詬病的形象背後，扮演的卻是矮人坪無可或缺

的肉體、精神的救贖者，兩人更以「母性拯救的象徵」稱之，認為作者主要希望

呈現的，是在傳統世俗所設定的道德框架之外，女性的另一種存在價值與意義。

                                                 
3 雷達，「遊魂的復活－評紅高粱」，收錄於孔範今、施戰軍編，莫言研究資料（濟南：山東文藝

出版社，2006），頁 100。 
4 劉志明，「男性神話的消解和女性神話的膜拜－論莫言『家族小說』的文化轉型」，台州師專學

報（杭州），第 22 卷第 4 期（2000），頁 12~15。 
5 侯運華，「論莫言小說的女性崇拜與敘事特徵」，新鄉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開封），第 15 卷

第 3 期（2001），頁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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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而這種存在意義，在王春林的分析中呈現了比較清晰的輪廓，他認為暖玉在無

風之樹裡的獻身矮人坪是一種超渡眾生的表現，更是一種對於自身價值的証明，

他認為此間不但沒有絲毫淫穢的成分存在，更應被視為對人性尊嚴的一種維護與

覺醒。7 

    同於高永弘等人的看法，巫劍伶和徐肖楠把暖玉和舊址中的李紫痕提升到了

「神女」8的境界，他們認為這種「神性」的品質實際上是一種對生命的傲然態

度，是一種人性的天真和執拗，表現出她們固執於生命本真，不隨外在形勢而動

搖的堅定立場。9 

    至於女性作家王安憶，自創作以來便以形塑生動的女性形象著稱，她的筆下

自然也屢屢出現這種不讓鬚眉、行為舉止突破傳統窠臼的女性角色。孫慧欣透過

對王安憶「三戀」、崗上的世紀、流逝、米尼等著作的分析，提出了王安憶創作

過程中從「尋找男子漢」的少女情懷到逐漸成熟後對女性自我、女性角色的認同

與理解的過程，並從作品中去摒棄那些壓抑、歪曲女性的視點，進而顛覆男強女

弱的傳統界定，顯現的是她作為女性說話的立場。10另外，郭偉平、馮晶等人在

分析王安憶長恨歌等作品時，也持相同的觀點，認為王安憶從現實主義的角度出

發，竭力地希望改變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化和社會制度，從而調和兩性社會關係的

不平等。但她並非企圖建構一個以女性話語為中心的社會，去代替以男性話語為

中心的傳統社會結構，她只是希望在作品中彰顯出女性獨有的原生特質，並引發

其所應受的重視，進而使男女兩性都能擁有獨立平等的人格，而能在現代社會中

                                                 
6 高小弘、翟永明，「穿透生命表象的價值追問與詩意傳達－評李銳的無風之樹」，河北師範大學

學報（石家莊），第 27 卷第 6 期（2004），頁 86。 
7 王春林，「蒼涼的生命詩篇－評李銳長篇小說無風之樹」，小說評論（西安），1996 年第 1 期，

頁 39。 
8 論者此處的「神女」，主要著重於李銳小說中，女性所展現的那種關懷與包容的母性特質。「神

女」一詞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兼有「女神」與「妓女」兩種極端不同的涵義，分別出於宋玉的

神女賦與高唐賦，論者此「神女」一詞所要表達的涵意，較接近於前者。 
9 巫劍伶、徐肖楠，「李銳筆下的神女形象」，鄭州航空工業管理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鄭州），

第 24 卷第 2 期（2005），頁 24~26。 
10 孫慧欣，「性別角逐中的女性－王安憶小說中女性意識分析」，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吉

林），第 38 卷第 3 期（2005），頁 98~100。 



8    文革後大陸文學的新主題 

相互調和、達到均衡而和諧的發展。11 

    另外一個體現出此三位作家筆下女性形象轉變的特點，便是對「性」的態度。

囿於幾千年來封建傳統的影響，中國文學中對於性心理、性生理的探討一直諱莫

如深，動輒以「羞恥」之名而避之，視之如洪水猛獸。然而，在文革之後，這種

對「性」的態度起了很大的變化，描寫性愛的場景、心情，在作家中的作品中屢

屢出現，其中，對中國傳統道德觀念，起到最大衝擊的，無非是這些作品中，女

性對於「性」的態度與觀念上的解放。 

    鍾怡雯把莫言小說中女性對自身肉體慾望的自主，當作女性主體意識的覺醒

和對傳統倫理道德的批判。她認為莫言小說中的女性形象跳脫了傳統男權社會那

種對女性「貞義節烈」的要求，所以她們往往使用顛覆道德的方式來挑戰無可違

逆的命運。12 

    李茂民則提出了一個分析莫言中小說情愛模式的「三角形結構」論點，他以

紅高粱、豐乳肥臀等小說為例，指出居於三角型頂點位置的，無一例外是健康美

麗、充滿生命活力的女性，而分居底部兩側的，則是兩個截然不同的男性，一側

是該女性的合法丈夫，但他要不是沒有生命力，便是缺乏生育能力，甚至是病人

或白痴；而另一側的男人則身強力壯，存有強烈的性欲望與生殖力，但他卻不是

這個女人的合法夫婿。最終便導致三角型頂端的女人，藉助婚姻體制外的男人，

來達成她現實生活上的實際需求，以及生理欲望的滿足。此外，他認為莫言這樣

的寫作方法，事實上是要建立一種新的家庭結構與家長權威。他認為莫言小說

中，合法的丈夫沒有生育能力，因而就不具備成為家庭主宰的條件，無法實現對

女人的統治；而另一方面，另一個由女性所選擇的，居於婚姻體制外的男人，由

於合法性的問題，也無法成為家庭裡名副其實的家長，更反而有淪為女性生育工

                                                 
11 郭偉平，「上海女人長恨歌－王安憶長恨歌中的女性意識」，商丘職業技術學院學報（商丘），

2006 年第 1 期（總第 22 期），頁 67；馮晶，「王安憶筆下女性生命律動－以小城之戀、長恨歌、

桃之夭夭為例」，濟寧師範專科學校學報（濟寧），第 25 卷第 2 期（2004），頁 77~79。 
12 鍾怡雯，莫言小說：「歷史」的重構（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97），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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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之嫌。透過這樣的故事型塑，女性成為了家庭中最主要的權威人物，居於家庭

