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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提要
余華，浙江嘉興海鹽縣人氏，現居北京。中國先鋒文學作家，在文革成長。
原為牙醫，80 年代始寫作小說，1987 年發表《十八歲出門遠行》成名。初期以
寫作中短篇為主，後轉寫長篇，近年多出版隨筆、雜文集。其作品多以文革為
背景，擅以暴力描寫、反諷等手法從人的角度探討隱藏在歷史中的倫理、價值
觀等問題。就《兄弟》而言，大多學者只留意作品的先鋒性、題材處理、寫作
風格或進行翻譯、比較等研究，縱亦有少量關涉主要人物（宋鋼、李光頭）的
論著，但多側重於李光頭，缺乏較平衡的討論，也欠缺以新的角度切入論述。
本文將以余華長篇小說《兄弟》（上、下）為研究對象，以飲食角度切入論
述。第一章為緒論，分別說明本文之寫作緣起、學者對《兄弟》的研究概況及
本文採用之研究方法；第二章以小說中的食物、食器、餐飲場所為例，探討它
們如何體現「兄弟」的價值觀、權力、性別、貧富與鄉鎮等方面的二元對立；
第三章承接上章從文本內部的飲食視角對「兄弟」進行的分析，擴大至飲食與
社會的討論：先從現當代文學史——「吃」的文學的範疇爬梳類近《兄弟》以
飲食為線索的作品，後闡釋《兄弟》在中國當代社會的衍生意義。第四章為結
論，整合全文中心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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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緒論
第⼀節、研究緣起
「民以食為天」，中國是以農立國的國家，自古以來重視飲食，甚至將其奉
若神明，例如古今皆有「衣食父母」的譬喻，將衣食奉為父母，可見百姓對衣
食的尊重。飲食不但是老百姓生存的基本需要，而且從飲食態度、器具、禮儀
等細節可觀察人的價值取向，見微知著。余華的《兄弟》似乎有意賦予「飲
食」以特殊地位，通過強調飲食及其功能，建構人物與人物、小說內部時空、
文本以外之時空的連繫，尋找平凡中的真實。余華在訪談集指出作家的身份首
先是老百姓，然後才是作家1，聲稱自己在《兄弟》以民間視角進行寫作2，而飲
食正是民間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余華繼《許三觀賣血記》（1995）沉寂十年後出版的《兄弟》曾引發兩極化
討論，相關研究在小說出版後四、五年相當熾熱，可惜仍缺乏以飲食角度切入
《兄弟》人物研究的論著，尤其是以飲食為紐帶連繫宋鋼、李光頭二人關係的
討論，因此本文正好發掘新的思考角度，探討小說的飲食元素與人物的連繫，
補足此面向的紕漏。就此，本文以《兄弟》裏的飲食元素切入有關兄弟倆互動
關係的討論，例如余華如何在文本透過飲食呈現兄弟倆價值觀的形成？其後，
又如何在權力、階級、儀節觀念等方面產生對立？兄弟倆的權力消長關係如
何？時代的改變如何深化他們的對立？這些問題都有助學者從新的角度觀察作
者如何形塑在文革及改革開放時期的主要人物。同時，本文也嘗試以宏觀的視
野，從小說外部梳理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有關「吃」的文學範疇的其他作品、
略談小說在這類作品之間的意義，繼而分析文本的飲食元素衍生的社會意義，
例如分析小說如何呈現中國當代社會文革前後的轉變、兄弟倆性焦慮的延伸意
義、中國飲食文化對西方飲食文化的模仿等，以助本文達至相對全面的論述。
在正式闡述飲食與「兄弟」的連繫以前，先闡明本文對余華的寫作觀、寫作
風格的理解以定下論述基礎：
余華的小說多以文革為寫作題材或背景，例如《一九八六年》、《活著》、
《兄弟》等，但他不把歷史視為敘述前景，反而有意模糊歷史，將其放到背
景，選擇聚焦到人物，通過其內在的聲音，使人物成為作者的「代言人」，流
1

余華：〈一個人的記憶決定了他的寫作方向〉，見《我只要寫作，就是回家》（臺北市：麥
田出版，2020），頁 114-116。
2
余華：〈答義大利《共和國報》〉，同上註，頁 228-229。
5

露他對中國現當代社會的看法。他的寫作觀向以「現實論」為基礎，經常強調
現實的虛偽，聲稱自己是為了更接近真實而寫作，意圖藉寫作建構虛偽的精神
世界，超脫雜亂的生活、尋找自己的「真實」。他曾發表一篇具宣言色彩的文
3

章——〈虛偽的作品〉 ，概括自己的寫作觀、寫作風格、敘述語言轉換、對人
物塑造的態度等，其要點甚至成為先鋒文學的一份綱領性文獻。
他認為現實生活的虛偽是因為人的意識介入了生活，影響生活的純度。因此
他認為作家要跳出思考框架、不要以常理看待生活，否則會被生活經驗所困，
思緒因缺乏想像而枯竭。而過份沉溺理性思維，也是一種錯誤且危險的傾向，
一旦遭遇失序的處境，便很容易崩潰。因此，余華承認他迷戀暴力描寫，因暴
力的力量源於內心的渴望，間接說明暴力產生自潛意識的本我，類於力比多的
發洩。通過書寫暴力情節，作家潛藏的欲望得到釋放，內心的真實得以顯露4。
余華指《兄弟》是他繼寫下《十八歲出門遠行》、《活著》等作品後的第三
個重要寫作階段5，對讀者和作者均具里程碑意義。尤其《兄弟》的敘事形式、
敘述語言均較過往作品大膽，以狂歡式敘事6的姿態對時代作「強度敘述」兼
「正面強攻」，其敘事時間更橫跨文革前至改革開放時期7，此作實是余華「長
篇小說中的長篇」。

第⼆節、有關《兄弟》、⽂⾰/改⾰開放歷史、飲食⽂化的研究概況
1. 學者專著或相關論述
（一）王紹光的《理性與瘋狂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是他博士論文的中文撮寫
本8，論著以武漢為文革前後的研究主體，順時梳理文革歷史，分析領導
人、中央及地方政府、群眾等持份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並結合近百位文革
3

洪治綱：《余華研究資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頁 47-57。

4

余華稱他關注人物「內在的聲音」和人物的「欲望」，而對人物欲望的重視是因為他認為「欲

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個人的存在價值」，同上註，頁 57。
5

余華更指出《兄弟》可能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見余華等著、王侃主編：《文學：
想象、記憶與經驗》（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頁 256。
6

石曉楓：〈在廣場上的身體——論余華《兄弟》裡的狂歡敘事〉，《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

第 57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頁 103-128。
7

余華曾在《兄弟》後記形容《兄弟》為：「這是一個兩個時代相遇以後出生的小說，前一個
是文革中的故事……後一個是現在的故事……」
8
王紹光：《理性與瘋狂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 315316。
6

親歷者的訪問和武漢當地文史檔案，增加其可信性。此著聚焦以「毛中
心論」探討領導人與群眾在文革的互動關係，並強調群眾的角色，可作
《兄弟》研究之時代背景參考。
（二）魏昂德（Andrew Walder）在涂肇慶等主編《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 西方社
會學文獻述評》發表文章9，綜合分析七、八十年代中國發展模式、社會
分層、官僚體制等整體狀況，有助了解《兄弟》改革開放之時代背景。
（三）杜士瑋等編撰的《給余華拔牙：盤點余華的兄弟店》為較罕見集中批評《兄
弟》的論著，從敘述視角、敘事策略、情節設計到寫作風格、篇幅，甚至
對余華就評論的反饋都有一面倒的批評，某些極端的批評更稱「《兄弟》
是垃圾」10，要「給余華『拔牙』」11。僅少數學者如郜元寶為《兄弟》辯
護。此著對了解不同論者對《兄弟》的批評有集中的參考價值。
（四）王仁湘的《飲食與中國文化》討論烹調方式、節慶飲食，較全面論述飲
食自古以來與中國文化、飲食觀的關係。當中食禮與食功論的部分，提
及「禮始於飲食」的傳統思想12，整合飲食在不同場合的禮儀及功能。
（五）楊小濱在〈欲望「主體」與精神殘渣：對《兄弟》的心理——政治解
讀〉套用拉岡（Jacques-Marie-Émile Lacan）—紀傑克（Slavoj Žižek）分裂
主體理論，分析李光頭偷窺是為了填補「小他物」。論文提出歷史敘事
的小他物也可被視為創傷，通過小他物在主體的填補完成《兄弟》裏的
反諷。故此，他提出李光頭的不道德行為是對心理壓抑的反叛，也是對
毛最高道德指令的遵循並續指，抹除歷史記憶而形成的歷史主體，是一
種符號秩序（大他者）對主體的強加13。

9

魏昂德：〈1949 年共產主義革命後中國的社會變遷〉，見涂肇慶等主編、魏昂德等著《改革

開放與中國社會 西方社會學文獻述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頁 13-34。
10

蔣泥：〈諾貝爾「種子選手」何為〉，見《給余華拔牙：盤點余華的兄弟店》（北京：同心
出版社，2006），頁 55-59。
11
蒼狼：〈給余華「拔牙」〉，同上註，頁 19-22。
12
王仁湘：《飲食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 385-389。
13
楊小濱：〈欲望「主體」與精神殘渣：對《兄弟》的心理——政治解讀〉，《清華學報》，
第 39 卷第 2 期（2019 年 1 月），頁 261-285。
7

