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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華小說中瘋狂世界的探
討
黃翠茵

苦l言
1987 年，中國有一位青年小說家以他為數不多的幾部奇特的、

暴力的、血腥的作品震動了文壇，並給閱讀界帶來了恐怖。一時
間，不少評論家都以好奇的目光集中注視在他身上 o 莫言曾坦率地

稱他為“令人不愉快的傢伙"、

“他說話期期艾艾，雙目長放精光，

不會順人情說好話"、更不諱言地形容他為“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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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沒錯，余華

活像一匹難馴的野馬，馳騁於當代中國的文壇上，他給我們的精神

世界帶來 7 危機四伏的感覺，他的瘋狂使我們難以忍受，卻又深深

吸引著我們好奇的目光隨著他奔馳於那既真實又瘋狂的世界。
余華雖受到評論界的注視，卻並非一位紅極的作家，因為他是
先鋒派的成員。趙毅衡定義先鋒文學具有兩個特點﹒

“第一是不倦

的實驗的求創新第二是“難，老是破壞讀者已經熟悉的閱讀習
慣，永遠在突破程式，拒絕重複自身。由此， ......它不顧考慮讀者
與市場，從而也缺少‘可售性它鄙視俗眾到了不情損害自身的

地步。"論者又說:
地位"、

“先鋒文學與社會主流文化價值永遠處於對立

“先鋒文藝貴突破求新、過猶不及、顛覆(文本的)秩序、

無惡不‘作【 2] 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容忍這樣一批文學的，因此他

們定要承受“必要的孤獨"。【 3] 身為先鋒派小說家的余華，似乎是過

於古怪和不可思議，他用小說虛構了一個我們無法迴避的世界，這
個世界充滿著凶殘的暴力、血腥的死亡、奸險的陰謀、無序的混

亂，而一切瘋狂又顯得無比的平靜、安寧。正因為如此，他使我們
既要抗議和拒絕，又被吸引和誘惑。他跟先鋒作家們一起進行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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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實驗，動搖和消解著我們意識的基礎。余華在他們之中展現出

日常語言是消解了個性的大眾化語言，一個句式可以喚起

其特異性和獨創性，他塑造的世界實在隱藏著一點點的歐示和-聲

所有不同人的相同理解。那是一種確定了的語言，這種語言向

我們提供了一個無數次被重複的世界，它強行規定了事物的輪

聲的呼喚一一世紀末的呼喚。

廓和形態......所謂不確定的語言，並不是面對世界的無可奈

三余華小說語言敘述特點

何，也不是不知所措之後的含糊其詞。事實上它是為了尋求最
為真實可信的表達。因為世界並非一目了然，面對事物的紛繁

評論家張放曾激烈地抨擊那些大陸新時期的新潮小說(包括先
鋒派小說) ，把他們看得一文不值:

複雜，語言感到無力時時作出終極判斷。為了表達的真實，語
言只能街破常識，尋求一種能夠同時呈現多種可能，同時呈現

幾個層面，並且在語法上能夠並畫、錯位、顛倒、不受語法固

文學是喚醒人類走向崇高而美好的境界，而不是引導人們

有序列束縛的表達方式。【 6]

墜入頹廢、萎靡的深淵。有些小說家(指先鋒小說家一一引
者) ，為了聳人聽聞，把一切荒誕、醜惡、血腥、暴力的夢魔似

因此他的語言多採用一種客觀冷靜的不確定性的敘述方式，充分發

的經驗，寫進作品。他們的意圖是甚麼?讀者自會心知肚明

揮語言自身所具有的自述功能，依靠其內部的發散性來獲得豐富的

的。【 4 】

多種可能性。我們可從(四月三日事件〉的敘述語言發現這種特
色。余華在小說開始時這樣寫道:

他在其評論中負面地批評了不少的先鋒作家作品，難道就如他所說

的把一些荒誕、醜惡、血腥和暴力寫進作品中就是引導人們墜入頹

早晨八點鐘的時候，他正站在窗口。他好像看到很多東

廢、萎靡的深淵麼?我不能苟同!余華所設計的小說世界絕非如他

西，但都沒有看進心裡去。他只是感到戶外有一片黃色很熱

所說般一文不值的。

烈，

“那是陽光。"他心想。然後他將手伸進了口袋，手上竟

在進入探討余華設計的那些瘋狂世界之前，宜先注意其小說的

產生了冷漠的金屬感覺。他心千里微微一怔，手指開始有些顫

語言特點。余華之所以給閱讀界帶來恐怖，除了來自余華對非正常

抖。他很驚訝自己的激動。然而當手指沾著那金屬慢慢挺進

人的生活、心理世界的展示和一連串不可思議的事件外，其獨特的

時，那種奇特的感覺卻沒有發展，它被固定下來了。於是他的

語言風格和敘述形式實在功不可沒。

手也立刻凝住不動。漸漸地它開始溫暖起來，溫暖如嘴唇。可

中國當代小說受到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作家多在語言上進行刻
意探索。後現代主義認為現存語言由於其形成的永久性及內在的封
閉性，嚴重遮蔽了事物的本來面目，根本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實存