的核心地位，傳統的家庭結構和家長權威至此轟然瓦解，嶄新的、以女性為主體

的家庭結構得以建立。13 

    黃文倩則與李茂民持相同的觀點，她認為莫言這樣的寫作方法有著很大的野

心。她提出莫言企圖使用一種女性源自於「生育」所帶來的合法性，去消解傳統

父權社會以殺伐征戮、宗法制度所建立起來的社會結構，並利用女性的這種原生

本質，來作為他女性主體歷史建構中的一環，進而取代「家天下」中以男性為核

心的模式。14因此，莫言才著意描寫小說中女主人公的婚外情緣與性愛關係，為

的便是達到這種扭轉傳統男權封建主義的目的。 

    相對於莫言，李銳小說中對女性「性」事的描寫，就透露出兩個主題，一為

人類原始生理、心理上對兩性交媾的渴求；一則是女性透過肉體的犧牲，所流露

出的母性光輝。王德威借用周蕾「始原的激情」（primitive passions）的概念來加

以解釋，他認為在文化裂變的時刻，作家將一腔塊壘託付在弱勢的女性角色上，

讓她們經過生命的酷虐，然後再提升她們成為救贖社會的象徵，透露出封建男權

社會的無義與無能，也就是因為這樣，他筆下的女性，才常常流露出一種「大地

之母」似的氣質。15 

    王安憶曾說過：「如果寫人不寫性，是不能全面表現人的，也不能寫到人的

核心，如果你真是一個嚴肅有深度的作家，性這個問題是無法逃避的。」16所以

她寫出了「三戀」、崗上的世紀、米尼、我愛比爾等令當時中國文壇震顫的作品。

張浩在分析她的小說時，提出了他對王安憶「欲望敘事」寫作方法的分析。他認

為在以往的創作當中，女性往往扮演的是男性的欲望客體，所以王安憶才希望透

                                                 
13 李茂民，「莫言小說的情愛模式及其文化內涵」，理論與創作（長沙），2003 年第 4 期，頁 57。 
14 黃文倩，莫言：豐乳肥臀論（台北：文史哲出版社，2005），頁 65~67。 
15 王德威，「呂梁山色有無間－李銳論」，跨世紀風華－當代小說 20 家（台北：麥田出版社，2002），

頁 225~226。 
16 王安憶、陳思和，「兩個 69 屆初中生的即興對話」，收錄於陳思和著，筆走龍蛇（台北：業強

出版社，1991），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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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小說中女性對「性」的自主，來顛覆傳統欲望敘事的寫作內涵，也希望經由這

樣的寫作方式，來釋放出女性長期以來被壓抑的生命本能，進而能自主的追求她

們生命中所期盼的幸福。17 

    梁旭東也持類似的意見。他將王安憶小說中女性的性心理和性生理兩方面作

為論述的出發點，認為在她的小說中，女性的性心理是感受生命、認識自我、觸

摸現實的一條重要途徑；而性生理方面，他則認為王安憶與英國社會學者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的觀點有遙相呼應之處，18認為王安憶希望透過關注女性的

性愉悅，來構築一個正常平等的男女社會關係。19 

    黃淑祺則認為王安憶寫的「性」有別於同期男作家書寫性主題時的興趣和方

式，認為她以獨特的方式將「性」和「女性」結合在一起，所以她筆下的性愛才

出現了「性別」的意味。但黃淑祺同時也透過引用王安憶本人與評論者的意見，

指出這樣的轉變與來自西方的女性主義思潮較無影響，只是作家寫作時審美視角

的轉移，這種轉移包括把性愛活動中女性的客體位置挪移到主體，以及把「性」

本身當作書寫的核心主題。20 

    綜上所述，從這三位作家的小說中，我們都可以看出「女性」主題在他們作

品中所扮演的重要地位，以及有別與傳統女性形象的呈現，顛覆了對女性逆來順

                                                 
17 張浩，「從私人空間到公共空間－論王安憶創作中的女性空間建構」，中國文化研究（北京），

2001 年第 4 期，頁 159~160。  
18 吉登斯認為，女性的解放始於性愉悅。他提出男性的性愉悅是與生俱來的，但女性的性則與

懷孕相連，而懷孕又與死亡相鄰。在恐懼的陰影下，女性的性活動沒有快感可言，處於一種壓

抑的狀態，而這種性壓抑則又是女性社會壓抑的基礎。唯有當性與生育分離，割斷了與死亡的

關係紐帶，也就是說，只有女性的性行為不再出於傳宗接代的目的，女性才能擁有性過程中的

愉悅感，女人才有可能和男人形成一種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純粹關係。轉引自梁旭東，「王

安憶的性愛小說：構建女性話語的嘗試」，廣播電視大學學報（寧波），2002 年第 2 期，頁 19。 
19 梁旭東，「王安憶的性愛小說：構建女性話語的嘗試」，頁 19。 
20 黃淑祺引用王安憶與陳思和在荒山之戀代跋「關於性文學的對話」中的談話，說明王安憶本

人並不認為自己是個女性主義者；並引用唐蒙的說法，認為王安憶雖然是第一代突破傳統寫作

模式，大膽突破性禁忌雷區的作家，但他卻不認為王安憶就必須因此而被冠上「女性主義作家」

的稱謂，因為她並不是像 1970 年代出生的那些女作家一樣，把女性的獨特生命歷程當作主要

的書寫對象，呈現出強烈的，受到西方女權思潮影響的結果。上皆引自黃淑祺，王安憶的小說

及其敘事美學（台北：秀威出版社，2005），頁 13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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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楚楚可憐，以及那種不知姓什名誰的既定印象，成為文革結束之後，大陸作

