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閻連科小說《丁莊夢》倒,後集體化時代中原農村丁莊「賣血—染病—毀滅」的

故事，再現了河南東部「艾滋病村」的死亡危機，並追溯了1990年代初期地方政府主

導下的集體賣血亂象。本文還原了小說作者所迴避的農民負擔沉重的重要歷史背

景，並依據小說文本和學者的研究重新梳理了當地政府發動農民集體賣血的行政動

員策略及過程。丁莊人瘋狂賣血並最終染病的悲劇，並非一般小說中所呈現的虛構

性故事，而是現實生活的生動寫照。這一悲劇深刻體現了當代中國鄉土社會在重建

過程中遭受的雙重困境：除了不恰當的行政干預外，更是1990年代以降商品經濟與

消費主義在鄉村蔓延泛濫，農民片面追逐物質消費，其代價是身體（血液）的商品化

並最終毀滅。在對丁莊人賣血與患病的刻畫中，作品表述了當下國家與鄉村的關係

隱喻——丁莊即中國，丁莊夢又豈非中國夢？

關鍵詞：《丁莊夢》　賣血　艾滋病　消費主義　商品化

閻連科的長篇小說《丁莊夢》1講述了後集體化時代河南農村丁莊「賣血—

染病—毀滅」的故事，藝術地再現了二十一世紀初年河南東部「艾滋病村」集體病

發的危機，並追溯此前十年（也即1990年代初期）地方政府主導下的集體賣血亂

象2。從賣血的「啟蒙」與組織和身體的商品化過程切入，《丁莊夢》的情節與指向

隱喻了後集體化時代背景下鄉村與國家之關係。在很大程度上，丁莊即中國，

丁莊夢又豈非中國夢？作家以近乎絕望之悲憫，使小說深浸末日天啟意蘊，足

資深思與討論。

農村的行政動員與發展災難
——論《丁莊夢》中的「賣血故事」

● 黃　勇

＊本文為暨南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轉型期中國鄉村的倫理人情衍

變」（10JYB2007）及暨南大學科研培育與創新基金項目「當代文學理論研究的範式危機與

轉型」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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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莊夢》的故事發生地是位於河南省豫東平原的丁莊，依舊是閻連科得心

