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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當代作家莫言筆下的英雄不僅滿足中國傳統對「英雄」概念的理解，智

力過人、體質優異、勇於擔當，而且還有其獨特之處。本文將莫言小說（尤其是

《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檀香刑》）中的「英雄」形象稱為「雜種英雄」，他們

具備追求生命尊嚴、縱情、張揚個性、自我崇拜等特質。這些「雜種英雄」形象寄

託了莫言的「種性」理想。莫言的英雄敍事不僅脫離了國家宏大敍事的書寫模式，

也是對傳統英雄特定的政治道德和價值觀的挑戰。

關鍵詞：莫言　英雄　雜種　崇拜　種性

「英雄」是一個既有相對穩定的內涵，又有相對開放的外延的概念。作為

一個人格褒義詞，在中國最早生成於漢末三國時代。漢末魏初文人劉劭說：

「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

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1劉劭以「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

雄」比擬「人之文武茂異」，本意在於肯定「英雄」之出類拔萃。

西方主流的「英雄」概念認為在早期人類社會，特別是早期希臘社會，英

雄具有半人半神的性質。十九世紀英國作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對「英雄」

概念的內涵進行了改造，在他的《英雄和英雄崇拜》（On Heroes, Hero 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中，英雄即偉人。他所討論的六類「英雄」實際上是

六種偉人，前兩種（即「神靈英雄」和「先知英雄」）具有神的性質，但後四種（即

詩人、教士、文人、君王）都脫離了神性。由此，卡萊爾對「英雄」的理解向世

俗化方向移動了2。

然而，我們看到，不論是古希臘半人半神式的英雄，還是卡萊爾偉人式

的英雄，在「秀出」、「特群」方面，都與中國古典的英雄別無二致。他們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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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出眾人的智慧、勇氣或者體質，「聰明秀出，膽力過人」成為古今中外一

切英雄的共同特徵，是英雄家族的基本徽記。因此，「雖說英雄崇拜的具體內

容因民族而異，但對於英雄的基本判斷標準卻大同小異，『英者，傑出精華之

謂也；雄者，威武有力之謂也』。智慧超群和勇力過人大體上是判斷英雄的兩

大尺度。」3

在「英雄」的共性徽記之下，「在包括文學史在內的整個人類文化史上，每

一時代和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模式」4。不僅如此，從

不同的角度來看，對英雄的理解也存在着很多差異。作為社會性範疇的英雄

和作為審美範疇的英雄在千絲萬縷的聯繫之下，也存在着許多差異。正是這

眾多來自不同民族、不同時代、不同角度和不同範疇的「英雄」，以及這些「英

雄」的後代構成了英雄家族譜系的豐富性。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當代作家莫言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眾多性格鮮

明、令人難忘的英雄形象。莫言小說中的英雄是世俗英雄，不具有神性，在

其生活的特定社會歷史環境中智力高人一籌，也具備英雄所必需的勇敢品

質；但是作為世俗的人，他們卻往往有着優異的體質或者特殊的身體特徵，

有其突出的民間性和審美性。作為藝術形象，莫言作品中的英雄既與歷史上

的英雄有相同之處，又有所區別。

一　既有的研究成果及其局限

自1980年代中期莫言轟動文壇的中篇小說《紅高粱》（1986）發表並引起研

究者的關注以來，對莫言作品中英雄人物的評論就成為了莫言研究、尤其是

對《紅高粱家族》5、《豐乳肥臀》（1995）、《檀香刑》（2001）等所謂「新歷史主

義小說」進行研究時難以迴避的問題。但是，大多數研究者只是提及和指出莫

言作品中塑造了眾多的英雄人物，並在一般意義上理解和使用「英雄」一詞，

對我們深入研究莫言小說中的英雄形象並沒有太大的參考價值；只有少數研

究者將目光投向了對莫言作品中英雄形象的深入探討。

陳思和從文學史的角度出發，指出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紅高粱》把作為

「我爺爺」出場的余占鰲寫成身兼土匪頭子和抗日英雄的兩重身份，除去了傳

統意識形態二元對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並且把余占鰲作為唯一被突出的英

雄，既不以政治標準評判和校正余占鰲身上的草莽缺點和英雄氣概，也沒有

在他身邊再樹立一個負載政治道德標準的正統英雄人物6。但是陳思和主要

還是從政治身份這個角度來考慮莫言小說中的英雄形象。

賀立華等著的《怪才莫言》將莫言筆下的英雄模式定義為「世俗英雄」。在

這一模糊的界定下，研究者將莫言筆下眾多的人物形象歸到了四類英雄人格

的追求：一是追求完滿的人性和真實的人生，具有主體意識；二是真正顯現

了莫言人格理想之夢的英雄；三是具有某種英雄氣質的真正的惡人；四是在某

種情境下迸發出英雄般人格力量的弱者7。我們不難看出，這裏所提出的「一

個英雄模式＋不同類別的人格側面所組成的多元形象系列」的說法，是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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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學術論文 對卡萊爾《英雄和英雄崇拜》一書中英雄即偉人和英雄的六個類別的套用與模

