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家族神話的建構 

    1980 年代，大陸文壇興起了一股家族小說的創作風潮，許多作家都紛紛地

透過家族小說的建構，來反思過往歷史，並搜尋自己在現實世界的定位。許多論

者認為此時家族小說的迭興，是受到文化尋根思潮的影響，導致作家們試圖藉由

家族小說的創作，去回答一個「我從哪裡來」的問題，以塑造起對自我的定位與

認同；也有人以為這是受到西方作家如福克納等人的影響，所引起的一種新的創

作嘗試。此處筆者並無心對作家們建構家族小說的原因作根本性的分析，而是希

望探討這些家族小說的表現形式、創作內涵，以及它們對大陸新時期文學所造成

的影響。因為家族小說的建構，已然成為 1980 年代大陸文壇諸多作家用來表述

創作觀、歷史觀與生命觀的重要形式，而這種創作形式，確實極大地豐富了大陸

新時期文學的內涵，與文革剛結束時那些乍閃即逝的主題文學相比，呈現出一種

更為成熟多元的風貌。 

第一節  故事敘述的起點 

    威廉．肯尼（William Kenney）在分析作家作品與讀者間的關係時，曾經提

出一個觀點：「促進讀者對小說內容完全了解的最佳方法，是先促進他對作者選

擇的了解。」1也就是說，讀者如果無法了解作者創作的背景與原因，以及作者

為何要選擇某個特定的題材來進行創作，那麼他對作品的理解就很容易出現偏差

或是隔靴搔癢的情況。縱觀莫言、王安憶、李銳三位作家的作品，可以發現他們

的寫作中，都有幾個恆常不變的主題，對於這些主題的關切，往往便成為他們創

作的核心，並由此發展出他們獨屬的寫作區塊與風格。其中最顯著，也是最初始

的一個主題，就是他們對於自己生活的故鄉，或是曾經在年少時代擁有過深刻生

命體驗的地方，那種恆久不輟的書寫。 

                                                 
1 William Kenney 著，陳迺臣譯，小說的分析（台北：成文出版社，1977），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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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寧在分析莫言等人的小說時，曾經指出： 

原鄉一直以來是一個古老的母題，沿著這個母題，人類以不同的語言

和表達方式訴說了數不清的故事。以「異鄉人」的身分追溯原鄉是它

基本的模式。原鄉往往是一種被對象化了的複雜情感意象－它是家、

是祖先流動的血脈，是一種根植在每一個「原鄉人」生命中的文化記

憶。2 

    這段話很深刻地體現出了莫言從逃避家鄉，到擁抱家鄉這種創作階段的演

變。他曾經說過：「故鄉給我的印象，是我小說的魂魄。」3 對他來說，「高密東

北鄉」的一切，便是他筆下永恆關懷的主題，而且是最重要、最核心的主題。莫

言在二十歲時，才離開家鄉，開始他的軍旅生活。他曾經在許多著作中提到他當

時那種渴求擺脫故鄉這塊土地的希望，4甚至在他剛開始創作的時候，還特意地

對故鄉採取迴避的態度，但卻赫然發覺，一切都不是他所想的那麼回事： 

1980 年，我開始了文學創作。我拿起筆，本來想寫一篇以海島為背

景的小說。但湧到我腦海中的情景，卻都是故鄉的情景。……繚繞

在我耳邊的是故鄉的方言土語，活動在我眼前的是故鄉形形色色的

人物。……在以後的幾年裡，我一直採取著迴避故鄉的態度，我寫

海浪、寫山巒、寫兵營，但實際上，我在一步步地、不自覺地走回

                                                 
2 張寧，「尋根一族與原鄉主題的變形－莫言、韓少功、劉恆的小說」，中外文學，第 18 卷第 8

期（1990），頁 155。 
3 莫言，「故鄉往事」，收錄於莫言，愛唱歌的牆（台北：麥田出版社，2000），頁 19。 
4 例如莫言曾在一篇題為「超越故鄉」的文章中提到：「十八年前，當我做為一個地地道道的農

民在高密東北鄉貧瘠的土地上辛勤勞作時，我對那塊土地充滿了刻骨的仇恨。它耗乾了祖先們

的血汗，也正在消耗著我的生命。我們面朝黃土背朝天，比牛馬付出的還要多，得到的卻是衣

不蔽體，食不果腹的淒涼生活。……當時我曾幻想著，假如有一天，我能幸運的逃離這塊土地，

我絕不會再回來。」由此可以窺見少年時期的莫言，對於自己生長的那塊土地，曾有過多麼強

烈的不滿，以及他當時深切逃離那塊土地的渴望。引自莫言，「超越故鄉」，愛唱歌的牆，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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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5 

    就如莫言所說的：「對於生你養你、埋葬著你祖先靈骨的那塊土地，你可以

愛它，也可以恨它，但你無法擺脫它。」61984 年，莫言創作了一個短篇－「白

狗鞦韆架」，在這篇小說中，他第一次打起了「高密東北鄉」的旗號，開始了他

以故鄉為主題的寫作生涯。從此以後，他便開始以高密東北鄉為原型，創作了一

部部扣人心弦的作品。幾乎可以說，「高密東北鄉」這五個字，便是莫言創作的

萬靈丹，這點可以從莫言自己的話中獲得證實：「我的小說都是從高密東北鄉這

條麻袋裡摸出來的。這條破麻袋，可真是好寶貝，狠狠一摸，摸出部長篇，輕輕

一摸，摸出部中篇，伸進一個指頭，沾出幾個短篇」7、「回到了故鄉我如魚得水，

離開了故鄉我舉步艱難。」8評論家雷達對莫言作品的分析，也等於從側面印證

了莫言這些話的實際性：「我感到，一旦離開『高密東北鄉』，他（莫言）的筆就

突然變得滯澀笨拙，他的感覺和想像也出乎意外的貧乏起來。」9由此可見，故

鄉便是莫言創作靈感的源泉，在他口中的這塊「血地」，10就是他創作上的「根」，

也是他筆下恆久不變的傾訴。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莫言筆下的「高密東北鄉」，並不僅僅只是地理上的

概念而已，而是被他的創作放大成一個文學意義上的概念。這點在莫言於日本駒

澤大學的演講中，就曾經提到： 

我想我的「高密東北鄉」應該是一個開放的概念，而不是一個封閉的

概念；應該是一個文學的概念而不是一個地理的概念。我創造了這個

「高密東北鄉」實際上是為了進入與自己的童年經驗緊密相連的人文

                                                 
5 莫言，「我的故鄉與我的小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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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6 莫言，「我的故鄉與我的小說」，頁 25。 
7 莫言，「我的故鄉和童年」，星光（北京），第 11 期（1994），頁 104。 
8 莫言，「超越故鄉」，愛唱歌的牆，頁 183。 
9 雷達，「歷史的靈魂與靈魂的歷史－論紅高粱系列小說的藝術獨創性」，收錄於楊揚編，莫言研

究資料（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頁 159。 
10 莫言在「超越故鄉」這篇文章中，曾把故鄉稱之為「血地」。引自莫言，「超越故鄉」，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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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環境，它是沒有圍牆甚至沒有國界的。11 