是不久後這溫暖突然消失。他想此刻它已與手指融為一體了，
因此也使如同無有。它那動人的炫耀，已經成為過去的形式。
那是一把鑰匙，它的顏色與此刻窗外的陽光近似。它那不

在，因此要恢復事物的其實，必須要破壞存在語言的規範和法則。

規則起伏的齒條，讓他無端地想象出一條凹凸艱難的路，或許

余華是一位力求語言真實的作家，他曾說:

他會走到這條路上去。【 7]

“我認為真實的語言往

往難以確定，所以我尋求一種不確定的語言"、

“不確定的語言並非

為了製造華麗的表象"。叫在他的創作談(虛偽的作品)中曾坦言:

余華在小說中所選用的詞語“他好像看到"、

“他只是感到"便是用

了他自己所說的不確定語言。語言不直接呈現事物，那個“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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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是經過一輪辨析才到達那判斷的狀態。余華先把所述物隱藏在
主觀感覺中(“一片黃色很熱弄烈烈!{

溫暖起來，溫暖如嘴層..

) .最後才推出具體的物象(“那是陽光"、

三余華小說的瘋狂世界
精神病患者橫行

“那是一把鑰匙.. )。正因為單個的能指與其所指脫節，在兩者之間遺
留下空缺，能指詞的播散活動便造成詞語的“臨界狀態.. (“指敘述

人或故事中的角色處於語言與客觀(實在)世界、語言與意義的雙
重辨析的情境，敘述因此處於真實與幻想的臨界狀態..

)

.【 81 這給予

了語詞的自律動作以極大的自由能動性。
同時，余華在語法修辭上是極力逃避感情干擾的，他竭力採用
中性詞和物化語言，阻止讀者和情感侵入文本，這就是所謂“零度

寫作"方式。這種寫作方式是受後現實主義所影響的，為了表現生
活的真實性而注重對生活原始面貌和原發生態的“還原"。王幹指

出﹒

“後現實主義要求作家消解對生活的種種主觀臆想和理念構

造，純粹客觀地對生活本態進行還原因此“作家敘述時是一片真

評論家盛子潮認為:
的作家。"【叫王彬彬也說:

離破碎的、現象的而不是理念的真實叫客觀地、冷靜地描寫敘述

就是“零度寫作"。主幹更稱余華和劉恆可能是近年中把握這種敘述

方式最好的兩位。余華的(現實一種)、(一九八六年卜(河邊的
錯誤〉等都是以暴力、殘殺為主要故事框架，由於受到後現實主義

的影響，他在描述一切瘋狂的慘況時始終保持著其冷淡面孔，若無
其事地描繪，甚至給讀者一種敘述者正在背後訕笑的感覺，因此，

我們所看到的小說敘述者的態度更為殘忍。
余華這種語言特點和敘述方式，對於其作品中多次敘述描寫的

瘋狂世界，行為都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幫助，使一切瘋狂行為顯得
更為真實，其實中又更顯瘋狂，從而達到更震撼的效果。也是由於
這個原因，作家難免被一些現實主義者(捍衛主體介入作品)批評
為冷血動物了，但是罵後現實主義的小說敘述者冷血也許正是褒
詞。

“讀余華的小說，我的確常常想起在白

日車水馬龍的路邊或者在深夜寂無一人的街頭的那些或自言自語地
輕聲訴說或慷慨激昂地大聲叫喊的精神病人。.. [11] 余華的小說世界
幾乎全是供給精神病人發泄的舞台，當(四月三日事件)中那個十
八歲少年以被害狂的失常形象闖進我們的視野中時，我們還以為只

是偶然的例子，但其後相繼出現了(一九八六年> (自虐狂故事)、
(現實一種)(兄弟手足相殘的迫害狂故事)、〈河邊的錯誤> (殺人

狂故事)、〈世事如煙> (白日夢和夢遊病患者的故事)、(難逃劫數〉
(欲望黑心的病群故事)

... ...這各式各類的精神病世界，其豐富的幻

想力使我們嘖嘖稱奇。

空，一片透明，不帶絲毫偏見，不慘入半點屬於自己的雜質，只原
原本本把生活的異象原始地還原出來，以達到一種完整的而不是支

“在當代作家中，余華是寫‘狂人，最多

余華如此執著地沉迷於精神病題材，這顯然是有其道理的。有
論者提出余華是在隱喻意義上把精神病推到小說前台的，並對這個

假設作出三個大前提:一是“古典主義的釋義，認為精神病源於外
力對常人的迫害所致，所以，對精神病的再現將使人們回溯到致病
的外在因素，使得精神病不僅是一種病理現象而獲得更深刻的社會