2. 博碩士學位論文
（一）

鄭茹方在〈論余華小說中的「毛魘」記憶〉以意識形態的角度切入，

探討余華的文革記憶如何在父輩和子輩形象塑造、暴力描寫、創傷敘述等
14

方面的後文革書寫，體現對他的影響 。
3. 英文著作
（一）Gang Yue. The mouth that begs Hunger, canni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ating in Modern China. 樂鋼在此論著談及飲食模式與社會發展、文學、女性、
政治等方面的連繫，啟發本文第三章有關小說裏的飲食與社會連繫的論述。
4. 期刊文章
截至 2020 年 09 月 21 日，中國知網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有關余華的
研究資料約計 2720 條，其中有關《兄弟》的研究資料約計 260 條。其中，暫未
見以飲食角度切入並以分析余華《兄弟》的「兄弟」為研究主體的資料。
5. 網上資料
浙江師大余華研究中心收錄大批有關余華的研究、文評等資料。截至 2020 年
09 月 21 日，有關資料合計 961 條，其中研究長篇小說的資料計 422 條，研究
《兄弟》的資料計 194 條（佔長篇小說研究資料 46%）。有關《兄弟》研究資
料較集中於翻譯研究/西方評論（96 條），其次則為作品綜論/魔幻現實探討
（35 條）、作品人物論（李光頭為主）（8 條）15。
綜合以上研究成果，發現論者多以毛的影響切入對文革、改革開放兩個時代
的討論16，深化本文對時代特徵的掌握；王、樂的論著則豐富本文在飲食文化等
資料；杜著則以另一面向觀照文本，令本文較客觀地切入分析；楊、鄭的文論
則從精神分析、文革記憶等角度分析余華的文本，為本文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14

鄭茹方：〈論余華小說中的「毛魘」記憶〉。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2012 學年度第

一學期碩士學位論文（2012 年 1 月），頁 1-222。
15

浙江師範大學余華研究中心於 2007 年成立，余華為研究中心特聘教授，見：
http://yuhua.zjnu.edu.cn/_s185/main.psp。
16
例如在魏昂德的文章稱文革為「毛澤東時代」，稱改革開放時期為「後毛澤東時代」，同註
9，頁 23-24。
8

第三節、研究⽅法
本文採用文本細讀的方法分析小說細節，尤以飲食元素窺探兄弟倆在價值觀、
權力、階級（如性別、貧富與鄉鎮）等異同；以文史互證的方法對照小說與時代
特徵的關係，輔以圖表推演、闡釋二人對立的形成、深化與消解的過程。
研究文本——《兄弟》（上、下）則以麥田出版的 2005、2006 年版本為準。

第⼆章、「民以食為天」——從宋、李飲食觀念窺探「兄弟」價值
觀的對立與消解
「宋鋼，李光頭是你弟弟，你要⼀輩⼦照顧他……宋鋼，你要替我看好李光
頭……宋鋼，你要答應我，不管李光頭做了甚麼壞事，你都要照顧他。」17
「媽媽，你放⼼，我會⼀輩⼦照顧李光頭的。只剩下最後⼀碗飯了，我會讓給
李光頭吃；只剩下最後⼀件衣服了，我會讓給李光頭穿。」18
李蘭臨終前故意支開李光頭，向宋鋼交代遺言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宋以兄長的
身份照顧李光頭而不令他難堪，而李蘭有此請求是因為她認為宋鋼較可靠、品
行和能力較好，有餘力照顧李光頭。然而，更深一層的用意是含蓄地表達她對
親生子的關愛，希望宋鋼能延續宋凡平的血脈甚至角色，替她照顧李光頭。然
而，這遺言實際影響了宋鋼的人生觀，甚至間接造成他的自殺，同時亦反映中
國的傳統倫理價值。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是同心圓結構，講求「親親尊尊」，即
基於血緣以界定親疏。李蘭與李光頭是血親，與宋鋼則不然，故此她在臨終前
向宋鋼交託遺言，存有以「親情」的名義束縛宋鋼，以利親生子的嫌疑。
另外，從宋鋼的承諾可見，他願意把「最後一碗飯」、「最後一件衣服」讓
給李光頭，壓抑自己的渴求，將自己生存與生活的基本條件讓給李，可見他是
真心真意地將李當作親弟，把照顧弟弟視為己任。甚至，他其後跪在李蘭墳

17
18

余華：《兄弟（上）》（臺北市：麥田出版，2005），頁 290-291。
同上註，頁 291。
9

前，向李蘭再次作出保證19，更確認他決意把李光頭的命看得比自己更重要。正
好，「最後一碗飯」啟發本文以飲食角度探討余華在作品頻密搬演、融入飲食
元素的意圖並有助析論「兄弟」價值觀的對立與消解。從情節可見，宋、李二
人對飲食的價值觀不同，隱喻他們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以下將綜述飲食的功
能、界定本文就飲食相關的論述範圍，繼而論及吃與價值觀建立、權力與階
級、儀節等關係。

第一節、飲食功能與文化綜述
《兄弟》的敘述時間橫跨文革前至 1985 年或以後，故此先撮要講述歷史與飲
食的關係：中國自 1958 年實行第二個五年計劃，主要綱領依照「三面紅旗」：
總路線20、大躍進21、人民公社22。由於政策推行過急，加上地方官員因急於表現
政績而誇大農產量23，使中央對地方的形勢盲目樂觀，不掌握地方的實況，更在
自然災害的加劇下引發 1959-1961 年全國性大饑荒，稱為「三年困難時期」。其
後，中國在 1966-1976 年經歷文革「十年浩劫」。1978 年，鄧小平提出並實行
改革開放政策，使人民收入提高；1987 年，鄧為促進中國「四個現代化」發
展，提出「三步走」戰略，第一步目標就是解決「溫飽問題」。可見，飲食在
文革前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饑荒、改革開放的「三步走」均是焦點議題。
學者對飲食的功能有不同見解，當中以錢鍾書的〈吃飯〉有較精要的概括24，
文中歸納八種吃飯的功能：
1.

透過進食而產生享受的愉悅感。錢鍾書解釋指吃飯其一功能是「辨味而不
是充饑」，要以「舌頭代替了腸胃」，即以舌頭的味覺、觸覺感受食物帶
來的感官享受。此處也間接指出「充饑」是飲食的另一項功能。

19

宋鋼跪在李蘭墳前說：「……只剩下最後一碗飯了，我一定讓給李光頭吃」，同上註，頁
296。
20
「總路線」是指在 1956 年 1 月 1 日在《人民日報》社論《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
計劃而奮鬥》向全國公開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發展自己的事業」的口號；1958
年 3 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提及「鼓足幹勁，力爭上游」並連繫「多快好省」，合稱「總路
線」。見賀吉元：〈「三面紅旗」出台的內幕揭秘〉（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8 年 2 月 19
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64172/85037/85039/6894920.html。
21
「大躍進」是由 1957 年 9 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通過《1956 年到 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
（修正草案）》，發動「農業大躍進」揭開序幕，大放「衛星田」；1957 年 12 月，黨中央決
定實行「工業大躍進」，主張 15 年後「超英趕美」，具體則以「大煉鋼」的形式實行。總括而
言，農業、工業大躍進的主張是「以糧為綱、以鋼為綱」。同上註。
22
「人民公社」是指 1958 年初，毛澤東提出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為小社，再合併為大社的主
張。這個概念是以實踐共產主義為目標，農民將所有資產集中到人民公社，然後由公社統一分
配，故當時農村普遍有「吃大鍋飯」的現象。同上註。
23
當時有所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說法，地方誇大農產量的做法，屢見不鮮。同上
註。
24
錢鐘書〈吃飯〉，見《五味：文化名家談食錄》（北京：京華出版社，2005），頁 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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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上，以享受掩飾飲食的需要。錢鍾書解釋因為在柏拉圖《理想國》裏，
因饑餓而吃喝的靈魂是最低等的，等於政治組織裏的民眾。

3.

以饑餓作為啟發思想的手段。

4.

掌握操控他人的飲食權力以支配他人。

5.

飲食與政治互有連繫，例如《尚書•顧命》將擔任宰相譬喻為「和羹調
鼎」、老子亦言「治大國若烹小鮮」。

6.

以吃飯作為社交工具如溝通人際、聯絡感情、談生意經。

7.

拯救貧苦，例如：施食。
除了上述的功能外，本文依《兄弟》與飲食及其相關內容歸納另外七種功能

並就每項功能略舉小說事例以作旁證：
1.

象徵權力與身份。例如文革時期，宋、李送煎蝦及黃酒給宋凡平吃喝，但
宋凡平把它們轉贈孫偉父親等「紅袖章」25，以期減緩受虐的苦況。

2.

展示男性的能力與魅力。例如宋凡平曾勸李蘭讓李光頭多曬太陽，指陽光
裏有維生素26，顯示他是知識份子；他又曾替李蘭將四十斤大米提回家27，
展示男性的魅力。

3.

儀式或禮節需要。例如宋凡平邀請李蘭母子吃悼念死者的豆腐飯28。

4.

表示祝福或紀念。例如宋鋼的爺爺把炒熟的蠶豆塞進了李光頭的褲袋29。

5.

性暗示或借代。例如李光頭向宋鋼說李蘭和宋凡平在床上「吃嘴巴」30。

6.

買賣或交換。例如宋鋼為免孫偉、趙勝利、劉成功搶奪煎蝦，假裝賣蝦以
吸引群眾圍觀，把孫偉在內的三個中學生擠到外圍31。

7.