應手的那片土地、土地上討生活的鄉民，以及他們世代聚居的鄉村世界。賣血

之前的平原小村丁莊，與周邊許多村莊並無二致，是後集體化時代較為典型的

中國內地鄉村：經濟來源以農業為主，民眾普遍貧窮；人際關係相對封閉，村

落自成一體，傳統習俗得到一定的保留，但歷經時代變換與歷史震蕩，宗族或

行政力量並不佔據絕對的權威地位。也就是說，1980年代中後期以降中國的鄉

村生態，正處於脆弱的蛻變或轉型期：一方面，全能型的「國家」力量撤出殆

盡，「集體」也是名存實亡；另一方面，鄉村公共生活與秩序又尚未定型，出現

了鄉村權力與社會組織的真空，亟待重建3。

小說的表現重點，自然是後集體化時代丁莊的集體賣血事件及其慘重後

果，但作家卻似有意無意迴避了「農民負擔」這一重要歷史背景。姑且不論這

是否因為藝術表現上的考量，但現實語境確實如此：1990年代中前期，也即

丁莊人賣血前夕，正是農民負擔較為沉重的時期。根據經濟學者的研究，中國

「自1993年後，各省按TFEE〔大意為「總負擔」〕計的負擔都有所增加。⋯⋯平均

而言，落後省份的稅費負擔較發達省份更重。例如，20世紀90年代後期廣東

和浙江的TFEE約為7%-9%，而山西、安徽、河南和甘肅的這一數字為11%-

15%，⋯⋯較落後省份的地方性收費的嚴重性更為突出。⋯⋯由於收入較低農戶

的收入結構主要以農業收入為主，因此這部分農戶更容易受稅負的影響，且更

窮農戶承擔更高稅費比重」4。而正是背負沉重負擔的丁莊人，為行政力量所煽

動、誘導與驅使，集體走上了「賣血—染病—死亡」之路。

由此，丁莊的命運發生鉅變：因狂熱的行政動員與組織、物質消費主義等

外在作用力下一度空前繁華，又因人們賣血所感染的艾滋病極盛而衰。對於生

活在中原大地的農民來說，因賣血而大面積感染艾滋病死亡的變故，不啻於土

改翻身或農業集體化帶來的震蕩。簡言之，這是當代中國鄉土社會重建過程中

遭遇不恰當行政干預與片面追求物質消費、盲目逐富的惡果5。如果我們在此套

用閻連科在某次訪談中「我的作品都離不開土地，都是土地之花，哪怕是『惡之

花』」6的說法，那麼從《日光流年》，到《堅硬如水》、《受活》，再到《丁莊夢》，閻

連科關於中原大地書寫的「惡之花」，可謂愈開愈盛、愈開愈烈7。

閻連科的筆觸遊走於丁莊與中原大地，出入於現實與夢境之間，我們在此

以「疾病」為切入點，來處理世紀之交國家與鄉村互動中的行政動員、賣血與身

體商品化等農村發展過程中的複雜關係。

一　賣血的「啟蒙」與組織

對於傳統的丁莊人來說，「賣血」無疑是陌生而震撼的大事。與之前數十年

間諸多政治運動一樣，「賣血」也是源自上級行政力量的主導與推動。在一個「莊

ì屯î很多春天的暖和爽，街上的清香撲鼻子」的仲春日子ì，丁莊迎來大人

物：「縣ì的教育局長」。高局長來到丁莊，既不是檢查教育工作，更非觀光旅

遊，而是身背重任：「來莊上動員賣血的事。」8由於「血」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

《丁莊夢》的表現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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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學術論文 的特殊性（如「血濃於水」等）、對於人的身體健康的極端重要性（如身體是「血肉