批判力量，古典悲劇中的不少瘋人形象是這種解釋的例正另一

個解釋則較為現代一點，

“不去請求和分析甚麼常人與精神病的分

界，精神病作為一種形象的概括不再是從病理上去認識而是從社會

心理學的角度被加以運用。這樣，即使是常人，也存在著種種精神
病症狀，如自卑、敵意和焦慮......等等第三是“精神病現象必
須去掉一切負面的色彩而給予重新定性，精神病並不是所謂不正
常，不正常的恰恰是我們這些正常人，精神病倒極可能是人類最本

質最自在的生存狀態，而我們的正常不過是文明馴化的結果，因
而，人類的本性通過精神病的觀照可能會得到較在文明狀態中更直
接、要全面和清晰的表現。" (12] 以這些套入余華的作品中，便會發

現其筆下的精神病者種類豐富繁多，然而大概也離不開上述三個前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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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可劃入古典悲劇的理論層面來討論。歷史教師

這就是(

九八六年〉中瘋子的意義了。

是一個在文革時遭迫害致瘋的受害者，作品細緻描寫了瘋子的回憶

(四月三日事件)裡，十八歲少年處於一片敵意的包圍和恐懼

和殘酷白虐行為，使人想起了文革的空前野蠻和不人道，這無疑像

中，他焦慮不安，這便是把精神病作為一種形象的概括，不再從病

古典悲劇般具有警世和社會批判力量。陳忠和對此也指出(一九八

理上去認識而從心理學的角度被加以運用。這少年所患的精神病並

六年〉實夾雜著“魯迅式的警世意味"。【叫篇中那個文革時被折磨

非如(一九八六年〉中歷史教師的那種，而是一種社會性精神症

致瘋的中學歷史教師，總在自己的身上真切地實施著和向人群幻覺

狀，他並非作為一個精神病患者般被對待，我們只能從他的思想方

地施行著中國古代各種的酷刑。這位教師在自己心目中建造了一個

式意會到其異常。故事的視角由少年出發，內容呈現出一幅又一幅

殺戮和殘害別人的血潰斑斑的慘酷世界，他自己就活在這樣的一個

被迫迫害的情景，叫人對其幻覺既訕笑又驚訝。這不禁使人想起魯

世界。對於這個世界，旁觀者也許認為是假的，因而作出非議、排

迅的(狂人日記卜余華的不同處在沒有“救救孩子"的呼喚了。當

斥，認為他是瘋子。然而在他心目中，這個世界是無比的真實，他

然，余華意非單單重複魯迅那一套。對於先鋒(實驗)小說來說，

確切經歷和目睹過這個可怕的世界，在無法擺脫那場災難的記憶

現實世界混亂不堪而又捉摸不定，唯有自我的感覺世界才開歐了一

f' 他永久地活在回憶裡'被別人看成瘋子。當我們感到瘋子用以

片無邊自由的國土。當代先鋒作家因而對幻覺特別愛好，並“把幻

自虐的刑罰形式的可怖而不可接受時，可會想到這正是中國自古以

覺從內心深層結構中解放出來，幻覺跟隨其實一起擠進生活的實際

來援用不衰的刑罰方法呢?可有反省到每個朝代都極力以表面的繁

存在中，作為減輕生活混亂的有效途徑，作為消解生活信仰及其內

華來掩飾其殘酷的背面?這是值得深思的。小說標題為“一九八六

在意義的特殊方式叫先鋒小說通過對幻覺的捕捉便感覺徹底開

年"也是深具涵義的，這是文革結束後十年。作者是要以十年前的

放，存在的事實不再是確定不移的，存在值得懷疑，人的本質及其

現實世界與十年後的形成強烈的對比，從而引出，愉快地活在十年

其歷史的確實性經不起任何推敲，存在沒有動機也沒有目的，世界

後那個安寧平靜世界的人，大部分曾是生活於十年前那個人人自危

既不是有意義也不是荒誕。在(四月三日事件)中，少年的所有感

的世界，也曾是在十年前殘害他人和被他人殘害的人，也曾是在十

覺、體驗乃至行動都在現實和幻想中界浮游不定，由此可顯現到生

年前身心受創的人。僅僅十年，這兩個世界的景觀和人的精神卻發

存的虛幻性和不可把握性是何等真確地發生在那個剛剛入世的少

生了遺體大的變化。瘋子的重要性就在於把兩個彷如隔世的時空聯

年。這篇小說除了體現出人與人之間存在著的隔膜、鴻溝之六外，

繫起來。主彬彬說得好:

也顯出一個告別了純真的少年，在進入這個複雜社會中的迷惘，究
竟哪些該信、哪些不該信呢?哪些是真實、哪些是虛假呢?我們存

這兩個世界，究竟哪一個更真實呢?究竟哪一種更是人類

活的這個世界，不是到處都泛著各種陰謀嗎?在絕望的當兒，我們

世界的真實面目呢?究竟哪一個才是真正的現實世界?究竟哪

能做甚麼呢?只有像那個少年般，在四月三日前一天逃跑，竄進一

一個才是人類心造的幻影呢?也許，那個瘋子才是唯一的正常

列煤車:

