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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撰寫，除了呈現魔幻現實主義之定義及歷史脈絡外，也將以此理論

為基礎，分析歸納莫言作品中的人物書寫。莫言為 2012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是首位獲得該獎的中國作家，獲獎理由也因其善用魔幻現實主義融合民間故事、

歷史與當代，讓中國的傳統和口頭文學得以開創出新的局面，作品極具時代性及

開創性。本研究選擇莫言獲獎最多的作品＜檀香刑＞及最具魔幻現實主義風格的

作品＜生死疲勞＞作為研究文本，在針對其中最具特色的角色人物描寫，以魔幻

現實主義為出發點，進行細部分析及意義闡述，除了透過比較分析之外，也將以

國內外論文相互印證歸納，以明瞭莫言作品中魔幻現實的精神及背後的存在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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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初次「遇見」莫言是在高中國文課堂中，老師提起「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

合為事而作」的文學思潮時，提起莫言先生的作品，簡單介紹《檀香刑》的情節

內容外，更將其諷諭手法與我們分享。進入大學，筆者利用課餘時間閱讀《檀香

刑》，雖略能體會師長所說的反諷或雙關筆法，但卻對於其魔幻和神祕的情節所

深深著迷，看似不可能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的荒謬情節卻能在莫言的小說中獲得滿

足，在現實的背景中體會想像的樂趣和成就感，筆者認為這是閱讀莫言小說最大

的樂趣。「著迷」成為筆者選擇研究莫言小說最大的動力。 

 莫言（1955－）曾說：「饑餓和孤獨跟我的故鄉聯繫在一起。在我少年時期，

吃不飽、穿不暖，牽著一頭牛或羊，在四面看不到的荒涼土地上孤獨的生存。飢

餓和孤獨是我的創作泉源。」因為親眼目睹親身經歷那樣的改變和清苦，所以莫

言透過想像書寫時仍然脫離不了時代色彩與反應現實社會的風格，這也是筆者認

為優秀作家必須具備的社會責任：以文字的力量提供社會大眾新的思考觀點和討

論方向，因此選擇莫言的作品作為主題，研究分析歸納之。 

 1980 年代初期，大量的西方文學思潮進入中國，加上許多現代派作家在 1985

年發表作品，將文學創作帶入另一個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創作高潮。1980 年代

後期因中國改革開放步伐增快，原本行之有年的計畫經濟開始導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動盪提供許多知識份子及文藝青年創作的靈感，純文學不再成為文學主流，

由西方傳入的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拉

美魔幻現實主義1（magic realism）等思潮也在許多文學作品中出現，而莫言、馬

原及蘇童等作家更在此時創作發表許多令人驚艷的文學作品，其中以莫言的《紅

高粱家族》為其魔幻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品，其後也因其熟稔魔幻現實主義技法及

運用，所以被定義為魔幻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家。 

 莫言作品除了發表作品迄今將近百篇的小說作品外，作品評價、學界討論之

範圍及頻率極高，故選擇獲獎最多的作品＜檀香刑＞及最具魔幻現實主義風格的

作品《生死疲勞》作為研究主體，運用課堂所學，深入探究莫言這兩部作品中的

核心精神與個別差異，提出個人看法與研究限制建議。 

 學術界大部分的作品針對莫言魔幻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有許多概括性的討

論，鮮少透過人物角色定位比較的方式來討論，故本論文以魔幻現實角度的視角

切入分析，針對小說人物在劇情中的定位作出有系統的歸納與分析，盼能達到以

下目的： 

 （一）探討莫言作品與魔幻現實主義的關係 

莫言作品大量的運用意識流、隱喻、象徵、荒誕、預言等現代主義的

技巧，融合來自家鄉高密東北鄉的傳說和神話。2柳鳴九指出，魔幻寫實主

義有三大特徵：（一）現實主義的特性；（二）非現實主義的特徵；（三）反

                                                      
1
 又稱「魔幻寫實主義」，全篇以「魔幻現實主義」稱之而意同。 

2
 鍾怡雯，＜第三章 從高密到「高密」＞，《莫言小說：「歷史」的重構》，（臺北：文史哲出版

社，1997 年），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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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主義的特徵。3而莫言作品除了具有以上三個特性之外，仍與魔幻現實

主義代表作家馬奎斯的作品有許多相似之處，可見魔幻現實主義與莫言之

創作歷程有密切的關係。 

    莫言小說以多變新穎及不落俗套的寫作手法來表達其欲傳達的人文

精神，故其作品普遍認為具有強烈的魔幻效果的寫實風格，故首章針對魔

幻現實主義之文獻及資料作整理，將此主義之發源及歷史脈絡甚至其對於

現代文學的影響做歸納統整，並針對魔幻現實主義必須具備的特色來檢視

莫言作品中的魔幻現實成分。透過解析小說人物定位及作品差異，希望能

夠深入研究和統整出莫言作品與魔幻現實主義關係的密切程度如何。 

 

 （二）整理歸納作品中的核心精神及作品差異 

   莫言作品的英文譯本至透過美國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lodblatt）

翻譯改寫，由於諾貝爾文學獎評審所閱讀的正是英文譯本，故他被認為是

莫言獲獎重要的關鍵之一。在莫言獲獎之後，葛浩文接受《中國日報》（China 

Daily）採訪時提到：「《生死疲勞》堪稱才華橫溢的長篇寓言；《檀香刑》則

富有音樂之美。」在眾多作品中，這兩部小說在莫言創作生涯具有許多重

要的意義，除了獲獎無數之外，還被廣泛討論甚至研究，故選擇這兩部代

表作品相互比較，希望透過角色定為以及兩部作品的核心精神，加上莫言

個人對於作品的認定和學術文獻，希望能整理歸納出這兩部作品共同具備

的人文精神及兩者之間的差異和特色。 

 