家寫作的重大突破之一。然而，這樣的突破是否能簡單的化歸於西方女性思潮東

漸的影響？亦或是出自作家本身創作觀念的變化？又或者有什麼其他潛在的原

因？這都是值得本文延續討論的主題。 

貳、家族層面 

     家族在中國社會中，是一個人生命始原的起點。費孝通在江村經濟中，把

它稱為「擴大了的家庭」（Expanded Family），並在鄉土中國中，將其改稱為「小

家族」，以說明中國家庭的概念與西方家庭所擁有的不同內質。簡單來說，中國

傳統意義上的家庭具備了氏族性的功能，擁有政治、經濟、乃至於宗教上的社會

機能，這些機能都需要長期的延續性，所以這個基本社群並不會因為個人的成長

或死亡而分裂、結束，因此中國的家庭具備了一種與西方家庭的臨時性所不同的

長期性質，而這種長期的綿續性不僅充盈在家族的事業之間，也同樣的充盈在家

族成員的情感聯繫之間。21 

    是否因為上述這種傳統、長期綿延性的生活機能聯繫，所以造成文革後的家

族小說的迭興，並非本論文討論的重點。但顯見的是，1980 年代以降的新時期

文學裡，出現了一批優秀的家族小說，舉凡余華、蘇童、葉兆言等人，都是創作

家族小說的能手，而本論文所希望探討的三位作家李銳、莫言、王安憶，在家族

系列小說的建構上，更展現出了極高的藝術成就。 

    張志忠在討論莫言的紅高粱時，透過引用集體無意識理論創立者榮格（Carl 

Gustav Jung）的話說： 

神話是前意識心理的原始啟示，是關於無意識心理事件不自主的陳

述，以及除了物質過程的寓言之外的其它一切。家族神話具有極為重

                                                 
21 費孝通，鄉土中國（香港：三聯書店，1991），頁 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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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意義，它們代表的是原始氏族的心理生活。如果這種原始氏族失

去了它的神話遺產，就會像一個失去了靈魂的人那樣立即粉碎滅亡。

一個氏族的神話集是這個氏族的活的宗教，失掉了神話，不論在哪裡，

即使在文明社會中，也總是一場道德災難。22 

他認為榮格指出了原始神話與文化、民族心理的內在關係，而莫言也正是因為看

到了這種內在關係，才積極地建設新的神話－以非現實的、超現實的方式表現歷

史的精神，以作用於集體無意識，用這種現代神話去改造和完善民族心理，去重

新鑄造民族的靈魂。23 

    鍾怡雯在分析莫言的家族小說時，認為性和血是他小說中推動歷史的主要力

量。50 年代的革命歷史小說既要落實歷史，又要不斷革歷史的命，形成自相矛

盾的情況，莫言面對這種糾葛，選擇以主體性的聲音為歷史定位，挖掘出歷史之

下的想像和欲望，並且以小說取代歷史的敘述。所以他的家族小說是以邊緣的聲

音和中共的革命歷史相對話，質疑其合理性，並發出與之抗衡的聲音，用以批判

傳統和當代社會。24 

    羅蘭．巴特（Roland Barthes）說過：「歷史的話語不按內容只按結構來看，

本質上是意識形態的產物，或者更準確的說，是想像的產物。」25劉熹和林穎穎

在討論李銳的家族小說時，也採用了這樣的一個切入視角。在他們看來，李銳建

構家族神話的原因是為了建立超越在「文獻歷史」之外的虛構文本，是一個歷史

之外的故事，他利用想像重構了一種特殊的歷史話語，讓不同向度的歷史事件之

間發生獨特的對話和意義指涉，進而形成一種意義微妙的反諷，讓讀者產生懷疑

                                                 
22 轉引自張志忠，莫言論（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 160。 
23 張志忠，莫言論，頁 160。 
24 鍾怡雯，莫言小說：「歷史」的重構，頁 128。 
25 轉引自張文傑編，歷史的話語：現代西方歷史哲學譯文集（桂林：廣西師範大學，2002），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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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思考一切既定歷史的可能。26 

    王德威則引用班雅明論十八世紀德國悲劇時所採用的「廢墟意象」概念，來

描述李銳家族小說中歷史潰散後的文明空間。他將李銳的舊址與同樣以四川為故

事背景的巴金的家做了比較，認為舊址寫了革命的熱情與輝煌，也寫了反右到文

革時那種墮落的景象，如果說在巴金的家中還可以看到那種要打倒以家為代表的

一切舊社會，那麼，在李銳的舊址中卻唯見一種「家」毀人亡的滄桑。因此，王

德威認為李銳這部家族小說，便是希望透過這種廢墟意象，來激起讀者對國族想

像、革命記憶的歷史反思。27 

    至於王安憶的家族小說，則充滿了對「我從哪裡來」的高度興趣。黃淑祺認

為，她建構家族小說的原因，是源自於一種「孤獨意識」。上海是她居住、生活

的地方，但她卻發現自己在上海就像是個「外來戶」般，上海的語言、傳統，都

是她的家庭中所缺乏的文化認同元素。王安憶曾在她的小說中說過：「沒有家族

神話，我們都成了孤兒，悽悽惶惶，我們生命的一頭隱在伸手不見五指的黑暗裡，

另一頭隱在迷霧中。」28因此，黃淑祺認為王安憶希望透過家族神話的建構，來

塑造出她對自己的來歷、自己的歷史的認同。29 

    王德威在討論王安憶的紀實與虛構時，則認為王安憶家族小說中的所有問

題，都明確地指向她自覺的新海派意識。他認為紀實與虛構一書即使虛構的天馬

行空，但基本講的是一個上海的女作家與她的城市的故事。在上海的無根感，促

使她萌生尋根的欲望，在雙數章的虛構家史之際，單數章卻是一步一印的白描一

個女作家在上海生長、寫作的細節。在最末章將雙線敘述合而為一的同時，其實

                                                 
26 劉熹、林穎穎，「歷史：反諷與對話－讀李銳銀城故事」，中文自學指導（上海），2005 年第 2

期，頁 77~78。 
27 王德威，「呂梁山色有無間－李銳論」，跨世紀風華－當代小說 20 家，頁 223。 
28 王安憶，紀實與虛構（台北：麥田出版社，2002）頁 75。 
29 黃淑祺，王安憶的小說及其敘事美學，頁 21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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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就了她對於自己歷史的完善。30 

