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民間本真的還原 

    1949 年到文革結束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過程，因為政治風氣的影響，

小說家們已經習慣將目光投向宏大的社會、政治生活，並不同程度地向官定的意

識形態靠攏。但是，這種情形在改革開放後，隨著中國社會的轉型，開始出現程

度不一的轉變。作家們開始轉向民間，紛紛以作品來呈現出不同樣態的民間風

貌。無論是人物的選擇與創造方法、作品對真實社會的披露程度，還是突破僵化

的封建社會結構，突出生命的真正意義與價值等，都成為這時期作家投入民間寫

作時的重要特色。 

第一節 市井人物的書寫 

當作家們開始著眼於底層的民間社會，並從事諸多新型的創作嘗試時，首先

令讀者感到耳目一新的，無非是作家筆下對平凡市井人物的書寫。在文革結束之

前，中國的文學由於受到政治的干擾，一直在不同程度上呈現出英雄主義化的傾

向，即使以平凡人物為主角的創作，也往往刻意型塑出他們性格上的不凡，以及

對意識形態幾近信仰的堅持，負面的性格往往只能出現在負面人物身上，即使很

偶然的出現在主角的塑造過程中，最終也跳脫不出被偉大主義所感化，而改過自

新、堅定革命道路的格局。不過，這種情況在 1980 年代後，有了很大的轉變，

作家們紛紛的以市井小人物為故事主角，而這些人物的性格與想法，都是平凡普

通、良莠不齊的，在他們身上所發生的故事，往往呈現出道地、真實的民間生活，

這種創作在李銳、莫言、王安憶的筆下，可說是屢見不鮮。 

    李銳曾經說過：「文學應該撥開那些外在於人而又高於人的看似神聖的遮

蔽，還人以一個真實的人的處境。」1在這方面的努力，李銳無疑是比其他作家

更進一步的。他的筆下呈現出民間底層真實的生活情況，真實的程度甚至令人感

                                                 
1 李銳，拒絕合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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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恐懼，難以相信世界上竟然有個角落的人是這樣活著的。他曾說：「民間不是

一個可以被美化的詩意的理想境地，民間是一個藏污納垢之地……。把民間簡化

成『大地母親』，那是一個淺薄的、詩意化的泥淖，在這個詩意化的泥淖裡淹沒

了太多的作家。」2顯然地，他並不願意成為「被淹沒的」其中一個，這點，我

們可以從他的作品中略見端倪。 

在談論李銳小說的民間世界之前，先對他的小說語言進行探討，恐怕是重要

且必須的。基本上，即使是沈從文、老舍、趙樹理等人，對於民間口語的應用，

也只是作為他們描述民間生活、表達自己小說主題的素材，那是個工具性的東

西，而不是口語本身。李銳更進一步的是，讓那些千千萬萬沒有發言權的人發出

聲音，他想取消那個外在的敘述者，讓敘述和敘述者能夠成為一體。因此他創造

出了一種口語，一種既非當地語言，又非自外於故事的傳統敘事者的語言。他讓

這些人物自己開口說話，從每個故事人物自己的角度出發，來描述他們所看到的

事情，然後讓這些各自的「獨白」，組成一部「複調」的故事。 

在李銳的小說中，這些說話的敘事者，往往是處於民間底層，缺乏知識水平

的農民、苦力，或是幾近土豪的鄉村幹部、意識形態權力的掌握者等。在這中間，

作者明顯地偏向生活困難，卻又屢受政治權力波及的貧苦大眾的立場。透過這些

人物心裡的獨白，呈現出深刻的批判力度。在這些缺乏知識、觀念傳統刻板的人

們心中，政治、革命、階級、鬥爭，全然沒有豐衣足食來的重要，但在李銳筆下，

他們不但無法吃飽穿暖，還得承受他們完全無法了解的政治所造成的衝擊。李銳

筆下的民間，可以說是苦難深重又愚魯昏盲的，它有著自己的生存方式，但這種

生存方式，卻往往輕易地被鋪天蓋地的政治權力所吞噬。 

在李銳諸多的小說當中，無風之樹被他認為是最好的長篇小說。3在這部小

說裡，文革可說是隱含在其中的主題。李銳曾說：「文革對於我是一個繞不過去

                                                 
2 李銳、王堯，李銳王堯對話錄（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頁 83。 
3 李銳、王堯，李銳王堯對話錄，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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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淵，是一個永遠的現在時。」4這部小說是由厚土中的一個短篇「送葬」改

寫而成，在這個故事中，除了公社主任劉長勝、知青趙衛國（苦根兒）、矮人坪

的公妻暖玉外，幾乎清一色是貧苦窮困的農民，圍繞整部小說的主要情節，是一

場對矮人坪唯一的階級敵人拐老五的鬥爭。在這場鬥爭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楚

地看見這群掙扎於生存線上，無論是生理還是心理都顯見殘疾的瘤拐，是如何屈

從在他們全然缺乏理解的政治權力之下，又是如何在背後以消極惡毒的咒罵來發

洩他們的不平。事實上，在這些農民第一人稱的獨白中，政治革命與階級鬥爭的

神聖性早已不復存在，整部無風之樹，其實最主要呈現的，是一種政治權力對人

民荼毒的批判，以及民間話語對廟堂意識的消解。 

銀城故事可說是李銳筆下，將民間主題表現得最為淋漓盡致的一部作品。顧

明霞在分析銀城故事時，認為這部小說書寫了四重世界：一是由歐陽朗雲、劉蘭

亭、劉振武等人組成的「革命黨人」；二是由聶芹軒為代表的「清政府」勢力；

三是由劉三公、蔡六娘、鄭老爹組成的「市民民間」，以牛屎客旺財為代表的「草

根民間」和以金鵬大元帥岳天義為首的「草莽民間」，他們共同組成了藏污納垢

的民間社會；四是以日本人秀山次郎和秀山芳子兄妹為象徵的域外他者。整個銀

城故事，實際上就是由這四重世界間豐富複雜的關係交織而成的。5李銳自己也

說：「我的這部小說裏甚至沒有特別突出的主人翁。暴動的革命黨，造反的農民，

守城的官兵，做牛糞餅的牛屎客，湯鍋舖裏的屠夫，拉天車的水牛，做百般用器

的竹子，山川河流等等，都是我小說裏同等重要的人物。」6在這部小說中，李

銳一開始便從銀城這個城市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主要燃料－牛糞餅寫起，接著才開

始帶入故事的脈絡，在整個故事結束之後，他又在結尾處特別描寫了銀城著名的

牛市，筆者以為，這是作者為了突出民間世界的永恆性，所使用的一種手法，就

如同故事的內容一樣，無論革命黨與聶芹軒在歷史的舞臺上怎麼鬥得你死我活，

                                                 
4 李銳、王堯，李銳王堯對話錄，頁 51。 
5 顧明霞，「現代性的歷史失敗與啟蒙者的話語悖論－論李銳的長篇小說銀城故事」，當代文壇（成

都），2002 年第 5 期，頁 32。 
6 「銀城故事訪談」，收錄於李銳，銀城故事（台北：麥田出版社，2002），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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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財與叫化子們這些勞苦人民，都依然要為了自己的生計奔波操勞，日常生活的

