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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酒國》與巴赫汀的小說理論

⊙ 陳燕遐

 

莫言在《酒國》最後一章寫自己來到他筆下的酒國市，眼前是他想像中的場面1：

這兒應該是一個秘密的肉孩交易場所，這裡應該活動著醉鬼、妓女、叫花子，還有一些

半瘋的狗……拐了一個彎，一個老頭披著一條破毯蜷縮在角落裡，在他的身旁，躺著一

支翠綠的酒瓶子……一個酒丐，他不要錢也不要糧，專跟人要酒喝，喝醉了就唱歌跳

舞，逍遙得像神仙一樣。

這樣的景觀，再加上充斥全書的怪誕的肉體形象、粗野鄙俗的語言、顛倒錯置的秩序、疑幻

似真的情節、瘋狂的酒宴、混亂的性愛──乍看之下，的確十足巴赫汀（Makhail M.

Bakhtin）筆下的狂歡節景象，難怪有論者認為《酒國》是一個狂歡的世界，集中了各種狂歡

化的元素2。《酒國》和巴赫汀小說理論的另一個暗合之處，是它的雜語現象

（heteroglosia）和對話性（dialogism），莫言在書中刻意嵌入各種不同文類，指涉中外文

學傳統與文化現象，模仿各種主義創作，諧擬顛覆統治者的語言，不啻名副其實巴赫汀所謂

的「複調小說」（polyphony）。莫言的小說與巴赫汀的小說理論的確都產生於相似的社會語

境，若以巴氏的複調小說理論觀之，更可見出莫言在特殊社會語境中的寫作用心。然而，就

狂歡表象而言，莫言所指涉的現實，其實有本身的特殊傳統與淵源，和巴赫汀推崇的歐洲中

世紀狂歡節文化並不相同，因而在二人的敘述中產生南轅北轍的效果。

相若的社會語境

巴赫汀20、30年代發表的文學／文化理論在當時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直至60年代末始受到

前蘇聯學術界注意，70年代流亡法國的保加利亞理論家克里絲蒂娃（Julia Kristeva）和托

多羅夫（Tzvetan Todorov）將巴赫汀的理論引介至西方，隨即引起了廣泛的討論。由於他的

理論核心──語言，並他對語言背後的意識形態的關注，俱為當代文論的重要課題；他的對

話性與狂歡主義（carnivalism）理論，與近年強調他性與小眾的女性主義、同志論述、文化

批評與諸後學在思想上有不少暗合之處，以致各學派都可以在他的理論中找到某種共鳴，因

此深受論者歡迎──遠至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研究，近至當代電影討論，應用範圍相當廣

泛。中文學界80年代後期開始亦有多種專著評介。巴赫汀在評論界引起的討論真可謂達到

「眾聲喧嘩」的效果。

複調小說與狂歡主義是巴赫汀分別用以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與拉伯雷

（François Rabelais）作品時的理論發明。他稱陀氏為複調小說的創始人，並十分贊同高士

（Otto Kaus）的見解，認為陀氏作品的世界最純粹、最真實地體現了資本主義精神，他指出

資本主義社會的多層次性、矛盾性正是複調小說產生的先決條件3。換句話說，是特定的社會



環境造就了陀氏的作品。

這一種文學藝術與社會環境的對應關係，我們在巴赫汀的理論中其實也可以找到痕跡。事實

上，文學理論的產生往往與論者身處的時代密切相關。生成巴赫汀理論的20、30年代前蘇聯

社會，經過了十九世紀末社會、經濟、政治上的各種急劇轉變，產生空前的社會流動，並文

化思想上的矛盾衝突與轉變契機，其時的前蘇聯社會，正是一個眾聲喧嘩的標準範本。巴赫

汀本人的生活經驗更有助他形成這樣一種強調對話、他性的思想。據克拉克（Katerina

Clark）和霍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指出，巴赫汀成長的環境無論在種族、文化、宗教

以至語言上都異常混雜4，這些生活體驗成為他日後的雜語與狂歡節理論的經驗基礎。他大學

畢業後在內維爾教書時，經常與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進行哲學、文化、宗教及語言學的討

論，這更直接或間接促成他寫成早年的幾部重要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諸問題》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Creative Works）5便是其中之一。

