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地農揚曲一一試論莫言〈夭堂蒜薑之歌〉

廖麗菁

提要：

莫言是中國當代文學界載負盛譽的作家之一。故鄉是他創作的來源。以農村家庭的

喜樂悲傷更是他創作主題的大宗。〈天堂蒜薑之歌》是莫言根攘真實事件

為基調而創作的長篇小說，嚴厲控訴官僚魚肉鄉民，農民欲起反抗的無力與悲哀交織而

成一部農囑曲。本文的切入點將由莫言出身中農家庭及曾任馬列主義解說員出發。繼而

分為歷史採風渚張扣的歌謠、莫言的群眾日報和文本內容三部份，探討文本所呈現的批

判主題與意涵。有一點儷得我們注意的是莫言的出身，他與農村、中國共產黨矛盾且微

妙關係的處理，如何在文學與政治取得一個平衡點，是對作家的一大考驗。莫言適切的

轉化了此矛盾，這也正是他之所以能成為小說大家的關鍵。

關鍵詞：莫言 天堂蒜薑之歌 官僚作風 群泉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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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削百

莫言（筆名管護業， 1965寸出生於高密東北鄉，他的創作多以童年的成長經驗為基

礎，慘入自己的想像構築出文學概念的故鄉，試圖使它成為中國的縮影，賦予作品人物

生命，結合故鄉情境來反映現實人生。以故鄉為創作題材是莫言一賞的寫作態度與風

格，也是他建造文學王國的基石。

莫言對官僚作風提出嚴厲批判，對於黨的魚肉鄉民更表深惡痛絕。可是出身中農家

庭的他，卻叉擺脫不掉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意識的控槍。當時的樹才青年要擺脫農村，

只有兩條路可選：一則上大學，一則去當兵。莫言他以優異的成鑽進入了解放軍藝術學

院文學系，成了一位名副其實的大學生。之後，自解放軍藝術學院畢業之後旋即進入作

家研究班進修，創作之門於是大閱（或說開始稱為「作家」）。故鄉是莫言文學創作的源

頭，根據莫言自己的話，他隱而既顯地表示，對於農村的情感，是和他對黨的愛恨糾葛

是類同的。因此他也適切的轉化內心矛盾，憑著作家的道德勇氣和使命感從事創作，道

出人間的苦痛歡樂，描繪出一幅幅足以反映現實人生的篇章。

「小說家總是想遠離政治，小說卻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說家總是想關心

人的命運， -?ip忘了關心自己的命運，這就是他們的悲劇所在1 。 J

這段話，作者說，是取自名人語錄﹔但筆者以為，這是莫言自己的語錄。文革

時期，寫作淪為為替政治服務的同質性文體／聲音，作品多只是歌頌政治的毛腔

式語言，因而在文革後有所謂的反思與尋根之旅。因為，文學必須回歸文學。

莫言也藉自序之「摹J ’埋葬了他早期的幾篇小說，為小說裡歌功頌德的感情擾

了假而痛自批判z 。之後，他期望寫出「胃穿孔」的作品，也就是寫出足以反映
現實生活痛苦矛盾的文學3 。此時，他希望文學能遠離政治，但莫言曾自述其對

農民的情感4 ’及其軍人身份、曾任馬克思主義解說員，及其所秉持的作家道德

勇氣，叉使他不得不逼近了政治一莫言始終本著小說家的人文關懷，對政治作

了批判，〈天堂蒜薑之歌〉寫的，就是一部官僚體制、傳統制度下人性飽受壓迫

的大地農囑曲。莫言的〈天堂蒜薑之歌〉’試圖在揭露歌頌背後的官僚意識，開

始談論人的問題，重視人性的尊嚴，一方面，是文士勇氣的展現﹔但另一方面，

則是在考驗莫言主觀意識與現實政治閑之適切拿捏人筆者以為，莫言於文本每

1 莫言〈天堂蒜薑之歌﹜’扉頁語，洪範書店， 1989 年。

2 陳器文（莫言現象〉 〈方法論於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的應用〉’頁 187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1999 年－
3 陳器丈（莫言現象〉 ’〈方法論於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的應用﹜，頁 187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1”9

年。
4 莫言〈我的農民意識觀此文學評論家﹜’ 1989 年 2 月及其著作〈會唱歌的牆﹜’頁 凹 ，麥田出版社， 2側

年－
s 陳器丈〈莫言現象〉’頁 187 ，同註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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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開頭都置有瞎子張扣所唱之歌謠，且於結尾穿插了（群眾日報〉’運用了這兩個「敘