洪流依然在按著自身的秩序與節律照常進行著。旺財與叫化子們組成的是一個自

我完滿與自在運動著的民間社會，在李銳的故事中，可以明顯看到這個民間社會

始終未曾因為革命或政治的影響，而改變它的運行規則。 

在李銳筆下，歷史是他反覆懷疑、追問的主題，在他進行創作與批判的過程

中，自在的民間社會總被他用來呈現由人的故事所構成的歷史，對人造成的種種

不合理的苦難，以及在面對這種苦難下，人們所呈現的各種面貌與反應，可說在

表現出生動民間世界的同時，也表達了他深刻的批判意識與人道關懷。 

    王安憶曾經說過：「我生活在上海，我對這個城市的歷史，不管是文化、語

言，還是上海人的世界觀，都一直是潛心關注的。」7王安憶深入地觀察到上海

這個城市的基本內核，就是由一個個最基本的小市民所組成的，他們日常的生活

點滴，組成了上海的風情與樣貌。「我在市民堆中長大，市民生活是我永遠的題

材」、8「我眼中的歷史是日常的，歷史的面目不是由若干重大的事件構成的，歷

史是日復一日、點點滴滴的生活的演變。」9她認為歷史是日常生活的累積，時

代的更迭與歷史的轉折都必然會影響到民間的日常生活。所以她的筆下，出現的

往往是極為平凡普通的人物，像長恨歌裡的王琦瑤、妹頭裡的妹頭、富萍裡的富

萍等，都是典型的例子。 

問世於 1996 年的長恨歌，是王安憶筆下最充份全面地展現出上海民間底層

市民生活的作品。透過對上海小姐王琦瑤一生的描述，把上海街巷里弄的民間文

化表現得淋漓盡致。「在傳奇裡面尋找普通人，在普通人裡尋找傳奇」，長恨歌中

的民間書寫，正是圍繞著王琦瑤這傳奇而又普通的一生所展開的。王安憶在此書

                                                 
7 王安憶，「形象與思想－關於近期長篇小說創作的話對」，收錄於王安憶，重建象牙塔（上海：

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頁 48。 
8 王安憶 2004 年 2 月 23 日在復旦大學舉行的「海峽兩岸青年文藝營」中，有一篇題為「上海與

我的創作」的演講，深入地討論到她的創作與上海間的深刻聯繫。此處轉引於譚玉敏，「民間

立場與非凡英雄－論王安憶小說中的世俗性」，長江學術（武漢），2006 年第 2 期，頁 166。 
9 王安憶，王安憶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3），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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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精心地使用初始的四個小節，來描述上海的特色與風貌，便是為了帶出主角

王琦瑤尋常兒女的身分，她選擇一個如此平凡的角色來充當故事的主角，就是因

為她身上有著普遍性的代表意義，體現了多數市井小民的平凡生活與生命歷程。 

    她在小說中描寫王琦瑤競選上海小姐的段落時，曾經這樣寫道：「三小姐與

我們的日常起居有關，是使我們想到婚姻、家庭生活這類概念的人物」、「她是真

正代表大多數的，這大多數雖是默默無聞，卻是這風流城市的艷情的最基本原

素。」10作者用一個「乖」字籠括了王琦瑤的美，這種美是安分守己的、是沒有

野心、沒有侵略性的，是雖然沒有大志向，卻也中規中矩的。在這部小說裡，只

有三小姐才真正代表上海，只有透過三小姐才可以潛入上海弄堂的日常人生，才

得以在時代遞嬗的過程中，依然能夠觸及上海的靈魂。王琦瑤不僅是上海弄堂的

女兒、上海多數女子的代表，同時還是 1940 到 1980 年代上海民間歷史的象徵。

王琦瑤的故事不僅讓我們看到一個女人的生命歷程，更看到了上海市民生活的日

常場景和歷史發展的另一個側面，以及上海民間精神的魅力與活力。11 

    妹頭和富萍這兩部小說中的主人翁，和長恨歌中的王琦瑤一樣，也屬於平凡

的市井人物。這兩部小說的故事內容和脈絡都呈現出一種平淡的風味，好像是由

一串發生在我們生活周圍的瑣事所組成的一樣，他們的在乎、他們的需要，與我

們都是那麼熟悉、貼近的。妹頭生長於上海的弄堂之中，不論容貌或學業，都不

是最出挑的那個，她是有點女孩兒的小家子氣，有點彆扭和任性的。她心地善良，

但關鍵時刻卻能據理力爭，甚至顯得有點霸道和不留情面。她不去侵犯別人，卻

也絕不容許自己被別人所侵犯，不論是在朋友圈中，或是後來的婚姻生活裡，她

都是比較精明強勢的，即使後來她與鄰居阿川發生了婚外情，在等待丈夫小白的

反應時那種態度，還幾乎是得理不饒人的。離了婚後，妹頭反倒還過得更好，甚

至還到了遙遠的布宜諾斯艾利斯去。而在富萍這部小說中，作者筆下的大上海已

                                                 
10 王安憶，長恨歌（台北：麥田出版社，2005），頁 80。 
11 王蓓，「這一隅的驚喜與狹隘－對長恨歌上海民間書寫的再思考」，科技信息（濟南），2007 年

第 26 期，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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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脫去十里洋場的紛繁華麗，變得簡單而樸素。小說中的人物大多數都是因為各

種各樣的原因，而從鄉下來到上海的移民，也大多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平凡老百

姓，他們無權無勢，但骨子裡都透著純樸與善良的氣質。這些平凡的人物，即使

有欲望也是極其平凡的欲望，為了實現這些小小的希望，他們勤於付出自己的勞

動與汗水。這是一群樸實無華的人，流淌在他們之中的，是一種勤勤懇懇的生活

氣息。書中大量出現的，敘述平凡人家的生活場景，以及對上海街巷里弄的描寫，

都是生動而充滿質感的。12 

    王安憶曾經很明確地表達她對於一部「好小說」的標準：「我覺得好的小說

應該就像托爾斯泰的小說，看起來很常態，是我們很日常的生活，很真實的，可

它內部的東西很不真實，是另外一個存在」、「外部非常常態，但裡面是完全不同

的，是上升了的、昇華了的。」13在王安憶的小說中，歷史常常只是一個遙遠的

背景，那些驚心動魄的歷史事件，在她的筆下往往被最生活化的柴米油鹽所淡

化，或僅僅只是輕描淡寫地成為小說敘事脈絡的提示。除了上述幾部作品之外，

諸如桃之夭夭、上種紅菱下種藕、米尼、我愛比爾，以及「好婆與李同志」、「好

姆媽、謝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鳩雀一戰」、「逐鹿中街」等幾個短篇，她都

以所謂的「庸常之輩」作為故事中的主角，在這些作品裡，都對上海的「市民性」

做了種種精微的描寫，可說淋漓盡致地寫出了上海這個城市的「生存狀態」。 

    莫言曾提及他對民間寫作的想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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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所以「個性化」對莫言而言，是他從事寫作的一個重要標準。他說過：

「提到民間，我覺得就是根據自己的東西來寫。」15於是，高密東北鄕這個他所

                                                 
12 甘曉燕，「歷史滄桑中的海上繁華夢－張愛玲與王安憶的上海都市民間書寫比較」，現代語文

（曲阜），2007 年第 7 期，頁 71。 
13 分別引自王安憶，王安憶說，頁 93、234。 
14 莫言、王堯，「從紅高粱到檀香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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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15 莫言、王堯，「從紅高粱到檀香刑」，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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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破麻袋」，就成了他筆下最重要的靈感來源。莫言曾不只一次的說過，他