 （三）對於小說批評及分析提供新的建議與研究方向 

   魔幻現實主義發端於藝術風格，如同達達主義或超現實主義一樣都

屬於藝術風格的一種。之後此種文化風格影響文學和各種藝術表達的形式，

魔幻現實一詞出現在文學中是以文學批評的形式出現，故以某一種角度針

對文學作品作意義分析和比較，希望能提供不同的作品剖析面向，供學界

與大眾了解並討論。目前許多學界論文都已提及莫言作品中的魔幻現實成

份，本論文聚焦在《生死疲勞》以及《檀香刑》作統整歸納，希望能提供

學界新的文學欣賞觀點及研究方向與建議。 

 

 本文將以《檀香刑》、《生死疲勞》兩部作品中的男女性人物角色來分析比較

莫言中的魔幻現實主義成份之描寫即意義分析，之後比較歸納出兩部作品間的共

性與殊性，融和國內外文獻及參考資料，做統合及歸納整理，提出研究發現與建

議。 

 

 

 

                                                      
3
 柳鳴九，《未來主義、超現實主義、魔幻寫實主義》，（臺北：淑馨出版社，1990 年），頁 36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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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魔幻現實主義歷史及相關作品 

 本文主題以「魔幻現實主義」為主要討論基礎，以此文學流派觀察莫言作品

中的描寫手法和意象呈現，下文簡述魔幻現實主義的歷史脈絡以及相關作品的介

紹： 

（一）歷史脈絡 

  魔幻現實主義（Magical Realism）是發於 20 世紀後現代文學中的敘事之

一，此類作品中的情節因果關係看起來常常不合邏輯與現實生活狀況。魔幻現實

主義這個詞最早被用於藝術批評，始於德國藝術評論家法蘭克˙羅（Frank Roh），

他使用此詞形容 1920 年代特定幾位美國畫家所使用的一種藝術表現形式。這些

作品慣於將傳統寫實主義融入些微超現實和幻想元素，讓畫面更具戲劇性及感染

力，作品背後往往反應一種意識形態以及創造者刻意傳達的諷喻暗示。 

  魔幻現實主義之後在 20 世紀中期被廣泛使用，跟隨著許多拉丁美洲作

家而興起，其中最有名的作家便是＜百年孤寂＞作者賈西亞˙馬奎斯，百年孤寂

也被認為是魔幻現實主義的文學經典，也因此拉丁美洲文學與魔幻現實主義間關

係非常密切。 

 

（二）作品特色 

1.背景設定具有政治與社會意義 

 魔幻現實主義的代表馬奎斯在大學主修法律，就學期間自由黨與保守黨鬥爭

激烈，造成社會動亂；莫言童年經歷文化大革命以及大飢餓時代，是中國政治及

文化轉型十分激烈的一段，對於現代中國無論是政治還是文化精神方面都有極大

的影響，而這段動盪激烈的時代正好給予莫言許多創作靈感和刺激，飢餓與孤獨

正是他創作的泉源。4故許多具有魔幻現實主義之作品蘊含政治意識形態與反映

當代社會現實之功能，其中更隱藏作者對土地與國家定位的看法與期待。 

2.存在對立的主要精神 

 百年孤寂中的無知與信仰、《將軍碑》中的生與死、莫言作品中的正義和真

情都存在二元甚至是多元以上的對立元素，造成戲劇上的張力提升作品的渲染力

與藝術性。 

3.以現實為基礎，運用想像扭曲和改造達到魔幻效果 

 通常魔幻現實作品並非虛無的純粹想像，作者建立在眼前所熟悉的家鄉或環

境，融合心中所欲表達的想法和意念，以極度婉轉甚至超乎常人的想像，類似神

話和怪誕小說的效果，給予一種極端卻又詼諧的神秘感，進而完成魔幻現實主義

的作品。 

（三）相關作品 

1.馬奎斯《百年孤寂》 

 此作品被譽為魔幻現實主義的經典代表作。以拉丁美洲為寫作背景，馬奎斯

                                                      
4
 宋石男，＜莫言與當代中國的魔幻現實＞，《香港中文大學中文期刊-二十一世紀》，第 134 期

（2012.12），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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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4%B8%81%E7%BE%8E%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8%A5%BF%E4%BA%9A%C2%B7%E9%A9%AC%E5%B0%94%E5%85%8B%E6%96%AF


透過想像之眼，在理性主義橫掃全球之前，為想像、神秘仰賴傳統信仰而思考、

認識世界的原始世界，作最真實的記錄。在那原始純粹的世界，許多事物都為被

命名與定義，人們必須用手指出自己所欲表達的意義，理性絲毫不會在生活中出

現，因為最基本的規則都尚未被定義或指稱，雖看似無知，但卻是想像所得以滋

長蔓延的時候。 

 因為尚未並定義，所以人人都可以解釋眼前所看見的死亡和意外，馬奎斯的

祖母口中的故事和信仰，都成為許多《百年孤寂》中的片段和寫作靈感。此作品

不但反映了馬奎斯過人的想像以及魔幻現實主義的藝術展現之外，更多的是反映

拉丁美洲的獨裁政治以及尚未被政治後的原始大陸。 

 