人，才是真正與現實世界保持著真實的聯繫。也許，這兩個世
界原本就是一個世界，十年前的那個世界並未曾逝去，而是被

他開始想像起明天他們垂頭喪氣、氣急敗壞的神情來，無

今日的世界所持蓋，今日的世界只不過是昔日的世界的一件漂

疑他的父母因為失職將會受到處罰。他將他們的陰謀徹底粉碎

亮外衣，這件漂亮的外衣仍隨時可被撕碎、抱棄，十年前的那

了，他不禁得意洋洋。 [16】

個世界隨時會再次凸現出來。十年前的那個世界不是也曾經被
漂亮的外衣所包裹著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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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大人們的常識是不會懷疑小孩子會殺人的，可是大人們的常

他只有用出走來反抗“四月三日事件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的
出走恰恰也變成四月三日所發生的事件。在無能為力之際，他只敢
以這種消極軟弱的方式來報復。

識卻驅使他們懷疑小孩的報案，而當小孩長大為成人後，他擁有被
其他人相信其說話的能力，可是他又不會說出自己的發現了，這是
生活中的悸論，是作者作出的又一個諷刺。此外，作者還要諷刺那

然後他轉過臉去，讓風往臉土吹。前面也是一片慘白的黑
暗，同樣也甚麼都看不到。但他知道比重'J 離那個陰謀越來越遠
了。【吋

些大人所具備的常識，小說中那一班發現了人頭的人，是被自己以
為對的常識所迫死。其實，真正罪魁禍首並非那個瘋子，而是大人
所習以為常、堅信不疑的常識。對於這小說，主斌、趙小鳴則以心

理學角度來探討其意義，他們把瘋子歸入“本我"狀態(屬於無意
識狀態) ，那位刑警隊長馬哲則屬於“超我" (“具有無上權威，以良

他真的遠離 7 陰謀嗎?也許一個又一個的陰謀正在路途上等候他，
前面將永遠是一片慘白的黑暗 o

心作為判斷是非準則，代表一種權力、秩序和法律，並對‘本我'
的原欲躁動和犯上作亂行為時時給予嚴厲的懲罰，並將其納入‘現

(河邊的錯誤)中出現了一個更為瘋狂變態的殺人狂。表面

上，這篇小說是推理小說、偵探小說，但是作為一位先鋒作家，余
華的本意定必不只於此，正如王斌和趙小鳴所說:

實原則，的監視之下"【泊 1) ，馬哲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把瘋子擊斃，
最後為了免罪而承認自己是瘋的。這又是一個悸論，由此可見余華
對於“超我"的權威性的顛覆，

“超我"本來是可以制衡“本我"

的，可惜懲罰實行後，他又會被“本我"所摧毀、並落入“本我"
小說單從表層內容看，是囝繞著幾樁聳人聽聞的“命案"
展闊的，人物中里自然就有了目擊者、警察、嫌疑分子和兇手。
然而當你一口氣請完，又掩卷思索時，覺得看守華的本意似乎不
完全在對“命案"的偵破土，它顯得有些神秘莫測，使你時時

感到余華是在借此“命案"發掘剝離出一種人性的奧秘。於是
你便開始懷疑，余華不過是借“命案"這一情節“外套"虛晃
一槍，其真正的奧義是在情節之外。 [18]

(瘋子)的狀態。法律也被顯得無能為力和荒唐，瘋子的循環殺人成
為社會的一個象徵。

余華對精神病題材描寫如此的透徹，給我們的現實世界營造了

虛幻的感覺，究竟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人正常?哪些人瘋
呢?這是余華寫瘋子、狂人之餘帶給我們的一點點歐示。

死亡事件的泛濫
死亡跟誕生一樣，都是人世無法規避的自然規律。中國傳統文
化對死亡的高度禁忌，形成了民族的集體意識。由於人想長命、永

事實上，這篇小說能夠愣除凶殺案的殘酷性，也不再以古典悲劇的

角度從病理上去剖析瘋子的殺人動機及其病因。小說寫出一個“常
識殺人"、“常識的錯誤"州的故事，余華嘗試對成人們的常識作出

顛覆。小說中的一個孩子發現了一顆人頭後，四處告訴大人，可是

縱然是真話卻往往被忽略被否定，這是大人們看待孩子說話的一貫
做法，孩子的話不可信已成為社會常識，這是余華作出的第一個諷

刺。小孩坦白說話的不被信任和發現人頭的大人的驚恐說出真相會

受牽連又形成 7 強烈的對比。孩子發現人頭後興奮地想讓所有人知
道，他不會擔心別人懷疑他是兇手，這是由於孩子還未具有起碼的

恆，但肉體又難免有盡時，在這種二律背反的痛苦和焦慮下，產生
了生兒育女追求肉體延續的世俗永恆觀，也有三不朽(立功、立

德、立言)的儒家永恆觀，道家天人合一的永恆觀和佛家輪迴轉世

的永恆觀等意識。然而，對中國人死亡意識和永恆觀進行全面反思
檢討的是新時期( 1976年後)以來的文學創作，特別是小說。當代
作家們都警醒到中國人的死亡意識和永恆觀是何等荒謬和自欺欺
人，更認識到中國人緬懷歷史和囑目來世的全部悲劇性和虛幻性，