述聲音」 6以及作者在〈群眾日報〉後的發聲，如此安排，正是作者欲在主觀意識與現

實政治問尋求緩衝所採取的手法，是為了讓作者能免於兩難的尷尬處境。這是令筆者

感興趣、且欲探討的第一個方向。另一方面，作者藉由人物遭遇，兩大男主角一一高

馬與高羊因抵抗蒜薑滯銷所受的遭遇、高馬與金菊因抵抗傳統制度的愛情悲劇，及方

家的人倫悲劇，作者如此深刻細膩的描寫，道出了在政治與傳統制度的牢籠下，小人

物欲起反抗卻叉無力的沉痛與悲哀。因此筆者欲撥才的第二個方向，將從官僚體制下

小人物的命運上著手。

二、為民請命的張扣

源自莫言對農民的那份深厚的情感，他於文本每章的開頭，皆安排了瞎子張扣這樣

一位歷史采風諧的角色，來為整個故事進行敘述，藉由這個歷史回顧者、判斷者的角色

來為農民發聲。無疑的，是為農民事後的暴動爭取更多的同情與諒解。叉由於張扣站在

歷史的現場，稻育司中綴合些許個人主觀的情感和議論，這就如同中國艾學史上所謂的春

秋褒貶微言大義7 ，例如〈聊齋〉艾末皆有異史氏日。他嘲俞並諷刺官僚作風的不當，

並融入了批判，這是小說的一個特殊筆法。

艾本共分為二十章，每章的關頭都有瞎張扣的歌謠，他似乎是扮演一個說書

人的身份，敘述著故事的發展，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他文是一個旁觀者叉似是暴亂的始

作俑者、蠱惑著群眾起來反抗，站在農民的立場評述了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

鄉親們壯壯膽子提起胸膛

手挽著手兒前閻公堂

仲縣長並不是天土星宿

老百性也不是豬狗牛羊（207)

唱的是八七年五月間

天堂縣發了大案件

十路警察齊出動

抓了群眾一百零三

要問造業緣和由

先讓俺抽您一支高級煙

抽了香煙俺也不閉口

送一張〈群眾日報〉您自己看（361)

6 周周英雄著﹛比較文學與小說詮釋﹜’頁 159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0 年。
7 周英雄著﹛比較文學與小說詮釋卜頁的8 ，同註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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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看這兩段瞎子張扣所唱的歌謠，試著比較張扣在暴動發生的前後所持的態度，他自原

本為民請命、為民喉舌的態度，忽然轉而噪聲不語了，他把這事件的發生原因與經過丟

給了（群眾日報〉。張扣是站在農民的立場為民請命的，如今天堂縣發生了如此重大的

事件，按理說，他應該會有滿懷的憤憑與不平欲以抒發，可

是對整個事件的緣由為何他不想多說，只說了一句「送一張〈群眾日報〉您自己看」。

要知道事件的緣由者，自己去看最公正客觀的報紙吧。筆者以為，張拍這樣的舉動，其

實是藉由報紙公正客觀的形象與官方立場的色彩，來取代瞎子張扣過分偏激的反政府言

詞，進而緩和了作者道德勇氣與現實政治所引起的緊張度8 。

三、莫言的〈群眾日報〉

莫言在文本末節別有用意的以〈群眾日報〉作評述，不僅一來緩和了自己與現實政

治所引發的緊張度，再者筆者亦認為，莫言之所以運用〈群眾日報〉，即採取類似報告

文學的手法，亦有其時代背景因素。這樣的寫作手法和他早期的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

蔔＞ (1985）的大量非想像與之後的〈紅高梁家族） (1987）的揉合了鄉野傳奇和英雄演義的

講史方式9 ’及高密東北鄉以情節主宰一切的天馬行空的詭譎想像是不大相同的。

莫言〈天堂蒜堂之歌》一反其一系列「原鄉」作品，以刊國真實事件為根據II ’所

描寫的是一九八七年之一群蒜農因政府拒收購蒜薑，導致蒜薑滯銷而產生暴動的故事，

此時正值大陸文化革命之後，人民開始冷靜思考改革中所出現的種種問題，亦是大陸新

時期報告文學中所謂的「思索期」 12 ，該時期主要特色有三：（一）從相對廣闊的思想和

文化層面上，冷靜的思考與探討現實生活中的諸多問題（二）對以往重大歷史事件的重新

認識與檢討，以總結對當今社會發展可資借鑑的方面（三）對某一些具有特定社會意義的

題材集中關注。因而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莫言會採取用類似報告文學的方式來反映農

村社會問題誠為有跡可尋。對以殘酷現實主義者自居的莫言而言，藉由〈群眾日報〉揭

露政治上嚴重的官僚主義缺失，及對於斷才經濟與社會所造成的影響是再最恰當不過，

由報紙這樣公正客觀的角色，來對官僚主義發出針貶，使得農民受壓迫的立場更具可信

度，也使他們的事後暴動變得同情可理解，而報紙官方的色彩，更能有效降低作者道德

勇氣與現實政治間引發的緊張度﹔此外，筆者亦認為，剖析作者在群眾日報上的安排，

亦能看出作者對黨及劉聞社會體制的愛恨交織，作者利用〈群是日報〉痛陳官僚主義缺

a 陳器丈〈寞實現象〉〈方法論於中國古典在現代文學的應用﹜引文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1999 年。
9 莫雷〈紅高梁家族〉周英雄於跋後之語，洪範書店， 1987 年﹒