的小說只能是「草根小說」，因為他筆下描寫與傾訴的總是以農村、農民、鄉間

俚俗與傳說等為主題，而故事中的主人翁，更往往由極其平凡的市井人物來擔

綱，並從這些平凡人物的生命歷程中，展現出作者想要傳達的意念。因此，我們

從作者對這些小人物的書寫，就可以窺出莫言小說的個性化風格和他的民間理想

與訴求。從莫言的幾部代表作品如透明的紅蘿蔔、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中，我

們都可以清楚看見，莫言是如何以他自覺的民間立場來從事人物塑造與故事創作

的。 

    在莫言的成名之作透明的紅蘿蔔中，主角是個怪裡怪氣，性格令人捉摸不定

的黑孩，對唯一關心他的小石匠和菊子姑娘也經常愛理不理的，幾乎沒人能夠了

解黑孩心裡究竟轉著些什麼樣的念頭，唯有透過作者的描述，才能對黑孩種種怪

異的舉止稍有了解。在這部小說中，莫言使用了當時並不常見的孩童視角，來呈

現他想從故事中傳達給讀者的寓意，現實的苦難、心理的壓抑、美好的憧憬、透

明的幻覺，是整部小說的主要內涵，而用一個對世事仍然一知半解的孩童表現出

來，更是令人印象深刻。 

    而在令莫言聲名大噪的紅高粱家族中，更展現了一幅充滿野性與血性的民間

圖像。故事中的「我爺爺」余占鰲是個土匪，後來在抗日戰爭中成立了伏擊日軍

的游擊隊。然而，莫言卻完全不同於以往作家寫農民武裝的那種僵化發展圖示，

什麼在黨的教育下產生偉大的民族自覺、在黨的領導下從事堅決的對日抗爭等，

全都不曾在這部小說中發生。余占鰲只是出於自發的民族意識和復仇情緒，才展

開他盲目且毫無組織紀律的抗日行動的，在這裡莫言不用一種拔高的方式來敘寫

這個人物，而是用一種降級的手法來寫作，反呈現出富有生命力的民間本色。而

「我奶奶」戴鳳蓮，更打破了傳統的女子形象，不管是寫她幾近自願的與充滿雄

性魅力的轎夫發生關係，還是寫她振興酒坊、怒斥生父、甚至是她傳奇式的死亡，

都展現出與以往寫女子形象時完全不同的風格。最重要的是，無論是余占鰲還是



 118   文革後大陸文學的新主題 

戴鳳蓮，他們的行為舉止都展現出一種民間的自在狀態，這充分地體現了陳思和

所謂民間相對自由活潑的藏污納垢型態，16也讓這部小說充滿了草莽傳奇的風

味。 

    被莫言稱為「代表作」的豐乳肥臀，則是他迄今創作容量最大的一部作品。

這部作品以上官魯氏這個傳統女性為核心，描寫整個上官家族半個世紀間的歷

史，展現了大時代下的民間生存狀態。在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見各型各態的

人物，無論是沙月亮、司馬庫、鳥兒韓，還是他們的子女沙棗花、司馬糧、鸚鵡

韓等，都是充滿民間草莽氣息的角色，整部小說就是通過這些充滿民間特色的人

物所組織起來的，展示出一種野史般的風貌。這不由得令人想起莫言曾說過的一

句話：「在我心中，沒有什麼歷史，只有傳奇。」17莫言就是透過對這些市井人

物生命過程的描寫，演繹出充滿他個性的一種「傳奇化了」的歷史。這與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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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打上了我的個性烙印的歷史而不是教科書中的歷史。但我認為這樣的歷

史才更加逼近歷史的真實」的說法是不謀而合的，18從這個意義上來看，這些充

滿民間色彩的人物，儼然是莫言在建構他的「傳奇化了的歷史」時，所不可或缺

的一環。 

    陳思和曾在分析莫言小說時提到：「他的小說敘事裡不含有知識分子裝腔作

態的斯文風格，總是把敘述的原點放置在民間最本質的物質層面－生命型態上啟

動發軔。」19筆者認為陳的說法極有見地，莫言之所以認為自己的小說只能是「草

根小說」，就是因為他極少以知識份子的立場，對筆下的人物進行雅化的修飾。

他是「讓人物自己說話」的，這完全符合於他對民間寫作的理想：「所謂的民間

寫作，就要求你丟掉你的知識份子立場，你要用老百姓的思維來思維。否則，你

                                                 
16 陳思和，還原民間－文學的省思（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7），頁 84。 
17 轉引自王金勝，「民間文化與莫言小說的傳奇性」，文藝爭鳴（長春），2004 年第 6 期，頁 106。 
18 莫言，小說在寫我：莫言演講集（台北：麥田出版社，2004），頁 53。 
19 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2），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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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出來的民間就是粉刷過的民間，就是偽民間。」20他認為「作家要為老百姓寫

作」這種口號，實際上包含了一種居高臨下的態度，好像每個作家都兼負了指明

一個什麼方向的責任，21他覺得這仍然帶有一種居高臨下的批判視角與自命不凡

的使命感，帶有這種想法的創作，是無法真正體現民間自由自在的文化形態的。

因此他提出，作家寫民間不應是「為老百姓寫作」，而應該是「作為老百姓寫作」。

他曾說：「真正偉大的作品必定是『作為老百姓的創作』，是可遇不可求的，是鳳

凰羽毛麒麟角」，22因此，在他創作故事人物的同時，便總是極力降低寫作主體

對筆下人事物的干預，或許也正是因為他的這種寫作堅持，他故事中的人物才能

真正進入讀者內心，留下令人記憶深刻的印象。 

第二節  現實世界的批判 

    民間是一個相對於廟堂的概念，因此小說家在從事創作的過程中，往往會出

現程度不一的批判意識。特別是經歷過文革的作家，作品中對現實與歷史的反

思，已內化到他們的創作底蘊之中。站在民間的立場，國家權力與意識型態對民

間原生生活的干涉，以及種種有違公理的社會事件，都可能成為作家筆下用來反

抗廟堂意識或表達強烈批判的材料，這點在李銳、莫言與王安憶的作品中，都有

不同程度的呈現。 

    在李銳眾多的作品當中，我們常常可以看見一種深沉的，對歷史的批判與控

訴。特別是他經常自覺地處在民間的立場，指責發生在現實世界的種種不平與錯

誤。他的作品之所以常被評論家稱為具有深刻的「苦難意識」，就是因為他往往

呈現了真實而貼近的民間生活，而這個民間生活呈現深刻苦難的原因，除了內在

的貧窮無知、缺乏知識以外，最主要的，也是李銳所要控訴的，是來自於外在的，

特別是政治權力，對人民所造成的壓迫。 

                                                 
20 莫言，小說在寫我：莫言演講集，頁 105~106。 
21 莫言，紅高粱的孩子（台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2），頁 204。 
22 莫言，小說在寫我：莫言演講集，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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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風之樹是李銳筆下最全面的展現出他深刻批判意識的長篇小說。這部小說

是一個「我說」的世界，是一個無數的「我說」疊加、滲透，又相互激盪的世界。

在這個「我說」世界裡，唯一使用第三人稱說話的「他者」，唯一的外來人，就

是掌握了真理，掌握了權力和革命的苦根兒。23在李銳的這部作品裡，借用了福

克納（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出殯現形記（As I Lay Dying）的第一人稱視角

來進行寫作。全書共 63 節，由「我」擔任敘述者的段落佔了 58 節，包括 12 個

不同的人物角色，由「他」擔任敘述者角色的只有 5 節，全由苦根兒一人承擔。

這種敘述力量的不均表現了一種廟堂意識與民間意識的對立，而作者更是明顯的

站在民間一方的立場，對冰冷、呆板且無情的廟堂權力，做出強而有力的批判，

這點從以下兩段引文便可略見端倪： 

你們都不明白什麼叫做理想，這是我的責任……也許能讓你們懂得

理想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一個人的犧牲。這是我的責任。我應當像

所有革命先烈那樣，用自己的鮮血喚醒群眾，把人們從麻木中喚醒。

這是我的責任。總有一天我要做到這一點，總有一天我要做到一切

想做的。24 

你們這些人到矮人坪來幹啥啦你們？你們不來，我們矮人坪的人不

是自己活得好好的？你們不來，誰能知道天底下還有個矮人坪？我

們不是照樣活得平平安安的，不是照樣活了多少輩子了？瘤拐就咋

啦？人矮就咋啦？這天底下就是叫你們這些大個的人攪和得沒有一

塊安生的地方了。自己不好好活，也不叫別人活。你們到底算人不

算人啊你們？你們連圈裡的牛都不如！25 

    第一段引文，是苦根兒對醜娃訴說他的革命理想時的談話，第二段則是富農

                                                 
23 「友人七問」，收錄於李銳，太平風物（台北：麥田出版社，2006），頁 191。 
24 李銳，無風之樹（台北：麥田出版社，1998），頁 133。 
25 李銳，無風之樹，頁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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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子拐老五在面對猛烈批判時心中的獨白。我們可以從其中看見作者強烈的諷