從而把他們從對地獄的恐懼和天堂的神往中拉回到塵世喧囂的現實
中，並將他們的美夢一一擊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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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友元在他的(死亡，後新潮小說的一個基本主題)【 21] 中指

玩耍般摔死自己堂弟，因而開始了這個暴力與死亡的循環行動;我

出，白馬原( 1985 年)開始，直至其後的洪峰、余華、格非、蘇童

們便會理解余華的(現實一種〉包含 7 其對生命本質的理解:暴力

等在其小說中都集中地寫死亡及“對死的冷靜、淡漠、茫然以及不

和死亡已經失去任何一種真理和正義的內涵，它們不過與人的玩耍

動聲色他認為“余華在死亡意識上最有代表性"。在{余華作品

一般平常和平淡。令人說意的故事背後，傳達出一種超越的冷靜與

集) [22] 中所收錄的二十三篇小說，其中涉及死亡內容的大概佔十八

平淡無奇。如果玩是人的本性，如果玩是最習以為常、司空見慣

篇，可見死亡主題在余華的創作中的泛濫程度 o 如(現實一種〉顯

的，那麼，起因於玩的暴力，以及為了玩得盡興必然導致的死亡又

示了人(甚至親屬)互相殘殺的可怕世事如煙)反映出人在生

有甚麼可驚奇的呢?暴力只是生命中最平常的行為，死亡也是一個

死界線上徘徊，以及生死界線之模糊難逃劫數〉則描繪了一個

無須奇怪的結果罷了。這是(現實一種)的其實。此外，曾鎮南更

為欲望所淹沒的殘暴世界古典愛情〉中作者給我們展覽了一個

進一步指出:

人吃人的天地死亡敘述)中的誤殺鮮血梅花)中的為父報
仇河邊的錯誤〉的瘋子殺人活著〉中福貴老人身旁親人陸

小說表現的是人類有血親關係的個體對個體的攻擊，但它

續不幸的死亡一個地主的死〉的慘酷犧牲命中注定〉的鬼

完全可以使讀者想到人類無血親關係的群體對群體(階級對階

秘死亡......余華營造了一個四虞漫延著死亡氣息的世界，給人的感

級、派系對派系、民族對民族、國家對國家...... )的攻擊。...

覺是一一無論你以何種方式生活，死亡正窺視著你，這就是現實一

..總之，這個故事是內含著一種提升讀者的聯想力的因素的，

種，你是難逃劫數的了。

它借山崗山峰一家的狀況，透視了人類生存狀態的一面。這種

(現實一種)就是糢雜了暴力、血腥、死亡為一體的瘋狂世界

透視，驅散了人類對自己盲目樂觀、自大的危險幻覺，使人類

的展現 o 這是一個暴露盡人性醜惡的故事，因此有些論者如張放便

能夠在一種更科學、更坦率的自我認識的基礎上，把握住生存

高舉旗幟攻擊，認為余華的故事不真實。但是真實對於余華來說卻

和發展自身的契機。此1

另有一番意義，他說﹒

“我覺得對個人精神來說，存在的都是真實

的叫他認為現實世界中存在著虛幻的事情，

“生活實際上是不

這也許是余華在(現實一種〉中的瘋狂世界要表現的男一種真實。

真實的。生活是一種真假參半、魚目混珠的事物他坦言自己努力
創作是為了“更加接近真實"

[24] 故此，

(世事如煙〉裡，余華還在死亡和暴力上抹上一層陰冷的色

(現實一種)以及其他小

彩。作為全知者的作者，在零度情感之下，抽去自我個性形象會導

說的瘋狂世界對於余華來說都是真實的了。(現實一種〉在暴力上

致的主觀陳述，為小說鋪展了一個陰陽交錯的世界，這個世界是一

達到了極致，這個純虛構的故事，展示了暴力衝動的循環反復與衝

片混亂的，其中夾雜著性暴力、亂倫和殘殺，人物在最後卻總是安

動根源的無從解釋。山崗、山峰、皮皮及其堂弟這四個血緣上相承

安靜靜地走上死亡之路，他們是無意識的一群，生與死、經驗與夢

的兩代人，在相互的殘酷虐殺中結束了各自的生命。皮皮如同玩耍

遊都不能被清楚判斷。在這篇小說中，作者已完全剝奪了人的地位

0

般摔死自己堂弟，山峰為了報復便活活踢死皮皮，山崗又將自己的

和身分。余華曾坦言:

親兄弟綁在樹上，並以肉湯引誘狗去舔山峰的腳底直至把他弄死，

樹木) ，都彷彿是舞台上的道具山在作者看來，人己沒有超然於

最後山崗被判死刑和解剖。這是暴力與死亡的循環，其中根本沒有

其他萬物之上的地位，因此小說中人物都沒有名字，只有職業、表

“所有的一切(行人、車輛、街道、房屋、

甚麼起因，暴力便是暴力、死亡便是死亡了，並沒有任何刻意的意

面特徵和阿拉伯的符號，這顯出余華對人物個性的輕蔑。余華也聲

義引申。這也許是余華根本的用意，但是若我們注意到皮皮是如同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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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每次行走在大街上，看著車輛和行人運動時，我都會突

動著這個世界。在這股力量眼中，人們跟其他物件都落入同等的位

然感到這運動透視著不由自主。我感到眼前的一切都像是事先已

置，不高也不低，都是一顆棋子，每個人做的每件事看起來似是按

經安排好，在某種隱藏的力量指使下展開其運動。......我意識

照自己的意願展開的，其實都逃不出命運的安排，走向冥冥中早已

到，現狀世界出現的一切偶然因素，都有著必然的前提。 [27]

注定 7 的歸宿。余華只是引出他對偶然與必然的思考，每個偶然都
具有其必然性的前提，但是他沒有再進一步推出一個結論(甚麼力

余華是從哲學角度探究人生存的狀況，他試圖以體現無所不在的命

量操控人們) ，他只是展現出這個事實，這就是真實的世界了，儘管

運來表達一種他所認知的世界的真實 o 在(世事如煙〉裡'一切的

你懷疑他的作品內容的陰陽交錯，但你卻不可推翻筒中的真實性。

暴力、死亡就是作者要借助的道具來說明﹒在這個年代，死亡已失

〈難逃劫數〉中帶出的宿命感更為深刻。余華的小說中大量出

去其目的和意義，死亡的悲劇性亦減低，在作者眼中，死並非悲

現預述，作者意在突出時間是難免會重複的。(難逃劫數〉也出現

劇，所謂悲劇英雄只會出現在古典神話，現時的世界，生死根本沒

了這情況:

有特別的意義和價值。本文所敘述的是一個宿命的怪圈，人們永遠
都無法逃出去，縱使人們意識到將有事情發生，如司機夢見自己駕

所有的朋友都來了，他們像一堆垃圾一樣聚集在東山的婚

車時輾死灰衣女人，當他知道命運的歐示後，他努力作出逃避，結

禮上。那時候森林以沉默的姿態坐在那車里。不久以後他坐在拘

果卻像俄狄普斯祇父娶母的命運般，一切也逃不出命運的安排，算

留所冰涼的水泥地上時，也是這個姿態。......很久以後，森林

命先生的角色猶如會預言的阿波羅(預言俄狄普斯祇父娶母的神)
在他口中絕沒有錯誤的預言，只要他開口向接生婆說:

,

“你兒子現

再度回想起這雙眼睛時，他妻子在東山婚禮最後時刻的突然爆

發也就在預料之中了。 [29]

在一隻腳還在生處，另一隻腳卻踏進死裡了。"這預言是沒有理由
的，卻如此真確地發展開來。諷刺的是，被贊同為性善高尚的會預

這不斷出現的預述是要突出劫數怎樣地難逃。儘管東山選擇了一條

言的神(阿波羅) ，在余華筆下竟淪為一個強姦少女、採陰補陽的大

(他自覺是)幸福的結婚道路，他卻無法知道命運在為他安排著一條

惡人。在這裡'余華還要證實一種超然於萬物的東西，在那東西眼

不幸的路。其他的角色，無論是廣佛、沙子、露珠、森林，彩霞都

中，一切事物(包括人在內)都只是一個無能為力的個體，這是一

懷著各自的欲望理想前進，卻一一地掉進命運安排好的陷阱，都被

種宿命。關懿琨認為:

暴力、死亡、陰謀、復仇、殺戮所埋沒。
根據佛洛伊德的理論，人是會追求享樂和愉快的生活，可惜因

人處處生活在一個充滿了徵兆的世界，而又無法感覺到。
這不是佛教所講的因果輪迴的報應，而是人本性的墮落，自我
消彌於本我所帶來的必然後果。 I叫

受制於種種客觀環境，如社會環境、自身的弱點等，使得人們在追
求快樂的過程中不期然地發展為追求苦難。這是一種宿命，余華小
說中死亡的敘述所要表達的就是一種強化了的悲劇宿命感，死亡是