仿。由於研究者對「英雄」一詞缺乏基本的界定，對「世俗英雄」特徵的描述又

失之感性，使得對「英雄」的探討陷入了對「英雄人格」的具體論述之中而不能

自拔，導致了只見「英雄人格」而不見「英雄」的結果。但是，「英雄人格」和「英

雄」顯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卡萊爾的六類英雄都可以稱為「英雄」，但是這裏

分別具有四種英雄人格的人物顯然不能稱為四類英雄。顯然，區別「英雄」和

「英雄人格」的概念是必要的：英雄必須具備某種人格，但是具有某種人格的

人並不一定就是英雄。

高嵐對莫言的英雄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紅高粱》、《豐乳肥臀》和

《檀香刑》的分析上。她運用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對「英雄」的界定，認為英

雄就是人們在不平常的遭遇中所需要的人才。由此，她指認《豐乳肥臀》中的

司馬庫、孫不言、鳥兒韓、沙月亮，《紅高粱》中的余占鰲、劉羅漢，《檀香刑》

中的孫丙，都是這種「王八蛋」「英雄好漢」。同時她認為：在動蕩年代的鄉土

社會，這個獨立於文化世界之外的特殊區域裏，寬鬆的道德約束成就了高密

女性敢愛敢恨、忍辱負重、堅韌頑強的鄉土英雄形象8。高嵐借用費孝通對

「英雄」的定義有其合理性，但是我們清晰地看到，高嵐在將眾多女性納入英

雄名下的時候明顯地使用了與男性英雄不同的標準。可以說，用費孝通的方

式界定「英雄」，實際上是着眼於「英雄」的價值或者功能；然而，功能並不是

英雄的本質屬性。高嵐沒有在「英雄」內涵上明確她所謂的「血性」英雄9，而

試圖直接在莫言小說中指認「英雄」。由於「英雄」概念不明確，就無法給予莫

言小說中的英雄清晰的界定，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深入的研究。

朱德發等人的專著通過對《紅高粱家族》的分析指出：「他們〔小說中的英

雄〕是民間社會中的英雄——草莽英雄，但決不是酒囊飯袋、四肢發達、頭腦

簡單的草包、對生命尊嚴的尊重與狂放不羈的性格使他們與傳統的打家劫

舍、秤分金銀的土匪區別開來」bk，着重探討了英雄「智勇兼具」的素質、「愛

恨分明」的性格，認為「小說在英雄敍事上的突出貢獻不僅在於塑造了以余占

鰲、戴鳳蓮為代表的高密東北鄉的英雄群體，更在於小說把對英雄人格的呼

喚和對現代人人格萎縮、血性枯竭的批判結合在一起」bl。相對高嵐而言，朱

德發等人的這部研究英雄敍事的專著，對「英雄」概念的內涵進行界定的意識

比較強，通過「智勇兼具」的描述，簡要勾畫出了英雄何以成為英雄的基本含

義；關於莫言對英雄人格呼喚的見解也是深刻而富有啟發性的。但是與賀立

華等人一樣，朱德發等人也沒有清楚界定「英雄」的內涵。該書一方面以「智勇

兼具」來界定英雄，另一方面又說小說「塑造了以余占鰲、戴鳳蓮為代表的高

密東北鄉的英雄群體」，顯然，如果以「智勇兼具」來衡量，在這個所謂的「英

雄群體」中沒有幾個人物是經得住考量的，所以該書對「英雄」的定義實際上存

在着內涵和外延脫節的情況。同時，該書還指出「余占鰲身上還殘存着民間社

會的某些意識，如帝王思想和大男子主義」bm，這是以政治、倫理的標準來評

價莫言小說中的藝術形象。表面上看似合理，但實際上混同了兩種標準。

從已有的研究中，我們不難看出，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對莫言作品中的

英雄進行闡發，各自取得了許多有意義的成果。但是，對「英雄」這樣一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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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豐富內涵的概念，他們並沒有深入明確的界定，因此，也就不能充分理解