    在這種情況下，高密東北鄉實際上成為作家發揮他天馬行空想像力的載體，

或者更明確的說，故鄉的一切是作家創作故事時的初始原型，故事的具體內容則

是透過作家驚人想像力的噴薄，而在這個原型上衍生出各種不同形式的創作。在

這樣的情況之下，即使是無關故鄉的經歷，也很容易被作家移植到故鄉中來。12

也就是因為這樣，莫言等同在真實故鄉的基礎上，創造了一個比他的真實故鄉更

豐富、更博大的文學故鄉，所以當他後來在舉世聞名的紅高粱家族中說道：「高

密東北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麗最醜陋、最超脫最世俗、最聖潔最齷齪、最英雄好

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時，13所呈現出來的那種對故鄉強烈情感

投射的激情，就更能夠猛烈扎實地撼動人心，而令人留下難以抹滅的印象。 

    而談到王安憶的作品，則很難將她與上海這個城市分割開來。上海是她筆下

反覆歌詠吟唱的主題，也是最重要的主題。但事實上，王安憶並不完全是一個土

生土長的上海人，就如同她在小說中說的，她是個「坐在痰盂上進入上海的孩

子」，14但無庸置疑的，這個她所移居的城市，對她的人生與創作過程，都起了

相當關鍵的作用。 

    與莫言不同，出生於南京的王安憶，上海對她而言，並不能稱作「故鄉」。

她是一個上海的外來移民，上海對於她來說，並沒有先天上的地理聯繫與情感羈

絆。所以當她隨著父母進入這個城市時，她與上海間的歷史可說是一片空白。但

是，隨著時間的推衍，上海這個優美如歌、繁華如夢的城市，漸漸與她的生命形

成不可分割的連結。然而，由於遷徙、成長背景與家庭狀況等種種原因，讓她的

生命裡，始終無法擺脫一種強烈的孤獨意識，也無法同旁人一樣，從自己過往的

                                                 
11 莫言，「神秘的日本與我的文學歷程－在日本駒澤大學的即席演講」，小說在寫我：莫言演講

集（台北：麥田出版社，2004），頁 39~40。 
12 莫言曾經說過；「一個作家難以逃脫自己的經歷，而最難逃脫的是故鄉經歷。有時候，即便是

非故鄉的經歷，也被移植到故鄉的經歷中。」引自莫言，「超越故鄉」，頁 181~182。 
13 莫言，紅高粱家族（台北：洪範書店，1988），頁 2。 
14 王安憶，紀實與虛構（台北：麥田出版社，2002），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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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中，去搜尋到自我的定位與認同，就如同作家說的：「時間上，她沒有過去，

只有現在；空間上，她只有自己，沒有別人。」15因此，王安憶的筆下，就像命

定似地，屢屢出現充滿憂傷與孤獨意識的作品。 

    孤獨是一個人被遺忘時的精神體驗，其中帶有一種失去根基的懸空感，憂傷

則是在這種懸空感下所自然產生的消極情緒。在王安憶的小說中，常常可以看見

類似的描述：「我是誰家的孩子啊，我不由地一陣鼻酸，我覺得自己很可憐，孤

零零一人在世上，甚至還受了欺凌。」16因此，透過對生命起點的搜尋，自然也

就成為消弭這種無根空虛感的必然途徑。為了擺脫這種孤獨與憂傷，王安憶開始

透過反覆的書寫，去搜尋她與現實世界，特別是與上海這個城市的聯繫。所以她

的小說，特別是家族小說，其實就是一個尋找與建立關係的過程，如作家所言：

「家族神話像黑夜裏的火把，照亮了生命歷久不疲的行程。」17透過家族神話的

建構，作家與城市建立起了緊密的關係，在上海孤獨無助的「我」，也才因此而

能成為一個有「根」的人。就像王向東所言，王安憶「熱衷於置個體於各種質感

的縱橫網絡，現實目標直指擺脫孤獨，尋根的過程即減緩心靈痛苦的過程。」18

所以，我從何處來，我向何處去這個問題，便形成王安憶家族小說中的重要主題，

關於這個問題的探討，也成為她之所以建構家族小說的主要原因。 

    同上所言，王安憶的「尋根」其實是建設關係的代名詞，她尋的是生命之根、

人生之根。反映在創作上，則早從「茹家漊」、「我的來歷」、「歷險黃龍洞」等幾

個中短篇中便可見一斑，隨著紀實與虛構、傷心太平洋兩部作品19的問世，她對

自己家族神話的建構才可告完成。 

    紀實與虛構被認為是一部母系的家族歷史。這部作品中，單數章講的是「我」

                                                 
15 王安憶，紀實與虛構，頁 37。 
16 王安憶，紀實與虛構，頁 45。 
17 王安憶，紀實與虛構，頁 7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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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頁 209。 
19 杭州的浙江文藝出版社，將這兩部作品編輯為父系與母系的神話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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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成長背景與經過：移居上海、對上海「感覺自己像個外來戶」的情感、

格格不入的生活步調、愛情經歷、成為作家的過程等等，把「我」在上海的歷史

從頭娓娓道來一遍；雙數章則上溯一千多年，從母親「茹」的姓氏開始，一路向

上追尋，從古代柔然國的興衰、到成吉思汗的草原帝國神話，再到部落南遷的衰

落。單雙數章的雙線敘事，到了小說尾端逐漸融合為一，最後完成對自我家族歷

史的建構。而傷心太平洋這部被王安憶自己稱之為「長詩」20的作品，則是從父

系家族的歷史出發，敘述了父親在南洋小島的家族歷史，以及他漂洋過海來到大

陸，最後定居上海的經過。 

    縱觀紀實與虛構和傷心太平洋這兩部王安憶的家族史，一共洋洋灑灑寫了數

十萬言，但明顯可見的，她最終所要講述或者說驗證的，仍是一個發自原點的問

題－「我」與上海的關係。透過家族神話的演繹，作者得以建立起「我」在上海

的定位，從這個角度來看，王安憶的家族小說，可說是她用來尋找對上海的認同，

以及化解「無根」空虛的重要途徑。 

    如果說莫言筆下反覆吟詠的是高密東北鄉，而王安憶是上海的話，李銳的作

品則流露出對呂梁山區與家鄉自貢（銀城）的永恆關切。 

    縱觀李銳的作品，可以大略的分出兩個區塊。一個是從厚土開始，一直到無

風之樹、萬里無雲，以及中間一些如「北京有個金太陽」等短篇著作，這部分的

創作主要反映了他對曾經插隊的呂梁山區的深切關注。另一部份則是以家鄉自貢

為原型的銀城系列，包括了舊址、銀城故事，以及如「傳說之死」等短篇，可說

是以故鄉為素材的創作。對這兩個地區人事景物的描寫，形成李銳筆下最重要的

主題。 

                                                 
20 王安憶在「更行更遠更生」這篇文章中曾經說道：「我常常講，在我的小說裡面有兩首長詩，

一是傷心太平洋，一是烏托邦詩篇，我不是把它們當小說寫的，而是當詩來寫的，並且我覺得

是寫的非常好的詩，我自己認為這兩篇作品比詩歌更像詩。」引自王安憶，「更行更遠更生」，

收錄於王安憶，王安憶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3），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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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銳曾在日記中這樣寫過：「中國是什麼？中國是一個成熟了太久的秋天。」

