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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其並不符合「公共領域」概念的特

點故不能套用。撇開概念論爭，近

代商業精英群體的興起是不爭的事

實。然而，商業精英的崛起是在國

家體制鬆動的縫隙中成長。少部分

因與政權發生互動而演變為國家資

本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大多數則

囿於已經不具備商業資本主義成長所

需要的良性競爭市場空間而無法真

正壯大。由此而引出的問題是，近

代社會轉型中的地方商業精英是更

需要一個自由市場的競爭環境，還是

更需要一個威權政府的體制保護？

此外，儘管作者聲稱相對於第

一部而言，本書「具體分析城市勞動

階級的所思所想及其行為」（頁2），但

作者把最終落腳點放在商業精英群

體上，並未能夠真正從作為個體的

城市底層勞動民眾的角度，分析其

城市認同感、歸屬感之類的問題。

綜上所述，儘管此書仍存在可

商榷之處，但作者Y眼中西城市比

較研究的大問題，用「事實上的公

共領域」避開純概念辨析的誤區，

引入城市心態史、社區研究等新興

領域，以細密的實證分析為「公共

領域」及其在近代中國的發展演變

提供了又一個重量級個案，同時將

漢口與歐洲早期城市相比較，挑戰

了西方主流城市史觀，是城市史研

究中的一部力作。

血與中國的傳統

● 張慧卿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

《許三觀賣血記》（引用只註頁

碼）講述的是一個出身於農村的絲

廠送繭工許三觀三十幾年的生活經

歷，「血」與「賣血」是該書的主題。

回鄉探親的許三觀偶然得知鄉人

「賣血」的習俗後隨同前往醫院，並

以賣血換取的三十五塊錢在城P娶

下了「油條西施」許玉蘭。在以後的

幾十年中，每有家庭變故，許三觀

就以賣血來挽救危機。直到三個兒

子終於各自組建家庭後，他才恍然

發覺歲月已奪去了他的健壯，「賣

血救急」的「好時光」一去不返，對

未來災禍的憂慮，使他在街頭痛哭

起來。本文試圖從人類學親屬制度

的視角出發對該書進行另類解讀。

小說中寫到，許三觀在七個不

同的時期，為了七個不同的目的，

《許三觀賣血記》以

「血」與「賣血」為主

題。許三觀偶然得知

鄉人「賣血」的習俗，

在以後的幾十年中，

每有家庭變故，他就

以賣血來挽救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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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次賣血。第一次是許三觀在