    另外，李銳、莫言、王安憶的家族小說中，常常流露出一種「不甘」的情緒，

這種情緒或來自於今不如昔的怨懟，或來自於物非人亦非的感慨，又或來自於他

們對於自己現時生活的不滿。但相同的是，這種「不甘」的情緒，都同樣地出現

在他們的家族小說當中，關於這個問題，許多的論者也提出了一些相關的分析論

點。 

    鍾怡雯在分析莫言的「退化」史觀時，曾提及馬克思主義的進化史觀。馬克

思主義者認為人類社會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從低級走向高級，最終達到最完善的

共產主義社會。但她認為莫言的小說中強烈「種的退化」的傾向，其實質疑和挑

戰的，便是中共傳統所信奉的這套簡化的歷史取向。如果說「歷史」長久以來被

中共政權神化為社會主義運動中的見證，那麼莫言則企圖以其小說的退化史觀，

來取代歷史敘述的合法性。31 

    趙歌東透過對莫言小說的研究，舉出了數個描述「種的退化」的例子。關於

這種現象，他認為是莫言在創作上一以貫之的堅持。他認為如果說莫言在 1980

年代的創作是以紅高粱家族與食草家族為原型，演繹了高密東北鄉生命退化的歷

史，那麼，1990 年代的豐乳肥臀、檀香刑等作品則揭示了高密東北鄉從「種的

退化」的生命異化到「人非人」的病態現象的過程，這個過程是環扣著他的退化

史觀來展開的，事實上是對既有的社會、歷史、文化狀態做了有力的批判。32 

    李銳曾經說過：「人之為人是一種悲劇，也是一種幸運。這悲劇或是幸運，

乃出於一個同樣的原因－就是一種不甘」。33不過，他不像莫言一樣，用一種退

                                                 
30 王德威，「海派作家，又見傳人－王安憶論」，收錄於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

二十世紀中文小說新論（台北：麥田出版社，1998），頁 391~392。 
31 鍾怡雯，莫言小說：「歷史」的重構，頁 133~134。 
32 趙歌東，「『種的退化』與莫言早期小說的生命意識」，齊魯學刊（長春），2005 年第 4 期 

，頁 100。 
33 李銳，「生命的報償－代後記」，收錄於李銳，厚土（台北：洪範書店，1988），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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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式的史觀來表達出他這種對生命的思考與批判，而是透過故事的自然發展，「讓

人物自己說話」，表達出卑微的生命在現實環境中的對立與妥協，並深刻地描述

這些故事人物的心靈史與行為史，讓我們預見到「衰退」的必然走向，所以他的

家族小說實際上是一種對歷史的控訴，體現出他深刻的自覺意識。34 

    同樣的「不甘」意識，也在王安憶的作品中出現。例如她曾在紀實與虛構中

提到：「我必須要有一位英雄做祖先，我不相信我幾千年的歷史中竟沒有出現過

一位英雄。沒有英雄我也要創造一位出來，我要他戰績赫赫，眾心所向。英雄的

光芒穿行於時間的隧道，照亮我們平凡的人世。」35這段文字便呈現了她心中一

種「今不如昔」的感慨。張新穎在分析她的家族小說時，也注意到她的家族故事

的敘述時間越到近代越呈現一種神采漸斂、英氣漸弱的現象，最後達到成長與尋

根雙線合而為一的狀態。她將這種現象視為王安憶家族創作中的一種焦慮情緒，

包括了絕望、傷痛等等各種心情，所以才形成了王安憶這種不甘且孤獨的憂傷式

書寫。36 

    王向東則將王安憶的家族小說視為一種「反抗孤獨」下的產物，他認為王安

憶創作家族小說的原因是為了要「建設關係」來確定自身的位置，並通過這樣的

網絡，來達成與同類的聯繫，進而充實她的人生孤旅。所以作者家族神話的完成，

其實就是一種對孤獨的縱向消解的完成。37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從這三位作家的家族小說中，看到他們建構家族神話的

可能原因，這顯然與 1980 年代的尋根思潮有著不可切割的重要關係。不過，是

否可以簡單的將 1980 年代以來家族小說的陸續問世，全簡單的化約為尋根思潮

                                                 
34 潘凱雄，「『自覺』為他帶來了什麼？－讀李銳近作」，文學評論（北京），1994 年第 1 期，頁

120。 
35 王安憶，紀實與虛構，頁 336。 
36 張新穎，「堅硬的河岸流動的水－紀實與虛構與王安憶的創作理想」，收錄於吳義勤編，王安

憶研究資料（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頁 152~153。 
37 王向東，「孤獨城堡的構建與衝突－論王安憶小說的孤獨主題」，收錄於吳義勤編，王安憶研

究資料，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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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還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本論文則希望從這三位作家家族小說中的原鄉

意識出發，首先論述故鄉（以及生活過的地方）對於作者的重要意義，進而再討

論這種「野史」式的家族小說背後所包含的創作價值和歷史深意，並將他們創作

家族小說的動機假設為一種對生命狀態的「不甘」，並探討這種「不甘」情緒在

他們家族小說裡的呈現與深遠影響。 

參、民間層面 

    1976 年，隨著毛澤東的去世，文革也隨之劃下句點，中共的政治局勢開始

產生轉變，到了鄧小平掌握實權之後，開始施行所謂的「改革開放」政策，以發

展經濟為第一優先，從建政以來強調政治優先的情況至此大有舒緩，中國大陸社

會各階層開始出現比較多元活潑的文化型態，與毛時期那種政治箝制限縮社會發

展的情況相比，此時的中國大陸社會情勢，顯出一種初生般的，具有朝氣活力的

氣息。這樣的社會氛圍，體現在文學界，所呈現出來的是一種百家爭鳴的創作型

態。其中，一個很鮮明的特徵，便是新時期的作家們，紛紛擺脫文革時的「共名」

語言，開始以民間的角度從事創作，敷衍出許多民間色彩濃厚的篇章。在這些作

品裡，政治不再是唯一的道德標準，「高大全」的革命英雄也不再是作者所希望

塑造的形象，作品本身的意義更不再以為政治服務為出發點，開始出現許多汲營

於升斗的市井小民以及他們的平凡生活，並從描寫這種平凡生活的辛酸苦辣，吐

露出作者對社會現狀的批判，以及對人生真諦的追尋。本論文主要研究的三位作

家，他們筆下所構築起來的民間世界，便是這種充滿喧囂紛嚷，卻顯見生活本真

的世界。 

    莫言曾經說過：「『民間寫作』，我認為實際上就是一種強調個性化的寫作，

什麼人的寫作特別張揚自己個人鮮明的個性，就是真正的民間寫作」、38「所謂

的『為老百姓寫作』，其實不能算作『民間寫作』這還是一種準廟堂的寫作……

                                                 
38 莫言、王堯，「從紅高粱到檀香刑」，當代作家評論（瀋陽），2002 年第 1 期，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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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真正的民間寫作是『作為老百姓的寫作』」。39所以，我們從莫言的作品中，