JO 張大春（以情節主宰一切的”說說「莫言東北鄉」的「4、看見背景」〉﹛聯合文學〉’頁 56-61 ，民國 81 年 3

月，
II 莫言〈我變成了小說奴隸．中國小說家莫言在日本京都大學的演講稿〉（網站：

http//www .jcrb.com.cn/ournews/asp/zhua .•. /Q 10.ht) 
12 陳信元、文鈺合著 《大陸新時期報告文學概述〉頁 54 、 58 、 61 行政蹺艾化建設委員會印行 1996 年﹒

第三章〈思索期一激情平復後的深沈探討〉發展到一九｝＼五年以改革為中心的社會生活已進入到穩定
發展時期，大眾的情緒由烈、激昂變得冷靜而深沉﹒這時的報告文學作家不再追求快速、明朗與激烈
的效果，而是著重從社會、 歷史 、 文化心態 、倫理道德等深層次 ， 對現實生活中的問題與現象進行觀

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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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並提出改進、建言，表現的就是作者對新時局利用黨的期待，但從（群眾日報〉襄用

字的繁複、篇幅的冗長及敘述口吻上，不難嗅到一股濃厚的官僚主義氣息，表達的，無

非就是作者對當局過度表面化的不滿！但卻故意義正言辭地說：

類似天堂蒜薑事件，在別處和別的事情上隨時都可能發生。因此，認真

學習黨的自覺性，提高均取經濟和政治全局的能力，創造性地進行工作，

是至關重要的。（373)

另外，再就大陸的大眾傳播現況中的新聞工作現況來看，新聞工作本就是黨的資

產，旨在宣傳黨的方針13 ，這無非就是他限制人民思想言論的一個工具，民間根本沒有

所謂的新聞自由，因此說它是一份官方報紙也未嘗不可，也可能是莫言隱約藉此批判官

方政策不當，具有強烈的諷刺官僚腐敗之用意。

作者藉由〈群眾日報〉批露了整個事件，最後說：

「你看完了？噁！告訴你一個最新消息，在蒜薑事件中犯有嚴重錯誤的原

縣委書記紀南城同志和原縣委副書記、縣長仲為民同志，認真學習黨的路

線、方針、政策，深刻檢查思想，認識了錯誤，並決心在今後的工作中改

正錯棋、彌補過失，蒼天市委市政府經研究並報請省委省政府：擬任命紀

南城同志為岳城縣委副書記兼岳城縣縣長﹔擬任命仲為氏同志為三河縣委

副書記兼三河縣縣長。此條小道清息，不要張揚。我們的小道消息幾乎總

是準確的。」（374)

本來，〈群是日報〉的口吻是慷慨激昂的，但此一小道消息卻好似澆了好大一盆冷水，

明顯看出官方「說是一套，做叉是一套」的做法，莫言即是諷刺官僚主義，竟連本應持

公正、客觀態度的報紙也失去了冷靜超然的特質，反而淪為官僚釀蔽事實、控制人民的

一種工具，說穿了，它，不過叉是官僚主義下的一個產物！

總結上述所霄，「群眾日報J扮演的是官方的角色，但作者卻巧妙的利用它的立場、

它的內容來降低與現實的緊張度，並表達對時局及黨的期待與不滿。所以說，表面上，

是官方報紙，但，骨子襄不妨說：這是莫言用來達到目的的巧妙手法。

13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緝印〈大陸文教現況卜頁的，98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福印 l妙2年 1”0年2
月 2 、 3 日中共〈人民日報〉連續刊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中共舉辦的新聞工作研討班上的講話。黨非

常重視新聞工作， 始終認為新聞工作是黨的聲回事業的一部份，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新聞是黨的事業。
對於一切企圖改變社會主義制度的違法新聞活動 ， 不但不能給予自由 ， 而且還要加以嚴懲﹒加強黨對

於新聞工作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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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堂蒜薑之歌〉的批判主題