刺，誰也沒有想到，苦根兒口中所說的「一個人的犧牲」，到頭來犧牲的不是他

自己，而是拐老五這個壓根兒不算富農的富農，最終用鮮血喚醒麻木群眾的，不

僅不是苦根兒這個堅定的革命者，竟是一個使了根麻繩上吊的瘤拐。而第二段引

文中的柺老五獨白，代表的便是作者對那些「把天底下攪和得沒有一塊安生的地

方」的所謂「革命英傑」的強烈指責，生產隊長天助後來淡淡道來的一句話：「人

和人就是不一樣。有的人一輩子啥也聽不見，啥也看不見。他也不是不聽。他也

不是不看。可他就是聽不見，就是看不見。他活一輩子，活一百年，也是白活。」

26顯現的就是作者在面對浩然不可抵禦的廟堂權力，在席捲民間世界時全然不顧

人民疾苦的深痛批判。 

    另外一篇呈現了對現實世界強烈指責的作品，是收錄在太平風物一書附錄中

的「寂靜」。故事敘述五人坪村的上訪代表滿金，經歷了六年漫長的上訪，不僅

沒有得到任何的回應，甚至連妻子都在他永無止盡的上訪過程中離他而去，心如

死灰的他最後走上了自戕的不歸路。 

    從這篇小說中，可以看見一個生活於民間底層的農民，面對不公的待遇時，

是多麼的孤立無援。故事中有個段落是這樣寫的： 

他用自己那輛三個輪子的農用車，拉著古老峪、矮人坪、東溝、南

柳的上訪代表，懷裏裝著五村村民畫押簽名的狀子，開始了永輩子

沒完沒了的上訪。一直到農用車散了架，家裡的牛羊都賣了，也還

是沒有結果……。上訪六年，吃苦、受罪，吃想不到的苦，受想不

到的罪，他都覺得那是應當的，那都能忍住。你一個老百姓，不脫

十八層皮你能告倒了當官的？27 

                                                 
26 李銳，無風之樹，頁 206。 
27 李銳，「寂靜」，收錄於李銳，太平風物，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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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引文呈現了一個老百姓淒苦悲涼的處境，而在他們試圖尋求援助，爭一

個公理正義時，沒想到等在他們眼前的，卻是一個永遠得不到答案的、漫長的上

訪。就如同故事中滿金所說的： 

你要是沒有上訪過，你就不知道什麼叫個累，真累，從心裏頭累……

你要是沒有上訪過，你就不知道烏鴉有多黑，你就不知道什麼叫拿

人不當人，你就不知道為啥人連個畜生也不如，你就不知道為啥人

臉能變得比石頭板子還冷還硬……。28 

    而身為一個再普通也不過的農民，面對這種申訴無門、求援無應的困

境，全然是束手無策，有苦只能往心裡吞。篇末的一段激情控訴，更呈現

了農民心中難以宣洩的無比悲憤： 

雖說天下烏鴉一般黑，可天下的老百姓也總得想辦法活呀！總不能

因為烏鴉黑，老百姓就都得死絕了吧？你亂流河的烏鴉黑還有縣

裏，縣裏烏鴉黑還有省裏，省裏烏鴉黑還有北京，北京烏鴉黑還有

聯合國，聯合國烏鴉黑還有如來佛、還有老天爺，總得找個說理的

地方……。29 

這篇小說最後，心灰意冷的滿金以自殺結束了自己的一生。沒想到

漫長的上訪終於由他親手劃下了他所期待的句點，但付出的代價竟是自己

的生命。 

    李銳的小說，總是如此深刻逼真地表現出他的激情，而這種激情往往

是站在弱勢者的立場，為他們發出正義之聲的。就如同他的寫作理想「用

方塊字深刻的表達自己」一般，他發自內心的呼籲與吶喊，總是令人感到

                                                 
28 李銳，「寂靜」，頁 172。 
29 李銳，「寂靜」，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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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比動容。 

    相對於李銳和莫言，身為女性作家的王安憶，或是創作風格、或是作家個性、

主觀選擇使然，王安憶筆下較少出現對歷史或現實的強烈指責。然而，我們還是

可以從她的作品中，曲折地嗅出隱含在字裡行間的批判意識，只是平實敦厚的寫

作風格，使她採用的方式並不如其他作家般明顯而尖銳，但我們並不能因為這種

選擇方式與側重面向的不同，就作出不合事實的判斷。 

    在橫跨了五十年歲月的長恨歌中，我們可以看見作者對歷史的模糊與淡化。

對中國當代歷史缺乏了解的讀者，很有可能根本無法從她的作品中，嗅出中國在

這段時期中，曾有過多麼劇烈的轉折。如果類似的題材換由其他的作家來寫作，

相信與王安憶的寫法必然會產生極大的差異。然而，並不能單從這點，就武斷地

將王安憶歸類為批判意識薄弱的作家。同前所述，這是作者一個主觀選擇的問

題，一直以來王安憶都以善於描繪上海民間街巷里弄的風貌著稱，她的作品所反

映的，是最基本、最貼近民生的片段，帶領讀者拔高視野、反思歷史錯誤，以及

思考這種錯誤所帶給廣大人民的痛苦，並不是她創作的主要企圖。她重視的是真

實、確切存在的「現象」，這種「現象」才是她筆下主要希望呈現的核心，至於

造成這種現象發生的原因，她也不是不去探討，只是她所採用的是一種輕掠過的

方式，一方面不致於模糊了她所希望呈現的那些民間生活的主題，一方面也不希

望用帶有主觀意識的批判，去影響讀者個人對歷史的判斷。 

    然而，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小說的篇章段落中，看到王安憶輕掠過的

筆下所帶有的指責與批判。在「圍爐夜話」一節裡，作者曾這樣寫道：「這是一

九五七年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發生大事情，和這爐邊的小天地無關。這小天

地是在世界的邊角上，或者縫隙裡，互相都被遺忘，倒也是安全」；30在「還有

一個程先生」一節中，描述大躍進後城市裡的生活慘況，儘管輕描淡寫，但仍是

                                                 
30 王安憶，長恨歌，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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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人印象深刻；31而整部小說中，對歷史批判最烈的，無疑是描述程先生因被鬥