之後，他「半晌無語，眼裡浮上來的都是呂梁山蒼老疲憊的面孔。」211969 年，

李銳從北京遠赴呂梁山區的一個小村莊邸家河插隊落戶。他在這個偏僻荒蕪的小

村落做了六年農民，這六年的經歷改變了他的世界觀與歷史觀，呂梁山也從此成

為他筆下永恆關注的焦點。1980 年代中，李銳發表了以呂梁山為主題的短篇小

說集厚土（又題呂梁山印象），深刻地從各個角度描寫了呂梁山區農民的艱辛勞

作與政治壓迫下的痛苦生活：在「古老峪」中，透過下鄉知青的觀察，看見了父

女間因為婚事所產生的矛盾，父親態度的強硬與女兒委婉的反抗，都被隱藏在平

凡的生活底下，作者沒有交代出故事的結局，卻又像已經告訴了讀者最後近乎必

然的結局，反呈現出一種深沉的悲涼；「眼石」中的矛盾衝突則更加激烈，跟車

人因為欠了車把式八十塊錢，不得不忍氣吞聲的任憑自己的妻子遭人玩弄，最後

換來一句「錢，還不還由你吧」。強烈的憤怒與仇恨在大車將要滑落懸崖之際激

化到了頂點。然而，事情的解決就如同發生一樣突然，車把式也讓跟車人與自己

的妻子睡了一晚，在跟車人一句「錢我還你」之後，一切就像從來沒有發生過一

樣；「假婚」中的光棍，打從一開始就知道女人已經被隊長「過了一水」，憤憤不

平的他懷著滿腔怨恨在女人身上瘋狂發洩著。一直到後來發現女人原來早有丈

夫，因為年成不好才被迫帶著女兒出來「假婚」時，更是復仇似地在女人身上掀

起一次次的狂潮，而女人只在無聲的承受中流下了眼淚……。厚土中透過了一篇

篇精簡的故事，向人們展示了窮困生活底下，一幅幅在生存邊緣掙扎的圖像，其

中那種根植於他們生活底下，似乎永遠無法逆轉，卻又如潮水般紛沓而來的苦

難，沉重地敲擊著讀者的心靈。 

    同樣以呂梁山區為背景的無風之樹與萬里無雲，則更深入地描寫了政治壓迫

下人民所遭受到的苦難。無風之樹中的矮人坪，在極端窮困的生活底下，形成了

他們不容於世俗道德所見的「公妻」現象，這種現象在代表政治權力的劉主任與

                                                 
21 轉引自王堯，「『本土中國』與當代漢語寫作－李銳小說論」，收錄於李銳，李銳精選集（北京：

北京燕山出版社，2006），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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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堂意識的苦根兒身上，產生了立場迥異的牴觸。在村中唯一的富農份子拐老五

自殺之後，這種廟堂與民間意識的矛盾達到了頂點。李銳透過各個人物的陳述，

蓄而不彰地表達了他深沉的批判；萬里無雲則是透過了鄉村教師張仲銀在五人坪

裡所經歷的兩次造神運動，來反映出在受到政治影響下知識分子的精神特徵，就

像李銳自己所說的：「古人說：『哀莫大於心死』。可我的主人公卻死了兩次。」22

上述幾部以呂梁山區的人民生活為主要描寫對象的篇章，可說是李銳小說筆下永

久關注的核心。王堯曾經說道：「李銳因為有了呂梁山，才有了敘述本土中國的

可能。」23李銳筆下的傾訴，深深地寄託在呂梁山貧瘠的土壤與農民困難的生活

之中，後來他作品裡所展現出來那種深刻的苦難意識，與他在呂梁山的生命經

歷，可說是息息相關的。 

    另外一個李銳筆下長久以來傾訴的焦點，是以家鄉自貢為原型的銀城。有別

於其他撰述家族史的作者，李銳並沒有堂而皇之的將「自貢」這個城市的名字放

進他的小說中，而用了「銀城」這麼一個詩意化，且和故事中那個盛產井鹽的城

市名實相符的名字，來撰述一個李氏家族的故事。不過，與莫言、王安憶不同的

是，在家族神話的建構上，他採取的是一種象徵的手法，不管在故事發生的地點，

還是故事中的李氏家族，他都不曾大張旗鼓的告訴讀者，故事中的銀城就是他的

故鄉、故事中的家族便是他的家族，留給讀者更多想像與玩味的空間。 

    舊址與銀城故事這兩部長篇，是李銳環繞著銀城這座古老卻發達的城市，所

建構起來的故事。舊址透過了對這個城市裡一個擁有悠久歷史家族的描寫，反映

了中國將近一個世紀以來的歷史風雲。家道漸落的名門世家、一夜致富的商業鉅

子、運籌帷幄的地方軍閥，組成了城市的權力結構，造就了不知多少愛恨情仇的

糾葛。然而，在時代的變遷與政權的遞嬗中，這一切的一切，最終都化成了一個

叫做歷史的名詞。銀城故事則以清末民初時，一場失敗的革命暴動為主軸，從廣

                                                 
22 李銳，「謂我何求」，收錄於李銳，萬里無雲（台北：麥田出版社，2006），頁 3。 
23 王堯，「『本土中國』與當代漢語寫作－李銳小說論」，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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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全面的角度，深刻描寫了在銀城中的人事景物。無論是熱血沸騰的革命青年、

精明幹練的綠營總兵、老謀深算的家族族長，一直到揭竿起義的草莽英雄、汲營

謀生的牛屎客，24都成了李銳筆下的主人翁，故事透過這些人物不同視角與觀感

的呈現，編織了一幅時代交替間的眾生圖像。 

    呂梁山區和銀城，迄今仍是李銳筆下持續吟詠、挖掘的主題，他把在自己生

命中最切身的經歷與體驗，都透過他一枝從不停止寫作的筆，澎湃不絕的傳達給

讀者。他的筆耕不輟，是因為他有一種對訴說的焦急渴望，而呂梁山與銀城，在

他從事訴說的過程中，無疑扮演了最重要的地位。 

第二節  想像與歷史 

    大陸學者尹季曾經為文指出 1980 年代家族小說的特徵：「他們一般都蘊涵著

作者強烈的反思意識，對傳統文化背景下的家族或大家庭的生活進行還原或寫

意，將複雜的血緣和等級關係組成一種歷史記憶。」25這種強烈的反思意識往往

揉合了作家理想性的探求，更因為透過了家族這個中國人基本社會定位的追尋，

而使他們筆下的歷史產生了一種傳奇化的效果，除了呈現出一種稗官野史的活潑

性質之外，更甚者還透過豐沛的想像能力，塑造出一幅幅作家心目中的歷史圖像。 

    前面曾經提到，故鄉是莫言的創作中恆常不變的一個傾訴主題，既然莫言以

「高密東北鄉」為他筆下最主要的創作核心，那麼，故鄉的人、事、物，自然也

就理所當然地成為莫言筆下的主角。又如果說故鄉所代表的，是作家生命過程的

橫軸，那麼，家族的歷史與傳說，便應是代表作家生命的縱軸了。 

    尼采曾經說過：「歷史其實是美學的創造，故其所謂真相其實是戲劇性而非

                                                 
24 在銀城故事中，「牛糞餅」是每個家庭最經濟實用的燃料來源，主要以牛糞兌水後經踩踏風乾

製成，所謂的「牛屎客」在故事中指的便是以製造牛糞餅為職業的人。 
25 尹季，「二十世紀末中國家族小說的敘事特性」，船山學刊（長沙），2005 年第 3 期，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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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性的。」26如果說歷史可以是美學的創造，而真相更可以是非客觀性的，那