莫言小說英雄書寫的真正特質和豐富的內涵。鑒於既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在

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社會學、心理學、美學等角度，進一步整理

了「英雄」概念及其相關論述，並結合莫言的《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和《檀

香刑》這三部「英雄」形象比較突出並且在莫言創作中佔有重要地位的作品，首

先對「英雄」概念的內涵進行了明確的界定，並詳細論述了莫言小說中的英雄

何以稱為「英雄」。筆者通過文本閱讀，認為莫言筆下的英雄不僅滿足傳統對

「英雄」概念的理解：智力過人、體質優異、勇於擔當；而且有其獨特之處，

本文將之稱為「雜種英雄」，他們具備追求尊嚴、人性、縱情、自我崇拜等特

質，當中寄託了莫言的「種性」理想。這種「雜種英雄」形象的塑造，脫離了國

家宏大敍事的書寫模式，也是對傳統英雄特定的政治道德和價值觀的挑戰。　

二　莫言作品中英雄的素質

費孝通認為，人們遭遇不平常的環境時，需要有辦法的人才，這種人才

就是英雄bn。這與劉劭對「英雄」的界定，不但沒有矛盾，而且是相互補充

的。費孝通是從英雄與環境以及與周圍的人的社會關係而言的，劉劭是從英

雄所需的自身素質立論的。費孝通講的是英雄的價值規定性，而英雄自身的

素質正是實現這種價值規定性的必要條件。美國哲學家胡克（Sidney Hook）在

《歷史中的英雄》（The Hero in History）一書中區分了「事變性英雄」和「事變創造

性英雄」，強調「我們所謂歷史上的英雄或者偉人僅指事變創造性人物而

言⋯⋯所謂事變創造性人物就是這樣一個事變性的人物，他的行動乃是智

慧、意志和性格的種種卓越能力所發生的後果，而不是偶然的地位或情況所

促成的」。他認為：「這個區別試圖正確對待那個一般的信仰，即英雄的偉大

不僅要憑他的所作所為如何，而且要憑他這個人本身如何。」bo顯然，在這

裏，胡克所注重的也是英雄的個人素質。這與劉劭的看法是一致的。

（一）智力、體質過人的英雄

在《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和《檀香刑》中，莫言給我們描繪了清末以

來發生在山東省高密東北鄉上的動蕩往事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幾代人的生

存狀態，眾多英雄人物從這樣的環境中脫穎而出。《紅高粱家族》中的余占

鰲、《豐乳肥臀》中的司馬庫和《檀香刑》中的孫丙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在他

們身上，莫言凝聚了他對英雄人物的崇敬。他們的智慧也許不是絕頂高明，

但在那樣的鄉土社會中，確是高人一籌的。《紅高粱家族》中，花脖子綁了戴

鳳蓮，來向余占鰲要錢，他多給了一倍，後來卻私下苦練七點梅花槍，混入

匪窩，設計殺了眾土匪以及花脖子本人。這一事件充分顯示余占鰲的智慧。

《豐乳肥臀》中，司馬庫一上場就是一齣「火燒蛟龍橋」，後來又帶着一幫人夜

裏去破壞鐵路，阻擊日軍入侵，表現出了連他自己都引以為榮的智慧。《檀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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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學術論文 刑》中，孫丙那裝神弄鬼對抗德國入侵者的義和團，看起來有些好笑，但在群