之軀」等），加上在現代西方醫學知識與體系大規模傳入與普及前，在缺乏血型

分類與輸血技術的條件下，血液具有強烈的「私人性」，是不可或者無法參與流

通或流轉的，因此，在以「賣血」為核心目標的動員與組織以前，必須對農民的

思想觀念做有效的「啟蒙」、轉化乃至徹底顛覆。茲事體大，任務艱鉅，一度難

住了行政經驗豐富的高局長。但局長又豈非等閒之輩，他因地制宜、鍥而不捨

地推動了強大的行政動員。整個動員過程，大致分為四步：

第一步，倚靠丁莊原有的權力班子，主要是老村長李三仁。這本應是最為

直接、成本最低的一步。但李三仁堅守「傳統」，反對賣血，先後兩次拒絕高局

長的命令。

高局長第一次找李三仁就碰了釘子：「李三仁便驚î張大了嘴，說：『天

呀，你讓賣血呀！』」「張大了嘴：『老天爺，讓百姓賣血呀！』」9村長拒絕開會動

員。三天後當局長再來，村長則沉默以對。思想傳統的村長，始終無法理解和

認同政府動員民眾賣血的行為，因此罕見地先後兩次拒絕來自上級的命令。但

是，處於權力等級末端的他，其抗爭雖是堅定的，卻注定是無力和無奈的。

第二步，撇開抗命的舊班子。事不過三，高局長在第三次到丁莊時，便不

客氣地在莊民大會上把當了四十年村長的李三仁撤職了。高局長於是親自上

陣，從發展經濟的角度來動員和說服群眾。

遭罷免的老村長李三仁作為老資格的退伍軍人，在村長任上兢兢業業帶領

丁莊人幹革命「奮鬥」了四十年。這是一位「梁生寶」或「蕭長春」bk式的基層幹部，

在集體化時代（1950至1970年代）作為黨在鄉村的代理人角色而被賦予了「領導」

的合法性，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黨的權威。然而，在集體化解散之後，由於「基

層公共權力合法性下降，鄉村幹部在村莊中的道德形象並不為村民所認可」bl。

在看重個體經濟收入的後集體化時代，作為丁莊長達四十年帶頭人的李三仁，

其威信與地位也隨之土崩瓦解、一落千丈bm。

儘管如此，李三仁畢竟在形式上還是丁莊的「一把手」，僅由於在動員賣血

過程中的消極與不作為而遭到罷免的下場。這一罷免模式是自土改以來農村基

層權力更迭的慣用模式：上級部門有權直接任免，標準在於能否貫徹、推行黨

的政策。正如論者指出：「這種自上而下安排村莊的治理制度，決定了國家必然

要在鄉村地區尋找新的代理人，以保證其政策法規的貫徹和執行。」bn拋開原基

層代理人李三仁之後，高局長親自出馬游說村民賣血：「說了前，說了後，說了

發展血漿經濟，力圖民富國強的話。」bo教育局長如此賣力鼓吹，必有其官場中

的壓力與動力。壓力來自於「上級單位」的動員賣血責任制：「全縣的各局、各委

都到下邊動員農民賣血呢，教育局分了五十個動員村。」如果在丁莊的第一炮打

不響，「以後我這局長咋當呀」bp。這是一項關乎局長政績、仕途的重大行政命

令，不由得局長不高度重視、如臨大敵。

第三步，委託德高望重者親身示範，宣傳「賣血無害」的道理。

李三仁下台以後，丁莊一時缺乏合適的繼任者，高局長只好軟硬兼施，說

服在小學ì敲鐘的「我爺」丁水陽老人出馬。善良的丁水陽出主意在河灘挖坑舀

水，在群眾面前為「賣血無害」做示範宣傳。示範結束後，局長以一副恨鐵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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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的態勢告誡眾人：「你們丁莊解放幾十年，共產黨領導你們幾十年，社會主義