表現時代進步、人民生活素質提高。例如李光頭和林紅在餐廳裏用餐，喝
一九八五年的法國紅酒32。
以下將從飲食中的食物、食器、餐飲場所三方面選取不同例子與相關議題結合

研究。在食物方面，將研究豆腐飯、蘋果、陽春麵與三鮮麵、大白兔奶糖等；在
食器方面，以筷子為例；在餐飲場所方面，主要以人民飯店為例。從上述例子，
探討它們與價值觀建立、權力、階級、性別、貧富、城鄉、儀節等議題的對應關
係並析論如何從飲食角度窺探兄弟倆的二元對立與消解。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同註 17，頁 162。
同上註，頁 44。
同上註，頁 45。
同上註，頁 49。
同上註，頁 224。
同上註，頁 76-77。
同上註，頁 159-160。
余華：《兄弟（下）》（臺北市：麥田出版，2006），頁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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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吃與價值觀的建立
余華曾經形容九十年代的中國社會為「……一切能夠挽救飢餓的行為都是高尚
33

34

的」 、「……沒有福利……沒有義務，只有買和賣」 ，於《兄弟》而言，前者
尤適於形容文革的中國，後者則較適於改革開放後資本主義化的中國。李光頭似
乎早已深明此道，從小培養其生意頭腦，發掘如何以自身價值獲利，以至後來順
利過渡並征服「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環境；相對而言，宋鋼則始終附庸於
制度，呆在劉鎮五金廠工作，工廠破產倒閉後、宋鋼下崗被迫成為「首席代理」，
後隨騙子周遊販售假貨，最終被他所信奉的制度排拒。他們分別象徵中國當代社
會的兩類人：宋鋼是營役的勞動階級，依靠勞力腳踏實地賺錢，故難以適應轉型
後高度扭曲的社會；李光頭代表具生意頭腦的投機主義者，通過取巧的形式暴富，
配合國家發展經濟的政策，蛻變為資產階級。宋、李的典例，呈現當代中國構成
貧富差距問題的根源，並作持續擴大的寫照。
如前文所述，「吃」與價值觀建立的關係在於「吃」是人類生存的最基本需求，
也是人的本能，因此通過研究獲得至消耗飲食的過程，有助近乎赤裸地了解人物
的價值觀。從「吃」的角度而言，李光頭多次為吃違反道德、缺乏對吃的尊重，
例如他在廁所偷窺林紅等人的屁股後，明碼實價地以一碗三鮮麵讓人換取林紅屁
股的秘密，結果換得五十六碗三鮮麵，同時滿足性與吃的渴求。然而，一名僅十
四歲的少年，何以洞悉林紅屁股的價值？原因可歸納為兩點：個人因素，李光頭
有性早熟的傾向，他在八歲以前目睹繼父與親母的床事，在長凳模仿宋的行為時
偶然啟發對性慾的認知，因而宋凡平可說是李的性啟蒙根源；社會因素，林紅在
劉鎮男性群體的集體潛意識35中是「劉鎮美人中的美人」36，在耳濡目染下，林紅
成為象徵「美」的符號，也為李的審美觀建構最高標準。綜上所述，李光頭在了
解男性群眾的心理後，以其「獨家資訊」換取食慾的滿足。弔詭的是，在當時相
對封建的社會，李光頭並未為他的「雙重犯罪」正式負上相應懲罰（充其量只被
好事者趙勝利、劉成功抓著遊街37），原因在於李兒童身份的「保護」；其次是
33

余華：〈奢侈的廁所〉（1995），見《余華：《沒有一條道路是重複的》（台北：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 188。
34

同上註。

35

榮格認為「集體潛意識」指涉古今中外的人類共通的「信仰」，也是天生的、普遍的現象，
見樊雪梅：《當代精神分析導論：理論與實務》（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4），頁 32。
36
同註 17，頁 18。
37
實際上，趙、劉兩人的行徑也不見得高尚例如趙詩人經常在廁所偷窺女人屁股，只是沒有被
揭發：「……那個廁所是趙詩人的地盤，可他偷看了一年都沒看到林紅的屁股；這個李光頭也
就是匆匆過客，在趙詩人的地盤上只偷看了一次，就看到了林紅的屁股」；劉作家當上五金廠
12

李光頭掌控滿足集體慾望的選擇權，因而在傳統男性主導的父權社會，李只受到
小懲大戒。
回溯李光頭的成長經歷，試圖推論李以「吃」為交易目的的因由，以及對其
價值觀建立的影響。李光頭的生父劉山峰在其出生當天因為偷窺女人屁股掉進
糞池而死38，後來李因為恰巧與生父犯了同樣的生活錯誤，而從劉鎮群眾口中得
知父親的醜事並被嘲諷為「有其父必有其子」。因此，李光頭對生父的印象實
際上是從劉鎮群眾的言語建構而來。生父在李光頭的個人潛意識裏代表恥辱39，
因其生父的惡名連累他在出生時蒙上污名，也剝奪他吸收陽光為營養的機會。
因此後來他以交易林紅屁股的秘密為契機，對群眾進行報復性的營養侵奪，呈
現類於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言的「生之本能」，屬於原始的心理防衛
機制40，開啟李以資本化手段洗脫恥辱的先例。簡而言之，從以上的個案中，男
性群眾需要自願捨棄某些「吃」的權利，以一碗三鮮麵為代價交換林紅屁股的
秘密，犧牲「食慾」以換取精神上對「性」的滿足。從另一方面觀之，男性群
眾對林紅這個「共同的想像對象」的渴求比滿足其食慾更大。
相比之下，宋鋼對「吃」的態度則顯得較為虔誠，而且還顧及他人對「吃」
的需要，與李光頭的飲食觀念迵異，同時也反映二人價值觀的不同。以大白兔
奶糖為例，某次兄弟倆在枕頭裏找到一袋大白兔奶糖，他們貪婪地把奶糖塞到
嘴裏，可見即使是恪守原則的宋鋼，在兒童時期也難以抗拒食物的誘惑。然
而，宋鋼先於李光頭意識到他們偷吃的行為是不道德的，而且怯於父權社會下
家長式教育衍生的無形恐懼，擔心被父親懲罰而大哭41，稍顯懦弱；只有李光頭
在獨自吃光剩下的奶糖後才開始耍小聰明42，提議用小石頭偽裝奶糖，可見二人
性格相距甚遠。在上述情節出現的大白兔奶糖是宋凡平在上海的姐姐寄給他的
新婚禮物，將劉鎮與上海、宋鋼與李光頭、宋凡平與李蘭連結起來，在當時是
供銷科長後曾經見異思遷，意圖甩掉女友以追求林紅，但因已與女友「睡過一百次」而在群眾
壓力下被迫與其成婚，然則仍然精神出軌，渴望在夢裏和林紅做露水夫妻。同註 17，頁 1014、29。
38
「李光頭沒有見過他的親生父親，在他出生的那一天，他的父親臭氣熏天地離開了人世。」
同上註，頁 7。
39
根據弗洛伊德的學說，「潛意識」是無法被直接了解和解釋的非理性心智現象，例如夢，同
註 35，頁 35。
40
根據弗洛伊德的學說，「心理防衛機制」是成人為了解決嬰兒期的慾望而啟動，當中涉及的
某些一直渴望發洩的本能是構成潛意識系統的要素；此外，外在環境的威脅所產生的焦慮也會
影響「心理防衛機制」的運行，同上註，頁 35-36。
41
同註 17，頁 79-80。
42
李光頭從小已經是「今日有酒今日醉」的人，「吃光大白兔奶糖以後，興趣重新回到長凳
上」，顯示他的慾望從「吃」到「性」的轉移，而「吃」的優次永遠高於「性」，因此在改革
開放時代，李光頭展開瘋狂的性生活，同上註，頁 81。
13

營養和富裕的象徵。北島曾言「大白兔」在困難時期被歸為「高級糖」43，可謂
當時趨之若鶩的「名物」。同時，奶糖作為小說內幾乎唯一香甜的食物，似乎
隱喻情節與人物的發展已經「甜到盡頭了」。
以大白兔奶糖的延伸意義來看，奶糖再次出現於李蘭把宋鋼送去鄉村與宋爺
爺生活的前夕44，李蘭將從上海帶回來的奶糖贈予宋鋼，確立並表達母親對「兒
子」的關顧，更表達祝福。此外，從後來宋鋼分享奶糖的情節可見宋鋼有利他
精神，例如他從鄉村帶了五顆奶糖給李光頭，因未吃午飯而閃過吃奶糖充饑的
念頭，但還是有禮地尋求李光頭的允許，後來卻只聞奶香，而沒有吃掉奶糖45。
由此可見，他執著於原則、寧願壓抑自己的食慾以滿足毫無血緣關係的弟弟，
但後來李光頭從宋鋼手中得到奶糖後，竟未與饑餓的宋分享，尤見其自私一
面，亦為兄弟倆深化文革後的二元對立埋下伏筆。
宋鋼甘願犧牲自己以成全他人的價值觀，間接導致自己的死亡，而宋、李兩
人在食慾、性慾兩方面似乎存在此消彼長的互動關係：當宋鋼選擇壓抑自身食
慾以滿足李光頭的食慾時，反映李同意分奪宋鋼原有的資源；當宋鋼離開劉鎮
後，李光頭選擇跟林紅「亂倫」（將於第三章第二節詳述），繼而引發宋鋼臥
軌自殺的悲劇。宋鋼這悲劇人物符合劉紹銘有關「自願受苦」的定義46，他存在
偏執的性格缺陷，自願選擇無條件照顧李並經常憶起李蘭像夢魘一樣的遺言，
對李逐步退讓。李光頭則在潛意識對宋鋼實踐由食慾到性慾的剝奪，使宋鋼漸
漸失去生存的條件，最終只能步向死亡。

第三節、吃與權力、階級
在確立宋鋼與李光頭各自的價值觀後，本節從「吃」的角度探討兄弟倆與權
力的互動關係，續以「吃」為切入點，分析他們在性別、鄉鎮方面如何於文革
時期形成二元對立，並在改革開放時期在貧富、階級方面加以深化。
文革與改革開放後，個人的飲食權力均有被剝削的情況。自 1953 年中國實行
第一個五年計劃起，糧票制度保障人民人均糧食消耗，但同時也帶來不少混亂
47