鄉間受到「血」和「賣血」的啟蒙教育

後和阿方、根龍一起到城P賣血。

他用賣血的三十五塊錢迎娶了「油

條西施」許玉蘭。第二次賣血則因

為兒子一樂砸壞了方鐵匠兒子的

頭，方鐵匠搬走了他所有的家當。

他為了「贖回」這十年來好不容易

積累的家當第二次賣血。第三次賣

血是他剛和林芬芳偷情之後，在街

上遇到進城賣血的阿方和根龍，這

再次勾起了他對第一次賣血的回

憶，為了對情人獻殷勤，他賣血

為情人。

第四次賣血是在大饑荒的日子

P，在全家喝了五十七天的玉米稀

粥之後，許三觀再次決定賣血，讓

孩子吃上一頓好的飯菜。第五次與

第六次是在上山下鄉的運動中，其

時一樂和二樂都被發往鄉下，為了

兩個兒子，他接連兩次賣血。第七

次到第十一次是為了一樂的病，於

是他沿途一路賣血去上海，一路連

續賣了五次，差點兒賠上了自己的

一條命。此後十一年過去了，年老

的許三觀為了吃炒豬肝喝黃酒而去

賣血，與前面那麼多次不同的是，

這一次，他的血被拒收。

許三觀十二次賣血，在中國傳

統的觀念中，「血」是甚麼，血與人

的生命又有甚麼關係？

小說的開篇，許三觀的爺爺就

問：「我兒，你也常去賣血？」「你

沒有賣血，你還說身子骨結實？」

（頁2）許三觀的四叔也說，沒有賣

過血的人身子骨都不結實，「身子

骨結實的人都去賣血，賣一次血能

掙三十五塊錢呢，在地P幹半年的

活也就掙那麼多。這人身上的血就

跟井P的水一樣，你不去打水，這

井P的水也不會多，你天天去打水，

它也還是那麼多⋯⋯」（頁5）許三觀

關於「賣血」的啟蒙知識則是從鄉鄰

根龍和阿方的身上學來的。許三觀

和阿方、根龍賣完血後，阿方告訴

他：「你把力氣賣掉了，所以你覺

得沒有力氣了。我們賣掉的是力

氣，你知道嗎？你們城P人叫血，

我們鄉下人叫力氣。力氣有兩種，

一種是從血P使出來的，還有一種

是從肉P使出來的，血P的力氣比

肉P的力氣值錢多的。」（頁15）

第一次賣完血後，許三觀和根

龍、阿方來到勝利飯店炒一盤豬

肝、溫兩兩黃酒，阿方告訴許三

觀，要補回血光靠吃飯沒有用，還

需要用活血的豬肝和活血的黃酒補

補才能恢復元氣。此後每次賣血，

許三觀都會想到飯店P吃上一盤豬

肝和兩兩黃酒（第四次賣血時沒吃

上）。不僅如此，他還將這個經驗

傳授給賣血路上認識的搖櫓的來

喜、來順兄弟。當來喜認為自己賣

血的錢不多，捨不得吃豬肝的時

候，許三觀一本正經地說：「來

喜，這錢不能省，你賣掉的是血，

不是汗珠子，要是汗珠子，喝兩

碗水下去就補回來了，這血一定是

要靠炒豬肝才能補回來的⋯⋯這賣

血和從女人身上下來還是不一樣

的。」（頁247）

「血」是生命維繫的象徵。一樂

生病後，許三觀一路輾轉賣血，

「血」不再像「井水」般汩汩而流，他

不僅賣掉了「身上的力氣」，而且在

高頻度的賣血中，也將「剩下的熱氣

也賣掉」。「血」又與性密切相關。

第三次賣血後，阿方告訴許三觀：

「吃一碗飯才只能生出幾滴血來，而

一碗血只能變成幾顆種子，我們鄉

「血」是生命維繫的象

徵。一樂生病後，許

三觀一路輾轉賣血。

「血」又與性密切相

關。小說中人物認為

賣血的人在十天內不

能有性生活，而賣血

前的性生活簡直就是

「不要命的行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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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的人〕叫精子⋯⋯」（頁98）因此，