幹了幾十年，你們莊還是草房一片連一片」，賣血與否，成了「走金光大道奔小

康，還是過獨木橋重當窮光蛋」的分水嶺bq。高局長的話，本質上是集體化時代

耳熟能詳、一度激憤人心的宏大話語與思維邏輯的延續，如「解放」、「共產黨領

導」、幹「社會主義」，「金光大道」等等。話語雖則宏大、動聽依舊，但今非昔

比，如此老調重彈已經無法像集體化時代上通下達般高效。丁莊的農民面對î

局長的賣力宣傳，仍然不為所動。舊話語在新時代遭遇滑鐵盧，折射出集體化

時代國家宏大話語在後集體化時代的蒼白與無力的命運。具體到局長的前三次

動員，它們準確地反映了1980年代中後期以降國家與鄉村的鬆散關係：來自「上

面」的話語不再具有高度的權威與感召力，領導不再一呼百應；而相應地，基層

村幹部並不一定緊跟政治形勢、唯上級的馬首是瞻；處於最底層的民眾，更是

各自有î自家的利益盤算br。

正因為如此，高局長即便使出了三道板斧，也還是未能完成賣血的「啟蒙」

與組織動員。村民在空洞無力的政治話語和行政動員面前，在賣血這件極大違

悖傳統觀念的事情上，並沒有踴躍參與。但高局長及其行政同僚自然不是等閒

之輩，他們果斷地捨棄軟弱乏力的「話語」力量，而巧妙地運用另外一種方式來

實現他們的目的——參觀「樣板村」。

第四步，以蠅頭小利引誘村民參觀「賣血模範村」，憑藉直觀鮮明的榜樣，

啟迪村民實現從「要我賣」到「我要賣」的轉變，成功完成賣血的「啟蒙」與組織

工作。

高局長再次來到丁莊，要挾丁水陽組織丁莊人到其周邊的賣血大縣——蔡

縣去參觀。因為蔡縣賣血開展較早、人數眾多且組織有序的緣故，昔日的赤

貧縣已脫胎換骨，成了「全省的致富模範縣」。而丁莊人所參觀的上楊莊，更

是賣血村莊中的「樣板」：「家家住的都是洋樓房。」而人人臉上洋溢的笑容與滿

足感，免費的肉菜供應，一切都像是早年官方宣傳ì所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

上楊莊人的「幸福生活」如閃電般擊中了丁莊人的神經：幸福生活就這麼跟賣

血聯繫起來——「天堂般的日子就是靠賣血賣了出來的。」bs夢想中曾經遙不可

及的幸福天堂活生生地展現在丁莊人眼前，彷彿唾手可得，丁莊人不願賣血的

執拗不攻自破。借助於「樣板村」的神奇力量，高局長在這場「啟蒙」與動員賣

血的拉鋸戰中，終於大獲全勝——丁莊人實現了從「要我賣」到「我要賣」的徹底

轉化。

作為一種在過去數十年ì行之有效、屢試不爽的政治動員方式，小說中組

織村民參觀「模範村」、「樣板工程」之類的活動，往往是先通過樹立模範單位／

個人，隨後組織農民參觀，憑藉「榜樣」的力量來啟發、誘導農民接受政府部門

預設的價值觀，激發農民嚮往並步入其設定的軌道。這種「樣板」在全國以及河

南省由來已久、多次出現：遠如1950年代大躍進期間的「大寨村」，近如改革開

放年代ì的「華西村」，1990年代的「南街村」、「竹林村」，舞陽縣的「富民工程」、

「小康示範村」袁莊村等。這些「樣板村」、「樣板工程」多與政治力量掛¸，有其

歷史特殊性，其「成功經驗」難以複製，不具備普遍推廣的條件。但在其「鼎盛」

時期，無論是對實地參觀者還是周邊的鄉民來說，都有î非凡的魔力與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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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學術論文 《丁莊夢》所述的賣血大村上楊莊，在丁莊參觀者眼ì，大抵不啻於人間天堂。

於是，「丁莊開始賣血了」，而且「繁華了」、「熱鬧了」，「一轉眼就成了溈縣的模

範血源村。」bt

高局長進入丁莊的一幕給人似曾相識的感覺，與1940至1950年代眾多革命

題材小說的開頭有î高度相似的Ç述模式：一個原本「自然」、「寧靜」的村莊，

突然某一天從外部來了一個（隊）人，帶來了革命的思想火種，帶領村民改變不

公的秩序與命運，最後革命宣告成功。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便是這一Ç述模式

之典範ck。也就是說，這股外來的力量，在當時的語境下被表述為一股積極、進

步、強且大不可逆轉的力量，它的引入為村莊帶來「解放」與轉機，推動其發

展，如唐小兵評論該小說時指出：「大馬車的駛入及工作隊的到來隱喻了新『象

徵秩序』的強行插入。」cl在這一模式下，「外來者」總是如同普羅米修斯般崇高與

偉岸，其帶入的星星之火最終燎起了鄉村之原。

這套Ç述模式下，「外來者」撒下的，基本上都是革命、希望的火種。而在

近年來如范穩的《水乳大地》、阿來的《空山》、遲子建的《白雪烏鴉》等相關的文

學書寫中cm，這一Ç述模式遭到了顛覆。「外來者」闖入後帶進來的，往往並非福

音，而更多是疾病、戰亂、災難、死亡與毀滅，仿如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在《丁

莊夢》之前，閻連科已在《堅硬如水》中生動地刻畫了退伍軍人高愛軍給故鄉帶來

的以暴力與破壞為主的「革命」。而《丁莊夢》ì高局長所代表的政府所引進的，

是身體的商品化，是用賣血來換取貨幣、換取商品、換取消費的組織化行動，

並由此帶來輸入性的、帶有高度傳染性的「瘟疫」。

斗轉星移，高局長已非當年《暴風驟雨》ì幾乎無所不能的工作隊長蕭祥。

但歷史地比較兩者，卻又呈現出驚人的相似性：外來力量主導下的村莊精英重

新洗牌，帶領民眾虛幻地「翻身」，歷史已經證明當初的美好允諾無法實現。其

相類並非偶合，豈非對「翻身」與「共同富裕」的一次揶揄？

二　身體（血液）的商品化

參觀「樣板村」之後，丁莊人開始狂熱賣血：「丁莊轟的一聲賣瘋了。」賣血

盛況讓人嘆為觀止：「一夜間，幾百口人的丁莊，突然冒出了十幾個血站來。」

設立血站的機構五花八門，有縣醫院、鄉醫院、鄉政府、公安局、組織部、宣

傳部、獸醫站、教育局、商業局、駐軍、紅十字會、配種站等，「豎立一塊牌

子，寫上幾個字，來兩個護士，一個血站就建立起來了」cn。而後從閻連科筆下

的「我爹」丁輝所私設的「丁家血站」開始，「丁莊就賣血賣瘋了。平原上就賣血賣

瘋了。」co

丁莊及平原上的瘋狂賣血行為，既是地方政府「管制」政策（具體為發展「血

漿經濟」）引導所致，亦是1990年代以降市場經濟與消費主義在鄉村蔓延泛濫的

結果：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東南沿海經濟建設「迅猛發展」，相形之下，處於中

部的後發鄉村顯得「貧窮」、「落後」。後發地區為了擺脫這一窘境，往往由地方

政府主導，開展各種「趕超」任務，「血漿經濟」正是如此引入cp。

高局長進村做賣血的

「啟蒙」與組織工作乃

是受了縣政府責任制

之驅使。討論這個行

政動員問題時，必須

將其置於後集體化時

代農村經濟發展與社

會重建這一背景下。

地方政府動用行政資

源強力推行「血漿經

濟」並造成災難性後

果，既是小說情節，

更是直擊當下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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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論及縣教育局高局長之所以進村做賣血的「啟蒙」與組織工作，乃是受