麼莫言的家族小說，無疑充分地體現了尼采這句話的蘊意。縱觀莫言的家族小

說，除了他的成名作紅高粱家族外，還有食草家族、豐乳肥臀等。從他的家族小

說中，可以窺見他天馬行空的想像力。就像他所說的：「我認為想像力是一個作

家最重要、最寶貴的素質。」27紅高粱家族便是他體現上述說法的產物。28對莫

言來說，歷史並不是再現的過程，而可以是透過想像來表現出來的，他曾經說過： 

小說家並不負責再現歷史也不可能再現歷史，所謂的歷史事件只不過

是小說家把歷史寓言化和預言化的材料。歷史學家是根據歷史事件來

思想，小說家是用思想來選擇和改造歷史事件，如果沒有這樣的歷史

事件，他就會虛構出這樣的歷史事件。29 

    這裡的「選擇」、「改造」、「虛構」，充滿了作家個人思考、想像的空間，因

此莫言筆下的歷史，就呈現出一種有別於我們對所謂「歷史」那種客觀冷調的印

象，而比較傾向野史、演義的型態。30 

    在食草家族裡，莫言更進一步地發揮了驚人的想像力。在這部以倒敘方式來

講述一個家族興衰史的長篇小說中，可以看到許多具有強烈魔幻色彩的橋段。無

論是描述紅馬駒透過變形而成為食草家族的女祖先、近親交媾下產出的一批手腳

生蹼的子女這類荒誕奇異的情節，還是他大膽以醜為美的極端寫作，確實帶給讀

者許多新的體驗與感受，儘管遭到的評價毀譽不一，但此書無庸置疑地展現出了

                                                 
26 轉引自廖咸浩，「『詩樂園』的假與真－紅樓夢的後設敘述」，聯合文學，第 12 卷第 6 期，頁

120。 
27 石一龍，「故鄉、夢幻、傳說、現實－著名作家莫言訪談錄」，小說在寫我：莫言演講集，頁

172。 
28 莫言曾在「好談鬼怪神魔」一文中提到：「我在八十年代中期覺悟到小說應該天馬行空，無拘

無束，於是有了紅高粱家族等熱血澎湃的小說。」引自莫言，「好談鬼怪神魔」，收錄於孔範今、

施戰軍編，莫言研究資料，頁 29。 
29 莫言，「我的豐乳肥臀－在哥倫比亞大學的演講」，收錄於楊揚編，莫言研究資料，頁 59。 
30 鐘怡雯歷史的重構一書中亦將莫言小說中所展現出的歷史樣貌，用「性與血建構的野史」來

稱之；周英雄也曾稱莫言的紅高粱家族為「一部很具現代特色的演義小說」。分別引自鍾怡雯，

歷史的重構（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97），頁 119~133；周英雄，「紅高粱家族演義」，紅高

粱家族，頁 49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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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凡的、不受框限的想像能力。 

    許多論者在分析莫言的作品時，常會使用新歷史主義的角度，來看莫言筆下

對主流話語地位的反撥。31而被莫言稱之為「我的代表作」的豐乳肥臀，32則可

說是新歷史主義思潮下，一部不論是容量或質量，都表現出極高水準的作品。這

部作品曾被張清華讚譽為「新歷史主義小說的扛鼎之作」、「新文學誕生以來迄今

出現最偉大的漢語小說之一」。33在豐乳肥臀中，莫言融合了自身成長經歷、故

鄉的景物、風俗、傳說，以及真實的歷史情節，強化了他在紅高粱家族中所建立

起來的歷史與人類學雙重關注的創作風格。他透過描述上官家族裡成員們不同的

遭遇和命運，連結起中國 20 世紀的歷史中諸多最重大的事件，範圍幾乎涵蓋了

所有政治、社會與文化層面。像是對日德侵略、江湖草莽、國共鬥爭、改革開放、

文化大革命，乃至於宗教、巫術文化的描寫等等，都無所不包地集結在這部作品

當中。如此宏偉的內容，使這部作品具備了一個開闊的歷史架構。更重要的是，

透過莫言這種家族野史的建構，歷史得以用一種活潑自在的方式來呈現，因此能

夠產生更深刻、更貼近的感觸與體驗。另外，如果換個角度來審視，豐乳肥臀中

上官家族歷史的推衍，極大程度也可以說是 20 世紀多數中國人共同的歷史記

憶。莫言所創作的這類家族小說，實際上有一種縮影的效果，運用家族的歷史表

述了國族的遭遇，縱使其中不免多有誇大離實、不合邏輯的情節出現，但那本來

就是這類傳奇、演義式的作品特色所在，或許也就如同莫言自己說的：「我認為

小說家筆下的歷史是來自民間的傳奇化了的歷史，這是象徵的歷史而不是真實的

歷史……。但我認為這樣的歷史才更加逼近歷史的真實」。34從這個角度來說，

這些可能與事實相悖的情節，不僅不會損傷到作品的完整性，反而更呈現出民間

                                                 
31 王一，「莫言訪談錄」，小說在寫我：莫言演講集，頁 211。 
32 莫言曾在與石一龍的訪談中，提到「我認為豐乳肥臀是我迄今為止最沉重的一本書，也是感

情包含最豐富的一本書。不管這本書遭受過什麼樣的命運，如果要說代表作的話，這本書就是

我的代表作。」引自石一龍，「故鄉、夢幻、傳說、現實－著名作家莫言訪談錄」，頁 164。 
33 張清華，「莫言與新歷史主義文學思潮－以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檀香刑為例」，海南師範

學院學報（海口），2005 年第 2 期，頁 37。 
34 莫言，「我的豐乳肥臀－在哥倫比亞大學的演講」，收錄於楊揚編，莫言研究資料，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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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狀態的風貌，也讓這部作品展現出一種民間歷史文本的特質。 

    王安憶紀實與虛構一書，全文開頭的第一句話便是：「我們在上海這個城市

裏，就像是個外來戶。」35前面已經提到過，上海的語言、傳統，在她的家庭背

景中，都是相當缺乏的文化認同元素，因此使作家和上海產生隔閡，進而萌生一

種孤獨意識與憂傷風格，所以才透過家族神話的建構來嘗試達成人與地域間的完

善。 

    杜夫海納（Mikel Dufrenne）說：「存在就是被敘述。」36相反地，王安憶是

用自己的敘述，來證明自己的存在。唯一有所不同的是，她比別人走得更遠、更

執著。在她的家族小說裡，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她是多麼努力地創造自己與時間、

空間的連結。她不僅虛構了家族的歷史，甚至還虛構了自己的歷史，為的是透過

這種縱向與橫向關係的建構，確定她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因此，她的家族小說，

可說是一種尋找自我生命定位下的產物。 

    父系與母系的神話此書的封底上，王安憶有著這樣的題詞：「倘若難以知道

我們向哪裡去，也當知道我們從哪裡來！」37在紀實與虛構中，她更是幾近喋喋

不休的告訴讀者們家族神話的重要性，38其實這些話語底下的潛在原因，都是來

自一種無根的漂浮感與孤獨感。因此，無論是講述父系家族歷史的傷心太平洋，

還是母系家族歷史的紀實與虛構，我們都可以清楚地看見作者不斷地攀爬歷史，

去追尋自己的來歷、去找回自己的「根」。但當讀者們以為她已經透過家族小說

的建構，稍稍紓解了這種飄浮感與孤獨感時，她竟又跳出來打破這種聊堪慰藉的

                                                 
35 王安憶，紀實與虛構，頁 39。 
36 轉引自鍾本康，「王安憶的小說意識－評父系與母系的神話」，當代作家評論（瀋陽），1995 年

第 3 期，頁 20。 
37 詳請參見王安憶父系與母系的神話一書封底。 
38 如她曾在紀實與虛構中陸續提到：「家族神話像黑夜裡的火把，照亮了生命歷久不疲的行程」、