賣血的人在十天內不能有性生活，

而賣血前的性生活簡直就是「不要

命的行為了」。

「血」在中國的傳統親屬觀念

中，更代表了血緣、血統，後代與

前代的親屬關係靠血緣來認證。許

三觀第二次賣血的時候，許玉蘭響

亮地說：「血是祖宗傳下來的，做

人可以賣油條、賣屋子、賣田

地⋯⋯就是不能賣血。就是賣身也

不能賣血，賣身是賣自己，賣血就

是賣祖宗。」（頁84）也基於「血」對

兩代人之間的認證關係，一樂一度

是刺在許三觀胸口的一根芒刺，一

樂與他的父子關係多次發生變化。

剛開始，許三觀愛護Y他的三個兒

子，尤其偏愛貼心懂事的一樂。當

他得知一樂是妻子許玉蘭與初戀情

人何小勇生的「野種」後，他對一樂

的態度變了，他拒絕一樂享用他賣

血得來的錢。這個場景在許三觀的

第三次、第四次賣血時反覆出現。

一樂是別人的野種，所以許三觀對

一樂用他賣血的錢穿上新衣服感到

彆扭，他對許玉蘭說：「一樂不是

我的兒子，我養了他九年了，接下

去還要養他好幾年，這些我都認

了。我在絲廠送蠶繭掙來的汗錢花

到一樂身上，我也願意了。我賣血

掙來的血錢再花到他身上，我心P

就難受起來。」（頁106）

同樣地，當許三觀第四次賣血

後帶妻兒到勝利飯店享用一元七角

的麵條，享受生活的時候，也不包

括一樂，一樂被他用五毛錢的紅薯

打發了。兩年後，一樂的生父何小

勇發生車禍，許三觀和兒子一樂完

成「血統」上的認證、關係徹底變

化。何小勇車禍後，因需叫魂被迫

承認一樂與他的親子關係，許三觀

也在這次叫魂中勇敢劃破自己的

臉，用「血」來確認他與一樂之間的

父子關係。因此，一樂從血緣上並

非許三觀的兒子，但在血統上取得

了父子間的「合法地位」。

與「血」、「血統」密切相聯的是

中國的繼嗣傳統。許玉蘭與她的父

親血緣上雖親近，卻無法完成繼嗣

的使命。為此，當許三觀對許父

說：「你只有許玉蘭一個女兒，許玉

蘭要是嫁給了何小勇，你家就斷後

了，生出來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

都得姓何。要是嫁給我，我本來就姓

許，生下來的孩子也不管是男是女，

都姓許，你們許家的香火也就接上

了，說起來我娶了許玉蘭，其實我

就和倒插門的女婿一樣。」（頁24）

許父心動了，他說：「你說得對，

我女兒要是嫁給了何小勇，我許家

就斷後了。我女兒要是嫁給了你，

我們兩個許家的香火都接上了。」

（頁24）許許聯姻避免了中國繼嗣傳

統的尷尬，許玉蘭為完成繼嗣的使

命放棄了初戀情人何小勇。何小勇

發生車禍後，一樂登上何小勇的屋

頂為何小勇叫魂，更加強烈地表明

了中國父系繼嗣的事實。在叫魂事

件中，何小勇的妻子沒有叫魂的資

格，他生養的女兒同樣也沒有叫魂

的資格，唯一具有叫魂資格的是從

來不被何小勇承認的兒子一樂。因

為，一樂是男孩，只有男性直系親

屬才具有叫魂的資格。

《許三觀賣血記》中許三觀的故

事是中國千萬個賣血故事中的一

個，他與其他當時所有的賣血者的

觀念出奇地一致：血可以像井水一

樣源源不絕、血是一種比汗還要強

「血」在中國的傳統親

屬觀念中，代表了血

緣、血統，與「血」、

「血統」密切相聯的是

中國的繼嗣傳統。從

《許三觀賣血記》可

以看出，中國始終是

一個父系單線繼承的

社會，與妻子和女兒

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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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量、血的補充需要花費比汗更

多的錢，而且血是祖宗傳下來的，

它只能用在血統、血緣一致關係的

親屬上，與其他的非親生子女無

關。此外，從《許三觀賣血記》還可

以看出中國慣有繼嗣傳統，它始終

是一個父系單線繼承的社會，與妻

子無涉，更與女兒無關。

中國天主教徒的兩難處境

● 吳　磊

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

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6）。

明末清初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熱

絡期，而東西文明的碰撞，必然會

對中國的思想領域產生重大衝擊。

面對這種衝擊，中國的士人是如何

應對的？尤其是明清之際中國奉教

人士這個群體的心路歷程，對此學

者鮮有研究。台灣國立清華大學歷

史研究所教授黃一農的力作《兩頭

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

徒》（以下簡稱《兩頭蛇》，引用只註

頁碼），以中國明清時期的第一代

天主教徒為研究對象，彌補了這一

學術缺憾。全書分析了多位十六、

十七世紀皈依的中國天主教徒，這

些人物一方面為中國傳統儒家士大

夫，另一方面則又是天主教徒，東

西文明在倫理上的巨大反差，使得

他們時常舉步維艱，迷失自我，陷

入兩難境地。此種兩難，是本書描

述的重要內容。

作為一本教會史的著作，此書

角度新穎。以前的研究，往往強調

傳教士個體的得與失；近年來學者

則更多地關注受傳者，用更宏觀的

視野來看待中國教會史。然此趨勢

雖成共識，但真正做到這點的著作，

寥寥無幾。曾有學者聲稱，教會史

的研究，範式轉移是必須的，可惜

由於資料限制，特別是關於中國教

友資料的缺乏，使得這種轉向很難

做到。不過，看了《兩頭蛇》後，才

知情況並非如此。直接的相關史料

固然缺乏，但作者經過深入挖掘

後，卻發現有許多可用的史料，深

藏在明清的文集、筆記、傳記之

中，各個家族、各個地區都可以聯

繫起來，許多資料都可以互相驗證。

《兩頭蛇》分析了多位

十六、十七世紀皈依

的中國天主教徒，他

們一方面為中國傳統

儒家士大夫，另一方

面又是天主教徒，東

西文明在倫理上的巨

大反差，使得他們時

常舉步維艱，迷失自

我，陷入兩難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