爭而自殺的「此處空留黃鶴樓」一節。在這節裡，王安憶用與其他作家不同的，

一種近似詩化的方式，來陳述程先生在文革中的遭遇，她把整個城市多情與無情

都寫進了程先生的心裡，而這個多情的程先生，從高樓躍然而下的原因，卻只是

因為一句「打倒王小狗」的無情。 

    2007 年，王安憶的新作－啟蒙時代問世，敘述了幾個青年學生在文革中的

遭遇與故事。一如王安憶的寫作風格，這個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常被作家如泣如

訴反覆書寫的時代，交到王安憶手上卻呈現了截然不同的面貌。她依然只道出了

「現象」，而交由讀者自己去思考咀嚼故事背後的事實。在這個故事裡，文革這

段在中國當代史上可謂驚心動魄的時代，並未展現出非常顯著的特殊性。她寫少

年的思想、心事、年少輕狂、意氣用事，故事的主角是南昌這些少年，而不是文

革這個時代，時代只是故事發生的背景，她要寫的是「人」，而不是「歷史」。然

而，由於故事發生在文革時代，脫離客觀背景的創作畢竟是虛枉而不合現實的，

更何況文革十年是中國當代史上一個如此迥異於其他時期的時代。因此，作者筆

下也就勢必出現描繪當時社會景況的段落，雖然這些橋段主要的作用大多只是王

安憶用來表現「人」的生存狀態的一種必要方式，但仍不免出現一些引人深思之

筆。 

    在啟蒙時代這部小說中，唯一特別強調出文革時代背景的，是整個故事剛開

始的時候。作者可能是出於上述曾經提過的，交代歷史背景等原因，所以在故事

開頭的部份，比較清楚地向讀者描繪了當時的社會狀況： 

你很難想像經過了一九六六年的狂飆以後，這城市還會有這樣清爽的

                                                 
31 王安憶是這樣描述大躍進後，城市裡飢饉的慘況的：「一九六〇年的春天是個人人談吃的春

天。夾竹桃的氣味，都是絞人飢腸。地板下的鼠類，夜間繁忙地遷徙，麻雀則像候鳥似地南北

大飛行，為了找一口吃食。……奶油蛋糕的香味幾乎能殺人，至少是教人喪失道德。搶劫的事

件接連發生，事件也不是大事件，搶的都是孩子手中的點心。糕餅店是人們垂涎的地方，一人

買，眾人看。偷竊的事件也常有發生。夜裏，人們不是被心事鬧醒，而是被轆轆飢腸鬧醒。」

引自王安憶，長恨歌，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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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容。可真是這樣的，而且，革命洗去了鉛華，還它一些質樸，似乎

更單純了。街道和商店的名字換新了，新名字有股幼稚勁，譬如「反

修」，譬如「紅太陽」，譬如「戰鬥」……。誰也不會相信，一個社會

的思想會簡單至此……。行人的裝束顯見得是寒素了，這倒無大礙，

寒素就寒素，問題是胸襟上的一枚像章，很有點滑稽。這城市的人多

少都有點都會氣，談不上有什麼信仰，如此虔敬地配戴著這枚像章，

難免流露出嘲諷的意味……，這城市的革命弄不好，就弄成了鬧

劇……。內中嚴峻的實質還是存在著，由於它在，才能和表現的戲謔

形成幽默……。32 

    在這段引文中，可以看見作者對時代的嘲諷，雖然這類橋段在王安憶筆下並

不常見，且大多是依附在描述人物生命經歷的狀態之中，很少特別的對單一事件

或現實狀態做強力的指責，呈現的是一種冷靜、客觀、平實的陳述，不過也就是

因為這樣的冷靜、客觀、平實，反而與其他著意於指責、批判的作品能有所分野，

也更能讓讀者不帶著對文革既定的成見來閱讀這個故事，如此一來，故事才不會

令人感覺像一個「別人」的故事，而是能貼近讀者、貼近生活的。 

    由上所述，王安憶用來表達社會批判的方式之所以不同於其他作家，是她個

人選擇與創作風格等種種原因所導致，反映社會現實與表達批判意識的方法有很

多種，只是她並不是選擇多數人最理解、也最習慣的那種罷了，但如果因此而否

定她作品中的警世與醒世意義，則是失之偏頗的判斷。 

    無庸置疑的，莫言是一個具有高度批判意識的作家，從他的作品中，可以常

常看見他用來反諷現實的橋段。他曾經說過：「我本身就是老百姓，我感受的生

活，我靈魂的痛苦，是跟老百姓一樣的。我寫了我個人的痛苦，寫了我在社會生

活中的遭遇，寫出我一個人的感受，很可能具有普遍的意義，代表了很多人的感

                                                 
32 王安憶，啟蒙時代（台北：麥田出版社，2007），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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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33在他眾多的作品當中，如果說到批判意識最強的一部，應屬取材於真實

社會事件的天堂蒜薹之歌。 

天堂蒜薹之歌取材於 1987 年 5 月，發生在山東蒼山縣所發生的蒜薹事件。

蒼山縣是中國著名生產蒜薹的縣份，每年的蒜薹買賣都能為這個地區帶來龐大的

經濟收入，當時的縣府官員為了大量收購蒜薹，用盡百般手段擠走了外地的收購

商，但最後卻無力全數收購因為蒜農一窩蜂搶種下而產量暴增的蒜薹，造成蒜薹

價格大跌，蒜農的損失不計其數，最後演變成群起反抗的情況。 

從莫言此書以「天堂」二字命之，就可以看出其中強烈的諷刺，故事中共產

黨官員的妄自尊大、官官相護與人比法大的情況，成了他猛烈批判的重點。全書

共分為二十章，每章都以瞎子張扣的歌謠起頭，提綱挈領地提點了該章的故事大

意，並展現出強烈的批判意識，像第三章中，他便曾這樣寫道： 

鄉親們種蒜薹發家致富， 

惹惱了一大群紅眼虎狼。 

收稅的派捐的成群結隊， 

欺壓得百姓哭爹叫娘。34 

    從故事中，可以看見蒜農們在運銷蒜薹時，那種百税徵收，卻無力繳納的辛

酸。而在交了這麼多名目繁雜的稅金之後，最後收購人員竟是把冷庫一關，一句

冷庫已滿便停止收購，留下一群錯愕的農民。甚至故事中的方四叔在返家途中遭

鄉委書記的座車撞死，肇事者不僅逃逸了事，竟還可以一手遮天，私下以「王書

記絕不會虧待你們」解決。在蒜農們因憤衝進縣府，企圖找縣長理論無果之後，

接下來的秋後算帳，更是令人不忍卒賭。故事中的人物高角便曾這樣說道：「當

                                                 
33 莫言，紅高粱的孩子，頁 204。 
34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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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幹什麼？當幹部就要賣良心，不賣良心當不了幹部」，35不禁令人想起紅高

粱家族中耿十八刀悽涼的死狀。36故事最後，犯了嚴重錯誤的縣長與縣委書記遭

到撤換，但莫言在書末的「小道消息」中，更用輕鬆的口吻寫出了令人髮指的真

實情況，原來縣長與縣委書記因為「深刻檢查了思想、認識了錯誤」，於是便轉

調他縣（實際上還是個升遷），繼續他們亨通的官場生涯。而始終不因脅迫而停

止歌唱天堂蒜薹之歌的瞎子張扣，則遭到了無情的暗殺，躺在濕漉的污泥裡，嘴

裡塞滿了破布，身旁放著的，是一隻梟了頭的死貓。 

    展現了莫言這種強烈批判意識的作品，還有檀香刑與生死疲勞兩部。檀香刑

以貓腔班主孫丙聚眾抗德，最後慘遭袁世凱下令，施以曠世酷刑檀香刑為故事主

軸，通篇展示了國家機器與外國強權對中華民族殘酷虐殺的經過。在這部作品

中，出現了與天堂蒜薹之歌中瞎子張扣的民間歌謠有異曲同工之妙的小戲貓腔，

有所不同的是，貓腔展現了更濃厚的藝術氣息與更沉重的生命泣訴。在面對以袁

世凱為代表的中國腐化封建勢力，以及以克羅德為代表的強大而野蠻的西方強權

時，人民的生命有如螻蟻一般，輕易地便遭到粉碎。 

    孫丙的貓腔是在他們一家慘遭德國人欺凌後所發展出來的，從這個意義上來

說，它並不僅是一種地方小戲的簡單呈現，它還是一曲曲動人肺腑，同時又催人

抗爭的忿怒呼號，宣述著民族苦難的沉痛悲歌。貓腔抒發了孫丙對個人、家庭悲

劇的憤慨悲聲，隨著抗德運動的蓬勃開展，到最後類似十字架般的受刑絕唱，都

呈現出一種壯士斷腕的意味。細細品味這些通俗的唱詞，可以看見其中既帶有強

烈民間文化的淳樸和愚拙，同時又兼具中國戲曲傳統的抒情特色。在小說中，這

些唱詞是民間最直接的心聲，也是人民展現出抗議和鬥爭的象徵，所以每當情節

發展到最高潮時，就會出現貓腔的呼號憤發。到了小說後部，貓腔已不僅僅是孫

丙個人展現心志的表現方式了，就連眉娘、乞丐朱八、縣令錢丁等人，都不斷地

                                                 
35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頁 226。 
36 紅高粱家族中的耿十八刀曾是個抗日戰士，在文革中因家境極度貧窮，而向政府官員求救，