可以很明確的看到他拓展民間空間的企圖心，以及他「作為老百姓」的追尋。 

    張檸在研究莫言小說的民間話語時，曾對比巴赫金（M. M. Bakhtin）的民間

文化理論，來說明莫言小說中的民間特色。他參考了巴赫金的「怪誕現實主義」

與「狂歡節」論述，並分別從「辱罵」、「遺忘」、「心血來潮」、「批判性」、「反抒

情」、「死亡與復活」等六個面向進行分析，提出莫言的民間寫作可稱之為「歡樂

的殘酷現實主義」。他認為莫言在陳述殘酷社會現實的同時，刻意使用「歡樂式」

的寫作手法，為的是產生一種強烈的對比效果，以增強作品給予讀者的刺激，進

而引人深思其小說世界所希望呈現的真正意義。40 

    張清華同樣從巴赫金的民間文化理論切入，去研究莫言的小說世界。他認為

莫言從紅高粱到豐乳肥臀與檀香刑的創作過程中，透過狂歡節化的戲劇性情節與

多位敘事人型態的複調角度，成功的以對生命意義的追求，弱化了封建的倫理意

志，正如巴赫金論述的狂歡節體驗在敘事中所產生的效應一樣：原始的語境出現

了，人物的本能得以釋放，民間世界的永恆意志代替了一切短暫的事物，權力、

統治、以及那些被認為是「真理」的東西，都處在了被反諷的地位，進而達成一

種對既有價值體系的解構，重新建立起的，是一種非禁欲式的，追求人性本真的

訴求。41 

    陳思和則認為莫言的民間敘述有兩種形態。第一種為複調型的民間敘述結

構。他指出在這類型態中，莫言常常選擇一個懵懂的農村小孩為敘事的主人公，

透過孩童未成熟的敘事、觀察角度，與故事本身所表達的現實、殘酷的世界形成

一種張力，進而強化了帶給讀者的心理衝擊。第二種型態則是以非民間敘事立場

與民間敘事立場相對照的民間敘事。這種敘事型態裡，敘述者並非是清一色的民

                                                 
39 莫言，「作為老百姓寫作－在蘇州大學『小說家講壇』上的演講」，收錄於揚揚編，莫言研究

資料（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頁 62~63。 
40 張檸，「文學與民間性－莫言小說裡的中國經驗」，南方文壇（南寧），2001 年第 6 期，頁 39~46。 
41 張清華，「敘述的極限－論莫言」，當代作家評論（瀋陽），2003 年第 2 期，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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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角色，而是由知識份子或其他人物與民間角色交錯進行故事的鋪陳，而作者本

身鮮明地站在民間的立場，使故事的內容在民間意識與廟堂意識的衝突中，增加

了民間的主體性與表現性，並存有一種消解廟堂權威的企圖。42 

    至於出身知青作家的李銳，曾在文革時期於山西的邸家河插隊落戶達六年之

久，這六年的經歷改變了他對世界的看法，呂梁山也因而成為他恆久以來的寫作

主題。他在荒遠山區的農村中，切實看到了農民的貧困與無知，也看到了農民的

憨厚與質樸，於是從他筆下描繪出來的民間世界，充滿著原始本真的色彩，對廟

堂權力帶給民間空間的衝擊，更是形繪得深入透徹。他對自己手中的筆有著深厚

的責任感，希望透過小說，來表達出自己對現實與歷史的批判，所以他說「敘述

就是一切」、堅持「用方塊字深刻地表達自己」，或許也就是出自於這種對創作的

責任。 

    陳思和在論述「民間」43的概念時，曾經引用到李銳的小說來說明民間「藏

污納垢」的本質。他認為李銳的小說中始終貫穿著知識份子對民間文化的複雜心

態，一面揭示出知識分子自身的文化侷限，一面也顯示了民間近乎宿命的愚昧狀

態。他認為民間社會一向以弱勢者的型態存在，以含垢忍辱的方式來延續和發展

自身的歷史，統治者的強勢不僅在權力上控制了民間，還在文化上控制了民間，

所以真正的民間於是長期處於遮蔽之中。陳思和認為李銳的小說就深刻地表達出

了這點，他企圖透過民間道德中的人性力量，去消解權力者出於政治目的而填鴨

進民間社會的那些「理想主義」訴求，所以小說中廟堂與民間的衝突，儘管是一

場雙方力量完全不均的對抗，但李銳所描繪出來的民間空間，還是顯示出了自在

                                                 
42 陳思和，「莫言近年小說創作的民間敘述－莫言論之一」，不可一世論文學（北京：人民文學

出版社，2003），頁 95~97。 
43 陳思和認為「民間」是一個多層次的概念，具備了三個主要的特點：一、它是在國家權力控

制相對薄弱的領域產生的，保存了相對自由活潑的形式，能夠比較真實的表達出民間社會生活

的面貌和下層人民的情緒世界，雖然在政治權力面前民間總是以弱勢的形態出現，但又總是在

一定的限度內被接納，並與國家權力相互滲透；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審美風格；三、它

擁有民間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的傳統背景，民主性的精華與封建性的糟粕交雜在一起，構成

了獨特的藏污納垢的形態。以上陳思和對於民間概念的論述，係引自陳思和，還原民間（台北：

東大出版社，1997），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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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力量和文化魅力。44 