另一方面，30年代前蘇聯在斯大林的高壓統治下，對思想與言論的箝制日益嚴酷，甚至出現

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教條獨專的文化專制局面。巴赫汀吸收了過去的經驗6，再加上對語

言的意識形態的洞察力，發展出一套較為安全的寫作策略，以小說的話語為基礎，對社會文

化的變遷作整體考察，寫成了〈小說的話語〉（"The Discourse of Novel ", 1934-35）和

〈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型〉（"Forms of Time and of the Chronotype in the Novel ",

1937-38）等理論性極強的著作。《拉伯雷和他的世界》（Rabelais and His World）更是

一次具體的偽裝操演，他透過分析文藝復興時期法國小說家拉伯雷的長篇小說《巨人傳》，

剖析民間文化的狂歡化風格，發明其中的反叛精神。巴赫汀和拉伯雷在個人秉賦與生活經歷

上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然而他們都分別處於歷史上的新舊交替時刻，對自己身處時代的特

質的體驗與把握又極其相似，二者都能以偽裝的敘述，盡情批評專制的政治與文化。霍奎斯

特甚至認為，當巴赫汀說「拉伯雷的文字大膽直率，但他不僅避免了火刑，而且沒有遭受任

何嚴重的迫害或煩惱」時，他其實也在描述自己7。拉伯雷在文化斷裂與轉型的裂縫中，抓住

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盛行的狂歡節，創造了一個嘻笑怒罵、縱情享樂、高舉肉體的感官本

能小說世界，嘲弄官方的禁欲文化；巴赫汀也在拉伯雷的肉欲小說世界裡，找到民間文化的

自由反叛精神、笑的解構力量，找到思考與論述他所身處的時代的罅隙。然而，若我們把巴

赫汀的著作純粹看成一個政治隱喻，簡單地將十六世紀教會等同於二十世紀的蘇聯斯大林政

權，將巴赫汀對拉伯雷嘲諷藝術的激賞完全等同於他對專制文化的折射批評，那便忽略了該

書就文化論述理論層次的探討與發明。

劉康綜合巴赫汀的理論以分析中國現代社會，指出「文化革命」與社會革命一直是中國十九

世紀中葉迄今的一個歷史主旋律，伴隨著革命的是中國文化的斷裂、動盪、分離和轉型8。若

按照這說法，我們大概可以說五四、中共建國、文化大革命等都是中國近代文化轉型的關鍵

時刻，而最近一次劇變當發生在文革之後。

一般流行的說法把文革以後的中國文學稱為「新時期文學」，認為70年代末出現的「傷痕文

學」標誌著當代中國文學一個新的開始。然而，李陀認為真正重大的變化發生在80年代中

期，且把轉捩點劃定在1985年，他指出這時的重要轉變是人們不再萬口一聲，而是可以互相

對話9。這種對話風氣見諸1983-84年間出現的文化「小圈子」、小團體，見諸作家在題材上

的大膽闖關和形式上的種種實驗，見諸不同的文藝創作路線論爭。官方意識形態已經失去了

過去指導思想的領導地位。



與西方文學的重新接壤，進一步激化了本土內部的變遷。在80年代比較寬鬆的政治氣候中，

西方的文學作品及理論著作大量譯成中文，本土文學紛紛借鑒、移植、轉化，不但做成文學

界一片紛繁景象，也引起許多大大小小的爭論。經濟改革引來消費主義與文學商品化現象，

使文化面貌更形複雜，文學一統的局面被進一步瓦解，沒有一種話語可以定於一尊，各種論

述互相衝突，又彼此共存。

面對喧鬧、「混亂」的文化現象，官方當然並非全無回應。事實上，中國大陸文藝界的發展

一直深受政治氣候牽制，1987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與1989年「六四」事件後的政治全