了縣政府責任制之驅使。我們討論這個行政動員問題時，必須將其置於後集體

化時代農村經濟發展與社會重建這一背景下。地方政府動用行政資源強力推行

「血漿經濟」並造成災難性後果，既是小說情節，更是直擊當下現實，其波及面

之廣，數年來反響頗大。這樣一種不顧實際情況，盲目從政績出發的行政指令

與行政動員，多年來一再重演，從未消停。如果我們將其置於晚清以來近代

化、現代化的大背景下來審視這種「趕超」心態，可見從集體化時代的大躍進、

放_星、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到改革開放、後集體化時代大辦企業、扶持養

殖業、種植經濟作物，反覆折騰，都有行政主導的印記。

由於地方官員急功近利，缺乏必要的科學論證與長遠規劃，加上置民生問

題於不顧，因此行政型指令指向都殊途同歸——接受指令的農民受損，而推動

指令的官員卻從未遭受問責。在閻連科筆下，到丁莊動員賣血並造成多人染病

的高局長，事後竟還獲得升遷，諷刺地搖身一變為疾病委員會的負責人。我們

必須將這種現象置於目前政治體制下的官員選拔升遷機制下來考察：改革開放

以來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使得對地方官員的考核主要是通過層層下達的各

種社會經濟發展指標來完成，這就造成「地方政府官員為了達到保有職位和升遷

的目的，必須要完成、甚至超額完成這些指標以顯示政績，從而產生不顧當地

條件，強行上馬各種工業、或建設一些以基礎設施為主體的『面子』工程，甚至

誇大農民人均收入水平，導致浮誇風和弄虛作假。這些行動也往往積累大量債

務，增加農民負擔，並最終破壞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cq。《丁莊夢》所寫的集體

賣血及其導致的艾滋病大爆發，顯然就是非理性政府行為的結果。應該說，作

為作家的閻連科，對這一政治動員的弊端並無大力批評，相反表現得頗為克

制、隱忍cr，但小說結尾所呈現的一個個凋蔽的村落，還是間接讓我們窺見其大

面積的悲劇後果。

在丁莊的故事中，國家對鄉村的影響，並不因為集體化時代終結、國家權

力撤出鄉村而不復存在。根據人類學家閻雲翔的考察，「自80年代初以來，國家

對私人生活的控制逐步減弱，同時將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經濟和政治的關鍵部

門。結果，市場經濟的價值觀、商品生產的方式，以及全球性的消費文化等，即

成為推動社會變化特別是家庭變遷的主導力量。」cs國家力量撤出的社會空間，

一部分由傳統價值觀去收復與填充，而新興的市場經濟、商品經濟和消費主

義，無疑顯得更為強勢。由於社會主義道德與傳統倫理道德的衰微，「非集體化

之後的農村出現了道德與意識形態的真空。與此同時，農民又被捲入了商品經

濟與市場中，他們便在這種情況下迅速地接受了以全球消費主義為特徵的晚期

資本主義道德觀。這種道德觀強調個人享受的權利，將個人欲望合理化。」ct在

「集體」消褪，「個人」至上的時期，「村民在縱向社會結構中重新拉開差距之後，

傳統『倫常』秩序已無法再建構起來。由此，在村莊道德秩序中造就了一種『富即

光榮』的話語。」dk

然而在意識形態消褪、傳統道德淪落的年代，追逐財富何為？除卻作家所

迴避的「農民負擔」問題之外，只能指向物質消費與物欲追求，消費文化由此興

起。誠如曹錦清所言：「改革開放後，鄉村文化明顯受到城市文化的影響，而城

在丁莊故事中，國家

對鄉村的影響，並不

因為集體化時代終結、

國家權力撤出鄉村而

不復存在。國家力量

撤出的社會空間，一

部分由傳統價值觀去

收復與填充，而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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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和消費主義，無疑

