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這是

一首著名革命歌曲中的一句歌詞。然

而，由於貧窮落後的現實，疾病一直

是困擾解放區農民和軍隊的一個大問

題。1941年的八路軍幹部健康檢查，

有檢查記錄者192人，初步分析結果

顯示：「完全健康的51人，患一種病

的50人，患二種病的68人，患三種病

的2人，患三種以上病的二人。」1在

廣大農村，各種疫病更為嚴重。僅

1941年夏，感染傳染性白喉、麻疹、

赤痢、傷寒等疫病的，「甘泉三區患

者876人，死亡186人，小孩佔三分之

二。所到區域，男女有性病及婦女月

經不調者佔百分之七十以上。」2與疾

病高發的現實並存的則是巫神與迷

信，「由於邊區缺乏醫生，缺乏藥

品，老百姓養成了有病不求醫的習

慣。而是燒香、求神或者是叫魂，不

½生和迷信結合在一起。」3在這種現

實語境中，疾病治理不僅是一項以科

學來戰勝迷信的啟蒙任務，而且是一

項改善民眾生活、爭取民眾認同的政

治任務。

正是因為疾病對解放區政治與生

活的重大影響，《解放日報》於1941年

11月24日開闢「½生」專刊，李富春在

〈「½生」發刊詞〉中明確指出講求½生

的「嚴重的政治意義」與「嚴重的軍事

意義」以及「積極的經濟意義」4。面對

這種啟蒙與政治的雙重需要，解放區

文學陷入了一種兩難處境：面對迷信

落後、疾病高發的社會現實，解放區

文學應該承擔起以科學戰勝迷信的啟

蒙使命；然而，在解放區「明朗的天」

底下，疾病就像太陽的黑子，不應被

過份關注。

五四以來的啟蒙文學傳統始終將

疾病與社會抗議聯繫在一起，疾病的

發生與舊社會的黑暗現實密切相關，

因此疾病書寫包含了多重社會意蘊。

如魯迅的《藥》和《孤獨者》、王思玷的

《偏枯》、巴金的《寒夜》等，都潛含Y

對社會的抗議與對國民性的批判。而

在解放區，隨Y新社會的誕生，疾病

不能再被當成抗議題材，甚至疾病本

身也應該被消滅。在這一語境中，任

何對解放區某一方面的質疑都可能被

解放區文學中的疾病書寫

● 黃曉華

五四以來啟蒙文學的

疾病書寫都潛含5對

社會的抗議與對國民

性的批判，而在解放

區，隨5新社會的誕

生，疾病不能再被當

成抗議題材。任何對

解放區某一方面的質

疑都可能被視為對解

放區本身的質疑而遭

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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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對解放區本身的質疑而遭到批