中共的文藝及政治論述，歷史原本就是一個大聞目。從革命到解放到繼續革命，五

0年代的革命歷史小說，既要不斷的落實歷史，叉要不斷的革歷史的命。莫言面對淘淘

史話，卻能發展頡頑批判的聲音和創作，故而引起文壇的注意。

若說以往中共文學所形成的傳統是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大敘述，那麼莫言所作的，

正是拆解此一大傳統，並進而搖種種當時現實主義的合理性及合法性。莫言步武魯迅的

黑色寫實主義風格，將自己定位為「殘酷的現實主義者」阱。莫言將當時那個時期的社

會問題，還原和微縮到當時社會成員（農民），乃至家庭（農村家庭）及個人的經歷或命運

之中，把真相回歸民間，並以小人物的觀點出發，寫他們在當時社會中的種種處境及命

運。

我曾經對高密東北鄉種端熱愛，曾經對高密東北鄉極端仇恨。長大後，我終於

領悟到，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醜惡，最超越最世俗，最聖潔最祖

缸，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的。

莫言明白表示，他對高密東北鄉有極濃厚複雜的情感，愛恨、美醜．．．．．．。對農村的

情感，更是綿密而深長，他曾自述說：「我出生在山東省高密大欄鄉平安村宴，一直長

到二十歲才離開。我與農村的關係是魚與水的關係，是土地與禾苗的關係’．．．．．．我離開

農村進入都市已經幾十年了，但感覺還是農村的，．．．．．．。 16」由於他對農民的特殊情感，

表現出他對於現實社會制度的不滿與鞭搓，而﹛天堂蒜薑之歌〉這部就是。整部小說主

要是敘述天堂縣政府由於措施不當、蒜薑滯銷而引起暴動，英當將報紙、民俗品u昌（民

i悶際史的采風卷）並藉由小人物的遭遇及他們本身的自主意識與官僚對抗，等不f\:11意義

的文化符鶴故意放霞、拼：貼在一起，以不IJ於隱喻當時社會的木然狀態，批判官僚體制與

傳統社會制度對農民的迫害，構成了一$敝艾文化的蒙太奇的藍闕，一部充滿民間悲苦

的大地農囑曲。

周英雄認為迫害農民的主要根源是「人心（性）」與「傳統制度J 的腐敗，他說「文

本有關拘捕典拘押的過程才是重點所在，．．．．．．它勾出人性的劣根，道出人類心理無意

識層次，最令人反買的動力 17 J ，一根見血的道出了整部小說的中心意識，主要在反映兩

大男主角一高羊與高馬，遭受那群被自害者與施害者對抗之下的人性的劣根。小說內容

是以高馬與金菊因反抗農村不合理的換婚風俗，追粉昏姻自主而釀成的愛情悲劇，及方

家人倫崩解交織而成的農民悲歌。以下將從此基點對文本內容作一粗淺概略的探討。

14 陳器文〈莫言現象〉〈方法論於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的應用﹜’頁 199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

心， 1999 年
的沈謙〈活起高密東北鄉〉（中央日報） 1996 年 10 月 14 日。
1的莫言〈會唱歌的牆卜頁 19 麥田出版社 2000 年﹒

17 周英雄著﹛文學與閱讀之間〉頁 130 台北允晨文化 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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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是天涯淪落人

莫言對小說主角λ物的命名，乍看之下十分平凡，細讀之才發覺其別有用心

意的苦心。他似是依主角人物性格與其在當時社會中所處的地位與出身來為他們命名。

兩二做為照例是小說男主角，時是街頭士會夾縫中求生存的小人物。但兩人的生命形態卻

截然不同，分別是：鮮活強健和萎靡怯懦兩種形態。這兩人差典的強化，形成了對讀者的

衝擊力，並增強了作品對人的精神（人性）的農撼力。一方面以象徵筆法勾勒出主角人物

的性格，另一方面則是在嘲諷當時會機制下人性自尊的被浪滅與被踐踏。以下則主要著

眼於「高羊」與「高馬」兩位主角的遭遇試加以析論之：

萬馬性情果敢強館，富有強韌的生命力，不甘於社會體申j下的種種不合理壓迫，也

象徵著高馬不輕易向惡勢力低頭的個性，在時代漩渦中勇敢的生存。在暴亂中，他高l成

「打倒鎮官污吏，打倒官僚主發」（298）表現出高為頑強的鮮明個性，他仇視權威、更抵

抗威權。文本一開頭就寫到他被警察追捕、拒捕與反枷甘情形，這是根諒於他對腐敗官

僚的痛恨。而在高馬被羈押與審判過程中，他仇視警察、法庭，甚至要求直接判他死刑。

而他那抵抗權威和頑強的個性，更是具體的表現在抵抗不合理的農村換婚風俗上。

相形之下，高羊（羔羊）的個性是溫馴、順從的，是一典型的順民，小說中高羊的個

性就如其名般的溫和脆弱且善良，他那逆來順受的怯懦，更反襯出高馬堅強勇敢的一

誦。他和高馬頑強激進的個性是截然不同的。先就兩人同樹喻的過程來看：高馬頑強

的拒捕，高羊則是乖乖的束手就擒，由此看見兩人對抗威權的態度是不同的，反映出兩

人的個性完全兩樣。懦弱的高羊在被捕時受盡了折磨，卻還自我安慰說：

警察們吃完飯就會把我從樹上解下來，然後裝土那臺漆得通紅的汽車，拉

到......拉到哪襄去呢？拉到哪襄也比鎖在樹土好，是不是？ (65) 

逆來順受的個性更是中國傳統小中的典型悲劇人物，後來他想、：

死活都隨便吧，「民心似饋，官法如爐」犯法就伏法吧。（65)

