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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與性愛的極樂戰場 
──閻連科《堅硬如水》中的身體書寫* 

石曉楓** 
（收稿日期：100 年 12 月 26 日；接受刊登日期：101 年 4 月 19 日） 

提要 

閻連科（1958-）初涉文壇之初，本以對中國鄉土社會中底層苦難生活的書寫知名，

一九九○年代中後期起，他在苦難敘事中添加了狂歡化的因素和色彩，借用「革命加戀愛」

模式，描摹一場場啼笑交錯的鬧劇。 

在其長篇《堅硬如水》（2001）裡，閻連科重新講述文革歷史，小說中革命理想與性

愛的激情互為激盪，其中關於性障礙、性激情、性虐待、性受虐等細節講述，被論者視之

為「變態心理」的展現。此外，文革口號、歌曲、政治標語亦隨處充斥；而對毛澤東著作、

語錄等革命話語的嫁接、戲仿與重複，更形成性愛與政治話語的狂歡狀態。 

閻連科在《堅硬如水》中，將革命與性愛的同構關係反覆演練，是否為對一九二○年

代以來「革命加戀愛」小說的承襲與變形？其間人物的身體與身體、身體與空間之間，產

生何種互動關係？而藉由全書狂歡式的語言，閻連科意欲表達什麼樣的文革情境？「狂歡」

敘事又是否已展現出破壞中的再生意義？凡此俱為本論文所欲探討的命題。 

關鍵詞：閻連科、《堅硬如水》、身體、革命、性愛、狂歡 

                                                 
* 本論文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大陸文革小說中的身體狂歡敘事及其意義—以

王小波、閻連科為主要討論對象〉（NS100-2628-H-003-008-）部分成果，並曾於 2011 年 10 月

15-18 日臺灣師大國文系主辦之「2011 第二屆敘事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承蒙

講評人宋如珊教授、在場學界先進及學報匿名審查委員多方斧正，特此誌謝。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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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九九○年代以來，一批經過「荒誕」、「誇張」化處理的文革想像敘事，開始在王小

波（1952-1997）、閻連科（1958-）等作家筆下出現。閻連科初涉文壇之初，本以對中國

鄉土社會裡底層苦難生活的書寫知名，並逐漸獲得認同，成為大陸鄉土寫作的代表作家。

九○年代中、後期起，他在鄉土苦難敘事中添加了狂歡化的因素和色彩，這種狂歡化主要

藉由性話語的挪用和重構來實現。 

二○○一年，閻連科推出長篇小說《堅硬如水》，小說中出現大規模的性愛敘事，用

迷亂且狂歡的話語，重新講述文革歷史。《堅硬如水》中關於性障礙、性激情、性虐待、

性受虐等細節講述，被論者視之為「變態心理」的展現。1然而誠如王德威所言：「《堅硬

如水》的出版，代表文革記憶和文革敘事的又一重要突破」。2張學昕、楊亮亦指出，此部

長篇小說從人性、原欲即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角度，重新詮釋「暴力文革」，為當代中國文

學中的「文革敘事」建立了新的維度。3可見無論是在題材的選擇、敘事風格的建立，抑

或是語言的實驗性方面，《堅硬如水》都為中國當代的文革敘事樹立獨特的典範。 

閻連科在《堅硬如水》中，將革命與性愛的同構關係反覆演練，是否為對一九二○年

代以來「革命加戀愛」小說的承襲與變形？其間人物的身體與身體、身體與空間之間，又

產生何種互動關係？而藉由全書狂歡式的語言，閻連科究竟意欲表達什麼樣的文革情境？

「狂歡」敘事是否已展現出批判的精神深度，以及破壞中的再生？或者反而形成當代文學

某種「混亂美學」的弊端？此為本論文所欲探討的命題及意義。 

二、革命魔症者的狂想曲 

《堅硬如水》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程崗鎮——宋代理學大儒程頤、程顥的故

里。復原軍人高愛軍決定回鄉鬧革命，和當地的婦女夏紅梅一見鍾情，兩人不顧已婚身份

                                                 
1 參見陳曉蘭：〈革命背後的變態心理──關於《堅硬如水》〉，《當代作家評論》第 4 期（2002 年），

頁 51-55；宋丹：〈《堅硬如水》：文革話語的敘述與反諷〉，《藝術廣角》第 6 期（2003 年 11 月），

頁 18-22。 
2 見王德威：〈革命時代的愛與死──論閻連科的小說〉，收錄於閻連科：《為人民服務》（臺北：

麥田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 1 月），頁 11。 
3 見張學昕、楊亮：〈權力和欲望角逐的話語狂歡──論閻連科《堅硬如水》對「革命+戀愛」模

式的解構性敘事〉，《小說評論》第 4 期（2006 年 7 月），頁 84。 



革命與性愛的極樂戰場──閻連科《堅硬如水》中的身體書寫 

- 243 - 

陷入熱戀，同時展開雄心萬丈的革命大業。整部小說因此既是高愛軍與夏紅梅的革命史，

又是他們的情欲史。 

一九六七年當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展開之際，高愛軍復員準備回家鬧革命，然而回到