面收緊，文藝界都直接受到牽連。然而，在商品經濟大潮的衝擊下，儘管官方話語仍然能左

右文藝發展，可是定於一尊的文化局面似已不大可能10。莫言的《酒國》即在這樣的氛圍下

寫成。

陀思妥耶夫斯基身處的是俄國資本主義發生初期，生產方式的劇變打破了原有的權力均衡狀

態；巴赫汀時代的前蘇聯政治制度發生根本性改變，革命成功一方面帶來鼓動力量與自由空

間，另一方面卻也帶來各種潛藏的危機、越來越白熱化的衝突、政治上的收緊甚至壓迫；中

國在文革之後，政治氣氛比較寬鬆，改革開放帶來相對自由的論述空間，時寬時緊的政治氣

候一方面牽制文藝的發展，另一方面也迫使知識份子創造不同的論述策略，尋找對話的空

間。簡言之，三者所處的都是歷史上的文化轉型時期，具體情狀雖然有異，文化轉型引發的

眾聲喧嘩局面卻是相似的。

小說──諧擬的廣場

上面已經約略提過，語言雜多、對話性、複調小說等概念，是巴赫汀考察文化轉型時期概括

所得的文化理論。他指出當社會相對地穩定的時候，文化以至社會各個方面乃由統一的「獨

白話語」所支配；然而當社會出現動盪或變遷，獨白話語的主導地位便受到挑戰，各種被壓

抑的話語乘時找尋各自的生存空間，於是出現語言雜多的局面。語言雜多現象在文化轉型時

期最為突出，而所謂對話性，指的便是各種話語、文化之間的對話與交流。他認為小說最能

反映這種雜語現象，它否定了單一和統一語言的絕對權威，拒絕承諾它本身的語言是意識形

態世界唯一的語言、語義中心11。因此，小說本質上就是複調的，是一個語言雜多的廣場，

會聚社會上各種話語，通過模仿諧擬揭示它們的語言和形式的規範性12。他認為諧擬是複調

的主要表現，在諧擬中作者借他人的話語說話，卻在其中引入另一層意向，與原有意向針鋒

相對13。

回頭看《酒國》，我們發現指涉、諧擬不同的話語正是其中一個相當明顯的特色：李一斗的

小說是各種主義的摹寫，離奇怪誕的情節又彷彿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小說14，〈一尺英豪〉中