2.張大春《將軍碑》 

 此作品榮獲第九屆時報文學獎，內容講述一對關係劍拔弩張的父子，父親為

退役軍人，高齡八十三歲的武將軍希冀兒子亦能從軍，但兒子維揚一心只想成為

社會學科教授，因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加上親子關係不佳，年邁的武將軍決心不

再開口說話，上天卻賦予他可以穿梭時空的超能力，可以緬懷過去亦可眺望未

來。 

 在時間交錯的情節起伏中，如真似幻的場景讓魔幻現實的迷幻效果在細節中

漫延開來。父子間的矛盾、今非昔比的內心衝突都透過時間交錯、對比手法使得

張力大幅提升。此作品也被視為台灣近代文學魔幻現實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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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本介紹 

 此部分進入莫言作品的探討與分析，分析作品必須建立在對於作品的創作背

景以及相關描寫手法有明確且清楚的認識和掌握，故下文即以《檀香刑》及《生

死疲勞》的故事背景、內容大綱、情節及章回結構、描寫手法與主要精神五點作

為分析列點說明： 

（一）《檀香刑》文本介紹 

1.故事背景 

 西元 1900 年，德意志帝國侵略中國，在瓜分風潮中，將山東半島劃做德國

的範圍，德人在山東修建膠濟鐵路，運送山東的礦藏，外銷或運回國內使用。清

廷內憂外患，義和團運動興起，祭出「扶清滅洋」的口號，損毀鐵路、電線桿等

西方設施，慈禧太后意圖藉助義和團來對付洋人，同時也為了防止義和團做大，

派遣袁世凱去暗中操作。但是洋人聯合起來，組成了八國聯軍，一路攻打到北京

城，對北京城內挨家挨戶進行了洗劫和搶掠，並且逼迫清廷簽訂了不平等條約《辛

丑條約》，中華大地開始掀起了新一輪的抵抗外侮和反對清廷的鬥爭，山東高密

縣東北鄉則是其中一個典型示例。 

2.內容大綱 

 故事以不同人物的視角分為各章，描述不同人物對於當代社會現況好與壞的

價值判斷和心理轉變。《檀香刑》是一種酷刑，依靠一根極簡單的檀木棒，從下

到上直穿人體，卻可以讓人保持數天而不絕命。故事中的人物孫丙就是因受此刑

罰而死。故事環繞著中國傳統戲曲以及孫丙的家人為主軸，延伸出人與人之間的

不倫以及當代社會的弊病和黑暗，透過觀戲與觀刑，可以看出人內心的殘忍和無

助，除了內心矛盾之外，更能看出大時代下人民的渺小卻又不可忽視的存在。 

3.情節及章回結構 

 以「鳳頭、豬肚、豹尾」結構組成。莫言也因創作時想起大學課堂所學，並

將其應用於此部作品中，為創作帶來極大便利5。 

 好的開始，成功的一半。「鳳頭」係指文章開頭要精緻吸睛，一如鳳凰嬌小

玲瓏，引人注目。倘若開頭足以抓住讀者目光，激發閱讀興趣，使之樂於讀完全

文，此作品便有流傳與討論的空間；「豬肚」係指作品內容應飽滿充實，不許胡

謅虛構，扎實舖陳情節起伏，言之有物，方能延續閱讀熱情，循序漸進；「豹尾」

則指文章結尾要簡短有力，概念近似「鳳頭」，不需鋪張文字，但需強而有力，

方能使讀者感到餘韻無窮，念茲在茲。 

《檀香刑》中鳳頭及豹尾部各章標題為該章主人公說話的方式，例如：眉

娘浪語、趙甲狂言、知縣絕唱，惟獨「豬肚部」使用全知客觀視角描寫而成，

故各章標題以客觀存在的事件或名詞書寫而成，例如：悲歌、神壇、破城。雖

內容豬肚部看似以第三人稱的方式敘事，但其仍然未脫離戲曲精神，整段以「說

書人」的方式鋪陳描寫，看似客觀卻也是戲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章之初引用《檀香刑》戲文，加強讀者在看戲的感受和錯覺。戲文內容皆為作

                                                      
5
 莫言，《檀香刑》，頁 改版自序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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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兒時與鄰居簡單的創作，經過縣裡許多職業編劇加工修改而成6。 

4.描寫手法 

（1）使用民間戲曲以及民間話語融入作品 

民間的說唱藝術曾經是小說的基礎。在《檀香刑》中刻意使用的戲劇結構適合讓

具有對於民間文化接受度較高的讀者產生較強烈的共鳴，在以西方文學文主軸的

現代文壇，《檀香刑》的本土化透過整部作品的架構改變，成就自身文學創作的

一大突破。其中也大量使用韻文，使作品敘事流暢自然。 

（2）敘述形式分裂，透過極端審美法則表達極端的二元對立 

敘述形式分裂並非意謂著故事劇情間的斷裂和情結拖離，而是指針對劇情細部的

描寫使用兩者極端所造就的戲劇張力，造成意象上的張裂和拉扯，因此達到一種

矛盾衝突的審美效果。 

《檀香刑》中不斷出現保留和進步、社會與個人、悲劇與喜劇的相互衝突撕

裂。7其中，筆者認為悲劇與喜劇相互交織的描述手法最為成功，也認為是本書

最吸引人的部分，這樣的衝突，表現出作者對於傳統文化和生命本質某種深邃而

複雜的理解，更使得這部作品更貼近每個人的生活，因而引發更強烈的共鳴。 

 