「家族神話是一種壯麗的遺產，是一個家庭的文化與精神的財富，記錄了家族的起源。起源對

我們的重要性在於它可使我們至少看見一端的光亮，而不致陷入徹底的迷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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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另一頭隱在迷

霧中。」屢屢的提及家族神話對一個人的重要性，可見她對於「人」歷史來歷的重視。以上三

段引文皆引自王安憶，紀實與虛構，頁 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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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告訴大家說：這一切都是虛構的！39到了最後，我們才赫然驚覺，原來在

她的家族神話中，無論是大漠草原裡的鐵馬金戈，還是南洋小島上的異國風情，

還有那層層疊疊起來，有如磐石般厚重的歷史，全都是作家充滿理想化的想望，

都是她虛構的、想像的。就像在紀實與虛構中，她所使用的「逆反心理」一樣，

40在現實世界的虛構上，摻進了許多個人經驗性的生活材料，讓讀者幾乎感覺小

說中的「我」就是作家本身；在虛構世界的虛構上，她更費心查盡二十五史，從

中找到一個「茹」性與古代柔然國的聯繫，進而條理清晰地構築起一幅家族歷史

推衍的過程。這一切都不是真實的，卻又都顯得這麼真實，因此也難怪她得在全

書前還特別的加了個「幾點解釋」的聲明，告訴讀者這真的只是一部虛構的小說。

41然而，她勤勤懇懇的、一步一趨的建構起的家族神話，到了最後，卻如同作家

自己說的：「我堅持不懈地造下一座又一座紙做的房子，我自己似乎也成了個紙

人兒」，42而這可以盛裝下一切的紙房子，到頭來竟唯獨無法承載它的作者。作

家費盡苦心，一手建立起家族久遠的神話，沒想到最後卻是自己親手推倒它。「一

個人沒有故事地遠去了」，43這句話放在紀實與虛構這麼一部篇牘浩大的書後，

更令人感到一種得而復失的蒼涼，或許這也就像她曾在傷心太平洋中揭示過的：

「從地圖上看，大陸也是漂浮的島嶼。地球上的所有陸地，全是海洋中的礁石，

供人類棲身。人類其實是一個飄流的群體，飄浮是永恆的命運。」44或許，在王

                                                 
39 像置於紀實與虛構此書最前面的「幾點解釋」，王安憶便做了清楚的說明：「首先要聲明的是，

紀實與虛構完全是一個虛構的東西，雖然它所用的材料全是紀實性的。這材料的一半是資料性

的，另一半是經驗性的。以經驗性材料所構築的那部份給人以『紀實』的假象，其實它們一律

是虛構，和回憶錄無關」、「我以交叉的形式輪番敘述這兩個虛構世界。我虛構我家族的歷史，

將此視作我的縱向關係……。我還虛構我的社會，將此視作我的橫向關係。」分別引自王安憶，

「幾點解釋」，收錄於王安憶，紀實與虛構，頁 31、王安憶，紀實與虛構，頁 321。 
40 王安憶曾說：「我在虛構的時候往往有一種奇妙的逆反心理，越是抽象的虛構，我越是要求有

具體的景觀作基礎。」引自王安憶，紀實與虛構，頁 321。 
41 筆者認為這個「幾點解釋」的聲明，在這部小說中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小說本就是種「虛

擬」的文體，即使是所謂的「紀實小說」，其中也不免會有誇張或虛構的橋段。王安憶在紀實

與虛構前特意加上這道聲明，足以證明即使她如此浪漫的建構了一部家族的神話，但自己仍最

明白，這一切都是必要，卻又徒勞無功的努力。她就像希臘神話中的西西弗斯一樣，親手構築

起自己的神話，卻也親手消解了它，令讀者正當為她家族神話的成立感到鬆口氣時，卻又發現

一切竟再度回到了原點，反而為她泛起更深的憂愁來。 
42 王安憶，紀實與虛構，頁 281。 
43 王安憶，紀實與虛構，頁 281。 
44 王安憶，父系與母系的神話（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頁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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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憶創作的過程中，飄流也就是她永恆的宿命吧。 

    李銳向來惜墨如金，從家族小說的層面來說，全面體現了這個主題的，主要

是舊址一部，另外還有一個短篇「傳說之死」（實際上舊址就是以這個短篇為原

型的擴大），散文則有「八姑」一篇。與莫言和王安憶不同的，李銳的家族小說

並不崇尚英雄，他並不如莫言和王安憶般，希望從自己的血脈中去尋找豪邁光明

的證據，這或許也和他在經歷文革之後，所崇尚「沒有英雄」的理念有關。在舊

址中，他只是冷調地「陳述」一個家族的興衰史，而不像莫言和王安憶一樣在筆

下建構起一個「家族神話」來。他曾說：「歷史的事實一再證明，中國的大眾是

千萬神話不得的，大眾神話破滅之際帶來的就是大眾的災難。我在自己的創作中

牢記這一點。我自己的口語傾訴，我的向口語之海的回歸，都不是為了再一次地

神話大眾。」45因此，他在創作這部小說時，並不如莫言或王安憶一樣，直接向

讀者表明這是在敘述「我」家族的故事，而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角度來陳述，彷彿

他只是一個見證了這個故事的局外人一樣，他只在其中扮演一個敘述者而非參與

者的角色，即使這個故事帶有相當濃厚的個人色彩。 

    在舊址這部小說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作者對於歷史的懷疑與指

控。故事中的李京生，不管從想法或是經歷來看，都充滿作者本身的投射，而李

乃之的角色，也像極了他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父親，當他在寫下「李乃之沒有

想到，自己捨生忘死追求一生的理想，到頭來變成一件自己永遠無法證明的事情」

這樣的詞句時，46當他描寫李乃之在五七幹校中，在報紙的空白上寫下無數的「革

命」時，他心裡對曾被視為無比神聖的「革命」有著多深的諷刺與嘲笑。「革命」

顛覆了故事中整個李氏家族的命運，但任誰也沒想到，在銀城中一手創造起革命

局勢的地下黨銀城市委書記，便是出於這個擁有兩座高大牌坊的家族，更令人預

料不到的是，這個親手顛覆了自己家族的男人，最後卻葬身在他奉獻一生的理想

                                                 
45 轉引自王堯，「『本土中國』與當代漢語寫作－李銳小說論」，頁 7。 
46 李銳，舊址，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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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葉立文曾在分析李銳的小說時，做下這樣的結論：「當歷史以爭取自由的名