找不出因果關係的、是偶然性的，人是沒法預視自己的結局和命
姑勿論這是否人本性的墮落所使然的宿命，↑吐界根本是存在著很多

運，這是余華死亡敘述的目的。

我們無法解釋的，也許不必解釋的東西。〈 ifh 事如煙〉中那個迷狂

死亡是悲劇的最高境界，傳統古典的作家對死亡每每賦予崇高

的陰陽交雜境界就給予我們看到世界一切事物的荒謬，余華以零度

的精神價值。古典作家往往把死亡與英雄連結起來以達到一種悲壯

情感的敘述方式就是要加強作品的真實感覺一一真有一種力量在轉

的精神勝利，這是成規化了的死亡意識。余華的小說裡的悲劇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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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再也不能給予我們悲劇快感和淨化作用，死亡已回歸其本來面

大眾前吶喊，只絕望地寫出自己的心聲。余華的小說就是呈現出這

目;我們根本無須再從心理學或社會學角度去探究死亡了。正如南

種現象。獎星乾脆地評論余華的小說為“人性惡的證明"。【 JJ]

余華的小說所以震撼我們，因為他把我們的醜惡面揭示得了無

帆分析先鋒小說時所言-

遮掩。(難逃劫數)中人們互相摧殘、使用暴力、陰謀、變態的欲

先鋒小說中悲劇的意義已經轉移到敘事層面上。死亡不斷

望現實一種)中親家屬的互相殺戮世事如煙)裡算命先生

地出現，但死亡主要是作為一種敘事策略巧妙地維繫著故事的

的自私橫行古典愛情〉中的人吃人世界一九八六年)中的

持續過程。在這車里，人們將看到“死亡"這個概念如何脫離基

人情冷暖夏季颱風)中的人情涼薄鮮血梅花〉裡的復仇世

本的社會學涵義而成為一種編碼程序。 [30]

界死亡敘述〉中的缺德司機呼喊與細雨〉中的失常父親孫
廣才......當中有無數殺戮、暴力、性暴虐、陰謀、變態事件發生，

也許余華筆下的死亡是克服命定的謬境的唯一出路，世界一切事情
都是真假不定的，正如余華所言世界是不真實和存在著許多假象，

余華是要揭示給我們知道人性惡至何等程度。

讀余華的小說，我們必會發現一個事實一一人與人之間存在著

這是一個既存在又虛假的世界，唯有死亡才是真切的，正如謝有順

隔膜、貪婪、情慾、陰險、毒辣、殘害。(現實一種〉便是把親情

說的:

擊得粉碎的故事，當我們閱讀這篇小說時會驚訝於、甚至否認人性
是惡到如此地步，我們會懷疑親兄弟的關係會這樣嗎?但是余華卻

對於一個無法確認存在之本質的作家來說，死亡是他們唯
一能夠把握的確定的存在。因為他們朝荒謬、孤獨、恐懼、絕

如此真切地給我們講述世界確是這樣的。
值得注意的是，余華的小說還潛藏著一個顯在或隱在的父親形

望和意義危機的深淵走去時，由於信仰的缺席，就只能親見死

象。新時期開始時大寫的“人"出現，至八十年代中期被無情地打

亡的悲劇。【剖】

破，到余華加入粉碎大寫的“人"行列的當兒，還把“父親"加進
去作為一個顛覆對象。

“父親"這個形象與權力實有指涉關係 o 余

華的文本是具有父輩與子輩對抗的隱喻，而對於父輩的反抗直接來

人性醜惡的表現
劉再復概括現代文學史上有三次對“人"的發現，叫第一次是

五四以後，魯迅及周作人等提出的個人主義、發展個性、改變人的
地位、喚醒人意識、揭示人的價值等;第二次則發生於二十至四十

源於父輩自身卑劣，和對兒子以無情、侮辱、凶殺、陰謀等，過錯

在父親身上。

(十八歲出門遠行〉裡敘述到:

年代，是被壓迫者的解放，因此產生了“革命文學"和“工農兵文

學發展至當代，從人對歷史的種種反思之中，對人的重新發現

父親在我腦後拍了一下，就像在馬屁股上拍了一下，於是

是由主體論出發，人是人，並非鬼也並非神。而先鋒派之中，對人

我歡快地衝出了家門，像一匹興高采烈的馬一樣歡快地奔跑了

的觀念又發展了另一種看法，就是對大寫的“人"作出解構，七十

起來。 M

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作家們重新呼喚“救救孩子要求無條件地
肯定人的尊嚴，不僅證明人=人的公式，而是證明人應當是犬寫的

當他興高采烈地出門時卻不知自己正在走進一個險惡、圈套、醜惡

“人但是先鋒派卻否定了這些，並揭示出人=獸，一切的邪惡獸

的世界。余華隱約地道出兒子所受的欺騙和暴力是由父親一手造成

性都存在於當代人的身上。作家們都不肖以“救救孩子"的呼聲在

的。(四月三日事件)更明顯地呈現父子對立關係'父親是戴著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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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面其實行他對兒子的陰謀，他正以千方百計謀害兒子，使兒子