卻遭到一層層的推諉，最後奇幻似的，在雪地中剝光自己身上的衣服而慘遭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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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唱起來。這種反覆渲染，使小說後部瀰漫著一種沉鬱的抒情色彩，甚至顯出一

種史詩般崇高的氣質來。由原本的聲聲哀鳴，到後來發展成受刑台上前的示威大

演唱，作者巧妙的透過貓腔的轉折，表現出民族的激情與憤怒。 

    生死疲勞則是透過六道輪迴的民間傳說，來演繹地主西門鬧在死後陸續投胎

為驢、牛、豬、狗、猴、大頭嬰兒這六世中，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故事。故事中

本為西門家長工的藍臉，成為西門鬧投胎後的主人，他是當時中國唯一堅持不入

社的「單幹戶」，我們可以從故事中清楚看到，藍臉對不入社的堅持，讓他遭受

到多少無理的抨擊與虧待，他敢當著領導面前說「天下烏鴉都是黑的，為什麼不

能有隻白的？我就是一隻白烏鴉」、37「想要我入社，除非毛澤東親自下令。但

毛澤東的命令是『入社自願，退社自由』，他們憑什麼強逼我？他們的官職，難

道比毛澤東還大嗎？我就是不服這口氣，我就要用我的行動，試驗一下毛澤東說

話算數不算數。」38就是為這口氣，不管是幹部的軟硬兼施，還是繼子金龍的不

孝對待，他都忍受了過來，甚至想用辛勤的生產來證明他不入社的抉擇才是正確

的，無奈一句「那年頭政治第一，生產第二，政治就是一切，一切都為政治讓路」

道出了入不入社背後的癥結問題，39他一輩子的不幸，全都只是為了一個「政治」

的正確性，從作者娓娓道來的語言背後，我們所看見的，是一種深沉的譴責與批

判。 

    就如同李銳說過的「敘述就是一切」，40莫言也曾說過「訴說就是目的，訴

說就是主題，訴說就是思想，訴說的目的就是訴說」之語。41他們這種「敘述」

與「訴說」，除了抒發他們創作的渴望之外，更自覺地承擔著一種責任，一種為

廣大人民發聲的責任，也正因如此，他們的作品除了講述一個故事之外，還多了

                                                 
37 莫言，生死疲勞（台北：麥田出版社，2006），頁 327。 
38 莫言，生死疲勞，頁 125。 
39 莫言，生死疲勞，頁 250。 
40 李銳，「我們的可能－寫作與『本土中國』斷想三則」，收錄於李銳，萬里無雲（台北：麥田

出版社，2006），頁 230。 
41 莫言，四十一炮（台北：洪範書店，2003），頁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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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重量，一點希望能夠為人民改變些什麼的重量。 

第三節  生命意義的追尋 

    新時期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充分地展現了對於「人」主體價值的回歸。最明

顯的例子，便是作家紛紛在作品中，創造出勇於挑戰世俗價值或堅守生存意義的

人物，他們不再把政治化的價值標準視為行為舉止的圭臬，因此作品也就能夠顯

現全然不同的樣貌，而不再拘泥於一種見頭而知尾的窠臼中，並呈現出一種對真

正生命意義的深切追尋，這大大的跳脫出文學長期被政治所箝制的情況，展現了

相對自在的風貌。 

    李銳的作品，特別善於透過平實的描寫，來傳達出隱藏於樸實文字背後的深

意。在他筆下的人物，常常可以讓我們看見一種對生命意義的堅守與固執，這種

堅持是難以被動搖的，甚至可以說是頑拗的，在他的幾部代表作品如無風之樹、

舊址、萬里無雲中，都出現了這樣的人物。 

    無風之樹中的暖玉，是在逃荒的過程中，為了一袋餵飽全家人的玉米，而嫁

到矮人坪的。直到後來，她才曉得原來那袋玉米，以及因為她弟弟撐死而多賠的

小毛驢，全都是隊裡共同的財產。就這樣，暖玉成了矮人坪裡大家心照不宣的公

妻。暖玉沒有受過教育，她的所做所為只憑良心兩個字，她完全不懂也不屑苦根

兒視為崇高理想的那套革命理論，「苦根兒就不是老百姓」、「凡是老百姓的事情

他都不懂得」，42就是她對苦根兒的評價。至於公社主任劉長勝，在她眼裡就更

不值一提了，在她面前，所謂的公社主任不過只是個垂涎她的身體的男人罷了。

她之所以留在矮人坪，只是因為「心疼我的，我心疼的，都留在這兒，都埋在這

兒。」43就是出於這個動機，她給拐叔縫壽衣、做餃子，全然不顧苦根兒口中那

些階級、革命的長篇大論，只因為拐叔是個心疼她的人，所以他死了，她就要陪

                                                 
42 李銳，無風之樹，頁 182。 
43 李銳，無風之樹，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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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完最後一程。暖玉的邏輯很自然，也很簡單，沒有什麼高深的辨證與哲學，

她就只是覺得「一個什麼也不為，什麼也不想的人他還是人嗎？一個什麼也不能

為了，什麼也不能想了的人，他還是人嗎？」44這就是她活著的意義，就只是為

了心疼她與她心疼的人。最後她離開了矮人坪，其實也標誌著她對這個地方的灰

心與絕望。 

    舊址中的李紫痕與李乃之姊弟，他們的一生也充分體現出對生命意義的不懈

追求。某種程度上來說，他們可說是生命理想的殉道者。「從七歲起，李紫痕就

是一個女人，而不是一個女孩。」45很難想像一個七歲的女孩如何承擔得了維繫

家庭的重擔，更難想像她在十六年後把線香按在自己臉上時，心裡究竟有著多麼

決絕的意志。作者筆下一句「她在這天的早晨一下子越過幾十年的歲月，一次性

的為一個女人的一生選擇了結局」，46平淡的語氣下，包裹的不僅是一個女人的

生命，更是一顆驚世駭俗的決心。李乃之也是一樣，當恩師趙伯儒從容赴義的神

態，在他腦海中久久不能揮去之際，其實就已註定了他走上革命這條不歸路的命

運。學業的中斷、姊姊的哭喊、愛人的纏綿，都不能阻止他堅決到底的革命。即

使文革時被關進了牛棚，妻子自殺，女兒與她劃清界線，他也始終認為黨終究會

還他清白，直到死去的那一刻，留在身旁的報紙空白處，寫的居然還是滿滿的「革

命」，只是他沒想到，堅持了一輩子的革命，竟然成了他沒有辦法證明的事情。

這對姊弟的一生中，都只為了一件事情活著，他們為這個理想付出了鮮血、青春、

甚至生命，但等來盼來的，卻都是一個令人泣血的結局。在小說中，我們無從得

知他們對自己的選擇是否曾經後悔過，但我們可以清楚看見的是，他們在追求自

己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時，那種一往無回的姿態與氣概。 

    萬里無雲中的人民教師張仲銀，也是一個很深刻的例子。這個角色很容易令

人想起無風之樹中的苦根兒。曲春景在分析這兩個人物時，曾指出他們精神狀態

                                                 
44 李銳，無風之樹，頁 180。 
45 李銳，舊址（台北：洪範書店，1993），頁 33。 
46 李銳，舊址，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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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兩大特點：第一，意識形態話語對個人精神空間的全部佔有，及集體意識對個