5.主要精神 

 「真實方能領悟，知惡方能向善」為本書主要的創作精神。無論是骸人聽聞

的刑場文化，亦或是對於每個人物際遇及人生感悟，都能透過聲音來表達符合自

己性格邏輯和生存際遇的心理狀態。 

 鐵路的意象也不斷的環繞在作品當中，除了象徵著迂迴卻難逃離軌道的宿命

之外，更多的是莫言兒時對於鐵路的緬懷與想像。莫言在接受訪問時提到自己在

創作《檀香刑》的過程中，發現這是他寫作歷程中的一大撤退，從有意識的魔幻

寫實主義色彩拖離出來，刻意的退回自己生命原點，以家鄉的傳統戲曲和他所熟

悉的文化舞台，最更深一層的人性書寫和大時代故事。 

 

（二）《生死疲勞》文本介紹 

 

1.故事背景 

 故事背景為西元 1950 年到 2000 年中國農村 50 年的歷史，以「土地」為主

題，延伸出所有圍繞在土地概念，從政治到親情，從官方到民間，描述農民與土

地的種種關係，並以民俗故事中常見的生死輪迴故事，為這個跟人密切相關的故

事，做了截然不同的解釋和闡述。 

2.內容大綱 

 西門鬧一家和農民藍解放一家為故事主要人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

實行土地改革制度，地主西門鬧在土地改革過程中慘遭槍斃，因心懷冤屈，在地

                                                      
6
 莫言，《檀香刑》，頁 472 

7
 孔范今，《莫言研究資料》，＜刑場背後的歷史-論《檀香刑》＞，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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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過的十分痛苦，閻王爺讓他在六道轉世投胎，分別帶著自己的靈魂住進六種不

同的動物軀殼中：驢、牛、豬、狗、猴，讓西門鬧得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親身守

護著自己最親愛山東高密。 

 透過各種動物的眼睛，主人公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發動的政治運動，包括大躍

進、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等大規模改革事件。故事反映改革下人民的強悍和堅毅

不拔，以及每個時代必定存在時代悲劇與人倫悲歌。 

 

3.情節及章回結構 

 延續《豐乳肥臀》大河式家族史詩，《生死疲勞》將主人公西門鬧投胎轉世

後所呈現的動物形態，將動物種類融和該動物在社會普遍的形象以及在故事情節

中的個性，定為該章主要的標題名稱。故事從＜第一部 驢折騰＞開始，敘述西

門鬧從地獄中投胎轉世開始，就以各種動物的視角，觀察西門村周圍的土地改革

狀態以及家族變化。＜第三部 豬撒歡＞開始，便將故事中心轉至藍解放的身上，

無論是他與家人的關係，亦或是在土地改革下所的突破或改變，都有較為細緻的

描述。＜第四部 狗精神＞則以土地改革的地方政治人物與藍解放家族之間的關

係為故事主軸，最末再以作者的身分，將故事中未說明完全的部分補足，將此作

品帶到盡善盡美的狀態。 

 

4.描寫手法 

 文中除了不斷切換各個動物的敘述角度之外，敘述時會不斷出現「莫言那小

子」的敘述手法，補足第一人稱無法敘述的人物觀點，將讀者對於莫言其他作

品與該段落連結，使得想像可以更具體，幽默諷刺的效果可以達到更高的層次。 

 莫言刻意藉由各種動物的眼睛來觀察和感受農村的變革，在新制與舊制交替

的曖昧期，人們的意志並不會輕易動搖，以動物之眼來形容人的堅毅，比以人的

角度來描寫人顯得更客觀、更具說服力。 

 即便有些讀者認為跳躍的多重視角，是小說家們的老生常談，但是能將動物

的感官利用的如此淋漓盡致，筆者認為這也是一種藝術才華的展現。 

 

5.主要精神 

 書底頁面以「佛說：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少欲無為，身心自在」為這本書

做最好的註解，也是大部分的人對於這本書的主要精神詮釋。 

 筆者認為，「放下」為主要的作品精神。因故事的開端就是由西門鬧心中懷

有的不平之冤而起，閻王才讓他以動物的方式來觀察他最親近的土地，放不下的

情愫也讓他始終帶著西門鬧的意識，不斷在接受意識上的衝撞和改變。最後，以

「一切來自土地的都將回歸土地」作結，更體現「放下方能超脫」的主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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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魔幻現實之人物描寫與意義分析 

 

   （一）《檀香刑》中的男性角色—趙甲 

 

 趙甲，眉娘的公公，於京城刑部大堂擔任四十年的首席劊子手，殺人無數。

在退休告老還鄉之後仍被任命召回，執行檀香刑，親手為眉娘的父親行刑。 

 書中環繞趙甲的描寫十分細緻，在＜第二章 趙甲狂言＞中，借趙甲之眼，

描述在為犯人小蟲子行刑時的情景： 

  

 這道「閻王閂」的精彩之處，全在那犯人的一雙眼睛上。你爹(趙甲)我的身

體往後仰著，仰著，感覺到那小蟲子的哆嗦通過那條牛繩子傳到了胳膊上。可惜

一對俊眼啊，那兩隻會說話的、能把大閨女小媳婦的魂兒勾走的眼睛，從「閻王

閂」的洞眼裡緩緩的鼓凸出來。黑的，白的，還滲出一絲絲紅的。越鼓越大，如

雞蛋慢慢的從母雞腚裡往外鑽，鑽，鑽……噗嗤一聲，緊接著又噗嗤一聲，小蟲

子的兩個眼珠，就懸在「閻王閂」上了。 

 

 面對眼前慘忍血腥之景，對於常人來說已難以招架，但是對於資深劊子手趙

甲而言或許只是芸芸眾生中的其中一包血袋而已。這段好似可以讓讀者聞到血腥

味的描寫，卻完全沒有見到一個血字，讀者心中卻以沾著不少血漬。其中，以母

雞生蛋的相似之景描寫死者的眼睛奪眶而出的瞬間，讓人讀起來不寒而慄，描寫

生動駭人。 

 