，剝奪無票證者解決溫飽的基本需要，展開以權力掌控人類「生殺大權」的時

43

「……據說七塊糖就等於一杯牛奶……」見北島：〈味兒〉，見《城門開》（香港：牛津大
學出版社，2010），頁 13。
44
同註 17，頁 219-220。
45
同上註，頁 251-253。
46
劉紹銘：《曹禺論》（香港：文藝書屋，1970），頁 9-10。
47
李嵐清：〈李嵐清解答：為什麼會出現糧票？〉，引自《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北
京：中央文獻出版社），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8 年 11 月）：
http://cpc.people.com.cn/BIG5/85037/85033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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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在急風暴雨的時代，不同派系之間甚至派系之內偶或因私利而互鬥48，除了
中央最高領導人，幾乎任何人都可能被打倒，例如小說裏的紅袖章將前一天還
高舉紅旗的宋凡平打成地主，肆意公開批鬥、凌虐，所謂「槍打出頭鳥」便是
如此。他們非正常化的權力源於中央強調階級鬥爭的主張，任何人皆可執意識
形態的旗幟壓迫一切反對者。被批鬥者不但要被公開羞辱，而且還被剝奪生存
的權利，例如當兄弟倆把煎蝦和黃酒帶給宋凡平，宋隨即謙恭地奉予看守的紅
袖章吃喝49，希望討好他們以減緩受虐的程度。
這些紅袖章時而狐假虎威，以打倒資產階級敵人為藉口，以私利為實，在欠
缺中央同一化的規管下，創造類於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所言的「異離空
間」50，在這類場域滿足其暴虐第三者的私慾及快感，背離中央政策的原意51。
然而，若從「吃」的角度觀察小說裏的文革社會，仍可見當時罕見的人性光
輝，例如宋凡平死後，兄弟倆仍在車站等待李蘭從上海回來，蘇媽同情兄弟並
施予肉包子給兄弟倆吃52；李蘭回到劉鎮後帶兄弟倆到人民飯店吃陽春麵，廚師
卻仍給肉湯53，這些小恩惠都是在文革裏難得一見的圖景。
改革開放後對個人飲食權利的剝削，從有形的、非正常權力的壓迫轉移至無
形的、資本手段的控制，例如與李光頭洽談業務的人必須到其公司裏的咖啡廳
談，李要求 AA 結帳，而咖啡廳裏的咖啡雖只是雀巢即溶咖啡54，卻要價一百
元，因此李的買賣是只賺不賠。這種洽談模式變相控制洽談者對飲食、飲食場
所的選擇權，從他們踏進咖啡廳始，兩者即處於不對等的地位，突顯來者與李
光頭的權力落差；宋鋼的飲食權利則被資本所剝削，例如他為推銷豐乳霜而進

48

「當時任外交部長的陳毅一針見血地指出：據說派性鬥爭是由工作組的錯誤方針引起的。但
山東省根本就沒派工作組，那裏也有嚴重的派性鬥爭。所以派性鬥爭實際上是我們社會中階級
和階層之間潛在衝突的反映。」同註 8，頁 85-88。
49
同註 17，頁 162。
50
郭恩慈：〈「偉大的時代，有沒有偉大的作品？」〉（立場新聞，2019 年 7 月 6 日），見：
https://www.thestandnews.com/culture/偉大的時代-有沒有偉大的作品/。
51

中央有時不完全掌握毛澤東對文革該如何進行的具體實行方法，因此時有各自的解讀例如林

彪曾言「對毛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以致後來中央對文革失去控制，
同註 8，頁 144。
52

同註 17，頁 190-191。
當時宋凡平已被打成地主，因私自逃離紅袖章的拘禁，欲買票到上海接回妻子李蘭，而在長
途汽車站被虐打致死，劉鎮群眾雖感場面殘酷，但鮮有人幫忙或伸冤，只好以其他方式暗中表
達對宋凡平的敬重，同註 17，頁 254。
54
同註 32，頁 298。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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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豐胸手術後，飲食上亦盡量節省以賺取更多錢回劉鎮55，飲食的選擇受限。
在「吃」與階級關係而言，宋鋼與李光頭的二元對立於文革已有跡象，改革
開放後在性別、貧富與城鄉方面的對立則轉趨明朗化。對飲食權利的剝削觸及
人類生存本能，因此容易引出具攻擊性的「本我」。例如在文革前夕，宋凡平
與李蘭成婚，幾隻雞啄著從兄弟倆手裏掉落的喜糖，追到宋的屋子。由於當時
糧食供應緊張，飼主闖進屋子搜索並口出狂言，用公雞和母雞調侃、侮辱宋凡
平、李蘭、劉山峰三人的關係56，激起宋強烈不滿。然而，調解者的辯說反映人
在失去應有的飲食權利後失去理性、作出超越社會規範行為的可能。此說法遂
成兄弟往後發生類似情況的辯解。
在性別方面，宋鋼具陰柔化傾向，相比之下，李光頭陽剛味較濃。巴特勒
（Judith Butler）認為性別具「操演性」，即可以在後天通過不斷操演某種性別
的特質而建構，並達至該社會性別57。以此為基礎而論，宋、李的生理性別是男
性，前者則通過學習生活技能、性格等途徑建構趨近女性（社會性別）的形
象，甚至接受以整形為手段建構女性的第二性徵58，使生理性別一度趨近女性；
後者在本質上則已顯露陽剛特質，在社會性別方面亦無異。從「吃」的態度
看，宋鋼亦較李光頭陰柔化。文革期間的伙食主要由宋鋼負責，他通過父親的
教導及自行摸索下，學會炒青菜、煎蝦、煮飯等技能，而李光頭則未曾下廚，
在家庭裏的飲食對宋鋼產生依賴。宋鋼又在生活條件受限的情況下，研究各種
「好吃」的方法，例如以醬油拌飯、吃飯拌鹽、喝水拌鹽或醬油等吃法，可見
他對飲食的尊重。中國傳統素有「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59，宋鋼日常主要在
家料理家務，相比口吻趨於粗鄙、命令式，好吃懶做、有小聰明的李光頭，宋

55

「只要能掙到錢，我做什麼都願意。」/「宋鋼點下的都是最便宜的菜……」同上註，頁
395、397。
56
孫偉在內的幾個中學生調侃劉山峰、李蘭與宋凡平指「可能是掉進廁所裏淹死了，偷看女人
屁股時淹死了。」「雞也偷看女人屁股？」「公雞嘛。」「母雞呢？」「母雞等公雞淹死了就
再嫁嘛。」「公雞淹死了，母雞再嫁人？」「……母雞再嫁雞！」，同註 17，頁 62-64。
57
望萬里：〈巴特勒：酷兒理論- EP99〉，見《香港 01》（哲學版）（2016 年 12 月 10 日）：
https://www.hk01.com/哲學/59273/巴特勒-酷兒理論-ep99。
58
「那個下午是宋鋼一生最為尷尬難受的時刻，他低垂著頭坐在那裏一聲不吭……聽著他們談
論如何先給自己隆胸，隆胸手術之後再如何切除他的陰莖和睪丸，還要尿道移位元，再造人工
陰道……說還要給他做鼻整形……女性化的手術。」/「宋鋼像個模特那樣一聲不吭，解開他的
襯衣鈕扣，露出裏面白色的胸罩和一對 D 杯的大乳房。」/「……有一個身材嬌小的女人竟然用
手去捏了宋鋼的乳房，宋鋼生氣地打開了她的手……她們說長出這麼大乳房了應該算女
人……」/「不是女人，怎麼會有這麼大的乳房？」同註 32，頁 396-400。
59
福柯認為女性在家庭的次要地位是基於「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由此反證宋鋼社會
性別女性化的傾向，宋鋼社會性別的不確定性亦衍生其性焦慮，見黃華：《權力，身體與自我
福柯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101、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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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顯得順從，甚至甘願捱罵。例如某次李因爲宋欠缺煮食經驗，煮出夾生飯和
爛菜而狠罵宋是「地主的兒子」60，但他並未考慮宋凡平亦為其繼父的身份，顯
示饑餓容易令人失去理智。也許，當時李光頭並未正式把宋凡平視為「父
61

親」，因此在吃煎蝦時亦未考慮預留煎蝦予宋凡平 ，亦曾與宋鋼吵嘴時說出
「他是你爸，不是我爸」62之類的話。直至李光頭十四歲將家庭成分欄生父的姓
名擦掉、改為宋凡平並指「宋凡平才是我爸爸」63，顯示李光頭後來才真正接納
宋凡平的「父親」身份。從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有關閹割焦慮的觀點而
言，男性一旦認同父親，其性別角色便已定型，亦反映男性認同父型的優勢64。
在貧富、鄉鎮方面的對立，鄉村象徵貧困，與城鎮的富庶形成對比，宋鋼代
表前者，而李光頭則代表後者。十年文革改變了貧富，但難以改變階級成分，
即出現貧富程度與階級成分不相稱的現象。例如宋凡平被劃為地主，即使在文
革被打倒、財產被沒收，但成分仍然未變65。宋鋼在父親去世後常在鄉村跟爺爺
居住，生活條件較差，他習慣吃鹹菜白飯、學會捕魚、爬樹、插秧、割稻、摘
棉花等各種生活技能66；李光頭則多在劉鎮居住，養成劉山峰一般的流氓個性
67

。故此，兄弟倆成長環境不同衍生可共患難，但難共富貴的結果。例如兄弟倆

曾在冷飲店一起吃冰綠豆，用舌頭把碗底舔得一乾二淨68，其吃相反映當時在冷
飲店消費是貧窮中的奢侈，顯示兄弟倆曾同甘共苦。
然而，改革開放後的社會重新追求資本價值，自命為廠長的李光頭因交出令
人滿意的利潤、幫助政府爭取政績表現69，而獲陶青官方認可。成為國家幹部
後，他變得趾高氣揚，不屑於吃宋鋼煮的飯，埋怨指「堂堂李廠長天天吃這些
破菜爛飯」70，兄弟之間開始出現階級差距。李光頭經常強調自己「廠長」的身
60

同註 17，頁 139。
同上註，頁 157。
62
同上註，頁 126。
63
同上註，頁 259。
64
王文科：詞條〈閹割焦慮〉《教育大辭書》（2000 年 12 月），見臺灣雙語詞彙、學術名詞
暨辭書資訊網：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4779/。
65
魏昂德稱階級成分的劃分亦對教育程度造成影響例如只有富文化素養的中產以及紅色幹部的
子女可以就讀於好學校，長遠影響職業流動性，甚至女性擇偶的標準，同註 9，頁 29。
66
同註 17，頁 249。
67
李光頭通過出售林紅屁股的秘密吃遍許多三鮮麵和陽春麵、自滿於「屁股大王」的稱號、厚
臉皮地成為林紅的「保護人」、苦纏林紅以致林紅怒斥他為「流氓」，同上註，頁 260-262。
68
同上註，頁 53-54。
69
「……沒想到李光頭去的第一年就讓福利廠扭虧為盈了，不僅十四個殘疾人的工資解決了，
還上繳了五萬七千兩百二十四元的利潤……縣長見了陶青都是滿臉笑容，說陶青是全中國最闊
的民政局長，然後悄悄請求陶青從福利廠上繳的利潤裏拿出一些來，讓他去填補縣裏的財政窟
窿。」同註 32，頁 26-27。
70
同上註，頁 31-33。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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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但仍長期依賴宋鋼料理伙食，例如某次李光頭回家後發現宋鋼仍未料理晚
飯而埋怨他。實則當時宋鋼難以面對為自己跳河的林紅，因此回家後以拒絕李
光頭給予的肉包子作為反抗，愛情於宋鋼而言，其重要性已超越食慾。後來，
71