義展示自己的權力意志時，生命個體的道德選擇、政治取向早已沒有任何自由可

言。」47或許用這段話來體現舊址中人們在爭取自由時的狀態，是再貼切也不過

的了。 

    整部舊址的故事呈現出來的，是一種政治權力、傳統倫理對生命自由的戕

害，也是一種對歷史的陳述與證明。他之所以不直接涉入、參與這個故事，原因

或許就像他說的：「我不願讓自己的故事為歷史做注腳，我對淹沒了無數生命的

『歷史』有著難以言說的厭惡和懷疑。我敘述是因為我懷疑，我敘述是因為我厭

惡。」48這裡他表明了自己敘述的原因，是因為對歷史的懷疑與厭惡，而不是如

同傷痕文學般，傾向透過故事的發展來披露自己人生曾有過的那些傷痛經歷。他

曾經在銀城故事後的訪談中這樣寫道：「無理性的歷史對於生命殘酷的淹沒，讓

我深深地體會到，最有理性的人類所製造出來的最無理性的歷史，給人類自己所

造成的永無解脫的困境。」49因此，他之所以屢屢在作品中突出人面對苦難和死

亡時的處境，就是為了要更突顯出「人」的價值來。在他的小說中，我們可以常

常看見他使用一種不斷重複訴說的寫作方式，這不僅強化了小說的語境，更表達

了作者深沉的控訴與感慨。 

    李銳在建構銀城這座虛擬的城市時，曾經這樣說過：「我的虛構並非是我『會』

虛構，連我的虛構也是世界賦予的一部分。」50這座以家鄉自貢為原型的虛構城

市，以及在這座城市裡所發生過的種種可歌可泣的故事，都是李銳用來表達他歷

史觀的載體，就像他曾在討論舊址與銀城故事時說過的：「歷史成為我這兩部小

說隱含的主角。」51他的訴說源自於對歷史的懷疑與追問，這與沈從文有著極大

                                                 
47 轉引自葉立文，「他的敘述維護了誰－李銳小說的價值立場」，小說評論（西安）2003 年第 2

期，頁 41。 
48 李銳，「謂我何求」，頁 5。 
49 「銀城故事訪談」，收錄於李銳，銀城故事（台北：麥田出版社，2002）頁 249。 
50 李銳，寂靜的高緯度（台北：麥田出版社，2003），頁 10。 
51 「銀城故事訪談」，頁 24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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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似。沈從文隱藏在美麗文字背後的，是一種對生命沉淪的悲痛，以及對無理

性冷酷歷史的厭惡，他的作品中，常常表現出一種天長地久的悲涼，而在表現「天

長地久的悲涼」這方面，在作品中傳達出深刻苦難意識的李銳，無疑與沈從文是

相通的。他對歷史的追尋與疑問，透過一枝永不停歇的筆不斷地持續著，「如果

我們不想被別人的偏見和自己的迷失所淹沒，我們就不能停止自己的敘述」，52持

續的敘述，或許也就是促使他維持著對歷史反思的動力吧。 

第三節  趨於平凡的不甘 

    縱觀大陸新時期的家族小說，常常可以在其中看見一種「今不如昔」的情緒，

無論這種情緒是形成他們建構家族小說的原因，還是這是因為「家族歷史敘事」

視角的關係，所自然而然地流露出的一種悲劇美學風格的結果（因為家族敘事一

般都會按照一個「由盛到衰」或「由聚到散」的線索來展開），可以確定的是，

作家們往往試圖從自己的家族淵源中，去尋找光榮的歷史，進而找到自己在現實

世界的定位與自我認同。另外，或許也是因為作家們眼見國族社會的孱弱，所以

將理想投射在過往的家族歷史當中，希望透過強盛血脈的家族史建構，喚回那一

份現代人已經失卻的氣格。雖然這其中很大程度充斥了作家過度理想化的雕塑，

但歸根結底，除了搜尋自我認同、表現歷史控訴之外，應該還有一種作家對於現

實情況的不滿，所以才往往在作品中建構起一個強盛的家族歷史，主要的目的還

是希望尋回那已經失去、或者說當代人已不再擁有、重視的價值。 

    許多研究者在分析莫言的創作時，都曾明確的指出莫言小說中「種的退化」

的現象，更有論者認為，種的退化的寓言不僅構成了莫言早期小說的生命意識，

而且也在整體上構成了莫言小說的創作基調。53早在莫言初期的創作如「老槍」、

「爆炸」、「球狀閃電」中，就流露出了這種感嘆「種的退化」的意識，但直到他

                                                 
52 李銳，「我們的敘述」，無風之樹，頁 34。 
53 趙歌東，「『種的退化』與莫言早期小說的生命意識」，齊魯學刊（曲阜），2005 年第 4 期，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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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紅高粱家族問世，並造成轟動後，學界才開始熱烈地討論莫言創作中的這個現

象。 

    其實，關於莫言作品中「種的退化」的問題，他曾經坦言：「事實上，我們

的祖先跟我們差不多，那些昔日的榮耀和輝煌大多是我們的理想。然而這把往昔

理想化、把古人傳奇化的傳說，恰是小說家取之不盡，用之不竭的創作源泉。」

54但這種理想化、傳奇化的內容，不僅僅是作家興之所來的隨筆而已，而是帶有

很深警世、醒世的教諭意味，實際上也有不少傳統文學中「以古諷今」色彩的呈

現。 

    在紅高粱家族中，我們可以明顯看見莫言運用了祖輩與父輩的對比，呈現出

這種退化現象：「我爺爺」余占鰲稱的上是一個英氣勃發的英雄人物，奶奶戴鳳

蓮更是巾幗不讓鬚眉的女中豪傑，他們敢想、敢說、敢做，煥發著滿身颯颯的英

氣，就如同敘事者所說的：「他們殺人越貨，精忠報國，他們演出過一幕幕英勇

悲壯的舞劇」，55然而到了「我父親」余豆官這輩，不僅只會帶頭打狗，甚至還

被狗咬傷了生殖器，成了「獨頭蒜」，56母親更是只能坐困枯井，兩下對比，差

異極為明顯。而到了「我」的這代，就更只剩下些「家兔」的氣息了，在這邊莫

言也忍不住感嘆：「我們這些活著的不肖子孫相形見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切

感到種的退化。」57因此他在書中以紅高粱和雜種高粱為比： 

我反覆謳歌讚美的、紅的像血海一樣的紅高粱已被革命的洪水沖激得

蕩然無存，替代他們的是這種秸矮、莖粗、葉子密集、通體沾滿白色

粉霜、穗子像狗尾巴一樣長的雜種高粱了。……它們空有高粱的名稱，

但沒有高粱輝煌的顏色。他們真正缺少的，是高粱的靈魂和風度。它

                                                 
54 莫言，「超越故鄉」，頁 187。 
55 莫言，紅高粱家族，頁 2。 
56 余豆官在小說裡與眾狗的戰鬥中，曾被紅狗咬傷了生殖器，「獨頭蒜」是小說中余占鰲所使用

的形容。筆者認為這在莫言小說強調性與血的敘事風格中，這個橋段的出現隱含有一種「退化」

蘊意的存在。 
57 莫言，紅高粱家族，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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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用它們晦暗不清、模稜兩可的狹長臉龐污染著高密東北鄉潔淨的空