眾看來已經相當了不起了。

胡克所說的個人素質當然主要是指智慧、意志和性格方面的，但作為鄉

土社會中英雄人物的必備素質，身體特徵也受到了莫言的特殊關注，其作品

中的英雄常常是有着天生的身體優勢和特徵。在這一點上，莫言筆下的英雄

更接近古希臘的半人半神的英雄和中國古代的武力英雄，因為這兩種英雄的

榮譽都與他們的「戰功」密不可分，而戰功的取得，則與雄強的身體密切關

聯。余占鰲「心如鯁骨，體如健猿」bp；司馬庫身材高大，頭髮像豬鬃一樣

硬，還有着「金剛鑽」一樣的生殖器bq；孫丙長着一副「能夠如水不漂，一插到

底」的鬍鬚br，可以和縣太爺錢丁媲美。這種先天的生理優勢和特徵在莫言後

來的作品中更加突出。例如在《生死疲勞》中，我們可以看到西門鬧轉世的

牛、驢、豬等在身體上的出眾特徵：西門牛「足有八百斤重」，西門驢「四蹄踏

雪」，西門豬「四肢強健，身體修長，粉皮白毛，短嘴肥耳」bs。關於莫言小說

中注重英雄體質因素的意義，我們將在稍後作重點論述。

（二）敢於擔當的英雄

勇敢是英雄必備的精神素質。在卡萊爾看來，英雄「應該勇敢，他應該像一

個真正的人那樣前進，沉着冷靜地信任更高力量的指定和選擇，總之，毫無

畏懼。現在和永遠，他征服畏懼的徹底性將決定他在何種程度上是一個人」bt。

勇敢的精神在深層意義上是關係到一個人能否成為自己的主人，成為一個真

正的人，而不是一個依賴於自然生命的動物的問題。它是眾多英雄精神的源

泉。莫言曾說：「任何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英雄，都敢於戰勝或是藐視不是一切

也是大部分既定法則的。徹底的蔑視和戰勝是不可能的，所以徹底的英雄也

是不存在的。」又說：「一般的人，通體都被鏈條捆綁，所以敢於蔑視成法就

是通往英雄之路的第一步」ck。作為通向英雄之路的第一步，「蔑視成法」需要

勇敢精神。《紅高粱家族》中余占鰲與戴鳳蓮在高粱地裏的狂歡，是對封建禮

法的最大蔑視。余占鰲與官府的對抗，《豐乳肥臀》中司馬庫對其大姨子上官

來弟的性愛，《檀香刑》中孫丙對縣太爺鬍鬚的嘲弄，無不隱含着他們對於社

會既定秩序的蔑視。

如果說敢於蔑視成法是通往英雄之路的第一步，那麼敢於以弱抗強，就

是第二步；而敢於承擔責任和後果，就是第三步，也是最後一步，是作為英

雄人格得以完成的決定性一步。余占鰲敢於正面對抗官府，令他成為英名遠

揚的大土匪；司馬庫像孩子一樣去火燒蛟龍橋，企圖阻止日本人的入侵，並

且不斷和共產黨領導下的魯立人對抗；在德國入侵者侵犯了鄉民的生命時，

孫丙敢於和洋人開戰。這種以弱抗強行為的後果當然很嚴重，但他們又是敢

於擔當的。敢於承擔後果的極致就是敢於面對死亡。余占鰲作為一個隨時把

腦袋拴在腰裏的土匪在這方面自不必說。當楊公安以上官一家及司馬庫的兒

子為餌來誘捕司馬庫時，司馬庫明知是計，也還是去自首了，他說：「一人做

事一人當！」cl孫丙被捕入獄，即使是叫花子們想救他，他都不願走。勇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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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與追求尊嚴的欲望在指向上是密切相關的。這種欲望在本質上其實屬於

理性的範疇，是清醒的選擇，而不是盲目的衝動。這一點從英雄對於死亡的

主動選擇上就可以看到。對於尊嚴的追求，其極致導向了死亡；而生理需

求、追求安全感和愛，導向的是生命的保存，它們是扎根於肉體和聽命於人

的自然屬性的。

在莫言的作品中，英雄的素質主要涵蓋過人的智慧、優秀的身體特徵以

及勇敢的精神。我們所論述的含義豐富的勇敢精神，就是莫言在《紅高粱家

族》中所提出的「高密東北鄉的傳統精神」cm。勇敢源於自信，而作為英雄主義

精髓的自信，從來就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源於英雄自身所具有的智慧和身體

優勢。由此可見，英雄的三個必備因素是密切相關的。

在莫言的作品中，很多英雄人物身上洋溢着英雄精神，但許多不是英雄

的人物身上也時常表現出英雄的精神。賀立華等人在《怪才莫言》中提到「具有

某種英雄氣質的真正惡人」，如《食草家族．復仇記》中的阮大頭是個十足的惡

棍，但是當大毛二毛來找他報仇時，他卻能夠從容地砍掉自己的雙腿。《紅高

粱家族》中的余大牙，知道自己必死無疑的時候，居然也能夠顯示出「應有的

英雄氣概」。他們實際上就是有擔當的人。至於「在某種情景下迸發出英雄般

人格力量的弱者」，如《枯河》中的小虎，以死抗爭，期望博取生命的尊嚴，就

是敢於以弱抗強的人cn。他們所表現出來的都是勇敢精神的某一個側面。這

種人成不了英雄，卻是具有英雄精神的人。這樣，通過英雄人物和非英雄人

物的塑造，英雄的精神瀰漫於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

三　莫言作品中英雄的「生命意識」

莫言筆下的英雄除了具備傳統英雄的基本特徵，如智力過人、體質優

異、勇於擔當之外，還具備追求生命尊嚴、縱情男女之愛、張揚個性、自我

崇拜等特質。

（一）追求生命尊嚴

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H. Maslow）在《動機與人格》（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一書中說：「除了少數病態的人之外，社會上所有的人都有一

種獲得對自己的穩定的、牢固不變的、通常較高的評價的需要或欲望，即一

種對於自尊、自重和來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co我們不妨將馬斯洛說

的「自尊」與「他尊」統稱為「尊嚴」。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莫言筆下

的高密東北鄉，是一個獨立自足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萬物有着它們自己

的不同於文明世界的運行規則。在這裏，社會規則和禮法往往在人物個體生

命需求的衝擊下，失去約束力，人性本身的規則成了主導。在這一背景下，

我們用馬斯洛的人類需求理論來分析這一世界的人物動機有着極大的參考意

義。馬斯洛認為，支配人的行為的，是在人的需求中處於優勢的欲望。在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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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學術論文 言的作品中，處於優勢的欲望就是對尊嚴的需求。莫言談到他作品中的英雄