程崗鎮後，他念念不忘者首先在於索回其婚姻交換品──權力。媳婦程桂枝其貌不揚，「她

爹是解放後新中國的第一任村支書。因為他是村支書我才娶她閨女桂枝的。」4高愛軍自

身的命名，來自其為解放軍烈屬此一事實，而由其對兒子紅生、女兒紅花的命名，也不難

體現一個革命家庭的熱血與忠誠，誠如其「痛說家史」時所自陳：「龍生龍，我是革命一

條根，鳳生鳳，自然我苗正根又紅，自幼革命力無窮。」（頁 37） 

然而，革命的目的原來在於奪權，小說開首便刻繪了一名「革命狂魔症」患者的無盡

幻想。當高愛軍滿懷雄心壯志，打算策動第一次牌坊之戰時，月夜的激昂演說完畢，群眾

散去，高愛軍志得意滿之餘，忽然「不無遺憾地把手放在我的平頭上去摸著，猶豫著該不

該因為革命了把我的頭髮留起來」（頁 94）。此處所反映著，在於對於領袖地位的想像，

而此權力想像又透過最具體的肢體動作加以表述。革命時期領袖的相關畫作無處不在，諸

如「毛主席去安源」之類迎風、面海挺立的造型不一而足，而在所有作品中，領袖一貫英

姿颯爽，飛揚的衣裾、微微飄動的髮梢，在民眾心目中塑造出風雲將起、新社會即將來臨

的美好憧憬。高愛軍的遐想，或許源自於革命時期的美感教育深入人心，而此美感的視覺

經驗無他，即在於身體姿態的展示。 

祝勇曾藉由觀看一九六、七○年代的藝術來觀看身體，進而觀看歷史，他分析革命時

期領袖塑像姿態的特殊涵意，指出「無論從哪個角度上看，那伸出的右手都是身體上最顯

著的部分，因為它決定著多數人的思想、方向和命運」5，但觀小說裡描述高愛軍在山嶺

上等著迎接夏紅梅回鎮一幕： 

那時候，我忽然想起毛主席站在天安門的城樓上，向億萬群眾如意安詳地招手那

一刻，便不自覺地從槽頭站起來，面對群山峻嶺，把我的右手在空中揮了揮。 

揮揮再揮揮。大江東去，浪淘盡；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揮完後，我感到內心從來沒有那樣遼闊過，從來沒有那樣愜意過。……（頁 113-114） 

                                                 
4 見閻連科：《堅硬如水》（臺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2009 年 9 月），頁 39。以下引文同此，不

另加註，僅隨文標註頁碼。 
5 見祝勇：《反閱讀：革命時期的身體史》（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 年 10 月），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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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情不自禁的身體姿態模擬，伴隨著高愛軍對於革命成功後將論功行賞、「不定北京有

人來把我們的事兒拍成紀錄片」（頁 307）、後人將研究其生平史和奮鬥史等無盡想像，共

同體現了一名鄉村農民狂熱而愚昧的革命激情。 

此一革命激情藉由身體釋放，在牌坊之戰正式展開之際，「到處都是我倆紅淋淋的喚，

到處都是我們酷烈飛揚的激情和狂熱。」（頁 103）作為革命伙伴，高愛軍與夏紅梅更進

一步發展出肉體關係，小說描述夏紅梅聽見廣播裏播放的「將革命進行到底」、「打倒蘇修

美帝反對派」、「控訴萬惡舊社會」等革命歌曲時，便身不由己地開始寬衣解帶。而高愛軍

與夏紅梅之間的首度性愛之所以失敗，乃因彼此對性愛的認知，尚停留在滿足身體欲望的

層面，所幸革命歌曲再一次拯救了他們，這些歌曲裡的政治語彙充滿了狂亂、血腥與激進

色彩，因而使他們熱血沸騰、激情澎湃，終於能成其好事。自此，男女主角的每一次媾和，

都必須在革命的情境中才能順利進行，革命經典歌曲在性愛中遂成為最佳催情劑，直接掌

控兩人的性愛進程。 

小說中並形容村裡喇叭廣播的紅色歌曲，「如瘋人院傳出的千喚萬叫樣」，於此遂形成

極大反諷。文革中廣播喇叭的掌握者，實代表話語權的取得，這種控制力量的存在，使得

廣播裡的音樂以及語錄、標語、最高指示等宣讀，成為鞏固意識型態的唯一表徵，也造成

當時人人處於革命迷狂的狀態，甚至連情慾和性行為都受到控制，此種荒誕而又真實存在

過的「狂歡節式的敘述」，實已表現了文革時期的文化徵兆。6 

高愛軍的間歇性性無能時有發作，但在此種迷狂情境裡，「革命」熱情挽救了他，

革命歌曲之助興、廣播音樂巨大的政治煽動力，更使兩人勃發的情欲澎湃而激盪，夏紅

梅做愛時「支書」、「鎮長」、「書記」的聲聲吶喊，後進一步轉為「縣長」、「專員」、「省

長」、「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皇上」等的迷亂調情，革命與愛情、政治與情

欲之間難捨難分。小說中高夏二人自始至終都處於革命的亢奮狀態，而最足以表現這種

亢奮的，便是性器官的昂揚永遠伴隨著革命激情而生。即連生命即將終結之際，高愛軍

仍以極大的熱情，「大步流星地往程寺走去了」（頁 351），而後在革命的歌曲聲裡，他們

在程寺痛快做愛，完成所謂「砲打司令部」的壯舉，這是革命魔症患者至死不渝的狂想

與出路。 

                                                 
6 此段之見解承蒙匿名審查委員提供補充意見，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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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革命堅硬，性愛如水？ 

《堅硬如水》以「風雲初記」的小前傳形式，說明革命未起前高愛軍備受壓抑的人生：

妻子桂枝將閨房之樂視為流氓之舉，老丈人程天青則對於要培養他當村幹部的事絕口不

提。在身體與權力的雙重壓抑下，鬱積在心中的苦悶，乃以「鬧革命」的形式爆發。 

從行為學觀點研究，J.杜拉（John Dollard，1900-1980）等人曾於一九三九年提出所

謂的「挫折－侵犯」說，認為挫折可以激起不同的反應，侵犯便是其中一種。7「挫折」

一詞有兩種含義，一是指阻礙個人達到目的的外部情境；一是指由於目的行為受到阻礙而

激發的心理緊張狀態。在小說中，程天青對於高愛軍的權力欲望產生阻礙，程桂枝的反應

也造成高愛軍內在情欲的遏止與心理緊張。當欲望或希望遭到否決，當事人可能將其解釋

為不公正的態度，或視之為對個人權力的「剝奪」。 

革命奪權行動在此挫折激盪下，乃以外向性的侵犯行為火熱展開，其所生發的第一個

連鎖效應，便是妻子的抗議與自殺。桂枝的自殺行為，在其後心理學家對此議題的相關研

究中，也可視為是在「挫折－侵犯」理論下，個人身體所激發的「內向侵犯」反應。8至

於對高愛軍而言，桂枝的身體則無疑是權力的交換工具、生兒育女的工具，以及意淫的替

代工具，當這些功能消失時，高愛軍可以毫不留情地將桂枝之死，導引為反革命份子的畏

罪自殺，這是壓抑與反壓抑間的衝突與互動。 

高愛軍對於權力與性的追求，另可由他至程慶東家時，所有關於嗅覺體會的相關書寫

展現：對於新磚新瓦的硫磺味貪饞地嗅聞，表徵了對於權力的艷羨，夏紅梅枕頭上可能留

下的頭髮和氣味，則指涉了他的愛欲渴望。權力與性愛如氣味般具體可感、如影隨形，誘

引著高愛軍的火熱之驅，鼓舞他以行動實踐念茲在茲的革命目標。 

                                                 
7 相關論點詳參 E.佛洛姆（Erich Fromm）著、孟祥森譯：《人類破壞性之剖析（上冊）》（臺北：

牧童出版社，1975 年 2 月），頁 96-99。 
8 若將「挫折－侵犯」的諸種理論加以歸納，可以發現遭受挫折的二大反應為「侵犯」與「退縮」，

而「侵犯」又可區別為「外向侵犯」與「內向侵犯」（自殺）。相關圖示請參見（美）大衛∙邁

爾斯（Myers, David G.）：《社會心理學》（英文第 8 版）（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5 年 6 月），