所引錄的《酒國奇事錄》一段更完全是《聊齋》、《搜神》一類文體的翻版；莫言和他的通

信中常常討論各種文化現象和文學類型，加以針砭諷刺；至於對中外文學各種母題、原型、

文類等的指涉，則更是俯拾即是，充分顯示他要和其他話語對話的企圖。下面即以其結構、

修辭兩方面加以說明。

《酒國》結構上可以分為兩部分，其一是莫言所寫有關特別偵察員丁勾兒到酒國市調查幹部

烹食嬰兒事件的故事，其二是中間加插的作者莫言和文學青年李一斗的通信，以及李請求推

薦發表的九篇短篇小說。兩部分平行發展，又有某種關連。撲朔迷離的烹嬰疑案加上丁勾兒



與女司機的情欲糾纏，是典型的流行文化偵探小說模式，然而《酒國》卻又是反偵探小說

的。偵探小說指向一個意義的核心，無論案件怎樣曲折離奇，最後必然會水落石出、真相大

白。「真相」是偵探小說的動力所在，故事由追查真相開始，情節圍繞它展開，最後以揭露

真相結束。無論偵探小說的作者、主角或讀者，都不能脫離「真相」這一命題，作者的寫

作、主角的任務、讀者的閱讀預期──所有都環繞並指向這一個意義核心，它是偵探小說的

意義所在。然而，《酒國》卻拒絕這樣一種閱讀預期與敘事邏輯，它要揭示的是敘述對真相

（意義）的無能為力，丁勾兒的任務本是要偵查吃紅燒嬰兒的真實性，可是他的偵破行動卻

一步一步遠離原來的目的，最後是真相的茫然、意義的落空。丁勾兒更由受命調查真相捉拿

原兇的偵察員，一變而為情欲的俘虜與殺人犯，甚至可能參與了烹嬰的罪行。這一種身份的

逆轉，更可見出丁勾兒這人物的顛覆性。楊小濱就曾指出丁勾兒不但是中共建國以來一意確

立的革命樣板、人民救星的反面形象，也是現代文學自魯迅以來拯救民族文化、推動歷史進

步等宏大主題的蓄意顛倒15。

《酒國》其中一個顯著的語言風格，是書中到處充斥著冗贅蕪漫、言過其實的陳腔濫調，這

在李一斗寫給莫言的信中尤其明顯，裡面全是語調高昂、情感泛濫、充滿「革命的激情」但

卻華而不實的敘述，如「長江後浪推前浪，流水前波讓後波，芳林新葉催陳葉，青年終究勝

老年」16一類的純粹語言複製俯拾皆是；又如李一斗描述自己為莫言當年的一件軼事所感

動，竟然激動得「十個指尖都哆嗦；周身熱血沸騰，雙耳紅成牡丹花瓣」，並且讚美他的話

是「一聲嘹亮的號角、莊嚴的呼嘯，喚起了我的蓬勃鬥志。我要像當年的您一樣臥薪吃苦

膽，雙眼冒金星，拿起筆，當刀槍，寧可死，不退卻」17。誇張的修辭使激越的歌頌變得空

洞無物，大大削弱了語言的可信性。這裡我們還勉強可以把它視為文藝青年的感情泛濫，然

而，把這種濫情推向極致，像李一斗在〈酒精〉中對童年金剛鑽的描寫，則已是十足的語言

垃圾，連絕無僅有的意義也給消耗淨盡。濫情的「仿毛文體」與毛語錄的直接引用，極度集

中地出現，漫無目的地衍生，遂使官方一度用以鼓動人心的「共產主義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

藝術勞動化勞動藝術化，到了共產主義人人都是小說家」等口號益發顯得滑稽可笑，意義的

虛空暴露了統治者話語的虛偽與荒謬。

莫言在這裡所做的，正如巴赫汀所說，是「對任何依附於意識形態話語的直接的或未經中介

的意圖、表達剩餘（任何『沉重的』嚴肅）表示不信任，假定語言是約定俗成的、是虛假

的，不足以描述現實」18。他通過諧擬毛文體，使話語出現了巴赫汀所謂的「雙聲性」

（doubled-voicedness）甚至多聲性：首先是充滿政治色彩的毛文體，並當時的社會語境，

以及報章刊物以至人民的膜拜與信仰，然後是小說人物李一斗庸俗肉麻的模仿，最後是作者

莫言在背後的戲謔諧擬。多種聲音、多重意識彼此衝突，產生多層次的對話。當然，在諧

擬、反諷的修辭中，作者在他人的話語之上建立新的意義，作者的意圖似乎無可避免地佔了

主導優勢，這是巴赫汀強調平等對話的複調小說理論無法處理的矛盾。

過度抒情的毛文體集中出現在李一斗寄給莫言的信中，形成了另一種對話性：私人空間與公

眾空間的錯置糾纏。張閔考察莫言給李一斗的回信，認為他的措詞謹慎、條理清晰、進退有

度，可以說只是一種社交禮貌，是私人空間的公眾化19。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李一斗的信