時曾說：「當代的英雄，流氓氣越來越重，氣節越來越低，不像余占鰲、孫丙

他們，完全是為了一口氣，而不惜身家性命。」cp毫無疑問，所謂「完全是為

了一口氣」，就是指莫言作品中英雄的優勢需求是「尊嚴」。

一旦進入了莫言的作品世界，我們就會發現這是一個在多數情況下食、

性等生理需求和安全感都極度匱乏的世界cq。《豐乳肥臀》中的上官一家給我

們深刻地展示了食物匱乏下人的生存狀態，以及為了吃而付出的慘重代價。

喬其莎在每天能吃六兩糧食的時候，也還能堅持真理，但是在每天只有一兩

糧食的時代裏，她既不相信政治也不相信科學，近乎心甘情願地為了饅頭 

而被食堂的張麻子誘姦。上官來弟對性生活極度需求，高燒一樣喊着「死了 

呀⋯⋯熬死了⋯⋯」cr，以至於發狂。《檀香刑》中的孫媚娘嫁給了痴傻的屠

夫趙小甲，連正常的性生活都得不到滿足。《紅樹林》中的林嵐被迫嫁給癡傻

的地委書記的兒子，所擁有的只是一個沒有愛情甚至沒有性的婚姻cs。

《四十一炮》發展了「食性」這一主題，羅小通先是極度匱乏肉食，後來又有機

會無限度地享用肉食，甚至因吃肉比賽而聲名大震，其後在家鄉被傳為「肉

神」。蘭大官可以連續與四十一個女人性交，他在女人堆裏極盡性欲之能事，

最終卻出家做了和尚ct。

在莫言的作品世界中，我們也清晰地看到了這些動物性的生命需求作為

優勢需求影響和支配了人物行為的情況：上官一家為了吃，可以賣女兒，讓

女兒去做妓女；甚至所謂的「嫁女」，也是一種變相的獲取食物的手段。羅小

通是個只要誰給肉吃，他就可以管誰叫爹的孩子，能否滿足他吃肉的欲望決

定着他對周圍的人的態度取向——因為吃不到肉，他對母親滿腹怨恨；因為

吃到肉，他替父親和野騾子保守秘密。孫媚娘欲火焚身，說是去給父親報

仇，結果卻是和錢丁顛鸞倒鳳。可以說，這些人物的生命的優勢需求都是沒

有脫離肉體和物質的。

然而，莫言作品中的英雄人物的優勢欲求卻脫離了肉體和物質，而進入

到尊嚴的層面。即便是生逢亂世，英雄憑藉着出眾的智慧膽力，總是能夠使

自己在肉體和物質需求上不虞匱乏。《豐乳肥臀》中的司馬庫出身地主家庭，

在風光無比的時候，衣食無憂，妻妾成群自不待言，就連他被趕得走投無路

時，也有崔寡婦這樣的女人，去墓地裏給他送飯，並給予他性的滿足。司馬

庫自報家門，說是靠了生殖器和一顆真心。《檀香刑》中的孫丙是戲班主，鬍

子被薅了，就娶了小桃紅，開起了小茶館。《紅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鰲更是憑

着自己的身體和智力起家的典範。他在「婚喪服務公司」是個出色的槓子夫，

自是衣食有着。他打了戴鳳蓮出嫁路上的劫匪，又殺了單家父子，為他的愛

情掃清了道路。這些英雄人物不僅能夠自己獲得滿足，有時候還是滿足他人

物質性需求的給予者。司馬庫打回家鄉，趕走魯立人，挖出家裏的好酒，殺

豬宰羊，讓鄉親隨便大吃三天，甚至撐死了人。在許多時候，他們還是鄉親

生命的保護者，這突出體現在他們對抗外族侵略的行動上。

對於這些英雄人物來說，只有對於尊嚴的需求，才能夠稱得上驚心動

魄，所謂「千金難買片刻光彩」dk。余占鰲為了抬出翰林家的棺材，吐了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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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他為了洗刷那三百鞋底的恥辱而與官府對抗。孫丙為了一時快意，貶抑