頁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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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與性愛的同構 

性既誘發了革命，革命也將解放性。於是在《堅硬如水》裡，高愛軍和夏紅梅的性行

為始終與革命行為糾纏在一起，例如高愛軍復原回鄉後與夏紅梅的邂逅，便被賦予「改變

了方向的一次革命」之意義。而三天後在程寺的重逢，兩人眼光哐哐噹噹的接觸、血液洪

水般上湧等身體描述，也被敘事者以「葵花迎著朝陽開，花兒朵朵開不敗；今朝灑下友誼

種，革命情誼長萬代。」（頁 70）加以詮解，換言之，革命的語言套式合理化了種種愛戀

糾纏。一如高愛軍的理解： 

革命情誼是啥兒？革命情誼就是我和夏紅梅的恩與愛，如夫妻一般可以在沒人的

時候相互撫摸、相互打量，……她接受我的目光和雙手，自然我也接受她對我的

一切觀看、撫摸和要求。我們從這樣的情誼中吸取戰鬥的力量，商討革命的對策，

籌畫革命的行動。（頁 111） 

身體的撫摸與觀看，將抽象的「革命情誼」具體化，自此，性超越原始本能，提升為一種

革命行為。小說中無處不以革命合理化愛欲，高愛軍的「性」行為與「革命」行為遂形成

一種同構關係：只有獲得政治權利，才能夠放縱自己的性欲；也只有在性欲的放縱中，才

能體會到擁有權力的快慰。男女主角在革命中於是造反、偷情兩不誤，將政治狂歡與性愛

狂歡結合得天衣無縫。 

閻連科尤其著力於描繪高愛軍、夏紅梅最初與最終的兩次身體交歡，試觀男主角在初

次接觸不舉的頹喪中聽聞紅色歌曲，瞬間又堅挺的狂喜： 

當我不顧一切地突進她的體裡那一刻，我就看見她因歡悅而叫出的喚聲，如四月

晨時的朝霞，紅光閃爍，流金溢彩，帶著極度眩暈的快樂和幸福，從我們碰撞的

身子間飛出去，掛在頭頂濃密的槐樹葉子上，把那一層層、一片片橢圓的槐葉染

成了深紅色。我看見她盼星星、盼月亮，只盼著深山出太陽的叫聲從她靈魂裡奔

出來，熾熾白白，紅紅烈烈，風風火火地從槐葉的縫裡穿過時，把槐葉的邊兒、

尖兒燒焦了，把原來有些蟲黃的槐葉燒捲了，燒乾了。那焦乾的葉兒紛紛從樹上

落下來，打著旋兒跌在我的肩膀上，落在我熱汗橫流的後背上，掛在她快活充血、

光亮四溢的臉上和胸上。（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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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大段關於身體歡快的描述，以「碰撞」、「熱汗橫流」、「快活充血」等語彙形容動作之

猛烈，那紅色的吶喊聲「熾熾白白」，「燒焦」、「燒捲」、「燒乾」等狀態，直可指涉為戰場

廝殺後的一片焦土，凡此狂歡描繪，果真將愛欲與戰火合一，是為革命與性愛的極樂戰場。

整場歡愛結束於「啊」聲中，「我們才算完結了，勝利了，陽光一片照耀大地了。」（頁 137）

照耀大地的陽光，與毛主席的紅太陽象徵互為指涉，性愛於是假革命之名達到了完美的高潮。 

至於兩人臨刑前在程寺裡的撒潑，更是一場性愛、革命、語言與歌聲合一的迷亂與狂

歡展演，「空氣中，奶白的腥味瀰漫，晶亮的汗珠飛濺，柴紅的肉香四溢；響聲飛來撞去」

（頁 368），高愛軍與夏紅梅如豬如狗，如雞如鳳。而在激情進出中所吟詠的「美身材，

麗臉龐，使我心動魄飛揚，更重要的是志同道合，都願為革命把命喪」（頁 355），更是用

革命的正當性美化性愛，在程天民面前，兩人以身體的做愛褻瀆、毀滅了「四舊」遺跡，

意圖以此完成革命。 

佛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在分析人性的驅使力、侵犯衝動的根源時，曾經

強調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對於早期性驅使力（drive）的修正看法，其

實已不再以性本能（libido）為中心，他指出破壞的激情（「死亡本能」）與愛的熱情（「生

命本能」，「性」）具有同等的力量。生命並不是被食、色所驅使，而是被兩種熱情所統禦：

愛與破壞。「人可能被愛所驅使，也可能被破壞性的激情所驅使；兩者各自滿足當事者的

存在需要。」9從高愛軍與夏紅梅的革命與戀愛行為看來，「性愛」的渴望源自本能的生理

需要，而「革命」的目標則來自人性熱情以及環境的造就。佛洛姆指出： 

人性熱情把人由物體變為英雄，使他雖然身處種種巨大的障礙之間，仍想使生命

具有意義。他要做他自己的創造者，把他未完成的生命變成有目標的生命，使他

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完整的人。10 

於是在這場性與革命，情色與暴力的戰役裡，身體一方面依循著本能橫衝直撞，一方面以

熱情為導引，展現出強烈破壞行為，並以英雄的姿態，想像及銘刻自我身體。 

小說裡，歷經一次次革命的挫敗與勝利後，地委關書記的承諾曾一度讓愛情與革命幾

乎同修正果，然而在《堅硬如水》裡，革命與性實正反同體，性一方面誘發革命，一方面

也毀了革命。同樣地，革命能激發性，但同時革命也將葬送性。11我以為「堅硬如水」的命

                                                 
9 見 E.佛洛姆（Erich Fromm）著、孟祥森譯：《人類破壞性之剖析（上冊）》（臺北：牧童出版社，

1975 年 2 月），頁 7。 
10 同前註，頁 13。 
11 相關論述可參譚華：〈互滲與互反的革命與性──閻連科《堅硬如水》一解〉，《時代文學》（雙

月上半月）第 1 期（2009 年 1 月），頁 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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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實指涉出水的兩種特質，一在於滲透，一在於潰決。革命的熱情與性愛的激情滲透人