顯得更為強勢。



72 學術論文 市文化，則明顯受到港台文化的影響，而港台文化其實便是歐美消費文化的翻

版。」dl消費文化無孔不入、所向披靡，大量的消費需求被製造出來，誘導甚至

逼迫農民換取貨幣來消費。企業通過各種廣告來刺激、引導人們的消費欲望，

改變î人們固有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但是如賀雪峰所言，「農民沒有辦法獲得

那些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因為他們無法獲得實現這些人生價值所需要的經濟

收入。」「他們就感覺到自己處於社會的邊緣地位，心ì產生了不平衡感和被剝奪

感。」dm在這種愈演愈烈的不平衡感和被剝奪感面前，小說中高局長所持的集體

化時代社會主義宏大話語是蒼白無力的。致富與消費對於丁莊這種一無自然資

源、二無地理優勢的內陸鄉村來講，似乎過於遙不可及。

只有當丁莊人親眼見到了上楊莊人住的洋樓，享受î傳說中「共產主義」的

分配制度，過î「天堂般的日子」，而僅僅付出了胳膊「雨天有些癢，和螞蟻夾了

樣」的代價時dn，早已被調動起消費欲望的丁莊人，突然發現只要走上高局長和

政府宣傳的「賣血」這條「金光大道」，「幸福」生活就如此近在咫尺。他們壓抑已

久的物質欲望如山洪暴發，一發難以收拾。他們嚮往先富起來的「血頭」所蓋

的洋樓散發的硫磺味：「很多人家都想生活在這硫磺的味道ì，所以都賣血。」do

因而在接下來的賣血狂潮ì，丁莊人為了發家致富，不惜鋌而走險。在這層意

義上，王德威指出dp：

閻連科看出了艾滋的現代性意義，並賦予相當批判。然而他對社會主義市

場化以後的經濟發展保持曖昧的看法。以往小農式或合作式的經濟模式不

再能夠約束閻連科丁莊的農民。他們現在要的不是子孫香火（《耙耬天

歌》）、不是宗族倫理（《日光流年》），而是實實在在的物質生活的日新月

異。他們把賣血當做沒本的生意，卻落得血本無歸。他們是一群失敗的投

資人。

在「賣血—致富—消費」這一因果鏈中，丁莊人把唯一可資動用的資源——

「身體」，當成了一本萬利、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商品。誠如黃金麟所說：

「1980年代初期後，⋯⋯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高漲和文化工業的極度發展，導致

身體成為一個消費商品的戰場，身體在社會學領域中的重要性與能見度因而獲

得大幅提升。」dq在這場賣血盛宴上，熱衷經濟發展指標的地方政府及其下屬各

機構、血站、醫院、「血頭」以及賣血者等多種力量大快朵頤。由此身體與商

品、市場緊密相關。也就是說，在利益和經濟效益面前，丁莊人的身體被物象

化、具體化，成了有利可圖的商品。在此意義上，王德威指出，「艾滋村的危機

牽涉廣泛，這一危機暴露不只是醫療_生問題，也是國民經濟問題，以及一個

國家對人民身體的監控管理的問題。」dr在各路虎視眈眈的人眼中，身體是一個

個能夠生產「血」的流水線車間，是一具具源源不斷地提供「血漿」的機器。

在這條流水線上，「身體」的作用被重新定位，其意義被重新闡釋：身體的

「有用」與否，衡量標準不再是強不強壯、健不健康，而是能不能抽血、能抽多

少血。身體的感受不見了，「血」或「身體」的傳統意蘊消失殆盡，傳統倫理道德

範疇ì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等因素被拋到九霄雲外——身體遭到徹底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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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化。丁莊ì僅有的關公廟也被扒掉了，不信關公，改信賣血。如劉偉所說：