李光頭傾銷垃圾西裝暴富後成立公司，與宋鋼的階級距離拉遠 。諷刺的是，宋
鋼臥軌自殺後，李光頭忽然訪尋當年嫌棄的「宋鋼飯」，惜已遍尋不獲，如洪
珊慧所言，食物是追憶親情的一種符碼72。李光頭意圖藉尋找「宋鋼飯」懷緬與
宋鋼的「兄弟」生活，但其關於味道的記憶也會不斷更改，正如洪指出「……
我們的美味記憶不斷的更新、甚且竄改——特別是當不再能品嚐到、不再能擁
有時」73，兄弟倆終未能同生共死。

第四節、吃與儀節
《禮記・禮運》有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74，飲食是人類生存之本、禮儀
之始，中國人對飲食的重視可見於冠、婚、喪、祭——「四禮」及其對待食具
的態度。以下舉《兄弟》婚、喪二禮裏飲食相關的情節，分析兄弟倆在其中的
共通之處及對立點。
余華聲稱在《兄弟》對時代進行正面強攻，雖未有正面批判時代及人物，卻
以飲食相關細節引起讀者思考及批判。如宋凡平住處再被紅衛兵抄家後，余華
集中描寫碗筷被摔折的情境75，兄弟倆煮好飯菜卻無從入手。此類描寫觸碰中國
人的道德底線，俗語說「斷人衣食，猶如殺人父母」，將飲食器具摔壞不但代
表粗暴地奪走他人生存的權利，更破壞中國傳統文化，很自然引起讀者對紅衛
兵的批評。以筷箸為例，中國筷箸文化源遠流長，如宋凡平所說「因為古代沒
有筷子，所以古人就用樹枝當筷子」76，實非無稽之談，謂鍾叔河談及筷子的材

71

「李光頭已經顧不上宋鋼了，他伸出兩根手指，說自己是白天掙錢，晚上掙女人。」/「宋鋼
走上了大街，走向了李光頭的公司，我們劉鎮最貧窮的人走向了最富有的人，他們曾經是兄
弟，現在仍然是兄弟。」同上註，頁 285、302。
72

洪珊慧：〈記憶．政治．性別與食物的交纏 析論李昂飲食小說的隱喻符碼〉，見焦桐：《味

覺的土風舞 「飲食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二魚文化，2009），頁
216-217。
73

同上註，頁 218。

74

同註 12，頁 385。

75

「這四只碗是那些紅衛兵中學生打砸搶以後倖存下來的，上面都有缺口。他們捧起了有缺口

的碗，然後發現沒有筷子，所有的筷子都被中學生折斷了，在清理房子時被他們扔進了垃圾
堆」，同註 17，頁 114。
76

同上註，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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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時稱「筷子竹木均可，沒有時可以折兩根樹枝來代用」77。追本溯源，中國原
始食具是一根木棍，約於夏商西周時期再由兩根棒子發展成「梜」，後在東周
至明中葉時期被規範化為「箸」。逮至明代中葉，「筷」於今日江蘇、浙江省
78

境內的運河線出現並普及，而筷子的文化於明清時期定型 。由此可見，筷子在
中國飲食文化的地位相當重要。
《兄弟》有關飲食與儀禮的情節主要見於婚、喪二禮，從中可見文革前後在
經濟、社會發展的變化，並窺探宋鋼與李光頭對飲食態度的異同。
在婚禮方面，《兄弟》呈現兩代人在飲食文化的對比。李蘭與宋凡平準備了
硬糖、蠶豆等喜糖，在新婚到男家時沿途一把把的抓給群眾，以答謝群眾的祝
福並向眾人分享新婚的喜悅，具溝通人際的作用。滑稽的是，兄弟倆用喜糖把
嘴巴塞滿以致不能嚼動79，李光頭卻懂得把嘴裏的食物逐少地摳出來，顯示他對
吃的智慧，而宋鋼只模仿李的行為。在婚宴方面，文革前物質供應短缺、生活
較簡樸，雖然李蘭與宋凡平婚後的第一頓飯有硬糖、一條魚、一碗青菜、紅燒
肉、紹興黃酒，菜式狀似豐富，但並未宴請親友；直至林紅與宋鋼成婚時，兩
人在人民飯店辦七桌酒席80，與上一代相比，宋鋼這代人的生活素質有所提升，
也將飲食溝通人際的功能進一步拓展。然而，宴客後飯店杯盤狼藉的場面81，反
映隨著經濟發展及社會進步，中國人對飲食的價值觀由「吃飽」過渡至「吃
好」。「吃」的本義變質且更重視個人物質享受，開啟鋪張浪費之先例，某程
度亦代表中國飲食文化的退步。另外，從賓客鬧洞房一例82，可見以往被視為
「珍寶」的蘋果（例如宋鋼曾買蘋果替李光頭探望劉作家83、李光頭曾帶蘋果探

77

鍾叔河：〈吃飯與筷子〉，見鍾叔河編：《知堂談吃》（中國：中國商業出版社，1990），

頁 101-102。
78

趙榮光：《中國飲食文化概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頁 176-177。
「他們傷心地互相看著，嘴裏塞了那麼多吃的，可是他們什麼都沒吃下去。」同註 32，頁
59-60。
80
同上註，頁 120-121。
79

81

「熱鬧的婚宴晚上六點開始，每桌都是十菜一湯，雞鴨魚肉一應俱全，白酒喝掉了十四瓶，

黃酒喝掉了二十八瓶，十一個微醉，七個半醉，三個全醉。全醉的分別趴在三張桌子下面嗷嗷
叫著嘔吐不止，把七個半醉的也勾引的嘔吐了起來，十一個微醉的觸景生情，張開十一張嘴
巴，打出了十一串酸甜苦辣之嗝。把我們劉鎮當時最為氣派的人民飯店弄得杯盤狼藉，弄得像
是化肥廠的車間，都聞不到食物的香味了，聞到的全是化學反應的氣味」，同上註，頁 124。
82

「姑娘們從屋頂上吊下來一根繩子，繩子上繫著一只蘋果，嚷嚷著讓新郎和新娘一起咬蘋

果」，同上註，頁 125。
83

同上註，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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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林紅84），後來竟淪為眾人娛樂的工具。蘋果的意象曾經出現在余華的代表作
《十八歲出門遠行》，在作品荒誕的世界裏，蘋果隱喻主人公對世界美好的想
像，但現實世界的醜陋卻慢慢磨滅這種想像，蘋果繼續被肆意搶掠，而主人公
已無力抗拒。蘋果在《兄弟》的再現，呈現文革後社會被物質化的過程，其意
象本來是象徵高尚、富裕的符號（但蘋果的力量也難以挽救李光頭頹敗的「愛
情」85），後來在物質泛濫的資本社會被貶抑，失去其原來的符號意義。
在喪禮方面，李光頭以其小聰明對傳統儀節造成「創造性破壞」。例如劉鎮
在喪禮有「做豆腐飯」的傳統86，即辦喪事的人家會做豆腐飯送給親友，而接受
者不能拒絕。馬健鷹指出「豆腐飯」是漢人送葬歸來後共聚的一頓飯87，流行於
江浙滬一帶，而李蘭和宋凡平先後因喪夫和喪妻而互送豆腐飯，除了表達對逝
者的哀思，還有身份確立的含意。改革開放後，宋鋼臥軌自殺致死，李光頭為
了完成宋鋼在遺書提到「要給林紅一個好好的安排」的囑咐88，並意圖彌補對宋
鋼和林紅的傷害，增設早、午、晚、夜宵豆腐宴89，把所有「有頭有臉的人也都
請了過來，窮人和沒頭沒臉的一個不請」，明顯將豆腐飯視為斂財工具，且來
賓絕多與宋鋼無直接關係，使傳統以豆腐飯溝通親友、追悼逝者的原意變質。

第五節、小結
上文從小說內部的「吃」為角度窺探宋鋼、李光頭兄弟倆的價值觀、權力、
性別、貧富與鄉鎮等方面的二元對立，再從儀禮角度對比文革與改革開放兩個
時代的異同及兄弟倆的特質。從上述範疇的比較而言（見下圖），宋鋼是扁平
人物，人物形象反映於對飲食的虔誠與尊重，至改革開放後始被迫成為「首席
代理」、「行商」，並未因外在因素影響而改變本性，仍一直被李光頭壓抑；
李光頭是圓形人物，在文革一度與宋鋼共患難，卻潛意識地剝奪宋的飲食資
源，直至改革開放，李憑藉其投機取巧的手段暴富，與宋的階級差距各佔兩

84

同上註，頁 95。

85

「林紅的父母捧著蘋果出來了，他們叫住李光頭，如同向敵人扔手榴彈一樣，把蘋果向李光

頭身上砸去。」同上註，頁 97。
86

同註 17，頁 212。
馬健鷹：《中國飲食文化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頁 130-131。
88
同註 32，頁 468-469。
89
「……告訴他們李光頭的兄弟宋鋼死了，請他們捧場來吃一頓追悼宋鋼的豆腐宴……他把全
國各地的生意夥伴都請了過來，把本城本縣有頭有臉的人也都請了過來，窮人和沒頭沒臉的一
個不請。」/「李光頭的豆腐宴從早餐就開始了，一直到午餐到晚餐，有些人坐了幾小時的飛
機，又坐了兩小時的汽車趕來時都是深夜了，李光頭增開了夜宵豆腐宴……那些來赴豆腐宴的
貴客，每個都塞給林紅一個大信封，信封裏少的放了幾千元，多的放了幾萬元……」，同上
註，頁 473。
87