心，使高愛軍的革命意志與性生理反應同樣堅硬剛挺，然而身體與意志的「堅硬」狀態，

有朝一日也將如大水決堤般潰退。「堅硬如水」因此既指涉了革命的剛強與漫衍，也指涉了性

愛的堅挺與潰決；而身體經受「愛」的熱情與「破壞」的熱情導引，畢竟最後同至於死域。 

（二）革命的禮物或真情的展現？ 

回觀小說首章所謂「邂逅革命」的命名，此革命表面上指涉復員回家的高愛軍，一心

一意要在小鄉鎮發動革命，但其實在路上，夏紅梅的身體與紅色歌曲的廣播，才是高愛軍

對於革命的真正邂逅。小說反覆以「紅色音樂」、「粉紅色的肉味」、「半青半甜的腥氣」等

形容高愛軍所經受的聽覺、嗅覺等感官刺激，這些氣味、色彩及聲音的形容，對於肉體所

形成的誘惑不言而喻。尤有甚者，高愛軍「把她的雙腳如口裡含花樣捧起來」（頁 47）、「捕

捉到她聳起的乳房的暄虛和硬挺」（頁 50），這些類近戀腳癖以及意淫的行徑，說明了高、

夏之間的邂逅，是以性的遐想及飢渴為開端。 

緊接著第一場革命失敗，高愛軍尋求紅梅革命情誼的撫慰未果，乃轉而以手淫方式宣

洩自我生理欲望，此處再一次展示高愛軍對於紅梅的情感，是以身體欲望之滿足為前提。

自後兩人之間一切的愛欲摸索，乃以革命之名浩蕩展開，例如： 

這當兒，她突然哐的一下把她遮在腿間的布衫扔掉了，呼的一聲把自己的全身赤

裸在了我面前。她的臉上那一刻充滿了革命者的堅信和無畏，閃著目空一切的自

豪和傲慢。「愛軍，你想看哪你就看哪吧……這輩子我夏紅梅從頭到腳，一根頭髮，

一根汗毛都給了你這個革命者，都是你高愛軍的了。」（頁 125） 

夏紅梅以「革命者的堅信和無畏」坦然裸身，而在另一名革命者的眼中，女性身體自然也

充滿了昂揚的徵候與精神。小說裡形容此刻夏紅梅的雙乳「彷彿是女人的兩顆燦爛無比的

銀日頭」（頁 126），小腹三角地帶的「毛兒每一根都想掙扎著站起來，挺起腰桿來，在光

天化日之下曬日頭，經風雨，打出一分屬於它的天下來。」（頁 127）凡此關於赤裸身軀

的描寫，在在顯示出文革時期「鐵姑娘」的標準模式，以及革命宣傳畫所形成的視覺語言，

對於女性被觀看客體所形成的影響。 

毛澤東崇尚陽性的力量，對於女性身體的最佳定義也是「不愛紅妝愛武裝」，因此，

夏紅梅在舊墳墓穴裡的一場身體演出儘管優美性感、撩動人心，然而在觀者高愛軍眼中，

女性身體已被賦予了戰鬥意義。作為社會主義的「新人」，除了思想覺悟外，此處的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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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展現出一副新的身體，這副充滿戰鬥氣息的社會主義新人身體，既符合革命文化與革命

文學12，也才足以承擔重任，成為與高愛軍攜手並行的女性革命伴侶身體。 

有論者以為高愛軍與夏紅梅之間的性愛，是「以秘不可宣的方式，完成了現實權力欲

望匱乏時的替代性補償。」13實際上，從最初的苟合到其後「每成功一次革命，就瘋一次

那事兒」（頁 191）的約定，都顯示了在高愛軍與夏紅梅的交往裡，性愛業已成為革命的

禮物，它是深化同志情革命愛的最高表現： 

我說：「紅梅，鬧不成功我能對得起革命嗎？能對得起組織嗎？能對得起你夏紅梅

脫光衣裳大半天，我想看哪你就讓我看哪的一片真情嗎？」（頁 127-128） 

此處的語調雖不乏諧謔之意，然而在兩人飢寒交迫的肉體裡，革命的膠著與性愛的焦灼互

為表裡，革命保障性愛，因此戀人間的海誓山盟，也必然以革命為前提，至此為止，高愛

軍與夏紅梅的身體仍為革命所徵用。 

然而性終究在神聖的狼籍裡結果，政治的廢墟中也能開出垃圾之花，一如閻連科其

後在《為人民服務》裡，描繪炊事員吳大旺與師長夫人劉蓮縱欲狂歡一場後，最終的情

感體驗： 

在那一刻裡，他望著她，她也望著他，不知為何，她就流出了淚水，他也就跟著

流起了淚水，彼此突然就淚流滿面，彷彿在他們麻木的內心深處，瘋狂的性事，

喚起了他們都不曾注意過的偉大的愛。（頁 139） 

這種「虛妄中的希望，偷情下的真情」14，也同樣出現在《堅硬如水》裡。高愛軍與夏紅

梅在地道裡無數次享受魚水之歡，其後甚至連革命的唇槍舌劍、辯才的激發與欣賞，也足

以帶來情感的歡愉。兩人在地道中對著毛主席像的愛情宣誓、在拘留室中的動人告白，乃

至於最終受刑前「身子貼著身子瘋狂地吻起來」（頁 390）、「我們的情滋滋發燙，我們的

愛閃閃發光」（頁 391）等激情演出，在在說明小說意在以荒誕的現實事件發展，反向驗

證愛的真實。 

                                                 
12 相關革命文化與革命文學中的身體討論，詳參馬藜：《視覺文化下的性身體敘事》（成都：四川

大學出版社，2009 年 9 月），頁 79-82。 
13 見聶偉：〈空間敘事中的歷史鏡像迷失──《堅硬如水》閱讀筆記〉，《當代作家評論》第 4 期（2002

年），頁 46。 
14 王德威語，見氏著：〈革命時代的愛與死──論閻連科的小說〉，收錄於閻連科：《為人民服務》，

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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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身體與身體／空間的互動 