縣太爺的鬍鬚；為了流芳千古，而拒絕他人的搭救，以身試刑。如果說，他

們是為了尊嚴而不惜身家性命的話，那麼司馬庫這個莫言鍾情的楚霸王式的

「古典英雄」，則為此付出了由死而生的更大的代價。當魯立人在磨房裏打敗

了司馬庫時，司馬庫要求魯立人給他個痛快的。魯立人說，我們不想這麼簡

單地處決你。於是他就準備自殺。這是司馬庫為尊嚴而死。可是在這時，「魯

立人大笑道：『終究是個懦夫！自殺吧，你這個可憐蟲！』司馬庫握槍的手顫

抖着。司馬糧大叫一聲：『爹！』司馬庫回頭看了一眼兒子，把握槍的手垂了

下來。」dl可以說，這一次司馬庫是為了尊嚴而生。在這樣的時刻，為了尊嚴

而生，顯然比為了尊嚴而死更困難。

（二）縱情於男女之愛

莫言作品中的英雄還是「情義」英雄。「英雄美人」總是莫言作品中不可或

缺的一個結構。情，愛情之情、性愛之情，汪洋恣肆地充溢在莫言的作品

中。尤其對性愛之情的書寫，更是莫言大膽突破的地方，也是許多研究者認

為莫言小說衝擊倫理的依據。

在中國古典小說中，英雄好漢是不關情的，尤其不會涉及性愛之情，對於

男女關係都格外敏感和謹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出現的「英雄美人」模式，

多表現在「革命＋戀愛」的小說之中，例如茅盾《動搖》中的革命者方羅蘭對孫

舞陽的曖昧情感dm。在十七年文學中，例如曲波《林海雪原》的少劍波和白茹

就是「英雄美人」結構dn，楊沫《青春之歌》的余永澤和林道靜就是「才子美人」

搭配do。這時候的男女關係，往往以精神性的「戀愛」方式呈現出來，性愛關

係比較含蓄。莫言作品中英雄的情愛不僅沒有影響英雄的形象，英雄對於愛

情之情、性愛之情的追求，以及諸多女性對於英雄的傾慕，反而成為了英雄

之所以為英雄的一部分。《紅高粱家族》中余占鰲為了戴鳳蓮而殺死了單家父

子，為了戴鳳蓮而與花脖子、黑眼等大土匪起衝突，也為了戀兒和戴鳳蓮鬧

矛盾。《豐乳肥臀》中司馬庫更是一個情種，他不僅三妻四妾，還和自己的大

姨子上官來弟以及崔寡婦等女性有性愛關係。上官來弟稱讚他的生殖器是「金

剛鑽」，崔寡婦則在司馬庫走投無路的時候仍然願意跟着他，甚至最終為他而

死。對莫言來說，恣肆的性愛在某種意義上是對英雄的身體優勢和人格魅力

的肯定，是英雄酒神精神的具體呈現。

（三）張揚個性

如果說在「英雄美人」的結構中，莫言對情愛的描寫確實衝擊了一般人的倫

理觀念的話，那麼莫言對英雄之「義」的理解，也是獨樹一幟的。朱德發等人指

出：「民間英雄理念的核心則是『為民興利除害』的大智大勇大仁大義者。」dp

這裏所說的「仁」、「義」是中國傳統倫理精神的核心，從儒家經典來看，「仁」

與「義」是兩個內涵豐富而又密不可分的概念。陳穎發現，「從中國戰爭小說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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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學術論文 華夏英雄崇拜意識，離不開對上述三類英雄形象〔武力英雄、智慧英雄和帝王