氣。58 

    就如同莫言所說，在這裡紅高粱所代表的，是他所嚮往的一種靈魂與風度，

而所謂的雜種高粱，其實也是他對於現代社會不滿的影射。小說中所展現出來，

被作者極力歌頌讚揚的那種不拘禮教的狂放與野性，就是作者透過「紅高粱」所

象徵的生命真義，他渴望人們可以找回那種生命中最重要的價值，因此他在全書

的最後一段寫道： 

可憐的、孱弱的、猜忌的、偏執的、被毒酒迷幻了靈魂的孩子，你到

墨水河裏去浸泡三天三夜……。在白馬山之陽，墨水河之陰，還有一

株純種的紅高粱，你要不惜一切努力找到它。你高舉著它去闖蕩你的

荊棘叢生、虎狼橫行的世界，它是你的護身符，也是我們家族光榮的

圖騰和我們高密東北鄉傳統精神的象徵！59 

    莫言小說中「種的退化」的表現，如果說在紅高粱家族裡只是起了個頭，那

到了豐乳肥臀中，則可謂展現到了極致。打從這部小說的開始，上官家族就是一

副牝雞司晨的景象，上官福祿、上官壽喜父子倆的畏縮與軟弱，不只一次的讓上

官呂氏大罵「上官家的老祖宗都是咬鐵嚼鋼的漢子，怎麼養出了這樣一些窩囊子

孫？」60直到故事中的敘述者上官金童出生後，擁有瑞典神父的優生血統，被母

親殷殷盼望成材成器的他，卻是個天生軟弱的戀乳癖，活到了四十幾歲不僅一事

無成，還總是說「我是個廢物，我啥也不能幹」，61就如同王德威所說：「金童的

一輩子見證了中國天翻地覆的一刻，但天下大事哪裡比的上他母親的、姊姊的、

愛人的乳頭重要？」62這是個莫言筆下最典型「種的退化」的例子，對於這個全

                                                 
58 莫言，紅高粱家族，頁 495。 
59 莫言，紅高粱家族，頁 496。 
60 莫言，豐乳肥臀（台北：洪範書店，1996），頁 10。 
61 莫言，豐乳肥臀，頁 577。 
62 王德威，「千言萬語，何若莫言」，收錄於楊揚編，莫言研究資料，頁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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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不紅光亮、也不高大全人物的描寫，更可以從反面顯示出莫言對社會深沉的譴

責與批判，以及他所希望傳達出的生命的理想價值。 

    另外，食草家族中的大毛二毛兄弟倆，以及生死疲勞中的西門鬧，也都是典

型「種的退化」的例子。大毛二毛兩兄弟，在雙親死時曾信誓旦旦地矢志要為父

母報仇，然而，當他們真正面對到他們的仇人老阮（實際上是他們的親生父親）

時，卻退縮萎頓、不敢下手，甚至最後還是老阮為了滿足他們復仇的願望而自殘

雙腿，眼見此景，他們甚至還嚇得「撒丫子跑了」，也難怪老阮嘆道：「老子下得

虎狼種，生出了兩塊窩囊廢。」63生死疲勞中的西門鬧，本來是顯赫一世的大地

主，在土改中遭到槍斃，之後陸續轉生為驢、牛、豬、狗、猴、大頭嬰兒。隨著

小說情節的推衍，可以看到西門鬧的人性逐漸消弭，越來越安於自己已經變成畜

牲的事實，更對自己能在畜牲界中稱王稱霸感到自豪，相較於莫言之前作品中描

寫人類性格、血統的退化，在這部小說中更進一步的推進到對「人非人」的描寫，

標誌出他「退化史觀」建構過程中的一個新高點。 

    縱觀莫言作品中所屢屢出現的這種「退化」的訊息，並不僅僅是對於作品中

家族成員一代不如一代的感嘆，更大程度的，是希望敲響社會風俗低落、民族性

格萎縮的警鐘，因此他希望透過家族小說的建構，來找回紅高粱式的「精魂」，

而擺脫那種日趨平凡沒落「家兔」式的生命格局。 

    鍾本康曾提出過這樣一個看法：「如果說『尋根文學』是試圖為當下的生存

方式尋出歷史證據而做的嘗試，那麼，王安憶的家族小說則從探求歷史的精神依

託中緩解消解了當下的生存困境。」64這種說法與本論文先前所提出的觀點相

近，同樣認為「無根」所造成的孤獨意識，是王安憶透過構建家族小說，來嘗試

化解現實生存狀態問題的主因。又如果說源自上海的孤獨意識是促使王安憶創作

家族小說的原因，那麼不甘情緒的展現，則在很大程度上影響了她在建構家族神

                                                 
63 莫言，食草家族（台北：麥田出版社，）頁 329。 
64 鐘本康，「王安憶的小說意識－評父系與母系的神話」，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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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時所選擇的方向。 

    王安憶曾在紀實與虛構中寫道：「我必須要有一位英雄做祖先，我不信我幾

千年的歷史中竟沒有出過一位英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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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從

上面這段引言中可以看見，當作者在尋求自己的「根」時，明顯主觀地趨於強盛

的血脈，甚至展現出了一種「就算沒有英雄我也要創造一位出來」的固執。從柔

然族的車鹿會．木骨閭、丘豆伐可汗社崙，到蒙古的成吉思汗麾下，再到清代的

狀元如棻，不是縱橫沙場的英雄豪傑，便是飽讀詩書的及第進士，全都是留載史

書、叫得出名號的大人物。之所以作家要如此堅持的理由，原來便是她所說的，

希望英雄的光芒「照亮我們平凡的人世」。從這裡我們可以發現的，是作家一種

對生命趨於平凡的不甘情緒。因為不滿所以追尋，那麼這追尋也就勢必會出現填

補的嘗試，這種嘗試我們在王安憶的家族小說中可以常常看見，像她在紀實與虛

構中提及自己遙遠先祖所生活的時代時，是這麼寫的：「那時的星星比現在的星

星明亮一千倍，它們光芒四射，炫人眼目，在無雲的夜空裏，好像白太陽」、66「那

時的日頭現在的大而且紅，把天染成汪洋血海一片，白雲如巨大的帆在血海中航

行」，67比之同部作品中有關於成長過程的描寫，不禁讓人感覺，彷彿「我」所

生存的現在，都是祖先那個偉大的時代退化之後的結果，而「我」竟可憐的活在

這個退化之後的現在。相對於現代的瑣碎、庸常，祖先們那個橫槍躍馬、快意恩

仇的時代顯得令人憧憬多了。王安憶的家族小說就是這樣充滿了作家理想化的投

射，即使是常被稱為「詩意化」的傷心太平洋，在王安憶的娓娓道來中，也一樣

呈現出一幅令人神往的圖像。無論是爺爺、父親、小叔叔，他們都是有故事的人，

爺爺的事業興衰、父親的投身革命、小叔叔的抗日犧牲，都曾在家族的歷史上刻

劃下了痕跡，那麼，「我」的故事在哪呢？上海弄堂裡那些令她覺得格格不入，

                                                 
65 王安憶，紀實與虛構，頁 128。 
66 王安憶，紀實與虛構，頁 82。 
67 王安憶，紀實與虛構，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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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總是備感孤獨的瑣碎，就是她的故事嗎？ 

    在王安憶的家族小說中，由於這種越趨平凡、孤獨的生活，使憂傷成為一種

揮之不去的氛圍。一切就像作家在叔叔的故事中曾經說的：「我一直以為自己是

快樂的孩子，卻忽然明白其實不是。」68建造了一座又一座紙房子的她，或許也

只有在她的紙房子裡當個紙人兒的時候，才能暫時忘懷她的憂傷與孤獨，做一個

「快樂的孩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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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在李銳的小說中，他所呈現出的這