    高小弘和翟永明在分析李銳的無風之樹時，認為貧瘠的矮人坪是傳統鄉土中

國的象徵，具有樸實善良的品格與超常的生命力；而苦根兒則是文革話語的象

徵，是廟堂權力的代表，故事中人稱視角的變換，呈現的是一種不平衡的對立，

這種鮮明的對立顯示出兩種不同思維型態的衝突，第一人稱視角的「我」包圍了

第三人稱視角的「他」，但「他」所代表的廟堂權力，卻徹底壓倒了由「我」所

代表的民間世界，顯現出這場較量中兩者力量的懸殊。他們認為這部小說中最明

顯的變化就是將模糊的文革背景突顯出來，成為一切故事和敘述的中心，而視角

變換的極端不均，其實體現的是作者本身希望由民間視角出發，企圖用生動鮮活

的民間話語，來抵制冰冷殘酷的廟堂敘述的努力，雖然這可能僅是在敘述幻境中

的一種狂歡，但已深刻地宣洩出作者對歷史重新表達的渴求。45 

    羅慧敏透過對無風之樹中的敘述人稱特色46，提出李銳希望建構一個民間烏

托邦的論點。她認為無風之樹透過描述一個發生在貧瘠村莊內的故事，呈現出升

斗小民對廟堂意識的無知、盲從與心理抗拒。小說中人稱視角的轉換，是表達作

者堅定於民間立場的技術手法，主要的目的在控訴文革時期普遍存在的思維對

立，雖然這種對立幾乎不曾對廟堂權力產生過威脅，但卻始終存在於民間社會之

中，並時時透過人們無意識下的行為展現出來。她認為李銳試圖用大寫的「我」

來扭轉矮人坪中瘤拐們的命運，並企圖透過敘述人稱的對立，希望在歷史敘述中

占據主體的地位。雖然這種方式並不屬於現實主義的敘事，因為它不屬於任何經

驗的歷史，僅僅是由於作家本身的主觀願望而形成的文本選擇，但是這樣的虛

構，卻經過李銳小說中視角轉換的象徵式手法而達到了重構歷史的效果，形成一

                                                 
44 陳思和，當代大陸文學史教程（1949~1999）（台北：聯合文學，2001），頁 343~344。 
45 高小弘、翟永明，「穿透生命表象的價值追問與詩意傳達－評李銳的無風之樹」，頁 87~88。 
46 根據羅慧敏的統計，無風之樹全書 63 節中，以第一人稱「我」展開敘述的章節高達 58 節，

其中包含了人物、動物等 12 個角色，以第三人稱「他」展開敘述的則僅 5 節，全由苦根兒一

人擔綱。引自羅慧敏，「再造烏托邦－談無風之樹的敘述人稱特色」，寧波大學學報（寧波），

第 14 卷第 4 期（2001），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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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獨特的文本效應。47 

    與莫言、李銳相比，王安憶筆下較少出現對特定歷史事件的控訴，她並未如

莫言、李銳般，在農村度過漫長的人生歲月，雖然她也曾經寫過許多關於農村的

優秀作品，如令她在文壇一炮而紅的大劉莊、小鮑莊等，但她的小說中最主要關

注的，還是上海的狀態，或說是上海的「人」的狀態。她曾公開的宣示她從事寫

作的「四不」原則，48證明她並不是一個標新立異、譁眾取寵的作家，她不願意

編造一個離奇的故事，再從這樣的一個故事裡形塑出一個離奇的人物，以求獲得

讀者或評論家的青睞。她關心的是人最貼近於生活的現實，陳述的都是經常發生

於人們週遭的事件，所以她的小說流露出的，是一種最貼近人心的悸動。 

    黃淑琪認為，王安憶長於對「庸常之輩」的描寫，善於從生活的細微處發掘

意義，讓讀者從看似平凡的故事中，得到對生命的啟發。從她寫作初期的雯雯系

列開始，「人」就一直是她關懷的主要中心，她的故事是貼近社會民生的，是著

重於描寫市井小民的生活的，就猶如張愛玲的作品為 1930 年代上海民間文化的

代表一般，從王安憶的筆下，表現出了現代上海的風貌。49 

    梁鴻在分析王安憶著名的「三戀」時，並不從「性描寫」的面向出發，而是

著眼於小說中人物的心靈狀態。他認為王安憶關注的，是生命的存在情境和存在

狀態，時代現實只是她思考的背景，而遊走在其中的生命表現情態和由此產生的

命運才是她的目光所至。所以他認為，王安憶對「性」的描寫絕非僅僅止於「性」

對人生命存在的重要，她想探討的，應是人在性愛時的「生命狀態」。這種「生

命狀態」，包括了肉體與精神兩個層面，他認為在王安憶的小說中，肉體的存在

被視為一種個體生命的基本形式，但作者最主要所關切的，則是從這個基本形式

                                                 
47 羅慧敏，「再造烏托邦－談無風之樹的敘述人稱特色」，頁 47~51。 
48 所謂王安憶寫作的「四不」原則，係指不要特殊環境特殊人物、不要材料太多、不要語言的

風格化、不要獨特性。引自王安憶，「不要的原則」，收錄於王安憶，獨語（長沙：湖南文藝出

版社，1998）頁 131~133。 
49 黃淑祺，王安憶的小說及其敘事美學，頁 15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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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出來的，對於生命意義的探討。因此梁鴻認為，王安憶小說中性愛場面的描

寫，只是一個媒介，她所著意表達的，則是在這種原始本能的背後所存在的生命

狀態與意義。50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從這三位作家的作品當中，看見他們對民間社會的深刻