判。丁玲的《在醫院中》正是啟蒙與科

學在政治與習慣面前全面敗北的真實

記錄，這一作品後來的遭遇，更凸顯

出革命語境中啟蒙立場與科學精神的

困窘5。

為了調和這種兩難處境，解放區

文學構建了一種新的疾病話語生產與

分配方式。疾病是一種生理現實，醫

學則是一種話語生產。「在每個社

會，話語的製造是同時受一定數量程

序的控制、選擇、組織和重新分配

的，這些程序的作用在於消除話語的

力量和危險，控制其偶發事件，避開

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質性。」6通過控制

醫學話語的生產，解放區文學消解了

疾病的危險性，構建了一種現代醫學

神話。

一　疾病發生的政治區隔

要消解疾病的危險性，首先就必

須消解疾病發生的社會抗議性質。

「疾病的最大原因」就是「社會經濟基

礎」7，為了凸顯解放區革命的正確性

與純潔性，也就需要對疾病的發生進

行政治上的區分與隔離，以免其對解

放區的社會經濟基礎造成「污染」。

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時候》中的

「疾病」是一個關鍵能指，它在作品中

起Y重要的結構作用。小說中貞貞與

霞村之間「離去—歸來—離去」結構背

後的Á述動力就是「疾病」：她因離開

霞村而患「病」，因患「病」而回到霞

村，最後又因治「病」而離開霞村。在

這Ç，丁玲對貞貞的患病—治病在空

間上進行了區分與隔離。對貞貞而

言，敵佔區是疾病之源，而解放區則

是治病之所。然而，丁玲通過Á述貞

貞疾病的惡化，繼承了魯迅對國民性

批判的主題，解放區人們的閒言碎語

正是導致貞貞疾病惡化的因素。在

「我」眼中，貞貞很「健康」，她的眼睛

「像兩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Ç洞開的

窗子，是那麼坦白，沒有塵垢」8，從

外表看來「一點有病的樣子也沒有，

她的臉色紅潤，聲音清晰」9。這個與

「我」相處時的「健康」人，與家人相處

時卻表現出明顯的病態，而且病得愈

來愈重。「我」臨行前與貞貞最後一次

見面時，她的病情嚴重惡化。由此，

「我」明顯意識到「她現在所擔受的煩

擾，決不只是肉體上的」bk，貞貞周圍

的「健康」人對貞貞的「關心」，實際上

充當了疾病惡化的催化劑。小說中

病—非病之間的對立形成獨特的Á述

張力，肉體上的病與精神上的病在文

中形成一種對立與錯位：一方面是貞

貞肉體上的疾病與精神上的健康，另

一方面則是群眾肉體上的健康與精神

上的病態，正是後者精神上的病態激

化了前者肉體上的疾病。

最後，貞貞希望藉「治病」遠離家

鄉「健康」人的「關注」，到一個精神健

康的天地Ç去「學習」與工作，以獲得

「新生」：「我想，到了延安，還另有

一番新的氣象。我還可以再重新作一

個人，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

自己的。」bl通過投身革命，不僅可以

脫離爹娘，也可以脫離自己的過去，

獲得「新生」，革命也就成為治療疾病

的最佳「良藥」。通過這種治療，身體

也可以成為屬於「革命」的身體。這一

「離去—歸來—離去」結構，隱含Y丁

玲對疾病的雙重區隔：一方面是日佔

區與解放區的區隔，貞貞的病是在日

佔區感染的，那Ç正是萬惡之源；另

一方面則是鄉下與延安的區隔，在鄉

下，解放區民眾的一些劣根性是激發

貞貞病態的誘因，而延安則是治病之

所，是獲得「新生」的希望所在。通過

在丁玲的《我在霞村

的時候》中，人物通

過投身革命，可以脫

離自己的過去，獲得

「新生」，革命也就成

為治療疾病的最佳

「良藥」。通過這種治

療，身體也可以成為

屬於「革命」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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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人文天地 這種疾病感染與治療的空間區隔，保