20

極，二人對立亦達最大化。可見，二人對立在文革形成，在改革開放時期深
化，對立的消解在於宋鋼臥軌自殺，李光頭終身背負對「兄弟」的愧疚。

「兄弟」二元對立的程度在不同時期的變化
8
7
6
5
4
3
2
1
0
文革前

文革

改革開放

宋鋼自殺

宋鋼

李光頭

第三章、由《兄弟》裏的「兄弟」看飲食在⽂學與社會的衍⽣意義
此章承接上章有關兄弟倆的比較，聚焦從小說外部觀看《兄弟》與現當代中
國大陸文學作品的關係，並從社會批評、性、中西文化等面向討論作品裏的飲
食、人物與社會的關係。
《兄弟》裏不乏以飲食為脈絡的情節及譬喻，以反映人物、時代特點，而且
有關元素對了解人物形象存在無法忽略和取代的意義。縱觀中國現當代文學，
亦不乏相關作品的例子。若在中國大陸現當代文學為「吃」的文學尋根，最早
可追溯至魯迅的《狂人日記》（1918）90，當中概括四種「吃人」的原因：吃為
生存，例如饑荒；因仇恨而吃，以吃掉敵人身體某部分洩憤，如徐鍚林被吃心
肝；因營養需要而吃，如魯迅《藥》裏的華小栓吃人血饅頭；禮教、道德「吃
人」，如父權社會以「七出之條」壓迫女性。在四種「吃人」的原因中，前兩
者指涉物理性的「吃人」，後兩者則是間接、形而上的「吃人」譬喻。
綜觀現當代中國大陸有關「吃」的文學作品，大致也可按照魯迅《狂人日
記》的分類，但本初的「吃人」已轉化為出於原慾的「吃」，較少出現因仇恨
90

魯迅：《魯迅經典作品精選》（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7），頁 2-12。
21

而吃人的案例，亦往往與階級意識、性等較複雜的概念有關。吃為生存的例
子，如吳組緗《一千八百担》（1934），呈現地主在荒年對貧農的剝削，激發
農民的反抗意識、劉恆《狗日的糧食》（1986）91，講述農婦因「吃」而違反道
德，最後戲劇性地因失去購糧證而死；為營養需要而吃的例子，如吳組緗《官
官的補品》（1932），反映地主對貧農的剝削；禮教或道德「吃人」的例子則
較多，如張賢亮《綠化樹》（1984），寫知青下放到農村，因擁有知識資本而
取得飲食優勢，而缺乏教育的村婦以獻食獻身的形式，表達對知青的陽性崇
拜、王蒙《活動變人形》（1986）呈現人物對於西方文化的崇拜，甚至將西方
文化視為精神糧食，然則主人公的生理饑餓蓋過精神饑餓92、柔石《為奴隸的母
親》（1930）受魯迅影響，表達對地主及封建宗法社會的批判。臺港兩地亦不
乏有關「吃」的文學，前者例子主要見於李昂《殺夫》、《暗夜》、《迷
園》、《密室殺人》等作93；後者則見李碧華〈月媚閣的餃子〉94、黃碧雲《豐
盛與悲哀》等例。由於兩地並非本文論述範圍，因而不作贅述。
余華的作品多以文革為背景，作品亦見以飲食為情節紐帶，同時反映時代背
景如《許三觀賣血記》，時代涵蓋大躍進、大煉鋼、大饑荒等困難時期。在三
餐不繼的時代，「吃」是每個人最大的慾望，例如許三觀以嘴巴「炒出」想像
中的菜式，並多次通過賣血給血頭解決生活困難，為生存的「吃」而「被
吃」。余華《兄弟》在「吃」的文學的定位是在吃為生存的基礎發展，形式均
為形而上的「吃人」，惟改革開放後因社會高速發展而扭曲，出現不少盲目
「吃人」的現象，似乎已超出魯迅傳統的分類。

第一節、吃為生存，生存為吃——由「為生存而吃」到「吃人社會」
樂鋼曾在其英文專著歸納歷史發展的三個階段95：野蠻社會階段，出現真實的
吃人。例如 1968 年南中國偏遠地區人食人事件；反思文學時期，透過文學的革
命及後革命書寫，展現饑餓敘事；「吃人」社會的階段，肉食主義盛行，人對
91

陳璐：〈新時期「飢餓」敘事中的現代性與性別政治 ——以《綠化樹》、《活動變人形》、
《狗日的糧食》、《豐乳肥臀》為例探析〉。《雲漢學刊》，第 33 期（2016 年 8 月），頁
182-184。
92
同上註，頁 179-182。
93
李昂：〈小說中的「吃人」〉《明報月刊》（2020 年 9 月），見：
https://mingpaomonthly.com/article/details/生活%EF%BC%8E 資訊/2020-09/1598428692117/小說中的
「吃人」（李%E3%80%80 昂）。
94

黃文鉅：〈吃人，戀屍，逆倫：後革命時期以降的非理性敘事〉。《中國文學研究》，第 39

期（2015 年 1 月），頁 283-288。
95

Gang Yue. The mouth that begs Hunger, canni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ating in Modern China.
（Durham, North Carolina：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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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吃」的慾望類於力比多的衝動，但整體上進入「文明」社會階段。《兄
弟》呈現的中國社會正值第三階段，上部的「吃」主要仍為生存而吃，但下部
改革開放以後的「吃（或吃人）」是一種失控、瘋狂的「吃」，除非徹底失去
生存資本，如宋鋼食慾至性慾的喪失，否則難以脫身。整個系統像渦旋一樣，
迫使社會所有人參與「吃人」的群體，否則只能遭到淘汰。
以上海作當時社會的典型，在《兄弟》多次具名出現，顯然有其象徵意義。
上海的地位由戰時的公共租界轉為經濟與文化的中心，飲食方面亦執全國之牛
耳。曾被唐振常稱譽為「吃在上海」96，形容上海為小吃大會鈔，美食遍佈福建
路、復興東路及廣西路，合稱美食三條街97，直指哪個地方「能吃」，就代表該
地發達。《兄弟》裏的上海代表全國飲食文化中心，且象徵文明先進，例如李
蘭和宋凡平分別購買或收到來自上海的糖果作為「喜糖」98、宋凡平安排李蘭到
上海的醫院治療偏頭痛等99，可見上海的飲食與醫療水平均優於劉鎮，成為文化
符號。甚至李光頭也將林紅送往上海的大醫院做處女膜修復術100，這是後話。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文革時代的宋鋼和李光頭都是為了生存而吃的，這從他
們的吃相101、對吃的極度渴求102、獲取食物的途徑可見一班。然而，隨著二人階
級身份轉換、成長環境改變、價值觀對立，李光頭逐步融入「吃人」社會的體
制（而宋鋼幾乎原地踏步，但意圖以個人力量抗衡，卻無意識地在資本體系的
邊緣徘徊），以至改革開放後的時代轉變，大勢已定：注定了李如魚得水、宋
回天乏術。然而，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大魚吃小魚」的社會，奧爾森
（Mancur Olson）認為「選擇性刺激」是促成集體行動的關鍵，以確保個體利益

96

唐振常：〈文人與美食〉，見《中國飲食文化散論》（臺北市：臺灣商務，1999），頁 6。

97

唐振常：〈上海三家小飯館〉，同上註，頁 103-106。

98

「李蘭買來了兩斤上海生產的硬糖，還炒了一大鍋的蠶豆，一大鍋的瓜子……」/「……它的
名字也叫大白兔。宋凡平說這是他在上海的姊姊郵寄過來的，是姊姊給他的結婚禮物。」同註
17，頁 55、71。
99
「宋凡平認為李蘭應該去醫院好好治療一段時間，他對我們縣裏的醫生不屑一顧……讓他姊
姊盡快在上海聯繫一家醫院……」同上註，頁 88。
100
同註 32，頁 423。
101
「倒楣的是李光頭一點都沒記住肉包子的滋味，他只記得自己噎住了四次，記得噎住時宋鋼
拍著他的背，宋鋼說他噎住的時候脖子伸得像鵝脖子那麼長」/「那一刻兩個孩子除了吃，甚麼
都不知道了，連正在吃著這事都不知道了」，同註 17，頁 149、157。
102
「李光頭和宋鋼流著眼淚流著口水進入夢鄉，第二天醒來時眼淚乾了，口水還在流」/「他看
到有人吃著肉包子從面前走過，他親眼看見那人的嘴角掛著肉汁，他還親眼看見那人的舌頭伸
出來舔了一下肉汁……最讓李光頭生氣的是一條野狗，從他前面走過時嘴裏竟然叼著一根骨
頭。」同上註，頁 76、142。
23

高於其付出的成本103，例如李光頭與陶青合作把舊劉鎮拆掉，創建新劉鎮104，儘
管群眾對歷史古蹟被拆、空污、通漲、消費壟斷等問題略有微言卻不敢公開反
對，甚至還對他阿諛奉承105。這反映此類對城鎮「地毯式轟炸」的改變，實際
上提升了官員的政績、商人的利潤及群眾的生活水平，各持份者在衡量其個體
損益後，願意配合社會發展。
群眾在《兄弟》主要發揮附和的功能，側寫時代特點，在文革充任「看客」
的角色，在改革開放後則參與資本社會的建設。王紹光在討論文革時曾指領袖
必須在群眾的基礎上形成106，改革開放後的商人亦然，需要有政府配合、消費
者投入資本社會，甚至成為生產過程的部件以促成資產階級。例如余拔牙、王
冰棍入股李光頭以集資形式成立的控股公司後，從個體戶蛻變為「吃人」群體
的一員，參與「吃人」行列，使李成為「吃人」體系的領軍者。然而，李光頭
與余、王、劉、趙等人加入「吃人」體系的同時，他們的精神也被逐漸蠶食，
被資本主義異化。尤其是李光頭，他的「吃人」是為了讓自己永遠「是根骨
頭」107，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持續得到關注，得以維持他在「吃人」社會食物鏈
的上層地位。另一邊廂，宋鋼或礙於面子，還一直當著「首席代理」，後來更
跟著騙子周遊四處奔波，流浪式地販售各種假貨，卻一直被「坐賈」李光頭
「吃」著。