他是一個安於社會體告tl下的順民，決不可能像高馬那樣帶頭暴動，由此更可看出他對權

威的畏懼尊重。他與四叔千辛萬苦的趕了三天三夜的路，好不容易走到了收購蒜薑的供

銷社，縣府卻突然說停止收購了。蒜農們獲知置突如其來的消息，治途尚且遭到一些巧

立名目濫收稅款的人員趁機敲詐。憤恨之情也由之而生，群情激憤的起來抗議。這時高

羊的反則是「四叔 ，咱快走吧！賣不了蒜薑不要緊，別弄了事在身。 」（264）高羊的個性

小心謹慎唯恐誤蹈法網，連他那兒子也取名叫「守法f 高羊正是純樸的農民典型，就

算有滿腔的悲憤 ，他依舊業著那溫和順從的個性退出了抗議的行列， 雖無奈卻也無力，

只能默默的接受了這殘酷且無法改變的事實。

高羊與高馬相比，高羊是顯得窩囊許多，他是莫言誰下形象將淡、個，陸將懦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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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雖然﹔家庭美滿，有婪、子、玄，但卻都是有缺陷的，妻子手臂有問題，女兒是個瞎眼，

兒子腳上有十二根腳趾頭。然而高羊卻因此感到滿足了，因為他無須再為傳宗接代的子

關擔憂，究其一生，這憋足他唯一感到欣慰、輝煌的事。換而言之，高羊的生命是以家

庭為基點，他對母親的懷念，對妻小的愛護，是幫助他渡過難關、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可是與生命力強韌的高馬相比，更顯其備受屈辱而不拒、人格萎縮的一面，他一生曾被

迫喝尿多次：

十三歲那年，．．．．．．王泰讓我喝尿，．．．．．．我抓起時機，探過頭去，用嘴截住

尿柱，喝了一大口，鳴下去，又喝了一大口，嚨下去。 (133)

高羊出身地主家庭，但卻一點也享受不到地主家庭的待遇，年幼時受到高瞳村第二生產

隊隊長王泰的欺負，當著眾人之面被迫喝尿，極盡受辱也不抵抗，更說明了從小他就是

一個備受屆辱也會逆來順受，人格是有缺陷的。

在葬母之後，被羈押時，半夜尿急卻無處方便，只好把它灑在一個葡萄酒瓶里。隔

天，治保主任卻存心捉弄高羊說：「男人尿清熱解毒，喝了吧！」硬是逼他把那整瓶盛

在葡萄酒的尿喝掉，「他忽然被一陣奇妙的感情撩撥的十分興奮」（217），「於是他帶著阿

Q 式勝利的精神把葡萄酒一飲而盡，然後，趴地上嚎晦大哭起來。」（218）綴受屁！縛，卻

也未做縣抗。在暴亂發生之後，！的戀﹔等皮上慎，他被捕於監室中，叉因方便無門，情急

之下雨尿在監室裹，同室的中年犯人卻要他趴在地上把自己的尿喝乾淨，起初他是不原

就制司，最後礙於泉怒難犯，還是乖乖的跪在地上把喝了。 (135-136）和高馬相比，高羊

是極度受到非人性對待的，終其一生，擺脫不了j識辱鴻尿的陰影。

莫言筆下的高羊是當時傳統社會下的典型人物，也是讀者預期心理下的斗固平凡人

物，泛指當時一般大瘦的心理現象，是際聲的、服從的保守農民，烙守法紀，僅在追求

生活的安定，縱使不滿於政府官僚的壓榨剝削、不滿意政府的政策，也都儘可能的遵從

接受。作各－以高竿作為全體人民心聲擎的典型人物，主仁慈在嘲諷官僚主義作風的領導者不

去聆聽群眾的聲音，更不是為人民服務的公僕。

（二）無情社會下的弱肉強食

作者以保守的農村社會為題材，以性情質樸的農民為主要敘述對象，是由於

莫言對農民有著一份特殊的情感。保守傳統的社會制度下，階級的觀念極為明

顯，下級必須服從上層（或者說是長者），更議論選擇生活的權利與白的。文本中呈現大

量的「階級觀念J 的官僚主義作風，隱約透露出在根深蒂固的階級觀念下，產生「人性

的壓迫」’漠視了人的尊嚴。這些主要表現於縣府警員幹部對於肇事者的壓迫、監牢襄

犯人之間的相互欺壓及官僚主義者對農民的迫害：

老鄭冷笑一聲說，：「不敢打死你，但你、拒絕服從命令，搗亂破壞，我有權

利對你採取強制性措施。你大概不知道過電的滋味吧你那二個兒子知道。」

老鄭從腰襄摘下高壓電棒，在手襄舞弄著，說：「我數一二三，數到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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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還不站起來，我就叫你嚐嚐滋味。 J