英雄〕的基本觀照，但僅此還不能算把握到了華夏英雄崇拜意識的真諦。⋯⋯

華夏民族對於自己的戰爭英雄自始就注重政治道德標準。⋯⋯華夏英雄崇拜

的核心標準是凌駕於智慧、勇力之上的倫理道德價值觀。」dq這一論述主要是

指向中華帝國的政治範疇，即「君以民為本，臣忠於君」的政治道德。這種「君

臣」的道德，其實只是《禮記》所界定的十種「人義」關係中的兩種，或者說「五

對」中的其中「一對」dr。莫言作品中的英雄作為民間英雄，不存在一個以誰為

本和忠於誰的問題，但在更寬泛的層面上，他筆下的英雄人物也始終不能脫

離「仁義」的屬性，而且這種英雄人物的「仁義」屬性，其實也就是一種特殊處

境中強者對於弱者的價值規定性。

卡萊爾和費孝通在論述英雄的時候都關注到了英雄的價值規定性。我們

在討論莫言作品中英雄的時候，也反覆提到這一問題。但需要注意的是，莫

言在作品中極力淡化對英雄的價值規定性，着力張揚其個性。他立足於人性

的敍事，試圖將價值規定性問題拉入到這一敍事之下。《豐乳肥臀》中司馬庫

火燒蛟龍橋、破壞鐵路，帶着一種玩耍式的孩子氣；《檀香刑》中孫丙抗德的

起因是妻子被德國技師調戲；《紅高粱家族》中余占鰲等人抗日是受了活剝羅

漢的刺激。他們的行為似乎總是發自生命的直覺反應，而從來沒有想過是為

了國家民族而對抗外族入侵。在莫言的筆下，甚至沒有明確提起他們保護鄉

親的意識。顯然，對人的精神和命運的關注，才是莫言關注英雄問題的核

心。莫言作品中所持守的倫理價值與通常所理解的有所不同，並不表示他徹

底與倫理關係決裂了，而是進入到更深層的人性。

（四）崇拜關係中的「雜種英雄」

首先，我們說莫言小說中的英雄是「雜種英雄」。在莫言小說中英雄可以

縱情於男女關係，肆無忌憚地享受性愛，也可以為了一己的私利或個性而背

叛民族國家的倫理觀念。莫言小說中英雄的這些特質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是符

合傳統價值觀念和國家意識形態的「純種英雄」。不僅如此，莫言小說在塑造

英雄的時候，還特別突出英雄的「自我崇拜」。

眾所周知，「英雄」這個概念與生俱來地就攜帶着「崇拜」關係，但是這種

崇拜主要表現為「觀眾崇拜」和「敍述崇拜」。「觀眾崇拜」是指英雄周圍的人物

對英雄的崇拜，這主要體現在其他人物對英雄的讚美和追隨上。在《紅高粱家

族》中最典型的就是五亂子給余占鰲描述余成為「鐵板王」前景的情形。在這個

情景中，五亂子把余占鰲描述成劉備，而自己就像是隆中對策、三分天下的

諸葛亮。余占鰲也被他激動得「幾乎從馬上掉下來」，嘴裏說「天意！」ds《豐

乳肥臀》中司馬庫的事迹不僅被排成戲公開上演，而且他還被上官魯氏稱為最

後一個好漢。《檀香刑》中孫丙在群眾眼裏也是個「有才分、有膽量、敢作敢

當、是條漢子」的「傑出人物」dt。這樣的讚賞只是觀眾崇拜的一部分，更重要

的是，余占鰲、司馬庫、孫丙他們都有着忠實的追隨者。這無疑是「觀眾崇

拜」最有力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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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述崇拜」是敍述者對英雄的崇拜，這主要體現在小說的敍述語調和 