 在趙甲十五歲那年，失去了父母的照顧成了舉目無親的孤兒，在麥草堆裡將

母親的屍體焚燒過後，他便一路乞討，跟著叫化子們一同到京城，希望可以找到

母親生前說過在大衙門裡當差的舅舅。路途過程中屢遭欺壓，對於這段路程不斷

聽到母親在耳邊叨叨絮絮，好似她的冤魂始終未曾離開趙甲的身畔，指引他向前

走。文中，趙甲在向趙小甲描述這段過程時，也運用馬奎斯在百年孤寂中的有關

靈魂的段落，將「靈魂」不散的概念呈現出來： 

 

 我急忙睜眼，眼前啥也沒有，只有冷颼颼的秋風吹得樹梢子嗚嗚地響，只

有幾隻快要凍死的蛐蛐在溝邊的爛草裡唧唧地叫，還有滿天星斗對著我眨

眼。但是我一閉眼，就看到你奶奶站在面前，對我說好運氣就要來到了。

我一睜開眼睛她就不見了。 

 

我望著行刑隊，心裡空蕩蕩的沒著沒落，這時你奶奶的聲音又在我耳邊響

起：「兒子，去看看吧，他就是你的舅舅。」我轉著圈子找你奶奶，可看到

的是舖了黃土的大路、冒著熱氣的馬糞，還有幾隻歪著頭、瞪著漆黑的小

眼睛、從馬糞裡尋找食物的小麻雀，哪有你奶奶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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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檀香刑》中的男性角色—孫丙 

 孫丙，貓腔戲班班主，因口出狂言得罪高密知縣錢丁，臉上那令他驕傲一大

半輩子的鬍鬚被拔光，也因此斷送其賴以維生的演戲生涯。之後因家人被德軍所

殺，氣憤之下加入義和團，被抓之後被親家趙甲施以檀香刑，凌虐而死。 

 在接受檀香刑的過程中，為了確保孫丙可以持續保持生命接受刑罰，除了按

時補充參湯以維持呼吸與所需精力之外，還必須按時間將插入在孫丙體內的檀香

木往身體內推進，身體上的疼痛可以帶給受刑人適當的身體刺激，做為另一種精

神上的懲罰： 

 

 近前後他伸出一根手指，輕輕地戳了戳從孫丙肩上探出來的木橛尖兒，然後

又轉到孫丙的身後，俯身探看了木橛子的尾。在他的細長的手指動搖了木橛

子的首尾時，便有花花綠綠的泡沫冒了出來，腐肉的氣味令人窒息，蒼蠅們

更加興奮，嗡嗡的聲音震耳欲聾。 

  

 文章所用的「花花綠綠」一詞可解釋為孫丙體內已呈現腐敗狀態，亦或是一

種對於人體內部未知的想像和恐懼。經過長時間曝曬而造成的身體變化，讓只要

稍為觸碰到露出體外的木橛，孫丙的身體便會像水袋一樣，滲出令人害怕且惡臭

無比的體液。 

  

（三）《檀香刑》中的男性角色—錢丁 

 錢丁，山東高密縣知縣太爺，眉娘情夫，曾與孫丙鬥鬚。 

 在孫丙行刑的這段過程中，孫丙戲班的戲子們在升天台前演出最後一場戲給

孫丙看，但德國士兵並不允許這樣的狀況出現，便大似以火力掃蕩現場的戲子們，

錢丁目睹： 

 

 戲台上已經沒有了活人，只有五顏六色的鮮血在上邊流淌。台下的群眾終

於從貓腔中甦醒過來，余的可憐的子民啊……他們連滾帶爬著，他們你衝

我撞著，他們鬼哭狼嚎著，亂成一團。余看到升天台上的德國士兵都把槍

放下來了，他們的漫長的臉上，都帶著一種陰涼的微笑，就像烏雲密布的

寒冬天裡一線暗紅的陽光。 

 

 五顏六色的鮮血在錢丁眼中是最真實的樣子，或許因為過於血腥讓他頭暈目

眩以致眼前所見接受想像所控制，那些曾經與他對話過的戲子們如今如被鞋子踐

踏過的貓衣一般，除了破爛之外，沒有更好的形容。 

 

 

（四）《檀香刑》中的女性角色—孫眉娘 

 眉娘，孫丙之女，趙小甲之妻亦為趙甲之媳婦，知縣錢丁為其情夫。故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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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一章 眉娘浪語＞為開端，以女性之眼，描寫為繞在趙氏家族及父親孫丙

一生的故事。從浪語二字中即可知其為人豪邁不拘，雖在傳統價值觀中女性應端

莊寡言，但是在這樣的角色性格設定中，可以看出在那個新舊知識交匯衝擊的時

代，如此個性必定為當時的社會帶來許多不同的衝突和傳奇。 

 莫言在後記中提到，聲音在這部作品中的重要性，除了故事架構本質建立在

中國民間戲曲本身就具有部分音樂性外，更多的是藉由角色之耳，進行描寫和環

境塑造： 

 越睡不著心越煩，越煩越睡不著。俺聽到那些菜狗在欄裡哼哼，那些肥豬

在圈裡汪汪。豬叫成了狗叫，狗吠出了豬調；死到臨頭了牠們還在學戲。

狗哼哼還是狗，豬汪汪還是豬，爹不親還是爹。哼哼哼。汪汪汪。吵死了，

煩死了。牠們知道自己的死期近了。俺爹的死期也近了，這些東西比人還

要有靈性，牠們嗅到了從俺家院子裡散發出來的血腥氣。牠們看到了成群

結隊的豬狗的魂兒在月光下游蕩。 

  