高愛軍與夏紅梅的革命身體與情欲身體，在不同空間中展演的樣態，使《堅硬如水》

中的身體表現更加多元；而兩人的身體在小說中的強力形象，也必須經由貧弱身體的對

照，才能更加彰顯。以下分別論述。 

（一）革命身體與病體 

閻連科在受訪時曾自謂文革為其生命的深刻記憶與創作時的重大素材，而在很多作品

中，他著意於表現三大主題，一是權力崇拜，二是城市崇拜，三則是健康崇拜。其中「健

康崇拜」一項，乃源於家中親友病死者多，閻連科本人身體也不好。15觀諸《堅硬如水》

一書，不難發現「權力崇拜」為高愛軍革命的最大動能，「城市崇拜」在閻連科觀念裡與

「娶個城市姑娘」等同，夏紅梅可謂此崇拜與渴望的化身。至於高、夏二人強健的青春肉

體，在小說中則得到作者反覆的讚頌。夏紅梅身上有「壯美的清淡肉香」，有女人「桃花

初開、梨花初放那味道」（頁 50）。兩人熾熱的情欲與性愛交鋒隨處可見，即令交纏在空

中劈啪起火的，亦是「身強力壯的目光」（頁 216）。小說寫高、夏二人在拘留室中被困一

晝夜之情節，尤其誇大展現了青春肉體忍受折磨的極大限度。 

與此相對者，是程慶東文弱的書生形象、性無能的身體隱疾，以及程天民枯槁被縛

的身體、眼睛中流出濃稠黑血的死亡景象。作為程顥後代，程天民解放前就擔任縣民校

校長，文革期間用盡心力保護二程、朱熹著作，程慶東則謹守本分教學維生。然而知識

份子的身體貧弱且枯槁，恰與集革命、性、暴力於一身，高夏二人那青春強健的身體形

成明顯對照。 

關於政體／國體與身體／病體的討論，在中國近代史中屢見不鮮。二十世紀初期，梁

啟超所提倡的「新民說」，使身體的國家化發展，得到前所未有的理論鋪陳。梁氏將國家

比擬成人的身體，並將「新民」的身體建構視為解決國難的基本之道： 

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

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

                                                 
15 見閻連科、曉蘇：〈文學•生活•想像──閻連科訪談錄〉，《讀寫天地》第 9 期（2001 年 9 月），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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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

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16 

以新民說的論述內容而言，梁啟超是站在國族競存的立場，對整體國民體格進行理想的

塑造。隨著身體的被看重，此種以「改造人作為改造一切的基礎」之觀念，在中國始終

盛行。17 

在梁啟超的「身體改造觀」裡，中國儒教文化所規訓出的身體是病弱身體，反之，強

健的身體方能使國族強盛。依循此種將身體視為民族、國家存亡之基的敘述方式，閻連科

在小說中安排二程後人身體的頹敗，隱然有國體病弱的象徵；而拯救此病弱國體者，則唯

強力的革命英雄形象足以致之。二者的差別在於「新民說」提倡身體解放的同時，也表達

出濃厚的節制身體情欲傾向18，但新世紀的閻連科在革命的強盛身體之外，則亦放縱了性

愛的情欲身體。 

《堅硬如水》裡將高、夏二人的政治野心、旺盛的性欲以及外化的暴力傾向結合在一

起，革命者強力的身體對於反革命者身體的恫嚇，是被火燒死、被挖出眼珠、被打斷腿又

吃自己屎的懲戒與昭告；是程天青因恐懼畏罪而成的瘋癲身體，在積弱的病體之外，「成

為病體」則是反革命者的另一種懲罰。 

此外，強健的革命身體對於傳統病體最致命的一擊，尤在於以性愛方式直接參與革

命。如前所述，在《堅硬如水》中，性愛活動向來是高、夏二人鼓舞革命熱情或慶祝革命

勝利的工具，然而兩人最終的「炮」打司令部，則是性愛與革命同步摧毀程寺的雙重指涉，

換言之，性愛身體已直接參與革命身體，共同完成了對於腐敗病體的剷除。 

（二）在空間中的情欲／革命身體 

此外，《堅硬如水》裡明顯存在著兩個敘事空間：革命大業在公眾化的程村裡浩蕩展

開，性愛活動則在隱蔽的封閉空間裡暗自進行。空間的作用不僅在於指明「故事發生在這

裏」，而且是為了突出「故事在這裏的存在方式」。19高、夏二人的革命身體，在公眾化的

空間裡充滿了正當性，然而小說裡所建構的封閉空間，其實更為特殊，論者嘗將閻連科小

                                                 
16 引文見梁啟超：《飲冰室文集•新民說》（台北：新興書局，1964 年 3 月），頁 1。 
17 詳參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2001 年 1 月）一書，以上歸納尤重其第二章所討論。 
18 見李自芬：《現代性體驗與身份認同──中國現代小說的身體敘事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9

年 3 月），頁 35。 
19 見聶偉：〈空間敘事中的歷史鏡像迷失──《堅硬如水》閱讀筆記〉，《當代作家評論》第 4 期（2002

年），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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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裡所建構的空間，以「異境」、「孤島」、「絕境化」等詞彙名之20，就《堅硬如水》一書