種不甘情緒，與莫言和王安憶，是有著截然不同的差異的。無論是莫言的「種的

退化」，還是王安憶「尋找強盛的血脈」，都比較傾向在家族的層次去發展、論述

關係，再進而延伸到群體、社會的面向。然而李銳不同，雖然在小說中的李氏家

族有著作者本身鮮明的個人生命經歷色彩，但生命經驗的積累本來就是作家創作

時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來源之一，重點是李銳一開始便從一個旁觀者的立場來

陳述這個故事，透過對李氏家族故事的陳述，來表達出他對歷史的批判與懷疑，

以及他對「人」的價值的重視。從另一個層面來說，李銳雖然在舊址中敘述了一

個家族的興衰史，但事實上它所流露出的關懷遠遠超過了家族的層面，可以說達

到了國族的層次。 

    許多論者都曾注意到並深入討論到，李銳作品中所蘊含的苦難意識。他曾經

說過：「苦難是一種人心體驗」。70對他來說，苦難是歷史的本質、是生命的本質，

也是文學表現的基本主題之一。但是，敘述苦難或是質疑造成這種苦難來源的歷

史，都不是李銳之所以創作這些故事的主要原因。對他而言，這種苦難是全民族、

全人類的，思索或批判它的來源可以達到提醒的作用，促使人們去反思、懷疑既

                                                 
68 王安憶，叔叔的故事（台北：麥田出版社，2004），頁 17。 
69 李銳，「生命的報償－代後記」，厚土（台北：洪範書店，1988），頁 277。 
70 李銳，「重新敘述的故事」，無風之樹，頁 226。 



 108   文革後大陸文學的新主題 

  

有的歷史，但無法、也不可能確實地解決人們在面對這些苦難時的困境。因此，

李銳想要表達的重點是，無論遵循或反抗歷史的權力意志，都不應該漠視生命自

身價值，唯有重視「人」的價值，才是真正化解苦難的方式。 

    從這個角度來看，他的不甘情緒，就不僅僅是建立在對無理性歷史對人所造

成戕害的指控上而已，還展現在人們自己失卻了身為「人」所應有價值的譴責上。

他之所以要不斷地對歷史進行反思，除了如他所說的是出自於懷疑與厭惡之外，

就是因為希望喚醒人們對「人」自身價值的重視。他曾說過他的文學理念是「用

方塊字深刻地表達自己」，71可以說這裡的「自己」，體現在他作品中的，便是一

處處對於重視「人」自身價值的呼喊。 

    李銳在文革時的經歷，影響了他的一生，他曾說：「文學應該回到內心，回

到體驗，回到情感。」72文革的主題與對歷史的質疑之所以屢屢在他筆下出現，

就是因為他曾經深刻地體驗見證過，在那個紛亂的時代底下所發生的，種種非人

化的對待。他在「留下的，留不下的」這篇文章中，曾經這樣寫道： 

當死亡和對死亡的自覺劃破了永恆的幻想的時候，生命之火的灼烤是

那樣的分明而又疼痛。當疼痛襲來的那一刻，我忽然渴望一張桌子，

渴望一枝筆，渴望面對著一張白紙傾訴自己。不是為了永恆，不是為

了金錢，不是為了莊子和薩特，不是為了曹雪芹和加謬，也不是為了

觀眾和掌聲；只為了那灼人的渴望，只是為了自己，只是為了那拂之

不去的記憶。73 

    從這裡來看，其實可以說對李銳而言，寫作不僅帶有醒世的意義，還是一種

「精神自救」。他之所以在作品中如此焦灼地呼喊著重視「人」的價值，是因為

他曾經切身經歷過人不成為人，而被化為一種符號看待的時代。因此當事過境

                                                 
71 李銳，「農具的教育」，太平風物，頁 7。 
72 李銳，「重新敘述的故事」，頁 228。 
73 李銳，「留下的，留不下的」，寂靜的高緯度，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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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人們都逐漸淡忘了對那個時代的記憶，卻仍然沒有從中學到教訓時，李銳那

種發自內心的恐懼與失望，想必是極為深切的。正是因為這樣，他才不斷地透過

手中的筆，寫下一個又一個猛撞人心的故事來提醒人們，「人」的價值是多麼地

可貴，多麼地不容忽視。也許，一切就像他說的： 

古往今來，文學的存在從來就沒有減少過哪怕一絲一毫的人間苦難。

可文學的存在卻一直在證明著剝奪、壓迫的殘忍，一直在證明著被苦

難所煎熬的生命的可貴，一直在證明著人所帶給自己的重重桎梏的可

悲，一直在證明著生命本該享有的幸福與自由。74 

    或許，他從不中止的思辨與敘述，就是為了這些可貴的「證明」吧。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從這三位作家的家族小說中，發現幾個重要的共通點。

首先是「血地」75與他們創作過程與自我認同的緊密連結。無論是莫言的高密東

北鄉、王安憶的上海，李銳的呂梁山和銀城，在他們的創作中都扮演了舉足輕重

的地位。因為有了「血地」，他們的創作才真正有了扎根的土壤，感情的抒發也

才有了依託，也因此他們才能回答一個「自己是誰」的問題。對作家來說，無論

是對確立他們在這個世界裡的地位，還是對於自己來歷的認同，都起了關鍵性的

作用。其次，作家筆下家族史的確立，在不同程度上達成了對既定歷史的解構。

「歷史」一詞具有一種拍板定調的性質，既定的歷史更往往在政治權力的支持之

下，帶有一種不容侵犯的權威感。而這些作家們的家族小說，大多帶有一種活潑

的、流動的、充滿作家豐沛想像力的元素，而形成一種類似野史、演義的型態。

在小說建構的過程中，作家實際上透過了家族史的演繹，來完成了對既定歷史的

質疑與挑戰，這不僅提供人們另一個思考歷史的方向，也提醒人們不要忽略了在

                                                 
74 李銳，「本來該有的自信」，銀城故事（台北：麥田出版社，2002），頁 8。 
75 此處因敘述之便，故引借莫言之語來說明。引自莫言，「超越故鄉」，頁 171。 



 110   文革後大陸文學的新主題 

  

一語定讞後所可能被隱而不彰的存在，更重要的是，透過了他們家族史的建構，

顯示了一種小說可以創造歷史，或是說歷史可以用一種小說的型態來呈現的可

能。最後，家族史的建構成為作家表述「人」的價值重要性的載體。不管是莫言

強調性與血、崇尚原始、野性的豪放氣質；王安憶重視自我來歷的追尋、關注城

市與個人的認同與聯繫；還是李銳在面對非理性歷史所造成的苦難時，對歷史的

懷疑與厭惡，都呈現出了一個共同的重點－對於「人」的價值的尋求與回歸。這

三位作家都經歷過文革那個人非人的時代，也在文革中遭受過程度不一的傷害，

這讓他們更加深刻地認識到「人」的價值擁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性。於是在他們的

作品中，便往往可以看到他們利用不同的故事與形式，來向讀者強調「人」的重

要，這也是在經歷過文革的大部分中生代作家、作品的一個共同點。向「人」的

回歸，可以說是新時期的家族小說中，所共同傳達的核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