體意識的取代；第二，神話意向的生成過程，即虛幻的話語形勢如何轉變成真實

的心理意象，進而化生出具體的生活事件。47不過，相較於苦根兒的堅硬刻板，

以及被作者有意形塑出來的負面形象，張仲銀就顯得有血有肉的多。作者在此書

的序言中，就用了「古人說：『哀莫大於心死』。可我的主人公卻不幸死了兩次」

這麼一句話開頭，48顯示出這個角色在他心中特殊的地位。張仲銀在故事中，先

後因為兩次造神運動而入獄，第一次是為了發動文化大革命，第二次是為了建設

學校而幫助祈雨運動，結果導致森林大火。他將毛澤東的思想與指示視為言行舉

止的唯一依據，朝暮期盼自己能成為一個邢燕子式的人物，經過八年的牢獄之災

後，再回到五人坪的他，所期望的就是能在村裡建起一座學校，又因為這麼一個

期望，他提點了他成為道士的學生高衛東一些古書上的祈雨方法，沒想到竟釀成

大火，讓他又再心死了一次。這是個典型的悲劇人物，他一生的理想或是為了神

聖的革命事業，或是為了教育的百年大計，對他而言，這就是他生存的意義所在，

但誰也沒想到，他這些崇高的理想，到頭來竟把他自己的生命，燃燒成了一個廢

墟，令人留下無限的唏噓。 

    在李銳的作品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堅定追求自己生命意義的角色。在那些

風雨飄搖的年代中，這樣的堅持更顯示出深刻的價值。然而，故事情節的發展卻

常流露出一種宿命式的苦難意識，而決定這個宿命的，往往是政治、革命這些完

全無法被小人物們所掌握的歷史因素，因此他的小說總常充滿無能為力的悲愴

感。不過，也正就是因為這種時代空氣，是完全無法被故事裡那些升斗小民所掌

握的，所以他們對生命意義毫不自餒、毫不放棄的追求，也才更顯出無可取代的

價值來，這點，也就是李銳小說中，所帶給讀者們最深刻的正面意義。 

    王安憶筆下向來以善於塑造形形色色的民間人物著稱，在平凡的柴米油鹽背

                                                 
47 曲春景，「對文革成因的文化批判－讀李銳的無風之樹與萬里無雲」，中州大學學報（鄭州），

1998 年第 2 期，頁 28。 
48 李銳，「謂我何求」，收錄於李銳，萬里無雲，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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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她精心地描繪出了一幅幅美好的民間風情畫，故事中的小人物們或許沒有崇

高的理想、沒有遠大的志向，但在在都顯示出一種生活化的平素風味，在隔離了

宏偉高大的政治話語之後，呈現的反而是一種簡單純樸的生存哲學，而這種簡單

與純樸，對這些平凡的升斗小民來說，或許就是他們最殷切的盼望。 

    在王安憶早期的代表作品小鮑莊中，我們便可以看見她這種寫作理想的實際

體現。在這個小村莊裡，人們生活雖然清苦，卻相當講求「仁義」，無論是對鮑

秉德家庭狀況的關懷，還是對早失子嗣的鮑五爺的照顧，都顯示出了一種高尚的

同性情誼，而故事中的鮑仁平（撈渣）因在洪水中為拯救鮑五爺而淹死，更呈現

出這個村莊的民情的殷實敦厚，沒想到中國的傳統美德，在一個不甚富裕的小村

莊中竟能得到如此深入的貫徹，著實發人省思。 

    除了小鮑莊外，荒山之戀中「他」與「她」的愛情故事，雖然以淒美的悲劇

結局收尾，但依然展現出一種為了所愛而敢於挑戰世俗價值的勇氣。故事中的

「他」與「她」成長於截然不同的兩個世界，無論是個性或遭遇都完全迥然而異。

然而，這兩個看似平行線般，永不會有交會的人生，卻在因緣際會下，走成了一

個。他在她身上看到了自己缺乏的強悍與勇氣，她則在他身上看到了對愛情的憧

憬與理想，於是他們就這麼義無反顧地將自己的生命交給對方，世俗的批判、良

心的譴責都不能影響他們分毫了。他們的愛情有一種從容赴義、慷慨成仁的味

道，相互的依偎是他們在世界上唯一能夠生存下去的理由，一旦整個世界都不容

許他們的戀情，他們便只有毅然決然地與這個世界分離了。在這個故事中，我們

可以看見一對獲得真愛的男女，是可以多麼地不顧一切，寧願以兩具冰冷乾枯的

身體，向世界表達他們至死不渝的愛情，也不願將對方失卻，在帶給讀者極大震

驚之餘，也促使人們去思考生命意義的真諦。 

    桃之夭夭裡的郁曉秋和流逝中的歐陽端麗，也是兩個很特別的例子。郁曉秋

生長在一個不快樂的家庭，母親對她總是疾言厲色，一對兄姐與她更是形同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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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學校、下鄉、工廠裡，還都常常遭到取笑或是不平等的待遇，就連心愛的

男友最終都離她而去。在故事中，我們可以看見她從小就是一個善體人意的孩

子，甚至能為了博取同儕的歡心，在天橋上做出各種危險的動作。在後來姊姊因

產後失血過世時，還為她擔起撫養孩子、養育父母的重任。然而，一肩挑起兩個

家庭重擔的她，卻慢慢從這種甜蜜的負荷中領略到自己生存的意義，老人的期

待、孩子的依賴、姊夫的溫存，讓她真正地獲得「家」的溫暖，而這種溫暖，便

是她存在於這個世上的理由。歐陽端麗的人生與從小命運多舛的郁曉秋相比，則

顯得戲劇化的多。她本是一個養尊處優的少奶奶，家境優渥的夫家提供了她「奶

油話梅」似的生活，49讓她可以隨心所欲、慵懶緩慢地過她的生活。然而，這一

切在文革中不但成為幻影，更變成如附骨之蛆般揮之不去的夢靨，她一個軟弱的

媳婦一夜之間竟得扛起整個家庭的生計，更要周旋在公婆、妯娌與孩子間，草包

般的丈夫不僅不能為她分憂解勞，反而往往雪上加霜，令她煩不勝煩。然而，誰

也沒有想到，竟就是在這種刻苦危難的生活中，讓她領略到以往的生活中從未經

歷過的體驗，她很開心自己能夠成為他們的「保護者」，她覺得在這樣的生活中，

才真正的找尋到了她活著的意義，就像他們家的幫傭阿寶阿姨說過的一句話：「你

們家的人不是長的，是用金子鑄的」，50歐陽端麗在文革爆發之後，成了他們這

個家裡唯一不是用金子鑄成的人，因此她也才能真正地領略到，自己生活在這個

世上的意義。 

    除了上述作品，另外像長恨歌中，用大量的篇幅來描寫王琦瑤平常家居生活

的吃飯、穿衣等瑣碎，也呈現出市井小民過生活的情調與樂趣，這些簡單平凡、

毫無特別之處的零碎，卻是她一天天把日子過下去的動力；「『文革』軼事」中胡

迪菁的操持家務，在風雨飄搖的時代裡，維繫住一個家庭的完整於不失，所以才

                                                 
49 在流逝中，作者曾以「奶油話梅」和「冷泡飯」來形容歐陽端麗在文革前後的生活景況。引

自王安憶，流逝（台北：印刻出版社，2003），頁 18。 
50 王安憶，流逝，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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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趙志國的那句：「這個家沒有張思葉、張思蕊都行，卻不能沒有胡迪菁」。51 