而言，在以下三種封閉空間裡，高、夏的身體展演及與空間之間的互動，尤其耐人尋味。 

首先，是高愛軍與夏紅梅首次偷情的舊墓穴。在程村裡無法交歡的兩人，往郊外舊墓

穴尋求情欲的滿足。墓穴中，夏紅梅以光滑如女神的裸身、動人的舞蹈動作展示胴體的性

感，兩人且更商討革命大業，誓當程村的「掘墓人」。此處荒蔓的墓穴空間，實同時指涉

了處於思想封閉狀態的程村。在地理的程村空間無法偷情的兩人，於象徵的墓穴空間中，

盡情展開情欲的挑逗與革命之狂想。夏紅梅在墓穴裡的舞蹈，宛如革命的翩然而至，此處

作者以身體的異美指涉革命之魅力，「革命和愛情充滿了那墓穴，墓裡也似乎比先前亮許

多。」（頁 126）。 

然而墓穴畢竟是一想像的革命空間，兩人的激情因高愛軍的早洩而落空，此時「墓腐

的氣息和草氣、潮氣在墓裡混成青紅乳白的氣味朝墓口流過去，出口後碰上日光就煙消雲

散了，不見蹤跡了。」（頁 133）關於氣味的這段描繪，其實預示了在封閉空間裡的情欲

／革命身體，原是如夢幻想；而在現實空間裡，高愛軍與夏紅梅的革命／情欲大夢，終也

將在臨門一腳之際倏然落空。 

成就高、夏兩人的情欲渴望者，另有高愛軍苦心孤詣，花了近三年時間才終於完成的

「愛情通道」，此一封閉空間裡的「洞房」布置如下： 

地洞徹底挖通後，紅梅又用紅色防潮油紙剪了雙喜的字樣貼在土床裡，在洞房的

其餘三面洞壁上，一面釘了偉大的大畫像，一面釘了李玉河、李鐵梅、楊子榮、

柯湘、吳清華和嚴偉才的像，另一面，釘了經典的口號和標語。如「狠鬥私安（按：

應為「字」之誤）一閃念」……（頁 235） 

愛情通道的掘地而成，無疑是《堅硬如水》裡的一大奇想，作為地下的情欲空間，地洞裡

的畫像、標語和口號等布置，竟完全規仿地上的革命空間，在此封閉地洞裡，高、夏二人

乃能赤身裸體，盡情擘畫「把程崗山河重安排」的壯志。 

除了靜態的牆面布置外，通到洞裡的廣播喇叭，則更在兩人的性愛活動裡擔任要角，

高愛軍與夏紅梅在地洞裡傳達／彙報會議精神的暗語，與藉由革命歌曲助興的歡愛行為，

無疑是身體對革命的褻瀆與諷刺： 

                                                 
20 見周思輝、謝廷秋：〈在「異境」中拷問人性──解讀閻連科小說中「孤島」空間的建構〉，《河

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 23 卷第 3 期（2010 年 7 月），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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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挖通地道那一天，在那土床上完成了一次那事兒。我們還想有事兒，……試

著讓她朝我身上打了幾巴掌，那物兒果然就堅挺起來了，……在後來的日子裡，

收音擴音器和喇叭接通了，我們想有事兒時，只要把擴音器打開，……地道裡就

充滿了低沈的亢奮和紅彤彤的音樂與鑼鼓。……我就會長久地堅挺著和紅梅做事

兒。我們超幾倍地享受盡了夫妻的快樂和美好。……（頁 237） 

性愛活動中的施虐／受虐，與紅色歌曲裡的革命激情互相激盪。在地洞中做愛，走出地道

則投入火熱的戰爭，這是革命者在不同空間裡的身體演出。然而即連作為祕密基地的地

道，也充滿了擴音機、紙印畫像、標語、口號等革命象徵物，而高、夏二人在地道裡的種

種言行，諸如面對著毛主席畫像宣誓、以革命文學的創作為樂等活動，同樣能激發性愛熱

情。可見革命／情欲的身體，與革命／情欲的空間在此已合而為一，共同展現出激昂狂歡

的情調。 

然而封閉空間中的狂歡何嘗沒有暗影？程慶東在地道裡橫遭禍害的身體，揭示了從此

不再有歡樂與高潮的結局。而更早之前，在兩人首次進入此封閉空間中做愛未果、橫遭挫

折時，「馬燈裡的煤油將乾了，燈光搖晃一陣，洞房便如墳墓樣一世界的黑暗了。」（頁

230）此處「墳墓」的意象再度展現，高愛軍以強力身體所挖掘的地道，究竟是程村掘墓

者的基地？抑或終將成為革命／情欲身體的葬身之地？ 

小說裡的第三個封閉空間，則是高、夏二人後被囚禁的「特別拘留室」，此空間完全符

合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所強調的「規訓與懲罰」特質。在傅柯的觀念裡，

現代社會機制展現出密閉的空間特徵，封閉性使監視和規訓成為可能。21傅柯以空間和個體

關係作為討論中心，他認為與其說人和空間相互影響，不如說，空間對各人具備一種單向

的生產作用。試觀高、夏二人所被囚禁的特別拘留室，裡頭充滿了語錄、論斷、毛主席像

等布置，對於反革命者而言，這些布置意在通過空間達到改造個體的效應，密閉空間展現了

自身的規訓能力，自動而匿名的權力在空間裡流動，從而對個體進行思想的改造與鞏固。 

然而對高、夏而言，密閉空間裡不得踩踏毛主席像的身體懲處，反倒讓革命者以相互

對（毛）詩做遊戲反制、破解了革命八卦陣對於身體的監禁。權力藉助空間所試圖進行的

身體規訓，反向成為身體逃逸路線的展演依據。高、夏二人順利脫逃懲治的身體，無疑是

對革命規訓的一大反諷。 

                                                 
21 詳參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北京：生活•讀

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年 4 月），第三部分「規訓」及第四部分「監獄」，頁 15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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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狂歡書寫的極致展演 

關於閻連科小說的表現，已有論者指出他是個觀念性極強的作家，往往為了觀念而犧

牲細節的真實性，以致形成某種革命鬧劇；而過於漫畫式的敘述，也令讀者無法接觸到具

有痛感的「文革」歷史。22所謂細節真實性的犧牲，在《堅硬如水》裡便包括前述從拘留

室中順利脫逃一幕，至於過於漫畫式的敘述，則往往在於小說語言使用的誇大化。 

不少大陸學者對此多所批評，例如周冰心認為《堅硬如水》將「肉欲」放大、誇張、

瘋狂到難以遽收的程度，獸性般做愛的密度和頻率，已損傷到「政治荒誕」的效果，而流

入當下消費文學的敘說圈套。23陳曉蘭則以為《堅硬如水》的主題其實便是「暴力與色情」

原型的再現。24至於李顯宏更將《堅硬如水》目之為「邪典」，認為小說中修辭的狂歡化

既消解了「革命」的神聖性與莊嚴性，也放棄對「文革」歷史悲劇思想根源的追問，僅淪

為自我遊戲與自我消解，這種對於價值的取消與放逐，正是一個時代迷失的文學表達。25 

其實，除了閻連科之外，王小波（1952-1997）、余華（1960-）等在一九九○年代中

之後，也都不約而同以狂歡敘事作為文革題材創作的突破方式。緣此筆者的提問在於：相

較於王小波與余華，閻連科藉由狂歡語言，究竟意欲表達什麼樣的文革情境？  

（一）在話語中癲狂的身體 

在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1895-1975）所論及的民間詼諧文化中，有三

種基本形式的表現，包括狂歡的節慶活動、詼諧的語言作品以及不拘形迹的廣場言語等26，

閻連科的狂歡敘事，多以語言的紀事、對話和諷擬體式的辯論，形成狂歡節式的感受與表

現。王德威曾指出《堅硬如水》的新意，來自於語意系統完全封閉的排列式組合，全書最

大的特色即是「對革命話語的重寫」。27小說裡文革口號、歌曲、政治標語等革命時代的

                                                 
22 見陳思和：〈試論閻連科的《堅硬如水》中的惡魔性因素〉，收錄於閻連科：《堅硬如水》，頁 23、27。 
23 見周冰心：〈在謔謔隱喻和冷峻反諷裏考慮中國──閻連科「文革」政治人小說研究〉，《上海文