表面上雖然情感充沛，非常個人化，可是那種近乎口號的表達，卻處處表現出公眾化的傾

向，字裡行間明顯帶有官方報紙通行文體的色彩，甚至更像大字報口吻。這一種公私顛倒錯

置的現象，反映了統治話語的無孔不入。一方面私人空間給謹慎、抽離的公眾話語侵佔了；

另一方面，公眾話語又以極其誇張濫情的語調出現在私人信件中。這樣一種「錯置」，同樣



也顯示了話語的空洞本質。

李陀在〈雪崩何處？〉中慨歎毛澤東長達幾十年的寫作所形成的詞語體系影響無遠弗屆，毛

文體在現代漢語中實現了空前大一統局面，絕對控制了一切以現代漢語作符號的語言領

域20。他一方面深感語言解放的複雜艱難，另一方面因而更加肯定文學作品在這方面的貢

獻21：

……文學作品通過語言層面的種種運作來影響、改變人們的思想方式及至深層心理的可

能性。實際上，自有文學以來，文學作品從來都是一方面通過藝術形象所蘊含的意義和

具體的讀者發生聯繫，一方面又通過不斷破壞語言的實用性、常規性而進行的語言創造

活動和一般人（不論是不是讀者）發生聯繫──這種聯繫對人類至關重要，因為語言的

更新歸根結柢意味著世界的更新。

把莫言對語言的戲謔諧擬放在這樣一個歷史脈絡裡看，便益發顯出他的用心，將他的作品與

巴赫汀的理論並置，這用意越見明顯。

狂歡的異化

基於他的雜語理論和他自身的遭遇，巴赫汀了解到在已說出的話語之下其實有更多被故意忽

視或壓抑的話語。因此，他用文本學（textology）策略分析拉伯雷的《巨人傳》，企圖找出

拉伯雷文本中未說出的部分。由此他發現在中世紀教會的清規戒律底下，民間文化以滑稽嘲

弄的方式反抗官方的大一統文化，這種反抗最能見於當時的兩種次文本：狂歡節與怪誕現實

主義，二者在拉伯雷的作品中構成瘋狂的抗衡敘述。

巴赫汀強調拉伯雷的作品以開放的、流動的、平等的民間文化，對抗嚴肅的、教條的、封閉

的官方文化，然而，伯容（Richard M. Berrong）卻指出巴赫汀將民間文化與官方文化簡單

地二分對立起來，並非拉伯雷筆下世界的真實面貌。他認為拉伯雷作品裡的民間文化面貌遠

比巴赫汀所描述的複雜，它在拉伯雷世界裡的作用和地位並不如巴赫汀所言的是一個一成不

變的、完全支配性的整體22。歷史學家指出這時的確存在兩種文化；然而其參與者卻並非巴

赫汀所說的截然分隔，巴赫汀所說的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早期的「民間文化」（popular

culture）其實是每一個人的文化，並不是下層社會的專利，「上層社會參與民間文化……是

歐洲生活的重要事實，這在慶典中尤其明顯」23。十六世紀的法國上層社會文化與拉伯雷的

敘述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正是這樣的一種文化多元參與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自我批判的角度。

伯容指出巴赫汀所用的「官方文化」一詞也問題重重，事實上並非所有享有此文化的人都擁

有官方地位，文藝復興時期的權力分布並不如巴赫汀所言的單一24。拉伯雷的世界，恰恰如

巴赫汀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時所強調的，是一個多元的、充滿矛盾衝突的世界，其中

並沒有一個一統的主導原則或架構，當中的矛盾衝突處，正好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面貌和價值

轉變。

霍奎斯特指出，巴赫汀作為一個俄國知識份子，他在《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中的任務是「為