第二節、宋、李的性焦慮——由「騸雞」到「騸人」
《禮記•禮運》有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意指吃與性是人最主
要的慾望，可見二者關係密切，因此有必要探討由吃到性在社會的延伸關係。
回看當代社會盛行的肉食主義，樂鋼提及肉食的暴力與性暴力的關聯性108，
指出中國傳統社會包括飲食與性均由男性主導，從《兄弟》某些情節亦見飲食
與性的連繫，例如冷飲店一幕109，宋凡平和李蘭互相掃視對方的身體；後來，

103

李增剛：〈權力與繁榮：超越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專制〉《二十一世紀》（2003 年 2 月）總
第 75 期，頁 146。
104
同註 32，頁 261-261。
105
「有人阿諛奉承，說李光頭是我們全縣人民的 GDP。」同上註，頁 262。
106
同註 8，頁 294。
107
同註 32，頁 314。
108
Gang Yue. The mouth that begs Hunger, canni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ating in Modern China.
（Durham, North Carolina：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7-9.
109
「……宋凡平忍不住一眼又一眼地從李蘭浸濕的胸前掃過，李蘭也把宋凡平光著的上身看了
又看，他寬闊的肩膀和發達的肌肉讓李蘭渾身發熱臉蛋通紅。」同註 17，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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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頭在與林紅做愛前吃飯110，使飲食彷如一場儀式，實則醉翁之意不在酒，
飲食漸失其本意。
具體觀照《兄弟》裏的例子，可見李光頭是當中最複雜的人物，他對一切事
物都有強烈的控制慾和佔有慾，像黑洞般吸取一切資源。尤其在性方面，他在
兒童時期已出現性早熟，以致十四歲便在廁所偷窺女人的屁股，而且厚著臉皮
窮追林紅；改革開放以後，他精力異常旺盛，睡過海內、外各種女人111，跟他
睡過的女人都形容他「……簡直不是人，簡直是頭牲口……」112，見其濫交，
卻無人批評李光頭的生活作風，或是因為社會對性觀念的態度轉趨開放，但更
可能是群眾怯於其權勢而不敢作出批評。然而，他的濫交或與其童年喪失「自
我」有關，由於幾乎從沒有人以李光頭的本名「李光」稱呼他，導致他從小失
去有關「自我」的獨特符號，只有小屁股、混世魔王、破爛大王等別稱。後文
革資本主義的衝擊更加劇他對「自我」的迷失，故他退一步通過「本我」113，
例如「性」，重新尋找和建立「自我」。
有關「騸雞」到「騸人」的討論發想自《兄弟》裏李光頭到醫院結紮後到處
宣示的情節114。李在宋鋼與林紅成婚當日到醫院結紮，永久廢除自己的性功
能，成為「鮮人」，以表示對林紅的「堅貞」，將傳宗接代的對象永遠留給林
紅。正如他後來解釋自己結紮的原因是因為「……我愛的女人跟別人結婚
了……」115，但他又嘆息自己「……自暴自棄，生活不檢點……不檢點的男人
睡來睡去，睡到的也都是不檢點的女人」116。按照這個思路，後來與李睡的林
紅也是不檢點的女人。從傳統觀點來看，有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李光
頭自行選擇結紮的決定違背傳統，但此決定並非一時衝動，除了表現對林紅的
「堅貞」外（例如他到處公開展示結紮病歷117，其目的是要向所有人證明他對

110

「快吃，吃完了快洗，洗完了到床上等我。」同註 32，頁 455。
「李光頭已經顧不上宋鋼了，他伸出兩根手指，說自己是白天掙錢，晚上掙女人。他說自己
忙得不亦樂乎，除了錢和女人，什麼都不知道了。李光頭一直沒有結婚，和他睡過的女人多得
不計其數，連他自己都記不清了……「李光頭不僅睡了我們劉鎮的女人，還睡了全國各地的女
人，睡了港澳台等海外僑胞的女人，就是外國女人他也睡過十多個。」同上註，頁 285。
112
同上註，頁 285-286。
113
福柯定義「本我」是建立於享樂原則之上，同註 59，頁 184。
111

114

「那個時期我們劉鎮流行把買來的雄雞閹割了，養成大公雞以後宰殺煮熟，吃起來就會鮮

嫩，就會沒有公雞的騷味，劉鎮的群眾都把閹割的公雞叫『鮮雞』。」/
「你是個『鮮人』啦？」同註 32，頁 126。
115
116
117

同上註，頁 290。
同上註，頁 290。
同上註，頁 12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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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紅的「愛」），不排除李有意保障「兄長」對傳宗的絕對權利，以免擾亂血
脈。然則，此舉亦難免令人懷疑他企圖以結紮後不具生育能力的「優勢」覬覦
林紅，並重新佔有她。從李光頭決定將林紅「讓」給宋鋼的態度而言118，他仍
有不甘，只是在生米炊成熟飯的情形下屈服於宋鋼，並未完全放棄對林紅的精
神佔有。而宋、李兩兄弟並無血緣關係，李光頭與林紅亂倫與否尚有爭議餘
地，但一般認為宋鋼「長兄為父」、於李而言名義上亦為兄嫂關係，因此李與
林被視為亂倫，以致李精神錯亂般赤裸地走上大街119，李不但失去男性對林
（女性）的凝視權力，更反被林所凝視，當下損傷其陽剛形象，後來更性情大
變，覺得永遠虧欠宋鋼。
從李光頭與女性的關係亦見他對「性」與「愛」的界定清晰，他的愛只留給
林紅，而性則屬於和他發生關係的所有女性。他的處女情結120源於他對林紅的
痴戀，例如「處美人大賽」只是女性身體的公眾展演，充斥著男性對女性身體
的凝視，也呈現李不斷尋找林紅的替代品的過程。當李光頭終於與林紅發生關
係121，他的慾望得到填補，於是林紅似乎被物化、符號化，淪為李光頭成人儀
式的工具。楊小濱曾在論文引用拉岡（Jacques-Marie-Émile Lacan）和紀傑克
（Slavoj Žižek）的「小他物」概念122，說明李光頭窺陰時看到的屁股亦屬小他
物；紀傑克（Slavoj Žižek）補充「小他物」會吸引「欲望圍繞它運轉，同樣引

118

「他要不是宋鋼，我早把他宰啦……可是宋鋼是誰？宋鋼是我相依為命的兄弟，我只好認命
了，只好牙齒打碎了往肚子裏咽」，同上註，頁 116。
119

「李光頭哭著捶胸頓足地走上了大街，捶胸頓足的時候他突然發現自己赤條條一絲不掛，他

不知所措地站住了。林紅從後面走上來時，他竟然害羞的雙手遮住了下身。林紅同情他
了……」同上註，頁 463。
120

「說句粗話，只有睡了一個有處女膜的女人，才真叫和女人睡覺了；說句文雅的話，只有和

真正愛你的女人睡了，才真叫和女人睡覺了。可是沒有一個女人真正愛過我李光頭，所以我李
光頭睡了再多的女人也等於沒睡，還不如自己跟自己睡」，同上註，頁 290。
121

「那時候你是個處女！」/「李光頭喊叫了三次以後，決定送林紅去上海的大醫院做處女膜修

復術。當林紅重新是個處女以後，他要和她真正做愛一次，而且要把這次做愛當成是二十年前
發生的。這次做愛完了以後，他們從此不再做愛了。李光頭揮著手說：『我就把你還給宋鋼
啦！』」 同上註，頁 422-423。
122

楊小濱認為拉岡初期界定「小他物」為具有細小裂口的身體部位，並曾列舉「唇、牙齒的封

口、肛門的邊緣、陰莖的觸端、陰道、眼瞼形成的裂口……」為例，見楊小濱：〈欲望「主
體」與精神殘渣：對《兄弟》的心理——政治解讀〉，《清華學報》，第 39 卷第 2 期（2019
年 1 月），頁 26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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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欲望」，因此「要通過填滿它而使它不可見」123。由此可見，李光頭與林紅
發生關係，可被理解為填補欲望及歷史創傷形成的小他物（缺口），顛覆、瓦
解歷史作為「大他者」的主體性的過程。
李光頭與宋鋼在性方面出現的對立在於李光頭自願選擇永久廢除自身性功
能，但在性方面能取悅林紅124；宋鋼出現性功能障礙125，未能取悅林紅。宋鋼出
現性功能障礙可歸納為三種因素：首先，宋鋼心理上對「兄弟」之情的執念
126

，覺得林紅是李的追求目標，感到性的威脅；在李蘭遺言的無形壓力下，自

覺對李光頭有所虧欠；文革長期的性壓抑，因此產生心理上的性壓抑，最終失
去性功能，如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章永璘。

第三節、拙劣的模仿——由「吸管小包子」到「偽西餐」
改革開放後大陸實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隨著沿海開放經濟特區、
資訊及經濟全球化等因素為中國引入大量資金和技術人才，西方文化紛湧，吸
引一批崇洋者積極模仿西方文化，可惜只見其外而不見其內。例如《兄弟》以
並列式鏡頭的寫法描述宋鋼笨拙地吃著「吸管小包子」；李光頭裝模作樣地操
演從電視裏學來的餐桌禮儀，與林紅吃著「偽西餐」127，情節儼如二人的最後
對立。「吸管小包子」是江湖騙子周遊為了在蘇妹的點心店騙吃騙喝而「發
明」的128，卻弄假成真，受到劉鎮群眾的歡迎，還吸引俄羅斯畫家的喜愛。這
123