 從聲音到是覺得想像，從眉娘的想像中看見了動物們所看見的世界，或許也

因為想像，所以看見豬狗的鬼魂在月光下游蕩的景象也成為豬狗在深夜裡莫名躁

動的原因。 

 

 在＜第五章 鬥鬚＞中，描寫她在鬥鬚大會上，第二次見到情夫錢丁時心中

的纏綿與澎湃： 

明媚的陽光使大老爺的眼睛很光采，很傳情。他抱拳在胸前，像仕紳們致

敬，也向百姓們致敬，但他沒有說話，指是那樣嫵媚地微笑著。孫媚娘感

到大老爺的目光從自己臉上掠過時，似乎特別的停留片刻，這使她的身體

幾乎完全的失去了感覺。身上所有的液體，眼淚、鼻涕、汗水、血液、骨

髓……都如水銀瀉地一般，淋漓盡致的流光了。她感到自己成了一根潔白

的羽毛，在輕清的空氣裡飛舞，夢一樣，風一樣。8 

 

（五）＜生死疲勞＞中的男性角色—西門鬧 

 西門屯地主，本書主角，土地改革時期，被槍斃而死，死後轉生為驢、牛、

豬、狗、猴、大頭嬰兒藍千歲。 

 作品首章＜第一部 驢折騰＞中，在地獄輪迴中，經過牛馬面以及喝下孟婆

湯之後，鬼臉差將還有人類意識的西門鬧一股腦兒的向前扔去： 

  

 我的眼前一片昏黃，就像沉沒在水裡一樣，耳邊突然響起了一個人歡快的喊

 叫聲：「生下來了！」 

我睜開眼睛，看到自己渾身沾著黏液，躺在一頭母驢的腚後。天哪！想不到

                                                      
8
 莫言：《檀香刑》，（臺北：麥田出版，2011），頁 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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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過私塾、識字解文、堂堂的鄉紳西門鬧，竟成了一匹匹蹄雪白、嘴巴粉嫩

 的小驢子。9 

 

 因為轉為驢兒身，在面對自己逝世後的西門村所見所感有著特別親近卻又疏

離的矛盾之感。人事已非的感慨和無能為力帶給西門鬧極大的意識衝擊，特別是

當她發現乾兒子藍臉取而代之的成為這個家族的家長，與自己的二房迎春生育後

代，這使得西門鬧在驢的軀殼裡十分氣憤，雖自己無能為力，但在投胎之時似乎

給他的視覺很多不一樣的超能力，因此他能以驢之眼，透視迎春肚裡的孩子是藍

臉的種，更是個強壯的男兒： 

 

 迎春見到我，臉上也顯出喜氣。她困難地彎下腰，那一瞬間我看清了她腹中

的嬰兒，是個藍嬰，左臉上也有一顆藍痣，毫無疑問的是藍臉的種子，巨大的恥

辱，毒蛇信子一樣的怒火，在我心中燃起。
10 

 

（六）＜生死疲勞＞中的女性角色—白氏 

白氏，西門鬧之妻，在丈夫死後沒有改嫁的女人。她在丈夫死後，繼續待

承受著地主分子的汙名，並未加入人民公社成為單幹戶，因此承受著超乎她身體

負荷的勞動改造。西門鬧死後的靈魂對於白氏的歉疚感極深，夫妻之情也在他們

之間顯得特別濃烈。 

西門鬧轉成驢後，某一天的夜晚逃脫韁繩，與白氏在月光灑落的小路間相

遇，靠著對於白氏身上散發出的淡淡苦杏仁味，西門鬧踩著緩慢的蹄步靠近，沒

有想到看似在喃喃自語的白氏竟從驢兒不平凡的眼神中，看出牠的體內正住著丈

夫的靈魂，邊說邊落淚，在驢身中的西門鬧也漸漸脫離驢的意識，任由人的情感

攀上意智高峰。白氏似乎早就預料到丈夫西門鬧的到來，她說： 

 

「掌櫃的，我知道你來了，我知道你會來的，我知道經過了這些年的風

風雨雨，見過了背叛和無恥，你就會想起我的忠誠」。……「掌櫃的，我

知道妳已經變成一頭驢，……只有你成了驢後，我才感到你和我心心相

印。」11 

 

 

（七）＜生死疲勞＞中的女性角色—迎春 

迎春，西門鬧二姨太太，解放之後改嫁藍臉。當初隨白氏一同進入西門鬧

家，因白氏嫁入西門家後久不生養，內心慚愧，就將隨自己陪嫁過來的迎春趕到

                                                      
9
莫言：《生死疲勞》，（臺北：麥田出版，2014），頁 24 

10
莫言：《生死疲勞》，（臺北：麥田出版，2014），頁 30 

11
莫言：《生死疲勞》，（臺北：麥田出版，2014），頁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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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鬧的被窩中，希望能由迎春負責西門家傳宗接代的重任。在描寫成功懷孕之

後生產之時，也十分具有傳奇魔幻色彩： 

  

 她寬闊的骨盆，富有彈性的產道，就像從麻袋裡往外倒西瓜一樣，輕鬆的

就把那兩個肥大的嬰兒產了下來。幾乎所有的女人在出產時都要呼天搶地，

悲慘嚎叫，但我的迎春生養時，產房裡竟然無聲無息。據接生姥姥說，在

生產的過程中，迎春的臉上始終都掛著神祕的微笑，宛如做著有趣的遊戲，

弄得接生婆十分緊張，生怕直接從她的產道裡鑽出妖精。12 

 