這是縣府警員對於被捕的肇事者不人道的脅迫與虐待，無情而冷血，竟以電棒電人，就

算是對已有一把年的方四嬉也絲毫不寬容﹔叉如高羊被捕之時腳傷發脹，疼痛不己，加

上他叉因為心疼新鞋弄髒，便對警員提出請求說：「政府，讓我把腳上的臉擠乾淨再走。」

(346）然而兩個警員卻裝聾伊啞，毫不理會，繼續趕路。何其可怪的是，荒郊野外竟然出

現一隻小公雞，對著高羊的臆傷死命的啄，而兩位警察的反應卻是更加用力的捏住他的

路時繼續走著，直到小公雞從他的瘡襄啄出一根筋來．．．．．．筋斷了，公雞嘸下。其中的一

位警察這才出聲說了句話：「好了，把病根扯出來了。」（以上詳見到ι347）由以上情節

看來，得知縣府警員對於人犯百般虐待折磨，根本已不把他們當作人看待了，腳傷發膜

已夠痛了，更不用說是被公雞啄到筋斷裂，縣府警員絲毫沒有一點兒的憐憫之心，反而

倖倖然的說：「好了，把病根扯出來了。 J 警員們的惡劣，不盡人情與浪滅人性，由此
可見一般。

另外，高羊被捕時所待的監牢裹，犯人與犯人之間也存在著階級壓迫、相互欺壓的

影子。尤其是中年犯對老少犯人的欺壓。就從三個犯人為了爭食一個饅頭這件事來看，

最後是所謂的‘老大“中年犯人贏了，當然爭勝有因。

「讓你們吃！讓你們吃！」老犯人嘶鳴著。

中年犯冷笑一聲，說：「狗雜種，弄這個？」他走到老犯賽身邊，伸出鐵針一般

的大手，卡住老犯人的脖子，低聲說：「你要廢就把這個饅頭給俺

吃了，要麼就把這顆狗頭扎到尿桶襄去泡泡！」 (131)

在爭奪的過程中老犯人一揚手，把這塊饅頭扔在高羊適才忍耐不住撤出來的尿上，把中

年犯入給惹惱了，他仗著自己是獄中老大，對老犯人做出不人道的脅迫，看他是要吃那

沾過尿的饅頭還是要把頭泡到尿桶襄。然而，類似這樣依恃著權勢對他人提出不合理要

求或壓迫他賽者，在現實生活中叉何嘗未曾發生過呢？

除了上述情形之外，小說的主軸不外就是縣府某些官員對於農民的剝削與壓榨’他

們庇護自己人，以自己的利益為利益，突然停止收購蒜薑而使得蒜薑大量滯銷，有關單

位不僅不負責任，未能提出有效的因應對策，尚且還巧立名目濫收稅款，罔顧農民死活，

這對於農民的生活無疑造成莫大的衝擊，關於此，莫言在〈群眾日報〉中有大量的敘述

且對整個事件做了隱微的批判與諷刺。

（三）貧窮農村的愛情悲劇

高馬與金菊的戀情是農村換婚制度風俗下的愛情悲劇，莫言不僅批判了當時

傳統換婚制度的迂腐，更反映女子是當時社會體制下的犧牲品，是農村家庭的附屬品，

更可悲的，是因為農村當活困難、生計難以維持，只好將女兒如貨品般的販賣，與他家

換婚，無形中卻也剝奪了子女的婚姻自主權。張志忠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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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筆下的愛情，是一群熱血漢子和風流女兒的結合，是兩個生氣勃勃

的生命力的撞擊，是人的自然，人的天性的必然流露，是不成天性反抗顛

倒世界的最高的一種形式，沒有賈寶玉和林黛玉那種曲折細膩的含蓄。 18 」

高馬與金菊，為求自首到老而不懼現實社會的強壓。他們愛得義無反顧、自然而率真﹔

他們大膽的反抗、顛覆傳統束縛的愛情，正是莫言筆下熱血男兒和風流女見的結合。

高馬對金菊的愛戀展開了大膽追求，是不顧一切的反抗不合理的農村傳統，欲顛

覆、抵制當時不合理且違法的換婚制度，進而追求男歡女愛的婚姻自主。

他拉開抽屜，翻出一本小冊子，說：「金菊，你不要哭，我給你唸唸《婚

姐法》， r 第三條：禁止包辦、買賣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為。』第

四條：『結婚必須是男女雙方完全自廟，不許任何一方對他方加以強迫或

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這是國家的法律。」（35-36)