    整體來說，王安憶筆下的人物，是平凡的、趨向生活化的，他們往往都不是

心懷壯志的人物，他們要的很少、給的很多，卻都擁有一種強韌的堅持，在這種

堅持中，我們可以看見一種明確的，對於生命的期待與盼望。這是來自民間底層，

如同涓涓細流般殷實流淌的，帶給讀者的影響，雖不是驚天巨浪，卻能夠滴水穿

石。 

    從莫言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充滿鮮明特色的人物，這些人物之所以

令人印象深刻，除了他們能超脫於僵化呆板的道德框束之外，更重要的是一種對

於自我生命理想不懈地努力與追求，於是在當代如星般繁雜的作品當中，莫言的

小說總能有振聾發聵之功，帶給讀者莫大的衝擊與啟示。 

    紅高粱家族中的「我奶奶」戴鳳蓮，是一個全然不同於傳統女性的角色。她

能勇於掙脫封建時代下中國女性幾乎是注定般的命運，在她身上，我們不僅能看

到一種巾幗不讓鬚眉的女子氣概，更重要的是，那種對於選擇自己想要的人生的

堅持，更大大震撼了讀者。束縛中國女性千多年來的傳統規範，在她身上完全被

消解於無形，一切就像她那充滿勇氣與灑脫的獨白： 

天，什麼叫貞節？什麼叫正道？什麼是善良？什麼是邪惡？你一直

沒有告訴過我，我只有按著我自己的想法去辦，我愛幸福，我愛力

量，我愛美，我的身體是我的，我為自己做主，我不怕罪，不怕罰，

我不怕進你的十八層地獄。52 

    一個連「十八層地獄」都無所畏懼的女子，又怎還能用那些僵化的教條規範

去框限她的人生呢？在戴鳳蓮這個角色中，我們不僅看到了一個奇女子的豪邁灑

                                                 
51 王安憶，「文革軼事」，收錄於王安憶，流逝，頁 212。 
52 莫言，紅高粱家族（台北：洪範書店，1988），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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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更看到了她對自己生命毫不妥協的掙扎與奮鬥，這種勇往直前的追尋，又怎

能不令人驚歎？ 

    除了「我奶奶」戴鳳蓮之外，檀香刑裡的貓腔班主孫丙，也是一個顯著的例

子。在這部小說裡，莫言如臨其境般，用幾近殘酷的細緻，描寫了好幾個慘無人

道的酷刑，無論是梟首、凌遲、閻王閂，到最後的檀香刑，無不是一幕幕令人不

忍卒睹的畫面。故事中的德國總督克羅德，甚至還曾有感而發地說過一句：「中

國什麼都落後，但是刑罰是最先進的，中國人在這方面有特別的天才。讓人忍受

了最大的痛苦才死去，這是中國的藝術，是中國政治的精髓。」53面對這種毫無

人性可言的酷刑，孫丙是一往無前，甚至是心嚮往之的，小說裡只見他這樣說道：

「俺盼望著走馬長街唱貓腔，活要活的鐵金鋼，死要死得悲且壯。俺盼望著五丈

高台上顯威風，俺要讓父老鄉親全覺醒，俺要讓洋鬼子膽戰心又驚。」54當他被

一條檀木橛子給釘在受刑台上時，他高歌的那曲如泣如訴的貓腔小調，顯出了一

種末日般的哀絕氣息，最後受刑台前的貓腔大合唱，更實現了他求仁得仁的心

志，在一次次慘絕人寰的酷刑後，仍然還能如此沉雄狂放的歌唱，這不正是對那

些仇視、撕裂生命的劊子手們的極端蔑視和對生命的縱情禮讚嗎？「要讓鄉親父

老全覺醒」的呼號言猶在耳，前來朝聖般的這些貓腔戲子，卻已一個不剩的躺在

通紅的槍口下，草莽英雄、貓腔小調、曠世奇刑與遍野屍橫，共同形成了一幕令

人永世難忘的景象。 

豐乳肥臀中的司馬庫，一生風雲叱吒，稱的上是高密東北鄉第一號的英雄人

物。在小說中他一度是稱雄東北鄉的土霸王，後來兵敗被俘，又巧妙逃亡，被掌

權者形塑成十惡不赦的殺人魔王。然而，這個天兵神將似的人物，最終仍然渴望

自己的家鄉、自己的親人，他本可以遠走高飛，離開這個容不得他的地方，但他

逃亡數載，最終不僅回到了這裡，還為了他的親人送了命。就如同上官魯氏所言：

                                                 
53 莫言，檀香刑（台北：麥田出版社，2001），頁 106。 
54 莫言，檀香刑，頁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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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個英雄，也是個好漢。從前的歲月裏，隔上十年八年就會出一個，今後，

怕是要絕種了。」55這個殺人無數，卻令人不禁心嚮往之的人物，兜轉天下、戎

馬一生，最終仍渴戀他生長於斯的家鄉與親人，即使最終為此送上一命，但反而

顯出他傳奇化的英雄色彩。 

除此之外，像「白狗秋千架」中的暖姑、「地道」中的方山，也都是不同程

度的對生命意義的追尋者。暖姑因為年輕時的一樁意外，讓她失去了一隻眼睛，

也失去了光明的人生前途，最終下嫁一個野蠻且不解風情的啞吧，還生下了三個

既聾又啞的孩子，她一生僅餘的期望，只是希望能有一個會說話的孩子，為此她

不惜在高粱地上等待「我」的到來；方山則為了要一個兒子，不惜花上半年挖了

一條地道，以躲避查緝計畫外生育的郭主任，為此不僅三個女兒被抓，三間草屋

也都被拖拉機全數拽倒，但小說最後，終於喜獲麟兒的他，在女兒的哭叫聲與倒

塌的瓦礫中抱起嬰兒，大聲的說：「老婆，我們勝利了！」56 

    莫言的筆下，展現了民間自在、生動的一面，這些充滿鮮明特色的人物，或

是為了爭取生命的自由，或是為了喚醒沉默的群眾、或是為了對家園鄉土的眷

戀，甚至是為了生兒育女、傳宗接代的大業，但無論是出於什麼樣的理由，他們

對於自己生命理想的堅持，都是固執得令人驚歎的。對他們來說，失去這些活著

的意義，甚至是比死亡還令人恐懼的。莫言用時而寫實、時而詼諧的口吻，向我

們娓娓道來這些震人心靈的故事，也讓我們不禁對自己的生命反思再三。 

 

    綜上所述，從這三位作家筆下，我們可以看見豐富的民間百態。首先，他們

拋棄了長期以來指導中國文學，以政治為目的的那些寫作指標，開始著眼於真正

的民間空間，刻劃出各種平凡而深刻的市井人物，並從他們普通的生活中表現出

                                                 
55 莫言，豐乳肥臀（台北：洪範書店，1996），頁 423。 
56 莫言，「地道」，收錄於莫言，初戀、神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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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本來的樣貌，那是沒有經過修飾，最貼近每個人日常生活的。這些平凡小人

物的故事裡，有著與我們的生活極為相近的、柴米油鹽的元素，也正因如此，他

們的故事才更容易打動讀者，而不至於給人一種隔靴搔癢的觀感。再者，也正因

為他們的作品是從真正的民間空間出發，來為人民發聲的，所以往往也呈現出一

種深刻的批判意識，或是針砭時事，或是披露歷史真實，或是呈現民間疾苦，在

在都表現出作者對歷史境遇、社會不公所造成民間苦楚的指責，這不僅反映了作

家們紛紛以自覺的民間立場來從事寫作，更顯示文學真正開始能與政治切割開

來，不再受到政治權力的全面統治。最後，作家們開始在作品中，描繪出有血有

肉的人物來，他們不再是被意識形態佔滿個人精神空間的傀儡，反過來的，他們

不僅勇於挑戰廟堂權力，更能自主地為自己的生命做出抉擇，即使為此付出沉重

的代價也在所不惜。這真正體現了新時期文學的作家作品中，向「人」價值的回

歸與重現，也重新建立了一個生命理想與意義的標準，不再由政治話語和意識形

態來填滿這個空間。到此，長年來羈絆著作家、作品的那條無形鎖鏈終於放鬆了

它的束縛，中國現代文學也才真正具有了相對自在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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