他的時代對世界進行分析」25；然而伯容卻辯稱，正因為巴赫汀太著意這任務，以致把民間

文化與官方文化簡單地對立起來，把兩者看成是各自同質卻互相對立的類別，賦與民間文化

自由、開放、流動、充滿動感的本質，永恆地反抗與顛覆嚴肅、封閉、教條、單一的官方文

化。此外，巴赫汀過份強調民間文化在拉伯雷作品中的主導性，不單忽略了它在拉伯雷作品



中地位的轉變，以致把拉伯雷的作品看成是反建制的單音作品，亦忽略了其中的多元性與矛

盾之處；或者說，他有意在多種聲音中突出其中的反抗聲音，而故意忽略其他，看不見不同

的聲音平等地對話、質疑、辯論。他雖然提出民間文化與官方文化兩個概念，然而二者卻從

來不在一個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問題》中所提倡的真正對話關係中。

狂歡節在歐洲淵源有自，巴赫汀視之為老百姓對統治階級主導意識形態的一種反叛，是一次

行為與精神上的解放，主流價值的顛覆。這樣的「誤讀」，實在與巴赫汀所處的時代和他透

過小說理論所要達到的社會批判目的密切相關，也是歐洲的風俗習慣容許並暗示他可以這樣

挪用狂歡節。換句話說，他的分析有其古今的特定文化背景。本文前面曾指出，《酒國》集

中了各種狂歡化因素，然而我卻認為酒國的狂歡化另有一種情境，其中酒宴尤能看出兩者相

異之處。

由於巴赫汀強調狂歡節的頡頏精神，因此一切離經叛道的形象都被賦予正面的意義，他特別

標舉盛宴，認為它意味著從所有實用的、實際的東西解放出來，是向烏托邦的一次暫時的轉

介26，它是每一種民間歡樂的一部分；食物與身體和繁殖（豐饒、出生、生長）緊緊相連，

通過飲食，身體踰越它自身的限制：它吞噬世界，藉此使自己豐富、成長起來，在進食的活

動中，人與世界的相逢是歡樂的、凱旋的27。

巴赫汀歌頌盛宴僭越、凱旋的特質，而在莫言的《酒國》裡，過度的飲食卻是腐化的象徵。

從實際政治含義來說，莫言要批判的是官員的奢華浪費；從文化層面來說，是中國的美食文

化。這二者息息相關。

「食」一直是中國這個民族及其文化的重大課題。中國人不單關心吃得飽吃不飽，而且還要

講求吃得美、吃得有文化，也就是說，吃也要有吃的美學。在中國文化中，這種對食的執迷

形成了一個美食傳統，也成為中國文學中一個永不枯竭的主題。把《酒國》的美食主題放在

中國的文學傳統中去考察，我們會發現中國當代文學在處理食的主題上似乎和巴赫汀的狂歡

主義有異曲同功之妙，可是，《酒國》在形式上雖有狂歡化的特質，然而在精神上卻是反狂

歡化的28。伯容指出，狂歡不是老百姓的專利，不是民間文化獨有的特色，而我們可以補充

一句：中國的官員更是狂歡化的佼佼者。莫言在〈酒後絮語〉中說29：

我們每年消耗的酒量是驚人的。雖然禁止公費吃喝的明令再三頒布，但收效甚微。只要

是頭戴一頂小烏紗帽，幾乎天天赴酒宴……我想中國能夠杜絕公費吃喝那怕三年，省下

的錢能修一條萬里長城。

丁勾兒的酒國之行和飲食分不開：他到酒國是要調查官員吃嬰的案件，甫抵達，礦長和黨委

書記便強行把他「押解」去吃「紅燒嬰兒宴」；市裡領導要來礦上參觀，礦長下死命令要好

好招待，於是招待所的廚師想到紅燒騾蹄、激湯騾蹄；《美食》雜誌又詳細介紹蟋蟀的營養

價值與多種吃法；「特種糧食栽培研究中心」用雞頭代替泥土，種出顏色血紅、粒粒透亮、

光澤如珠的稀世珍品「雞頭米」；李一斗筆下「一尺酒店」的著名菜式全驢宴更是匪夷所思

──酒國市的確把中國的美食文化推向極致！

論者指出：挖空心思、攪盡腦汁想出來、千奇百怪的「美食」其實源自過度的欲望，它所指

涉的是整個文化的頹廢30。頹廢雖以官僚為甚，然而老百姓卻也未能置身事外，「一尺酒

店」就是民辦的；女人專為供應肉孩而生育，男人賣子拿著錢感激流淚；受害人之一的小妖

精一方面帶領肉孩反抗，另一方面又虐待同類──基本上酒國市就是一個頹廢的、殘忍的罪



惡淵藪。

美食不僅是頹廢美學的具體表現，它同時有著極殘忍、暴力的一面。〈驢街〉殺驢一幕是這

種美食暴力的一次血淋淋的書寫，「嬰兒宴」則是美食文化與吃人傳統的重疊。人吃人的傳

統在中國由來已久，第十章裡莫言酒後醉語就曾提到易牙烹兒獻齊桓公、劉備吃獵戶之妻、

李逵吃剪徑李鬼腿肉等記載。中國文學作品中的「吃人隱喻」亦有自己的發展脈絡：古典小

說《西遊記》裡妖精吃童子心肝、唐僧肉以求延年益壽，象徵邪惡力量向正義英雄挑戰；五

四時代以「禮教吃人」隱喻封建禮教對人的壓迫與蠶蝕。中國文學的古典與現代傳統，都只

把吃人的暴力隱喻指涉外在的邪惡。《酒國》裡吃人的官僚雖有明顯的政治寓意，然而莫言

卻沒有把罪惡單純地看成為外在於個人的邪惡勢力：丁勾兒的最終同流合污，小妖精由抗暴

英雄變成另一個暴君，都說明社會集體的暴行其實源於個人，這大概可以視為莫言對當代中

國歷史上多次匪夷所思的政治、社會暴力的一次總結性省思31。

和食不可分割的是酒。酒和中國文化息息相關，莫言的〈酒後絮語〉寫道：「過去五千年的

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幾同一部酒的歷史。」32在莫言筆下，如在《紅高粱家族》中，酒曾