（八）＜生死疲勞＞中的女性角色—龐春苗 

   志願軍英雄龐虎之女，為西門鬧的乾孫子藍解放的繼妻。 

 在＜第四部 狗精神＞中，大篇幅的描寫藍解放與龐春苗之間的婚外關係，除

了強烈對比之外，更精確的描寫了在藍解放眼裡，龐春苗過於常人的魅力和

迷人氣質： 

 

她一直站到她的同事們從裡邊推開大門時才進去。進去前他將手指按在唇上，

然後對著我拋過來。她的吻像一隻蝴蝶，穿越馬路，飛到我的窗口，在窗外

上下翻飛，然後飛到我的嘴上。真是一個好姑娘，為你赴湯蹈火，我也在所

不惜。 

  

  

 

 

 

 

 

 

 

 

 

  

                                                      
12
莫言：《生死疲勞》，（臺北：麥田出版，2014），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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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物描寫比較分析 

（一）共同性 

 

 《檀香刑》 《生死疲勞》 

1. 善用宗教與民間信仰色彩凸顯創作精神：《檀香刑》及《生死疲勞》中的宗

教色彩運用在不同的地方，前者將之融入於故事情節之中，後者則將民間

信仰的宗教故事運用在章節轉換的情節之中。 

2. 色彩鮮明的寫作筆法：顏色為莫言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無論是在《檀香

刑》中的鮮濃血液以及腐敗肉塊混濁藍綠色的描寫，還是在《生死疲勞》

中的動植物的外觀描寫，色彩著墨十分細膩精準，雖然效果不同，但是同

樣使得讀者更加投入情節及魔幻效果的氛圍之中。 

3. 感官描寫具有神祕鬼魅之感：自成一體的語言狂歡13為張旭東對於莫言作品

的形容。自然而然所散發出來的感官描寫，魔幻卻又真實的詮釋心中衝突

與感受，或許因為心境影響五官感受，使得莫言作品被許多學者認為是魔

幻現實主義最經典的代表作家。 

 

（二）歧異性 

 

 《檀香刑》 《生死疲勞》 

1. 透過不同感官描寫營造詭譎與衝突的魔幻特質。 

 聽覺為主要使用的摹寫手法，因本

作品之架構為民間戲曲，聲音描寫

可以讓作品更能回歸看戲時的氛

圍，角色對於聽覺的感受也顯得特

別敏銳細膩，純粹透過聲音未能與

眼前所見連結所產生的矛盾使得

奇幻性質更加豐富深刻。 

視覺為主要使用的摹寫手法，透過視

覺及強烈的顏色及激烈動作強化劇情

張力和想像深度。其中演顏色為主要

的使用技法，人物名稱也具有非常奇

幻詭異的氛圍，例如：藍臉。 

2. 不同生物角度的描寫，使得畫面和思想更有多樣性 

 以人物的感官與為主。雖然聽覺為

主要著重的描寫技巧，但各章節細

部的感官及心理狀態的描寫仍為

作品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不同角色

面對相同場景的解讀和看法都能

以動物的感官為主。結合動物形象和

特徵，將人的靈魂植入動物軀體裡，

使得人的意志無法全然操控動物軀殼

造成意識上的拉扯以及情感糾結，這

也是本作品最精華也最為人稱道的一

                                                      
13
張旭東、莫言：《我們時代的寫作—對話《酒國》 《生死疲勞》》，頁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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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有不一樣的揣摩和體悟，各章間

以人物視角轉換，讓讀者可以接近

全知者的角度鳥瞰整個大戲的高

潮迭起。 

大特色。 

因為以動物的角度觀察人性，更能客

觀的超越人的軀殼和思想，達到純粹

的「零度書寫」。14 

3. 兩者使用的技法及彰顯的人文精神有所不同 

 透過有違常理以及戲劇化的情

節，利用人愛看戲的本性，結合不

同角色書寫，呈現三種心態：劊子

手的心態、受刑人的心態以及看客

的心態，表達理想中的人性以及現

實上的人性矛盾與可笑之處，先知

死而後生，先能體會殘忍方能真正

同情悲憫的精神，是這部作品的主

要精髓。 

遊戲文筆15為本作品的一大特色，作者

刻意的將人的靈魂置入，造成為與不

能為的衝突感，有時保有人的意志，

卻不能失去動物的本性與欲望追求，

這些誇張的描寫和大膽的情慾抒發，

存在許多戲謔及想像的成分，脫離正

常對於人的約束，來到一種如遊戲一

般的想像國度。 

 

  

                                                      
14
張旭東、莫言：《我們時代的寫作—對話《酒國》 《生死疲勞》》，頁 258 

15
張旭東、莫言：《我們時代的寫作—對話《酒國》 《生死疲勞》》，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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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莫言小說的現代派精神表現在他大量的使用變形、荒誕、時空倒錯、把現實