同上註，頁 264。

124

「林紅想到宋鋼和自己從來沒有超過兩分鐘，宋鋼健康的時候每次都是草草了事，不健康以

後連草草了事也沒有了。林紅摸了摸李光頭的身體，心裏想：『原來男人是這樣的。』」 同註
32，頁 417。
125

「宋鋼和林紅結婚這麼多年了，一直沒有孩子，趙詩人覺得問題一定出在宋鋼身上，他斷定

宋鋼是個性無能。」同上註，頁 267。
126

「我喜歡林紅，我比你還要喜歡她，你不讓我和她好，還要我一次次去傷害她……」/「為一

個女人自殺，值得嗎？」/「要是換成你，你會怎麼辦？」/「要是換成我，我就宰了你！」/
「我是你的兄弟啊？」/「兄弟也一樣宰了。」同上註，頁 101。
127

「同樣的時候，宋鋼坐在周不遊點心店裏，平生第一次吃著吸管小包子，灼熱的肉汁燙傷了

宋鋼的口腔，宋鋼全然不覺，當他站起來走出點心店，向著城西的鐵路走去時，李光頭已經狼
吞虎嚥地吃完了晚餐，焦急萬分地催促著林紅快吃。這就是人世間，有一個人走向死亡，可是
無限眷戀晚霞映照下的生活；另兩個人尋歡作樂，可是不知道落日的餘暉有多麼美麗。」
同上註，頁 455。
128

同上註，頁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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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異象不禁令人反思樂鋼在論著有關「中國的食物」是否能代表中國的思考
129

，若洋人以東方主義的目光誤解此類食物代表中國飲食文化，從而調整對中

國文化的認知，將影響中國的整體形象；甚或中國人本身亦對自身文化產生誤
解，將降低中國文化的純度，誤導外人對中國文化的認知，影響深遠。因此，
樂鋼亦指飲食文化經驗可以塑造一個國家的形象130，同時可呈現殖民語境下的
中國現代性131，如曾被稱為「十里洋場」的上海。
另一方面，《兄弟》裏的「偽西餐」為文化帝國主義的一例，李光頭從電視
搬字過紙式模仿西方的餐桌禮儀，顯得優雅且風度翩翩。表面上，李成功地
（從行為上）將西方文化移植到中國的土壤，後來卻因為言語粗鄙而「破功」
132

，反映李代表中國社會盲目崇拜西方潮流這一類人的典型。阿多諾（Theodor

W.Adorno）曾集中在商品拜物教與工具理性兩方面批判文化工業的欺騙性133，
即認為李光頭的物質化134、盲目崇拜文化135等行為都是受資本操控的表現，同
時，文化商品化也會損傷文化的本質。
從以上的案例來看，兄弟倆在改革開放時的飲食呈現中國社會弄虛作假、文
化盲從的陰暗面，李很自然地習慣了生活的異質性，而宋則因未能融入時代的
虛偽而被社會排斥，似乎也暗合余華認為生活就是虛偽的寫作主張。

129

Gang Yue. The mouth that begs Hunger, canni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ating in Modern China.
（Durham, North Carolina：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0-11.
130
Gang Yue. The mouth that begs Hunger, canni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ating in Modern China.
（Durham, North Carolina：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3.
131
Gang Yue. The mouth that begs Hunger, canni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ating in Modern China.
（Durham, North Carolina：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4.
132

文化具有整體性，不能單獨割離，李光頭從行為上模仿西方文化，但言語及心態上反映他對

飲食與女性的蔑視，與浪漫、男女平等的西方文化/意識形成反差，例如他對林紅說：「快吃，
吃完了快洗，洗完了到床上等我。」同註 32，頁 455。
133

吳冠緯：〈阿多諾：文化批判- EP68〉《香港 01》（哲學版）（2016 年 11 月 7 日），見：
https://www.hk01.com/%E5%93%B2%E5%AD%B8/53012/%E9%98%BF%E5%A4%9A%E8%AB%BE%E6%96%87%E5%8C%96%E6%89%B9%E5%88%A4-ep68。
134

「……一輛是黑色的賓士，一輛是白色的寶馬。為什麼一下子買進了兩輛轎車？李光頭聲稱

要融入大自然，白天坐白寶馬，黑夜坐黑賓士。」同註 32，頁 412。
135

「這是阿瑪尼，阿瑪尼是誰？是義大利人，是世界上最有名的裁縫，你知道這衣服值多少

錢？」/「兩百萬里拉」/「劉作家一聽說『兩百萬』，嚇得腿肚子直哆嗦。這個土包子哪裏知
道義大利里拉是什麼錢？他只覺得外國錢比中國錢貴。」同上註，頁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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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結論
本文通過飲食角度切入《兄弟》的文本細讀，梳理小說裏飲食相關元素，窺
探無血緣關係的「兄弟」——宋鋼、李光頭如何在飲食建構價值觀，推演其權
力、階級（性別、貧富、鄉鎮）如何在文革形成二元對立並在改革開放深化，
最終在宋鋼死後，與李對立的主體消失，加上他先後放棄與林紅的性關係、公
司總裁的職位並追尋與一切與宋鋼有關的舊事物，試圖還原異化前的自我，二
人的對立終在客觀上得以消解。第三章為《兄弟》在「吃」的文學的範疇在中
國現當代文學史尋根並稍作定位，傾向把作品定義為在魯迅《狂人日記》的基
礎上發展為道德、禮教「吃人」的演繹（但因時代急速發展而令作品產生超脫
於《狂人日記》在當時的時代意義），繼而闡發文本在當代社會的衍生意義。
相對文革，《兄弟》的篇幅較集中於改革開放時代（1978- ），是中國在文
革後的另一次大變革，陳冠中指鄧小平時代始於 1979 年，但毛的影響力仍存，
故引錢理群稱 1979 年始又名後毛澤東時代136。改革開放是對文革的逆反，李光
頭在改革開放「造文革的反」，躍為文革時期人人批鬥的資產階級。針對改革
開放時期的情勢，套用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經濟決定論137，經濟基礎可以決定
上層建築，後者亦反作用於前者。以《兄弟》為例，李光頭以集資形式成立控
股公司並僱用員工工作，相比個體戶更能擴大生產力和勞動價值，使生產關係
從個人轉化到集體，但利益卻從集體集中到個人。改革開放亦衍生文革未見的
問題，例如改革開放的官本主義聯結資本主義，形成亦官亦民的暴富裙帶階級
138

，從群眾身上榨取利潤，衍生貧富差距擴大化，問題亦見於城鄉差距，如

《兄弟》描述劉鎮天翻地覆的改變，但未提鄉村發展。文革到改革開放的權力
關係由壓迫的權力轉為微觀權力139，資本主義附帶的物質化、商品化將群眾納
入資本體系，大眾的消費行為似乎被控制。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規
訓權力延伸的生命權力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可缺的要素」140，而此時（生命）

136

陳冠中：《北京零公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20），頁 317。
「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完全決定社會、政治和思想生活的過程。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他的存
在；相反的是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他的意識。」見佛克馬（Douwe Fokkema）等：《二十世紀文學
理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8），頁 76。
138
「一九八四年國家注資、計委撥付外匯額度、財政部給予免稅待遇……享受各種金牌特權政
策、利用價格雙軌制和國家物資管控、要甚麼批文有甚麼批文、甚麼短缺就倒賣甚麼、國家不
准進口的康華可以進口、一路綠燈、暢通無阻……」，同註 136，頁 332。
139
同註 59，頁 54。
140
同上註，頁 61。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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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由個體擴展至群體的身體控制。文革、改革開放亦對宋鋼（知識份子）產
生雙重迫害141，使其失去原來的知識資本。
兄弟倆的對立亦見於文革時李光頭對宋鋼的命令式話語，福柯（Michel
Foucault）稱權力是透過話語實現142，可見當時李光頭權力佔優，但話語在加強
權力的同時亦損害權力143，例如在改革開放時期的李也無法控馭宋鋼在心理上
對他的疏離。然而，宋鋼自殺後被火化（未如其祖父與父親葬於鄉村），骨灰
盒被李帶到太空，仍象徵他始終被掌握在李的手中。
稍為回顧《兄弟》的時代特徵及余華的寫作背景，以說明李光頭在結局的精
神狀態。許子東曾歸納當代小說文革敘事的典型：災難過去後，卻無可報復的
「敵人」；作者意圖讓作品的男主人公和讀者明白應當為災難負責，但男主人
公們卻遇到無法亦不想懲罰的障礙144，因為可能所謂的「敵人」正是他們自
己，正如《兄弟》的李光頭有意無意地導致宋鋼臥軌自殺，獨自在太空孤寂地
「享受勝利」的滋味。最後，借用王德威「後遺民論」145裏有關歷史創傷對作
家影響的論述到余華身上，文革記憶對在當時成長的余華留下烙印，因此余華
有意識地在其作品多番進行文革抒憶，後在《兄弟》以幾乎失控的狂歡敘事填
補歷史創傷的「小他物」（缺口）後，告別對文革時代的書寫，直面改革開放
時代及當代中國的種種問題，創作出《第七天》一類的作品。

141

例如宋鋼原先懂得與劉作家交流寫文章的經驗，但後來重返劉鎮後連寫遺書的字都不會寫，

要到書店查字典。同註 32，頁 448-449。
142

同註 59，頁 37。
同上註，頁 41。
144
「……災難過去以後，都找不到可以怨恨、歸罪和報復的『敵人』……作家讓男主人公（以
及讀者）明白，有些應該對剛剛過去的災難或多或少、或直接或曲折地有些責任。但這些作品
的男主人公們幾乎無一例外，都不想或無法表達他們的憤恨，也不想或無法懲罰他們的『敵
人』。」見黃文鉅：〈吃人，戀屍，逆倫：後革命時期以降的非理性敘事〉。《中國文學研
究》引許子東：《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頁
194。
145
「用佛洛伊德的話來說，面對欲望的失落，主體不能以哀悼的形式，排遣傷痛，反而變本加
厲，將失去的對象內化，形成主體本身此恨綿綿的憂傷循環」，見黃文鉅：〈吃人，戀屍，逆
倫：後革命時期以降的非理性敘事〉。《中國文學研究》引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
麥田出版社，2007），頁 9-10。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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