描寫，他們拋棄了文革時期那種「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也不再把政治視為傾訴

的唯一，轉而敘寫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並在其中流露出對現實世界諸多不公的

批判，同時更透過故事情節的營造，導引讀者去深思人生真正的意義。本論文便

希望從這三位作家筆下的民間生活出發，透過分析他們對於民間世界的敘寫特

色，來檢證中國大陸的文學發展已進入了新的境界。 

    綜合上述文獻，可以發現雖然在女性、家族、民間這三個層面，都分別已有

諸多重要的研究貢獻，但似乎都各偏一隅，分從作家的諸多作品中，擷取足以論

證所提觀點的依據，而忽略了在該作家的其他作品裡，可能出現的其他情況，進

而導致所提出的觀點，可能無法在同一作家的作品中取得一致性。筆者注意到這

個重要的問題，故透過女性、家族、民間三個層面，來進行對作家作品的檢視，

希望能在不同的主題中，透過不同的切入角度，以得到更具普遍性的分析成果。 

    從女性層面，我們可以發現，這三位作家的小說中，傳統「男強女弱」、「男

尊女卑」的型態已產生很大的轉變，女性角色在他們的小說中，呈現出不同於以

往附庸角色的價值。另外，在「性」的方面，她們也表現出主動、開放的形象，

在新時期文學中，這樣的寫作型態似已蔚成潮流，筆者在正文中所要探討的，首

先是對於這三位作家筆下這些迥異於傳統女性形象的討論，接著再對新時期文學

中所產生的這種關於女性形象的轉變，進行形成原因的分析。 

    至於家族層面，從這三位作家的筆下，我們可以發現，他們筆下朝思暮想的

                                                 
50 梁鴻，「『生命存在』的讚美詩－重讀『三戀』兼談王安憶的創作理念」，青海社會科學（西寧），

2002 年第 5 期，頁 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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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總是故鄉或是豐富他們生命經歷的地方，莫言的高密東北鄉、李銳的四川、

呂梁山區、王安憶的上海都是這樣，這是他們建構家族小說的起點，透過他們的

虛構與想像，歷史被還原成一種有別於文獻記載的原生狀態，而他們創作這些家

族小說的原因，或是源於一種「不甘」的情緒，本論文中所希望探討的，便是這

些出現於他們家族小說中的特色，以及其發生的原因。 

    民間層面，筆者則希望透過作家小說中對一般市井人物的日常生活書寫，以

及作品中對於現實生活的批判，來分析文革後大陸文學型態的轉變。官方制式化

的「廟堂」意識所形塑起來的文學「共名」狀態，在文革結束之後，隨著政治局

勢的放鬆而受到極大的挑戰，作家們紛紛著眼民間，政治已不再是文學作品中的

唯一主題，生命意識的追尋起而代之，成為許多作家從事作品創作的主要目的，

本論文便希望對這些現象加以評析，以檢視大陸文學在文革結束之後的發展狀

況。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文預計採取的研究途徑，是透過女性、家族、民間三個角度，來檢視李銳、

莫言、王安憶這三位作家作品中的共性與個性。文革結束後的新時期，相對於文

革及文革前的時期來說，是一個國家控制相對放鬆的時期，隨著市場的開放，新

知識與新觀念陸續湧進中國，對中國人傳統的生活型態造成極大的衝擊，在文學

領域中，福克納、馬奎斯作品的引進，對當時的中國作家帶來深遠的影響，意識

流、魔幻寫實主義的作品，也開始頻繁的出現在中國作家的筆下，豐富的創作實

驗一時蔚為潮流。然而，筆者想要探討的是，在中共高壓式的意識形態控制逐漸

在文革後市場化的社會中呈現弱化的情況下，作家們在作品中的書寫究竟呈現出

何種不同於 1976 年前的風貌？從國家以下的角度來看，女性、家族、民間三個

面向，是一種同心圓式的、由個人中心向外擴展延伸的研究範疇，筆者想要探討

的是，在文革結束之後，作家們豐富的作品中，這種由個人到家族，再由家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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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敘寫，到底呈現出什麼樣的特色？而這些特色相較於 1976 年以前的中國

文壇，究竟有什麼不同的地方？又是什麼原因造成這些相異之處的產生？ 

    在此，筆者必須說明的是，何以在個人的層次上，本論文採取作品中的女性

角度為代表，而非傳統的男性視角？筆者以為，中國的文學傳統，自古以來便是

以男性為敘述中心，縱偶有例外，也僅是為之甚寡的少數，直至近現代，許多作

品中提及女性人物（即使其為該作品中份量極重的主角之一），也常僅以某「氏」

帶過，顯而易見的是，女性不僅在現實社會，連在文學作品中都常常被當作男性

的附庸看待。然而，這種文學現象在文革後遭到很大程度的扭轉，尤其本論文所

討論的三位作家，他們的作品中，女性常常扮演整部作品中的靈魂角色，並呈現

出遠超過男性的個人素質，因此筆者以為，在研究這三位作家、作品之際，由女

性的角度切入，應能較男性角度有更深刻的認識與體驗。 

    至於家族層次，由於中華民族是一個特別重視門閥觀念的民族，在封建的帝

制時代，家族擁有對族人無比崇高的影響力和控制力，幾乎從生老到病死，無一

能與家族脫離關係，這種權力關係延續到近現代，雖然隨著社會文明的發展與民

主觀念的日益普及，已不再顯得如此強勢，但潛在的影響仍持續發酵，此點從這

三位作家的作品裡，正可窺其一斑。 

    第三個層次是民間的層次，廣大的民間社會，充滿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存

在於這些人物間，生動而複雜的情感。在文革結束之後，那種形塑「高大全」形

象的創作方法，已普遍地遭到遺棄，作家們紛紛採取市井的小人物為故事的主人

翁，描寫發生在他們週遭，最貼近他們生活本真的原始樣貌。長期以來被壓抑的

創作意志，在此時不但透過質量俱精的作品展現出來，更顯而易見的是，這些作

品裡都隱涵了對現實世界的批判與指責，這相較於文革時期國家意志主導一切的

情況，已完全不可同日而語。盲目崇拜的歲月已經過去，作家們的主體意識得到

極大程度的發揚，並透過具體的寫作呈現出來，這點可以從新時期的許多文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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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得到充分的驗證。 