證了延安與革命的「潔淨」bm。

丁玲對疾病的發生進行了空間區

隔，而孔厥則對疾病進行了時間區

隔，從而避免解放區被疾病「污染」。

當新時代的疾病無法醫治時，也有必

要將疾病的根源追溯到舊社會。孔厥

《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中的折聚英在

1940年冬參加文化學習班時忽然發

病。此時離她翻身已有兩年，但醫生

確定她的病因時，還是追溯到「過

去」，斷定「這女子，生理上，心理

上，一定都受過大打擊，大摧殘」bn，

而她發病的先天因素與現實原因則被

忽略不計。折聚英在參加文化學習班

時積極向上，然而儘管加班加點，她

還是跟不上學習進度，這種力不從心

的處境對這個追求「革命進步」的大齡

農村婦女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也

是其疾病突然爆發的一個重要誘因。

然而，在醫生與作者那Ç，這種現實

原因被輕輕忽略過去。通過「過去」這

一界定，疾病的發生被歸結為與舊社

會有關，從而與解放區絕緣。

疾病不僅可以是對新舊社會進行

對比與區隔的一種手段，而且可以是

對解放區內部正確與錯誤思想進行區

隔的手段，由此具有明顯的價值意

味。歐陽山《高干大》中的任常有與

高生亮（人稱「高干大」）不僅在思想上

有Y尖銳的對立，在身體方面也有Y

明顯的不同。任常有常年臉上身上都

有病，疾病成為他迴避矛盾、逃避鬥

爭的手段，最後，作者讓他在任桂花

的婚筵上一死了之。高生亮儘管身體

也不是很好，在合作社發展的過程

中，也曾經因操勞過度而暈倒過去，

但對黨的信仰使他內心始終充滿生命

活力，一再度過難關。這種身體的

健康—病態、生命力的旺盛—衰弱，

與他們思想和政治上的正確—錯誤正

相對應，高生亮的疾病本身與他思想

上存在的缺點也正相對應bo。

歐陽山寫出了疾病與思想的對

應，趙樹理則發現疾病的發生與痊癒

和政策的失誤與正確之間的對應。

《邪不壓正》中聚財的疾病是政治的

「晴雨表」bp：

聚財本來從劉家強要娶軟英那一年就

氣下了病，三天兩天不斷肚疼，被鬥

以後這年把工夫，因為又生了點氣，

伙食也不好，犯的次數更多一點，到

了這年（1947）11月，政府公布了土地

法，村`來了工作團，他摸不e底，

只說又要鬥爭他，就又加了病——除

肚疼以外，常半夜半夜睡不e覺，十

來天就沒有起w，趕到劃過階級，把

他劃成中農，整黨時候幹部們又明明

白白說是鬥錯了他，他的病又一天一

天好起來。趕到臘月實行抽補時候又

賠補了他十畝好地，他就又好得和平

常差不多了。

小舅子安發打趣他時，他說得很明

白：「只要不把咱算成『封建』，咱就

沒有病了！」bq可見只要政治清明，疾

病也自然可以痊癒，身體與政治在疾

病的發生與痊癒中形成直接對應。

通過將疾病進行空間—時間—價

值方面的區隔，解放區不僅保證了自

身的純潔性，而且使疾病本身就成為

解放區的正確性與純潔性的一種有效

證明。

二　疾病治療的神話闡釋

儘管可以通過時間、空間與價值

等手段將疾病與解放區區隔開來，從

解放區文學中，疾病

不僅是對新舊社會進

行對比與區隔的一種

手段，而且是對解放

區內部正確與錯誤思

想進行區隔的手段。

通過將疾病進行空

間—時間—價值方面

的區隔，解放區保證

了自身的純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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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避免解放區被「污染」，但疾病這一