高馬對金菊的愛戀，表現在對傳統不合理換婚制度的抵制，高馬不顧金菊已和他家換

婚，成了別人的妻子，依舊決定向方家坦言他與金菊的愛情，搬出了《婚姻法〉一語

未畢便要挨揍，高馬大喊「打人犯法！打人犯法！」方一君卻說：「打死你也不犯法J
高馬以為只要訴諸法律，就的比可以和金菊白頭到老。然而，何其可悲，在當時的「新

社會」裹，「法律條文」卻也只是一堆「條文」罷了，根本發揮不了作用，保障不了他

們的幸福，沒有所謂的青年男女的自由戀愛。之後， 高馬和金菊，決定私奔，但終

究逃不過命運的嘲弄，叉戰區了回來。無奈金菊己身懷六甲，有了他們兩人愛的結晶，

卻還無法與高馬結合。四叔（方父）開出了極為嚴苛的條件，只要高馬湊足了一萬元，即

刻答應他們兩人的婚事。高馬愛戀金菊，一心一意想和她白頭到老，可是蒜薑的滯銷使

他要籌足一萬元的路途更加艱辛，機會動日渺茫，因此蒜薑的滯銷對高馬的衝擊是甚於

其他蒜農的，這或許正樹也帶頭暴動的主要原因，而他與金菊間的愛情似也從此種下了

他災難的根源。文本曾多次出現高馬的獨自：

高馬，自從認識了金誦，自從和金菊拉了手，你說到上了血楣！ (202) 
高馬，自從你和金菊好了，你就倒土了血樹，你吐血、嘔血、咯血、

使血，你混身上下血跡斑班！ (238) 

縱使高馬與金菊 ，追求戀愛自由，姆因自主，卻始終敵不過命運嘲弄 ，而釀成了愛情悲

劇﹔金菊懷著胎兒上吊而死，高馬因帶頭暴動而被捕，無疑的叉是對傳統不合理的婚姻

制度的批判。

叫張志忠著〈論莫言的藝衛感覺〉﹛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頁 195-200 ’ 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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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家人倫的崩解

中國社會本思法家族為本位，是極講究家族性的，家族之間的的情感是緊密而濃厚

的，個人只是家族中的一個小小組成分子，在必要的時候，對於家族，個人是會做出義

無反顧的犧牲與奉獻。無奈家族的情感最終仍是敵不過現實利益的浪潮，漸糊甘被覆蓋

與淹沒了。《天堂蒜薑之歌》的方家即是如此，家族成員闊的利益爭執，使親情幾盡崩

解一是擲昏制度，方家人倫悲劇已種下﹔二是方雲秋在趕牛車運蒜至縣府的途中被車

撞死之後，方家兩兄弟的勢利、貪婪計較，使方家步入了親情崩解的悲劇之途。

方一君曾經也是那麼的疼愛金菊，可起此時的他也只顧自己，顯得現實而勢利，可

憐金菊卻成了犧牲品：

方一君晃動著說：「為子女的，第一條就是要聽爹娘的話。 J

金菊略成了一口，說：「我不聽，就不聽，就不給你換老婆。．．．．．．四叔擒

起煙袋，對金菊的頭一頓亂鑿，金菊雙手抱著頭，哀嚎著，滾到一邊去。（38)

方雲秋之死，是方家人倫悲劇再度上演，方家兄弟將方雲秋屍體抬到鄉政府鯨才回

公道，折騰了一天也得不到公道，只好打道回府，到了家門口，方四嬉要方家兄弟把他

們父親抬到，就上，方家老大和老二卻一動也不動，反倒是：

方一君說：「娘，聽人家，在外邊橫死的人是不能土坑的．．．．．．」

四姥說：「你爹辛苦了一輩子，死了，連個統也掙不土，我心襄不過意啊．．．．．．」

方一相則說：「人已經死了，放到網絲床土也是一樣。 r人死如燈滅，氣

化春風肉湖成j厄』放到熱就上臭得怯。」

四姆說：「你們打算把你們爹擺在露天地里？」

方一相說：「﹔耽擱在這兒吧讓風涼聽著，省著有臭味。再說，也省了明

早再往外折膝。 J (283) 

方家兩兄弟的絕情不孝，認為死了的人是不能上忱的，就是有養育之恩的父親也不例

外，否則是會觸家襄霉頭，對生者招惹厄運的。不僅如此，方老二嫌麻煩，為省得明早

還要再搬一次，叉說屍體擺在屋襄會產生臭味，於是把方雲秋屍體置於露天的地上，讓

諒風吹著而不願去搬動。若拿方家那頭死去的母牛與方雲秋相比，真是人不如一頭牲

畜。「老大和老二在場上鋪開塊破苦頭，把死母牛滾了上去，滾得母牛肚皮朝天，脊梁

兩邊總塞上磚頭， 固定住了。 J (284）兩家兄弟尚能搬動那頭母牛 ，也不顧及父親的屍體

正在外頭餐風露宿。方家老大也好不到哪兒，對於自己父親之死也毫無衷悽之惰，四嬉

擔心四叔的屍體被狗啃了，說：「讓狗啃了呢」’方一君滿腦子只想到今夜要把那隻死母

牛給宰了，明兒可拿到市集去賣錢，壓根兒也不理會父親的屍體還暴露在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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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一君說：「娘，今黑喪裹，我正好把那條牛剝皮，把肉剃巴剔巴，明兒