「在一個混亂不堪的趕超型現代化中，生存的焦慮讓每一個人都失去了對自身最

基本價值的守護耐心，而選擇用一種統一的外部標準去決定自己的行為。因

此，每個人都可能迷失而成為受害者。」ds在赤裸裸的物質化眼光觀照下，丁莊

人（包括平原上所有賣血的人）各種鮮活的生命特徵，各種具體的面目、身份差

異都被抹平、擦掉，被簡化為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軀幹，而其結果就是「血液

成為流動的資本，就算是骨肉至親也不能擋人財路」dt。

從丁莊人對賣血的態度來看，先是被動「啟蒙」，而後主動迎合。艾滋病的成

因既是外部力量強行帶入的，但同樣少不了丁莊人對賣血的內部認同，「準確地

說，是政府動員農民賣血以推動『經濟增長』而農民又『積極配合』的結果。」ek在

這個層面上，國家與鄉村形成了怪異的合流。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片面追求經濟發

展、鼓勵民眾追逐物質財富進而造成消費主義泛濫的惡果，在此表露無遺。

政府極力推行的賣血及後來大流行的艾滋病，儘管並非動員之初所能預

料，但政府又確確實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艾滋病爆發、大面積死人之

時，政府本應有所作為，但在小說中，又鮮見政府採取主動的救助或相關措

施，任憑丁莊乃至平原陷入混沌、無序與混亂的境地。現實也是如此。正如王

德威所說，閻連科本可藉此追索「（因賣血採血所引發的）艾滋病下，複雜的政教

腐化、經濟投機、社會福利失控等問題。但這樣寫一定冒犯政治不韙，豈可輕

易碰觸？」el於是作家在迴避「農民負擔」問題之後，再次懸崖勒馬，繞開了對權

力尖銳的直接抨擊，將農民為減輕負擔、改善生活而把身體當做商品、賣血圖

利的行為及其導致的災難，主要歸因到自私與貪欲這些「人心中的艾滋病」em。

三　結語

《丁莊夢》中，閻連科儘管虛寫或避開了某些敏感事實，然其現實批判意蘊

依舊濃烈。作品通過對中原農村致命流行病的刻畫，實則見微知著地表述î當

下國家與地方、鄉村的關係隱喻。正如夏榆的評論所說en：

生活中有太多變異、可怕的事情。比如「黑磚�」事件，我們今天，所有的

寫作者，還會把它當成個案去看。這是河北的事，這是山西的事，這是河

南的事。但是它實際上是中國現實生活中的一部分，它是我們今天中國現

實生活的必然代價。

小說中的不治之症，既發生在具體的「個人」、「群體」身上，也發生在以丁

莊為代表的「鄉村」身上，結果人去村空。更進一步，類似的「疾病」，是否也正

發生在「中國」身上，會不會也導致中國的「死亡」？我們藉由中原農民經由賣血

而「進入全球化的經濟和病毒交易循環」eo的結局，彷彿窺見束縛、綁架於資本主

義全球化經濟戰車上無法獨善其身的中國命運和未來。在此意義上，閻連科有

î異常清醒的自覺：「『夢』也和當今瘋狂發展的經濟密不可分，所謂『丁莊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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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烏托邦』的意義。每個人每個階層都混沌不醒，被『金錢夢』和『富裕夢』

籠罩î。」ep

《丁莊夢》有虛幻的夢境，但更多是血淋淋的現實「再造」。在法國作家加繆

（Albert Camus）《鼠疫》（La peste）eq和中國作家遲子建《白雪烏鴉》等流行性瘟疫

題材作品，以及近年來西方的災難大片《後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 2004）、

《2012》（2009），抑或《末日危途》（The Road, 2009）中，人往往最終戰勝瘟疫／

災難，獲得新生，而一度肆虐的疾病或災難，反起了滌蕩社會和人心的作用。

反觀寫作《丁莊夢》的閻連科，卻是如此決絕與無情，他筆下的艾滋病橫掃平原

大地，激發了各種頑疾與貪欲，進而死人無數、毀村滅寨，無人能擋。前面提

到的作品給人以劫後餘生的希望，而《丁莊夢》卻直逼人心，戳破我們殘留的夢

想氣球，留下一片廢墟。

閻連科在《丁莊夢》所述的，是一個國家與鄉村如此形同陌路，精英闕如，

信仰破滅，希望渺茫的世界。這個世界ì物欲泛濫，吞噬人心，疾病遠播，沒

有諾亞方舟，無從救贖，遠甚於同輩作家王安憶《小鮑莊》之曠世洪災或韓少功

《爸爸爸》ì村寨之間的毀滅性群毆械鬥，同樣擯棄了其早年魔幻意蘊濃厚的作

品《年月日》ì，孤守空山的老人「先爺」用生命的代價去艱難呵護和換取的再生

希望er。在故事行將終結之際，丁水陽老人推開一扇又一扇空門，丁莊人走村

空，了無生氣，瀰漫其間的絕望感，讓人窒息。

丁莊的末世夢魘，似幻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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