沉重的歷史課題依舊是解放區必須要

面對並予以解決的重大問題。疾病的

治療不僅是科學問題，也是經濟問

題，更是政治問題。「現在邊區的群

眾，是要迫切解決『財旺人不旺』的

問題的。從延安市第二次½生委員會

上各區長的報告中，知道今年一月

到四月中旬，共死去市民一百零八

人。⋯⋯這些病與死，當然耽誤了生

產。」br疾病的治理不僅關係到個體的

生存與發展，而且關係到解放區的生

存與發展。

與疾病高發密切相關的，是農村

中普遍存在的迷信。因此，疾病的治

療不僅有Y啟蒙意味，而且有Y政治

意味。一方面，現代醫學與巫神對疾

病治理權的爭奪，意味Y科學與迷信

的交鋒；另一方面，推廣醫學也是爭

取民心、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在這

一背景下，丁玲描寫與巫神鬥法的

《田保霖》獲得了毛澤東的讚賞：田保

霖「想出了一個治巫神的辦法，他找

了一個醫生來，開一個藥鋪，四處替

人灌羊治病，三個月中治了三百個

人，灌羊三千，有病的人都找到合作

社來。關巫神說：『田保霖本領大，

神神也不敢來了。』」bs

葛洛的《½生組長》同樣以凸顯醫

學相對於迷信的有效性來消解巫神存

在的合理性，從而將民眾引導到信奉

醫學的道路上來。小說中，「我」的婆

姨害了病一直不好，「我媽」與丈母娘

都認為她是害了「邪病」，要求請巫神

為她驅邪，被作為½生組長的「我」明

確拒絕，因為「改造巫神，也是我們

½生公約上訂的一條」bt。「我」及時請

來的醫生將感染上疫病的婆姨搶救了

過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另

一家不相信醫生而相信巫神的人家，

由於耽擱病情導致病人年紀輕輕就歿

了。通過這種對比，使「我媽」與丈母

娘的思想轉到相信醫學上來了，消滅

了巫神的市場與生存空間。

儘管這種對醫學有效性的書寫有

Y明顯的簡化傾向，但丁玲與葛洛還

是凸顯出改造巫神的過程中醫學與科

學啟蒙的重要性。1944年11月陝甘寧

邊區二屆二次參議會批准的〈陝甘寧

邊區文教大會關於開展群眾½生醫藥

工作的決議〉對此有清楚深刻的認

識：「邊區的大量巫神，主要是邊區

文化落後以及醫藥缺乏和½生教育不

足的產物。因此，要消滅巫神的勢

力，首先要普及½生運動和加強醫藥

工作，否則就是主觀的空想。採取脫

離實際、強迫命令的單純行政手段，

是無濟於事的。」ck

然而，在《高干大》中，這種啟蒙

意識全面退場，科學與迷信的鬥爭演

化為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小說第一

章「人民的要求」就寫出了解放區缺醫

少藥、兒童死亡率較高的現實。基於

這一現實，「人民的要求」包含Y三個

層面：首先是科學要求，農村中兒童

的高死亡率，使得人民迫切需要現代

醫學；其次是經濟要求，正是這種需

求，刺激了醫藥合作社的產生與發

展；第三是政治要求，順應民意是黨

的力量之源。這一「人民的要求」，本

來應該包含並基於用科學擊退迷信的

啟蒙要求，因為「要真正打敗巫神，

不是單靠政治工作所能完成任務的

事，更不是一個合作社主任所能完成

任務的事」，然而，如竹可羽評論

說：「在本書Ç，合作社醫生李向華

只像影子一樣一晃不見了。反巫神的

擔子放在高干大肩上，但是高干大只

能把巫神翻到深溝Ç去跌死罷了，而

且差點兒自己也死在一起」cl。

疾病的治療帶有啟蒙

意味和政治意味。一

方面，現代醫學與巫

神對疾病治理權的爭

奪，意味5科學與迷

信的交鋒；另一方

面，推廣醫學也是爭

取民心、改善民生的

重要手段。



76 人文天地 本身還有Y迷信思想殘餘的高生

亮與巫神郝四兒的鬥爭，並沒有多少

「科學」色彩。儘管作者通過郝四兒虐

待羅志旺老婆致死的場景渲染了巫神

的殘暴與愚昧，但作者並沒有把對巫

神的批判提升到科學的高度。病人死

後，巫神倒打一耙，說病人是被醫生

李向華治死的。高生亮對這種說法根

本無法有力回擊，他所能做的僅僅是

試圖以武力使郝四兒屈服，他最後的

「勝利」只是對巫神肉體上的消滅而不

是精神上的勝利。誠然如馮雪峰所

言：「共產黨人的思想、堅信和品質，

是完全得到勝利了。」cm然而，這種

勝利並不是依據科學自身的內在邏輯

力量，而是依據思想信念與政治權

威cn。高生亮憑藉對黨的信念克服了

對鬼神的恐懼，憑藉政府的支持最終

從肉體上消滅了郝四兒，科學與迷信

的鬥爭最終成為政治鬥爭的一部分。

「一切服從於政治」co，醫藥工作由科

學工作到經濟工作，最終變成政治工

作，科學本身因此被忽略。

只寫出了一個「影子一樣」的醫生

的《高干大》強調了政治在改造巫神、

反對迷信方面的重要性與有效性，趙

文節的《肉體治療和精神治療——一

個醫生講的故事》則凸顯出醫生治病

時政治工作在身體治療方面的必要性

與優先性，由此「醫學」成為「政治的