正好趕集賣肉。楊助理說得有理，死人怎麼著都一樣，活人還是要好好活。（284)

方父的過世並沒有使得方家兩兄弟顯得特別悲悽’父親的死對他們而言，只不過是家襄

少了個人，如此而己。在此時，他們關心的只有那頭橫死的母牛，他們連

夜趕工宰殺母牛，為的是能趕在明天清晨拿到集襄去賣錢。由他們漏夜宰牛的

事，看出他們的寡情與貪婪。

半喪時分，方家兩兄弟把牛皮剝了下來。方一相挑來－擔水，把牛身體洗四

乾淨。方一君說：「輕點，別把腸子割斷。」老太和老二把那些腸子一根

板的扯出來。方一相說：「腸子不要了。」方一君則說腸子、實洗一洗都

好下酒棄。那頭小牛，方一君說，沒見天的小牛能熬藥，有人冒充鹿胎膏，

發了大財。（288)

方家兩兄弟在四叔去世的當晚，卻只是忙著殺母牛，對於自己父親的死，毫無哀悽

之惰，就是對那頭母牛的死，也毫無憐憫之心，生時為方家出生入死，是他們家勞動賺

錢的工具﹔死時卻是不得全屍的賺錢牲畜﹔方家兄弟對於這頭母牛極力的搜括，他們的

貪婪之心可見一般，然而叉從方家兩兄弟分家時，為了爭奪一件棉模的情景更可看出他

們貪婪、斤斤計較的醜陋面貌：

方一君說：「我記得俺爹有一件新棉棋．．．．．．」

方一君說，：「娘，俗話說： r爹的棉棋，娘的裹腳，留給小章，招財進寶』’你留

著做什麼？ J 

方一相說：「要分就分個利索！」（288)

方家兄弟的貪婪與斤斤計較在爭棉擲這件事上展露無遣，就連方鯽佐一可以留下來做紀

念的棉樓，也要被他們瓜分掉，真是極盡所能的搜括，汁，牛也不留，在此也看不出方家

兩兄弟之間的手足之情，兩人斤斤較計，深怕吃了虧，被彼此估了自己的便宜：

方一相說：「哥，既是分家，就要公平，誰也別沾光，誰也別吃虧。 J

高企角說：「一件棉棋兩個人耍，怎麼分？除非用刀刺閥！ J 

方一相說：「剝開就剝開！」

方一相持著－丰棉樓，扔給方一君說：「這半是你的，那半是我的，咱誰

也不久誰 ！」（288)

自三換親的那一刻起，方家的悲劇也已經種下了﹔而後方雲秋之死， 方家兩兄弟並不在

意，他們只顧宰殺那頭被撞死的牛﹔叉為了分一件棉模而爭得面紅耳赤。方家兩兄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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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為私、貪婪計較，更加速了方家的親情面臨崩解的局面，方家何以致此？在三換婚

之前，在方雲秋死前，方家也會有過溫馨的時刻，在四叔死後，他們母女為他處理善後

種種，四嬉要金菊找來剪刀剪去四叔的鬍子及過長的鼻毛（285）、四嬉撥拉四叔臉上的

姐，卻一點見也不覺得髒（284-285）······作者於此舉重若輕的道出了貧賤夫妻之惰，為方

家注入一道光芒，但無奈在現實的殘酷壓迫下，方家依舊步上了悲劇之途。這無非就是

一部農村家庭悲歌的具體寫照。

五、結論

莫言《天堂蒜薑之歌〉一反他一系列的原鄉、尋根之類的作品，所寫的是以一個真

實事件為根據，以一群天堂縣蒜農，因不滿政府拒絕收購蒜薑、導致蒜薑滯銷，價而起

來暴動的事件為主調，再匯合與此事件有闋的樹蚓、人關甘不幸遭遇，交織成天堂縣蒜

農的一部「大地農囑曲J O 名為「天堂縣」’實為反諷。猶如人間地獄，教天堂縣民們痛

苦不堪。

莫言自許為一嚴酷現實主義者，因此雖然犀利的批判現實社會的弊端，仍秉著文學

家的道德勇氣光環，以一種超越的藝術手法書寫，因為艾學終究還是要回歸文學，這是

莫言〈天堂蒜薑之歌〉的成功處。這部小說主要表了命組9無奈、情愛的決絕，是反諷，

也是象徵。它最大的審美魅力的結動人心弦的小人物強韌的生命力，作者文士勇氣的
正義感、使命感，這恰可以印證莫言所說自己是一個嚴酷的現實主義者的說法，也是構

成小說的主援律和堅實基點。

丈學與政治雖不可分，但文學仍須保有其藝術成份，不能成為政治的附屬品。莫言

〈天堂蒜薑之歌〉以小人物遭遇作為當時農村社會的整體精神和生存狀態，這些小人物

如果是藝術的典型，那麼這些形象便具有了深廣的普遍性，就是對當局官僚體制的批評

和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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