在極度恐慌中等待劫數。此篇是(十八歲出門遠行〉的延續，

四結論

(十

八歲出門遠行〉中的兒子還未完全覺醒父親的迫害，此篇的兒子則

非愕然不知了，他在最後作出反抗行動，出走了。
(世事如煙〉和(難逃劫數)中也出現了上述情況，前篇的算

命先生除了以採陰補陽的辦法延長壽命外，還霸用了五個子女的壽
命以增長自己的年壽。後篇的老中醫(露珠的父親)也是一個充滿

陰謀的人，他教女兒毀掉其夫東山俊朗的臉時也正在摧毀女兒的幸

福。(呼喊與細雨〉父子對立模式更是明顯。孫有元(父)與孫廣
才(子)、孫廣才(父)與我、玉立強(養父)和我等之間是站在對
立的局面的。篇中的“我"在家中找不到一絲溫情，還活在父親可
怕的陰影中，孫有元與孫廣才長期對立，而孫有元對於孫廣才只會
唯唯諾諾，他已不再具有父親的權威:同樣地，孫廣才的卑劣行為

一一與寡婦同居、調戲媳婦等，使父輩形象喪失人性的、道德的面

容了。兒子眼中父親的手段是多麼陰毒，父輩那外表威嚴的形象徹
底地被他自己的醜惡所摧毀，兒子開始對父輩的殘害作出反抗了。

這個故事是子輩向父輩的反擊和挑戰，好讓父輩感到真正的悲哀和
絕望。

余華以其獨特的語言、敘述風格，及瘋狂世界中一切殘暴、醜
惡事情，交織成一種“殘酷美學"

0

[36] 在“殘酷美學"當中，我們

雖感到余華在冷酷背後那顆人道主義熱誠的心，可是他似乎是悲觀

的。他對人的外在醜惡行為作出冷靜客觀、不動聲色的細緻描寫，

實際上是構成了對人的既存狀況作出肯定，證明了這種狀況的確切
性和永恆性。余華所以以情感零度拒絕投入情感和進入人的內心的
原因，就是要指出人的心中已沒有變得更善良潛能了。(現實一種〉

裡，人們可怕的殘殺劣根以象徵形式(山崗被肢解，得其畢丸移植

的人誕下了一個壯實的兒子)延續下去。(世事如煙〉的算命先生
在用完所有兒女的壽命瀕死的時候，又獲領養7 的兒子給他再延壽下

去。(死亡敘述)的“我"在撞死第四個人時，終感到內疚而往道
歉去，竟被活活劈死。(河邊的錯誤)裡扮演“超我"的馬哲在創

除了“本我"的瘋子後竟被迫至瘋了。可見惡人是不滅的，而欲善
的人卻沒有機會，這顯出余華自身的絕望感受。
謝有順分析絕望的誕生，認為是“來源於生存根基的朽化和世
界意義中心的淪落【 37] 他以海德洛爾的理論指出現時是“貧神時

余華慣於在人與人的關係，甚至是親屬關係中揭靈人性惡。他
把人與人之間的詭計、互相計算，提升到以惡意仇恨、殘虐暴力的
方式表達出來，這是更深刻更直接的表意方式，具有的感染力也更
強。主彬彬認為余華筆下的暴力描寫“可以看作是把人類慣常的攻
擊欲望現實化......其實施暴欲是經常在人心目中湧現的叫人們

往往以想象方式完成其攻擊欲，以求快感和心理平衡 o 在這個基礎

上，余華筆下的暴力也顯得理所當然了，人根本潛藏著惡念的，人

性醜惡已成為一種其實了。其實，余華把人物置放在人性的基本防

代人的精神隨之淪落和毀滅，因為人生存失去了神性作基礎，故
漸漸陷入深淵的境地了，形成現代人們普遍患有的絕望病徵。他認
為:

當絕望得重到達作家都無法坦然說的時候，他們就開始避

開對絕望這一精神事實的真實表達，進而遁入文本自娛的領域
才里。這時，文學上就出現了技術主義、零度敘述、語言平面等
怪物。【油1

線之下來審視，並特意在小說中剔除善的、溫情的、美好的一面，
只剩下醜惡的一面，他的用意是希望通過對人性極惡的暴露來警醒

人們要警惕約束自身，因為人一但失去理智約束能力，就甚麼也做
得出，因此在暴力、醜惠的背後，余華最終的意義是具有人道主義
精神的，儘管他給讀者的印象似是冷冰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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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解釋了余華的語言敘述特色的成因。余華的(現實一種卜(呼喊
與細雨)、(活著)、(世事如煙卜(難逃劫數〉等作品，就表現出

一幅世紀末的苦難圖象，可惰，儘管他試圖作出世紀末的呼喚，把

人性醜惡、可怕的瘋狂世界和盤托出，但是他個人又是自相矛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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