學》第 12 期（2004 年），頁 59。 
24 見陳曉蘭：〈革命背後的變態心理──關於《堅硬如水》〉，《當代作家評論》第 4 期（2002 年），

頁 52。 
25 見李顯鴻：〈正典•反典•邪典：文革題材小說中情愛修辭的價值型態〉，《社會科學論壇》第

14 期（2010 年），頁 32。 
26 見巴赫金（M.M. Bakhtin）著、夏忠憲譯：《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拉伯雷的創作與中世紀和文

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導言──問題的提出》（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年），頁 5。 
27 見王德威：〈革命時代的愛與死──論閻連科的小說〉，收錄於閻連科：《為人民服務》，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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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語句充斥，這些在主角的性愛過程中並非附屬品，而是革命本身的隱喻和表徵。例如

文中相當致力描寫的一大部分，是高、夏二人在地洞中以男女器物為題，進行革命詩的對

句；以「槍桿出政權」為題，書寫給馬列恩史毛的讚詞，此中對於種種諷擬體的吟讀和品

評，便是一場場語言狂歡的唇槍舌戰。 

此外，在性愛敘事中，高愛軍對於革命領袖語錄體、詩詞體、革命樣板戲的唱詞和對

白的生硬套用，一方面具有復原文革語境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凸顯出小說的反諷性。閻連

科慣將毛澤東著作、語錄、詩詞、樣板戲片斷等革命話語，嫁接、戲仿於性愛活動中，由

此重複形成性愛與政治話語的狂歡狀態。例如小說描寫兩人初次相遇的場景： 

溫美的日光冷凝了，空氣凝住不流了，我們彼此對望著，沒有誰說一句話，可我

似乎已經看見她把她的滌良衫兒脫下了。那布衫就放在她身旁鐵軌上，而她卻還

如原樣坐在鐵軌下的一蓬綠草上，赤條條的上身擎在半空中，就像擎在那兒的一

尊裸神一模樣，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

朝。（頁 49） 

此段話是程愛軍意淫的開端，而對於毛主席詩詞的非語境運用，嫁接其後無盡的性想像，

更形成語言與場景的喧嘩。其他如以「情愛革命事緊急，一髮之際關全局」（頁 131）、「愛

情永遠挺起槍／紅梅永遠花盛開」（頁 236）等諧謔語言，兼指私密交歡與革命事業，在

情愛中寓託革命情懷，在革命中又隱含情色隱喻，凡此亦形成文本的多音作用。張學昕、

楊亮便指出： 

閻連科在作品中一方面通過大肆鋪陳政治權力話語的方式，著力構建其在「地上」

世界中的「堅硬」姿態；而另一方面，又在「地下」世界中通過個人權力話語對

政治話語的解構，戳穿「地上」世界的虛偽和荒誕，揭示其「柔軟」的本質。作

者遊戲般地在文本內部完成了「政治話語」與「個人話語」；「堅硬」同「柔軟」

之間奇妙的轉化。……政治權力話語與個人私密性話語相雜揉所營造出的話語奇

觀，無疑是這部小說最大的藝術魅力所在。28 

行文愈至後段，此種狂歡語言更是愈演愈烈，在《堅硬如水》裡最後一場程寺裡的革

命／性愛行為中，高愛軍已處於狂亂的囈語中：「我擦好三八槍，我子彈上了膛；我背上

                                                 
28 見張學昕、楊亮：〈權力和欲望角逐的話語狂歡──論閻連科《堅硬如水》對「革命＋戀愛」模

式的解構性敘事〉，《小說評論》第 4 期（2006 年 7 月），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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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彈袋呀，勇敢上前方。我挎上了手榴彈，要消滅那蔣匪幫。我刺刀拔出鞘呀，刀刀閃閃

亮！」（頁 366-367），此處實寫即將展開的性愛行為，虛寫其後想像中的革命，形成革命

與愛情雙重狂熱的指涉。然而當革命／性愛的槍桿瞬間不舉時： 

我明白，這會兒的倒塌可不是單純我和紅梅的一件那事兒，而是一場革命的半途

而廢，一場向敵人反擊的戰鬥剛剛打響就糧盡彈絕，是敵人被我們擊潰後掉頭逃

跑時，我們拱手給他們讓開了一條路。（頁 368-369） 

以性無能寫革命事業的潰敗，將低下的肉體狂歡與革命的崇高象徵並比，是《堅硬如水》

最常使用的語言表述模式，凡此都意在以荒誕、瘋狂的性欲，隱喻同樣瘋狂、荒誕的「革

命」思想與口號，二者的合謀與同構正是閻連科小說裡一貫展現的中心意蘊。而文革的革

命性因素遂消隱於性的狂歡中，性的荒誕也瓦解了文革政治話語的嚴肅性。 

（二）創傷書寫的另類表述 

文革的創傷體驗，是中國大陸作家迄今書寫不輟的題材，張景蘭以「行走的歷史」命

名文革小說，可見創傷症候群的持續與久長。創傷如果是持續性的歷史見證，則它們如何

被反映於文本中？創傷的表述與修復究竟以何種模式進行？ 

實際上，留連創傷本就是文革後歷史文化反思的動力之一，創傷並非一次性終結的災

難事件，而是持續的、難以癒合的症狀，它會不斷地跨越歷史事件、超越時空，纏繞受難

者心理，從而形成陰影（Caruth）。關於此，王斑的提示或許可以提供某種角度的理解： 

正常的歷史書寫在創傷的陷阱前癱瘓無力。這是因為創傷性的震驚衝撞心理結

構，摧殘由文化和意義系統所支撐的、具有自我保護功能的意識和情感結構。震

驚的效應穿越正常意識與感覺，無法由意識進行篩選登錄到記憶中無法編寫進敘

述和歷史中，無法界定創傷事件在時間鏈條和空間中的位置。29 

可見創傷不僅是個體的肉身與心靈經驗，尚且聯繫到歷史的見證與詮釋問題。 

創傷書寫對於每一代人各有其存在意義。初始的文革書寫，其間難免存在意識形態作

用的遺跡；一九九○年代以降，關於「歷史書寫」的性質則開始蛻變，記憶活動質疑、拆

                                                 
29 見王斑：〈創傷基調的革命後歷史：本雅明的啟示〉，收錄於氏作：《歷史與記憶：全球現代性的

質疑》（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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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宏大的歷史敘述。從寫作潮流的發展，可以看出某種解構官方歷史的企圖，然而，狂歡