醫學」。二十五歲的二流子王四在舊

社會染上一身壞習氣，吃喝嫖賭，敲

詐偷騙，樣樣都來。他爹王老漢嫌他

二流子名頭臭，也叫他給偷怕了，不

讓他回家。王四翻身後，他爹勉強收

留了他，但他還是拒絕勞動改造。他

爹拿刀給他切洋芋種籽，他卻試圖拿

刀剖腹自殺。被送到醫院搶救後，他

一心求死，不願配合醫生的治療。作

為醫生的「我」意識到：「事實告訴

我：病人不僅是有Y肉體的痛苦，更

重要的，還是精神上的痛苦；醫藥的

治療在這樣情形下是不能完全的作用

的。」cp於是「我」對他進行精神開導，

透過思想改造工作，使他配合治療，

從而獲得肉體與精神上的雙重「再

生」。由此「我」得出結論：「一個革命

的醫生，他不但要能夠解除和治療病

人肉體上的痛苦，而且還要能夠解除

和治療病人精神上的痛苦。所以在我

們那Ç提出的口號，就是：『一個醫

務工作人員，同時必須是一個政治工

作人員。』」cq

政治工作在疾病治療中的優先性

與有效性，使政治超越「世界醫學」，

獲得「『生死人，肉白骨』的功效」cr。

思想改造不僅對落後人物具有「治療」

作用，而且對先進人物有更強烈的

「治療」作用。丁玲筆下的陳滿，思想

混亂時連續幾天臥ª不起，而只要自

己思想一通，馬上就好了：「咱頭上

一清醒，想通了道理，就沒病啦。」cs

政治取代醫學成為疾病治療中的首要

因素，疾病的痊癒則是政治的有效性

與優先性的最好證明。馬烽的《金寶

娘》雖然提到了金寶娘所患的性病是

因為「打了兩針六○六」才「好光了」，

但作者明確地將疾病的痊癒與政治聯

繫起來：只有翻身後金寶娘才有可能

不賣淫，才有可能獲得「六○六」，因

此，金寶娘「含Y兩眶熱淚，激動的

說：『感謝毛主席救了我們一家！』」ct

政治上的翻身使生理上的疾病得以痊

癒，而疾病的痊癒又凸顯出政治的

「救世良藥」性質。人的生理身體的複

雜性被簡約成翻身過程中的一個符

號，翻身（毛主席）成為包治百病的萬

靈藥。

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分析法

國大革命時期的醫學時曾指出dk：

在解放區文學作品

中，政治上的翻身使

人物生理上的疾病得

以痊癒，而疾病的痊

癒又凸顯出政治的

「救世良藥」性質。人

的生理身體的複雜性

被簡約成翻身過程中

的一個符號，翻身

（毛主席）成為包治百

病的萬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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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前後的數年間，先後出現了兩

種有影響的神話。它們的說法和指向

都完全相反。一種是醫學職業國有化

的神話，主張把醫生像教士那樣組織

起來，對人的身體健康行使類似於教

士對人的靈魂的那種權力。另一種神

話認為，清淨無為的社會回歸到原初

的健康狀態，一切疾病都會無影無

蹤。但是，我們不應該被這兩種說法

的表面矛盾所迷惑：這兩個夢想是同

構的。

它們都表現出政治相對於醫學的優先

性。前一種神話凸顯出政治革命的有

效性，革命完全可以有效地解決生理

問題；後一種神話則凸顯出政治革命

的純潔性，在這個純潔的社會中，疾

病最終會銷聲匿Æ。無論是凸顯革命

的有效性，還是革命的純潔性，這種

醫學神話都將身體簡化為一個政治符

號，生理身體的複雜性被忽略不計，

醫學因此成為政治的附庸。

三　結語

強調「文藝服從於政治」dl的解放

區文學，為了凸顯政治的有效性與純

潔性，同樣構建了一種現代醫學神

話。它通過疾病發生的政治區隔，保

證了解放區革命的純潔性；而通過疾

病治療的神話闡釋，凸顯了解放區政

治的有效性。這種醫學神話消解了解

放區迫切需要科學啟蒙的現實陰影，

構建出一片「明朗的天」。在這種神話

的建構過程中，解放區文學與五四啟

蒙文學傳統分道揚鑣，不僅在寫作內

容方面，解放區文學忽視了醫學本身

應該具有的科學意識，消解了生理身

體的複雜性，將其轉化為一種純粹的

政治身體，使其成為一種宣講政治的

正確與有效的工具；而且在思維方式

上，背離了科學思維的理性意識與實

證精神，將政治視為解決一切問題的

萬靈藥。它中斷了五四以來的「祛魅」

進程dm，開啟了一種「政治萬靈」的神

話書寫。

正如周作人所言：「像這最能實

證的生理及病理的學術方面還容留得

下迷信，別的方面可想而知。」dn在這

種神話書寫中，疾病終究是太陽上的

黑子，最終退出文學書寫的視野。直

到文化大革命「高大全」的身體神話全

面登場，人被壓縮成沒有生理身體屬

性的單一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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