    基於上述的原因，本論文希望從女性、家族、民間三個層面，展開對中國大

陸文壇在 1976 年後文學新狀態的檢視，透過研究李銳、莫言、王安憶三位作家

作品中對於這三個主題的描寫，來驗證當代中國大陸文學的嶄新發展。另外，筆

者將在論文中根據章節安排與作家特色的相對關係，適當調動論述的順序，以更

符合整體的敘述脈絡，並呈現出作家個人風格在個別領域的特殊性。 

    本論文預計採用的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由於本論文研究範疇的需要，首

先必須大量引用李銳、莫言、王安憶等三位作家的原始作品，為免遺漏重要的研

究資料，此三位作家所發表的著作，包括小說、散文作品與演講集等，都包含在

本論文採用的文獻範疇之內，涵蓋這三位作家在兩岸三地所發表的簡繁體中文著

作。其次，由於許多相關的學術著作與期刊論文等資料，常常提出了卓有貢獻的

研究視角與闢見，所以有關論述此三位作家、作品的相關學術著作與期刊論文，

亦為本論文所納入的研究文獻範疇。最後，相關於本論文章節設計的女性、家族、

民間等部份，亦預計援引部份與本論文主題相關之書籍，作為切入本文核心論述

的輔助。 

    此外，筆者以為，要研究中共建政之後的文學發展時，不能不把政治方面的

因素考慮進去，在「文藝為政治服務」前提之下，文學發展的過程，勢必與當時

的政治形勢形成緊密的連結關係，諸如對中共文藝發展造成重大影響的在延安文

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等文件，都氤氳著濃厚的政治氣

氛，即使在文革之後的新時期，文學本身的漸趨多元，也是因為政治相對放鬆的

結果。因此，筆者以為，除對於相關文獻的檢閱分析之外，歷史發展對文學的與

影響（特別在當代中國），亦是不容忽視的一環，故在撰寫正文時，將適當引用

歷史史料，來作為文學發展過程的背景映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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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疇 

    本文撰寫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透過對大陸當代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中，幾

個主題的研究，來驗證大陸文學的發展狀態，已在文革結束後進入了新的階段。

由於筆者所選擇的三位作家，分別是李銳、莫言與王安憶，故本文的論述核心，

主要將以這三位作家的作品為主，其他作家的作品或論述僅在行文中有所必要之

處方行引用。在作家作品的引用方面，主要由此三位作家在文革後發表的作品伊

始，直到 2007 年所發表的著作為終，此間包含他們在兩岸三地所發表的所有簡

繁體中文著作，惟筆者依研究需要略做選擇。在研究主題方面，本論文設計以女

性、家族、民間為三個主要的切入視角，故整體行文將以此三個主題為論述核心，

其餘相關議題有待來日再行探討，亦可做為後續研究的基礎。 

    本論文的章節安排方面，第二章的重點放在歷史回顧的部分，主要以文革結

束的 1976 年作為劃界，在第一節分別論述「十七年文學」、「文革文學」的概況。

在敘述「十七年文學」方面，主要說明此時期「文學為政治服務」、「文學以政治

為目的」的情況，兼論此時期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介紹，並說明文學發展逐漸左

傾的過程。「文革文學」部分，則主要敘述此時期文學發展的主要特色，諸如「三

結合」、「高大全」式的寫作方式、單調枯燥的訴求與意象等。第二節則主要論述

文革結束後，隨著意識形態的放鬆與市場的開放，所造成的文藝思潮迭起與寫作

型態轉變的情況。這個時期無論寫作的質與量，相對於 1976 年以前，都有極大

的提升，故此節希望透過這個被稱之為「新時期」時代的探討，來檢證大陸文學

在文革後的新發展。 

    第三章開始切入本文的核心論述，首先由個人層次的「女性」書寫著手，分

析這三位作家作品中的女性特質，包括對傳統女德的顛覆、男尊女卑情況的扭

轉，與對母性謳歌的讚揚。在這章中，筆者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呈現這三位作家

的作品裡，與中國傳統男權主義視角的差異、探討這些鮮明的女性形象在他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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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的重要意義，以及他們為什麼要塑造出這些迥異於傳統女性形象的潛在原

因。 

    第四章則由「家族」的層面出發，主要試圖分析這三位作家建構家族神話的

原因，這可能與他們生命故事的起點、家族歷史的淵源、超越現實的想像有關。

筆者認為，作家的生命經歷，是他們創作生活中一個魂牽夢縈的主題。不管有意

或無意，他們總容易在作品中流露出與自己切身經驗有關的敘述，所以他們始終

不會停止敘寫他們記憶中最熟悉、最深刻的人、事、物。而這些存在於作家腦海

中最深刻的印象，往往發生於他們的故鄉或曾長期生活過的地方。在中國人的傳

統觀念中，一個人姓什名誰，是某家的某某人，便是他們在描述該地區社會關係

最基本的敘述形式，簡單來說，「家族」是一個人與社會關係的起點，也是社會

其他人對此人認識最初的切入角度。在大陸新時期的作家當中，我們常能看見一

些家族小說的建構，筆者以為，這些家族小說寫作的潛在動因，除了作家們對家

族的依戀與浪漫想像的充分發揮外，應還存有一種「今不如昔」的不甘，姑且不

論實際情況是否如此，這些作家的筆下卻確實流露出這樣的情緒。因此，筆者以

「家族」為主題專設一章，藉以討論這些現象發生的原因與特色。 

    第五章則深入探討他們作品中所呈現出的「民間」特色，包括對一般市井小

人物的書寫、對現實不公的批判，以及對於真正生命意義的追尋等。1976 年之

前，文學主要的存在目的，是為了政治的需求，特別在十年文革時期，文學作品

中從人物性格、形象到故事的發展，都帶著教化的目的，主要是希望灌輸人民階

級鬥爭的概念與正確的政治意識，所以這個時期的文學，相對而言是「廟堂」的，

是官方透過嚴密的控制與籌劃，僵硬的搪塞到人民的生活裡的。直到文革結束之

後，文學方才慢慢發展出了屬於自己的「民間」特色。小人物、生活瑣碎的書寫、

直書胸臆的小品文章、諷諭時政的小說戲劇等，雨後春筍般地在文革後的文壇出

現，在這些作品中，政治的價值不再是傾訴的唯一，取而代之的，是對於真正生

命意義的追尋，因此，本章主要便希望透過對這些「民間」特色的探討，來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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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文學已進入了新的發展境地。 

    第六章則是結論。在此章裡，將回顧並檢討整部論文的研究所得，並提出與

本論文論點相符的研究成果。 

 

 

 

 

 

 

 

 

 

 

 

 

 

 



28    文革後大陸文學的新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