扭曲等創作技巧上，在眾多現代主義流派當中，以魔幻現實對莫言的影響最為深

刻。16即便許多學者認為《檀香刑》是莫言少數刻意不放入魔幻寫實主意成分的

作品，但在筆者經過比較整理之後，發現兩部作品中有許多共同性與差異性，許

多特質間互相影響，以下就將筆者的意見以及文獻分析上我呈現出來的學者意見，

分別就共性與殊性分別說明之。 

筆者發覺在作品中對於人物的描寫，《檀香刑》確實少了許多，使用的想像

程度也沒有《生死疲勞》來的強烈、深刻。筆者認為，這與角色身分與視角設定

有很大的關係。《檀香刑》的角色設定依舊為人，儘管是不同人物之間的視野轉

換帶出截然不同的說故事的方法，但是人物依舊是人，想像的程度依然受限於人

體所能改變的範圍；《生死疲勞》卻完全跳脫人類的軀殼，徒留人的靈魂置入六

種不同的動物軀體中，如此一來可以運用的想像得已由兩種層面出發：一為人類

本身的想像，二即為普遍人民對於這個動物的想像。使用的動物的特性不但可以

運用民間對於此種動物本身的印象之外，還可以利用其身為動物的特質（例如：

狗的鼻子靈敏、驢的固執堅毅等），做更多廣泛且合理的想像延展。故筆者不認

為《檀香刑》較不具魔幻現實主義色彩，而是不同的題材和文章篇幅所造成的一

種正常現象而已。 

作家所受到的影響其實是身不由己的。文中所討論的兩部作品都具有非常濃

厚的土地意識和當代政治環境縮影，這也呼應本文的第二章在對於魔幻現實定義

中有提到，魔幻現實主義作品具有許多共性，其中「背景設定具有政治與社會意

義」這點，莫言的作品大部分皆符合之。這兩部作品的共通性皆來自於莫言「有

意識的回歸」，以魔幻現實主義的定義檢視這樣的創作動機，具有一定合理性，

只有真正的回歸，才能觀察到社會底層的生活和政治體制下人民最真實的心理變

化。 

莫言在接受訪談的過程中提到17，當自己在閱讀《百年孤寂》的時候，對於

書中的「死亡」描寫感到十分佩服，閱讀時並沒有感受到任何恐懼或壓迫。或許

出自於對於生命本身的感悟和灑脫，或是存在東西方的文化差異，但是莫言認為

這是因為作者願意把人放在更高的層次去欣賞和解析，當能夠以俯瞰人生的角度

去欣賞人生，所有的感受和難以超越的困難頓時如豆般大，那些感覺似乎可以忽

略不計。或 

 在研究的過程中，筆者閱讀國內外文獻資料及分析之後，發現在言莫言相關

作品的過程中，面對文本篇幅長、以及文獻資料龐大的閱讀窘境。近年來，以莫

言作品甚至是創作歷程等文學研究不勝枚舉，許多現已有的文獻都呈現許多看法

上的衝突和解釋，即便文本的解釋因人而異，但是仍有許多研究的方向指出：莫

言作品與魔幻現實主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在退回魔幻現實主義的定義時，除

                                                      
16

 鍾怡雯，《莫言小說：「歷史」的重構》頁 41 
17

 張旭東、莫言：《我們時代的寫作》，臺北，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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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要了解西方畫風與藝術批評之外，還要了解中國當時在接受西方思潮的衝擊下，

人民和文學界有哪些具體的改變和作品出現。所以，在過程中，需要大量閱讀國

內外文獻，分析學者們所提出的理論之後，整理歸納，筆者認為，大量的閱讀量

所帶來的壓力是研究莫言作品所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除此之外，莫言作品間有連貫性，雖然可以由代表作品開始著手，但若要深

入的探討其創作歷程與作品背景，必須從莫言早期的作品《蛙》或《透明的紅蘿

蔔》開始著手，不但可以從莫言短篇的創作開始了解，更能看見莫言豐沛的文學

內涵以及文化素養，在廣泛的小說市場中仍能站有穩定的一席之地的原因，可見

其創作靈感澎湃以及其對於社會的觀察是何等的細膩與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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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資源 

國立台灣大學教育與發展中心 電子報 No.84 （2015.8.21）

http://ctld.ntu.edu.tw/_epaper/news_detail.php?nid=339 

人文隨談－談馬奎斯的《百年孤寂》與魔幻寫實主義 （檢索日期：2015.8.21）

http://www.atlas-zone.com/think/talk/part_1/literae500.htm 

魔幻寫實主義是甚麼（檢索日期：2015.8.20）

http://www.complit.fju.edu.tw/complit/course/020313/magic.html 

小說中的歷史重構：魔幻現（寫）實主義在台灣的本土改寫（2015.8.21）

http://www.srcs.nctu.edu.tw/taiwanlit/issue4/4-14.htm 

鲁豫有約：莫言－諾貝爾獎背後的文學之路（檢索日期：2015.1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YIVu2o8XGw 

莫言北大演講：我的創作經驗（檢索日期：2015.1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FeLyfeYbIk 

面對面－－莫言：中國的諾貝爾文學獎（檢索日期：2015.1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gDy8zbWZ0c 

公視 蔡康永 周二不讀書 莫言（檢索日期：2015.1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64d5KYxx1w 

許若菱：＜魔幻現實：《百年孤寂》中的愛、死亡與孤寂＞（檢索日期：2015.10.20）

http://beaver.ncnu.edu.tw/projects/emag/article/200604/%E9%AD%94%E5%B9%

BB%E7%8F%BE%E5%AF%A6.pdf 

 

 

35

http://ctld.ntu.edu.tw/_epaper/news_detail.php?nid=339
http://www.atlas-zone.com/think/talk/part_1/literae500.htm
http://www.srcs.nctu.edu.tw/taiwanlit/issue4/4-14.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gDy8zbWZ0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64d5KYxx1w
http://beaver.ncnu.edu.tw/projects/emag/article/200604/%E9%AD%94%E5%B9%BB%E7%8F%BE%E5%AF%A6.pdf
http://beaver.ncnu.edu.tw/projects/emag/article/200604/%E9%AD%94%E5%B9%BB%E7%8F%BE%E5%AF%A6.pdf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