給人反抗的勇氣──對抗侵略者、突破社會規範的壓抑。然而在《酒國》裡，酒卻成為罪魁

禍首，它把人從現實的、理性的世界中擄走，帶進幻覺的、非理性的世界。丁勾兒幾杯到

肚，便意識模糊，不能辨別真偽，開始失去支配自己的能力。酒使他陷入罪惡裡，最後他更

死在酒下。莫言在這裡似乎認為酒是道德淪喪與歷史衰微的誘因，把責任都推到酒的頭上。

一方面他大膽探討個體腐敗與整體社會衰頹的關係，另一方面他又以外在的引誘來減輕人的

責任，將自我意識的淪喪歸咎於酒。這裡似乎顯示了中國文化特有的人文主義樂觀精神。我

們雖然早有荀子的「性惡論」，然而大體上主導的儒家思想還是肯定人有向善的追求和能

力，而不是往人性的陰暗處發掘。因此中國文化對人性陰暗面的體會常常停留在模糊的狀

態，偶有探討，往往很快便轉到外因的討論去。

中國的美食文化和巴赫汀的狂歡節酒宴另一個不同處是：美食文化基本上是一種精緻文化。

在〈驢街〉裡，李一斗說酒國的美食如雲，目不暇給，而且「有特色有風格有歷史有傳統有

思想有文化有道德」，並浪漫地宣稱「吃喝並不僅僅是為了維持生命，而是要通過吃喝運動

體驗人生真味，感悟生命哲學……吃和喝不僅僅是生理活動過程還是精神陶冶過程、美的欣

賞過程」33。這樣把吃喝提昇到抽象的精神、哲學、美學層次，是中國美食文化的特徵，卻

與巴赫汀強調飲食的肉體快感與解放背道而馳。飲食對巴赫汀來說雖然也有象徵意義，然而

那是身體吞噬世界，是肉體的勝利與肯定，非常物質性，「怪誕的酒宴滑稽模仿並貶低純粹

唯心主義的、神秘的和禁欲的勝利，即抽象事物對世界的勝利」34，而且狂歡節裡的大吃大

喝、亂吃亂喝，正是要破壞日常生活的規範與秩序、破壞官方文化的約束與壓制，目的是拆

毀，這與李一斗通過吃喝建立一套生命哲學美感規範剛好相反；中國的美食傳統把吃看成是

一種精神的陶冶、美的欣賞，也和開懷大嚼的狂歡節酒宴大異其趣。我們發現，《酒國》的

吃非但不是狂歡節廣場上的吃，反而更像巴赫汀所說的早期中產階級文學裡私人性的暴飲暴

食35：

大眾化節日傳統中（以及拉伯雷）的盛宴形象與早期中產階級文學裡的暴飲暴食有天壤

之別，後者表達了自私個體的滿足與厭膩，是他個人的享受，不是整體人民的勝利。這

樣的形象與勞動及奮鬥的過程缺裂，遠離廣場，只局限於室內和私人房間，再不是所有

人參與的「全世界的盛宴」，只是一次親暱的筵席，而門外有飢腸轆轆的乞丐……那是

靜止的私人生活，沒有任何象徵的開放性及普遍意義，無論它是以純粹反面的諷刺形



式，抑或以正面形象出現。

當我們想到《酒國》中丁勾兒第一次吃的「麒麟送子宴」即在地底下密室般的房間舉行，酒

國市亦十足一個地底的瘋狂世界，書中所寫暴飲暴食的大部分都是官員幹部，便發現兩者何

其相似。

劉康認為莫言在《紅高粱》裡表現了典型的狂歡化風格，顛覆了革命理想主義話語蘊含的內

在秩序和等級，謳歌了「肉體的低下部位」和「肉體的物質性原則」，這「革命狂歡節」的

基調是在8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文化熱」的主旋律底下產生的，是「以弘揚被壓抑和肢解多

年的肉體感性欲望的狂歡節語言，來實現文化的批判和重建」36；《酒國》卻是1989年「六

四」之後對國族文化頹廢的一次深沉反思。若《紅高粱》中「我爺爺」、「我奶奶」的形象

「是群眾性的、開放性的正面英雄人物，是革命的主角，也是肉體感性欲望的主體」37，那

麼丁勾兒、李一斗則是酗酒、貪色、怯懦、窩囊的反面英雄，是肉體感性欲望的俘虜；若

《紅高梁》的「革命狂歡節」語言是反叛、顛覆與重建的語言，那麼《酒國》狂歡化的語言

雖也是諷刺、諧擬的，但最終達致的卻是理想的虛無與現實的難辨。莫言在〈酒後絮語〉最

後說：「如果讀者能從這部書裡讀出一些不同於我過去作品之處，就使我欣然如醉了。」38

就這個角度而言，他大概可以醉臥一回。

* 本文初稿承高辛勇教授審閱並指正，在此深致謝忱。文中錯漏概由筆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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