藝術手法上。在莫言小說中，敍述者往往由故事內的人物承擔。在《紅高粱家

族》中，敍述者由「孫輩」的「我」來承擔，孫輩追溯爺爺奶奶的英雄事迹，飽

含着崇拜之情，其中還蘊含着祖先崇拜心理。在《豐乳肥臀》中，主要敍述者

是小說中的上官金童，這是一個弱者對身邊英雄人物仰視的模式，崇拜之情

溢於言表。而在《檀香刑》中，孫丙對自己的敍述，是敍述崇拜和自我崇拜的

重合。

可以說，觀眾崇拜和敍述崇拜這兩種崇拜關係是英雄書寫必不可少的，

在莫言小說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但是英雄的自我崇拜卻是一個變數。在

中國文學傳統中，真正的英雄往往是非常謙虛的，因為他們首先應該是一個

「道德」英雄，這要求他們具有美德。自我肯定、自我崇拜在中國文化傳統中

不是一種美德。因此，儘管英雄人物心中有自我肯定的心理，有着種種的胸

懷和志向，但往往暗懷在心中，而刻意地不向外表露。《三國演義》中的劉備

和《水滸傳》中的宋江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劉備聽到曹操說「天下英雄唯使君

與操耳」，趁着打雷慌忙掩飾，將筷子掉在了地上。宋江寫下表露心迹的「反

詩」是在酒後忘形之時。在中國傳統中像曹操這樣敢於自稱英雄的人物，在民

間的觀念裏反而成了「奸雄」。在中國十七年文學中的正統「英雄」，同樣也難

以高度自我肯定，他們的自我肯定置換成了對政治意識形態的肯定。

但是在莫言的小說中，英雄人物卻是勇於自我肯定、自我崇拜的。余占

鰲毫不含糊地認為：「老子就是這地盤上的王。」ek司馬庫對自己火燒蛟龍橋

的計謀十分得意，他「啪啪」地拍着巴掌，向家丁炫耀：「這條妙計，只有我才

能想出來！媽的，只有我才能想得出來。小日本，快快來，讓你們嘗嘗我的

厲害。」el在另一次炸橋成功後，他還帶人在家門口親自演出自己炸橋的戲。

孫丙則對自己有着很高的期許：生着是英雄，死了也要做強梁em。他對自己

赴刑有着明確的認識：「俺盼望着五丈台上顯威風，俺要讓父老鄉親全覺醒，

俺要讓洋鬼子膽戰心又驚。」en

四　英雄：莫言小說的「種性」理想

莫言小說中英雄的這種自我崇拜和追求生命尊嚴、縱情性愛、張揚個性

等特徵一起構成了莫言小說中「雜種英雄」的豐富性。僅僅用傳統的界定英雄

的方式，顯然不適合莫言小說。余占鰲殺死母親的情夫，殺死單家父子，對

鄉親強取豪奪，與多位女性發生關係等行為，都嚴重阻礙了他進入正統英雄

的行列。正因如此，賀立華、朱德發和高嵐等論者，都很難在莫言小說中準

確地指認具體的英雄人物，但這也正是莫言小說英雄人物的根本特徵之一。

卡萊爾說：「英雄被派給我們是肯定的；當派來時，崇拜英雄就是我們的職

能，我們必須做的事：它像北極星一樣照耀我們穿過煙雲、塵土和各種激

流、大火。」eo顯然，在他看來，英雄只能是用來崇拜的。而莫言小說中的英

雄卻非如此，「雜種英雄」有着普通人的七情六欲、種種瑕疵，這些人性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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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學術論文 有的因素，連繫了民眾和英雄，使得英雄不再是遙不可及的「超人」。民眾對

英雄的認同，不再是對一個「超人」的認同，而是對自我本質的認同，民眾亦

可成為英雄。至此，莫言完成了他對英雄的豐富而又有深度的書寫。

在莫言重要的成名作《紅高粱家族》中，莫言提出了「種的退化」這個命

題。在該小說的結尾，莫言用「純種紅高粱」和「雜種紅高粱」來揭示這個命

題。「雜種紅高粱」是「醜陋」的，「永遠半閉着」「灰綠色的眼睛」，它們有着「蛇

一樣的葉片」，遍體流通着「暗綠色的毒素」。但正是這種「雜種紅高粱」佔據了

紅高粱的地盤。家族的亡靈最後給「我」的使命就是「不惜一切努力」，找到那

「白馬山之陽，墨水河之陰」僅剩的「一株純種紅高粱」ep。無疑「雜種紅高粱」

象徵着「種的退化」，而「純種紅高粱」就是莫言的「種性」理想。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尤其是左翼文學和十七年文學中，「英雄」首要的

是具有正面的政治身份，作品一般沒有強調英雄雄強的原始體質特徵，而以審

美性的身體特徵和精神魅力取代。莫言小說再次接續古典傳統，他的目的不在

於單純地塑造「英雄」，而在於他要寄託「種性」理想。種族的「種」已經退化，

必須改良。綜觀莫言的作品，我們不難看出，這種「種」的改良包括身體和精

神兩個方面。莫言對英雄身體特徵的關注，正是這種「種性」觀的一個方面。

莫言小說在英雄形象上寄託「種性」理想的另一個向度是精神層面的。同

傳統觀念對英雄的理解一樣，英雄要敢於蔑視成法，以弱抗強，敢於擔當。

更重要的是，莫言的「種性」理想突破了傳統觀念對英雄的價值規定性。這主

要體現在他小說中英雄的「雜種」屬性上。莫言小說中的英雄的具體樣態是「雜

種英雄」。他們追求生命的尊嚴和生命的沉醉狀態，他們基於個體生命衝動恣

肆於性愛和個性的張揚。他們不僅處於觀眾崇拜和敍述崇拜之中，還同時處

在自我崇拜中。「雜種英雄」的種種基於生命衝動的性情，成了連繫民眾與英

雄的隱秘通道。由此，「雜種英雄」實現了承載莫言「種性」理想的重任。　

五　結語

「英雄」一直是包括文學史在內的人類文化史上的一個重要母題。莫言又

再次重寫了這個母題，並用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了這個母題的表層結構。從人

類學的意義上來說，「英雄」在莫言小說中是一個「種性」理想。在1980年代出

版的《紅高粱家族》中，他提出了「種的退化」的命題，「種的退化」包括身體和

精神兩方面的退化，而「英雄」所具有的在體質、智力和精神方面的優勢，正

好可以療救這種衰退。所以「英雄」是莫言為新時期中國種種社會問題所開出

的良方。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莫言小說中的英雄敍事是以十七年的「革命歷

史小說」為「前文本」的。革命歷史小說中的英雄總是與國家歷史等宏大敍事關

聯在一起，其對個體人性的壓抑和扭曲，引起了新時期作家的不滿。莫言小

說中的英雄書寫有意避免與宏大敍事接軌，而在人性的邏輯下運行，正是這

種文學語境的產物。從社會歷史的角度來看，莫言小說中高揚的酒神精神，

滿足了剛剛經歷過長期壓抑的國人的心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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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英雄」	

莫言小說基於個體生命詩學，以文學藝術的方式對英雄所做出的豐富闡

釋，以及他基於這一闡釋所寄託的「種性」理想，在中國當代文學中是獨一無

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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