為什麼會出現於當代中國文壇？作為直接涉入文革歷史的「一九五○年代作家群」，王小

波、閻連科等人對於文革題材小說的狂歡敘事，又是否等同於西方所謂的「狂歡節」概念？ 

其實，關於「狂歡」的意涵言人人殊，巴赫汀的「狂歡節」本質上是一種集體性的活

動，沒有演員和觀眾之分，「而且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其中，因為從其觀念上說，它是全

民的。」30就此而言，余華《兄弟》裡的文革場景，可能較近於集體性的狂歡書寫，然而

廣場上的主角李光頭之形象與行為，對於時代並不具備顛覆性意義，僅呈現為一種原始生

命力的象徵。相對於此，先於余華的王小波及閻連科對於文革題材的書寫，則較近於個體

化狂歡。《堅硬如水》裡的高愛軍與夏紅梅，在「地上」革命事業裡，雖然始終意圖鼓譟

出一種集體性的狂歡，但最後不過淪為兩名革命狂魔症者的暴力雙簧表演。小說中更致力

描寫的，其實是「地下」私人的性愛歡愉。因此，就集體與個體的狂歡角度言，《堅硬如

水》裡所展現的情境概念便與巴赫金相異。更何況較諸西方的「狂歡節」，中國的文革狂

歡往往以鮮血和生命為前提，因此平添悲劇氛圍。 

以上是就狂歡所表現的型態論述。再就狂歡所呈現的語言及行為意義而言，在巴赫金

的觀念裡，狂歡節中所有語言的改編、降格與褻瀆，都洋溢著變異、交替和更新的激情，

充溢著對占統治地位的真理和權力可笑的相對性意識31，而對於崇高主體的貶低化，則「不

僅具有毀滅、否定的意義，而且也具有肯定的、再生的意義：它是雙重性的，它同時既否

定又肯定。」32可見「眾聲喧嘩」的話語是一種美學觀念的顛覆，它可以摧毀獨白時期的

一元化思維，也能夠反諷社會怪誕現象，然而是否能夠產生新生的效果，則端視作品對狂

歡化敘事手法的運用而定。 

以《堅硬如水》裡的語言表述效果而論，對於主義、領袖話語的嫁接與非語境使用，

確實顛覆並拆解了崇高論述的神聖性，在這樣的語言情境裡，彷彿也創造了新的革命契

機。然而此種契機除了顛覆之外，是否也隱含著創造性？ 

陳思和曾經以「惡魔性」因素詮釋閻連科小說的書寫特色，所謂「惡魔性」因素，乃

隱指大破壞中包含著大創造，他舉例說明《堅硬如水》中「二程故里」及其後代的生命力

是枯萎的，「他們雖生猶死，高愛軍的惡魔性正是在反抗這種巨大的社會道德壓抑中噴薄

而出，他與夏紅梅的偉大情慾在種種見不得人的壓抑與仄逼中開放出驚心動魄的生命之

                                                 
30 見巴赫金（M.M. Bakhtin）著、夏忠憲譯：《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拉伯雷的創作與中世紀和文

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導言──問題的提出》，頁 8。 
31 同前註，頁 13。 
32 同註 30，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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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33然而這種毀滅性的性愛關係所激發出的生命力，又是否即是巴赫金「身體原則」

所隱含的厚生惡死前提？ 

高愛軍與夏紅梅的情欲在革命語境裡固然得到合理化，也一定程度顛覆了崇高政體，

然而閻連科所著重者，其實仍在於個體欲望匱乏之滿足，此欲望的匱乏一為性愛，一為權

力。在高、夏二人身上所體現的性愛，比較侷限於欲望滿足的軀體之性，至於巴赫金所闡

釋的性，則更多是「對相關性的生育、交媾……和世界相交通的開口處的突出，表現的是

軀體和世界融為一體」，其最終且必須體現為一種「最美好的願望與追求。」34換言之，

閻連科在《堅硬如水》裡，固然充滿了生活的物質－肉體因素之書寫，然而其所表現的性

愛欲望，比較近於一種權力的替代與張揚，以及個人主體性的否定和破壞，箇中顛覆意義

誠然強大，背後卻缺少了建構的新生意涵。 

若論以狂歡同時展現破壞與再生，在完成否定意義的同時，也產生再生和更新效果

者，則王小波的文革題材小說如〈黃金時代〉等，在個體存在意義挺立的情境裡，可能更

能凸顯此再生意涵。至於閻連科所描寫的性則較近於本能主義，性愛褻瀆並解消、破壞了

革命的神聖性；而高、夏二人所念茲在茲的偽革命／真奪權，卻又反向消解了革命所預示

的新生內涵。無論如何，閻連科畢竟打開了政治革命與身體關係敘事的另一個空間，他最

大的目的也許在於以生命原始力量的瘋狂和迷亂，來抗擊文革荒誕的社會現實。 

六、「革命加戀愛」題材的意義轉化 

閻連科在小說表現手法方面，與巴赫金「狂歡節」理論的比較略如上述。至於題材擇

取方面，《堅硬如水》以性愛身體展現文革時期的混亂情境，因此亦常被拿來與「革命加

戀愛」小說相提並論。 

已有不少論者指出，《堅硬如水》可以視為一九二○年代末以來「革命加戀愛」模式

的新變體，「其『新』就表現在它在以情愛解構『革命』」35，「閻連科將性與政治糾結在

一起，實質上是以性來重新梳理政治的結構，從中以非理性因子提取理性的因子，代之以

原欲與衝動，進而達到解構與顛覆權力政治話語的目的。」36本此，所謂的「革命加戀愛」

                                                 
33 見陳思和：〈試論閻連科的《堅硬如水》中的惡魔性因素〉，收錄於閻連科：《堅硬如水》，頁 19。 
34 見秦勇：《巴赫金軀體理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 5 月），頁 21、161。 
35 見李顯鴻：〈正典•反典•邪典：文革題材小說中情愛修辭的價值型態〉，《社會科學論壇》第

14 期（2010 年），頁 32。 
36 見張學昕、楊亮：〈權力和欲望角逐的話語狂歡──論閻連科《堅硬如水》對「革命+戀愛」模

式的解構性敘事〉，《小說評論》第 4 期（2006 年 7 月），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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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一般表現為何？是否必然以理性因子行之？而閻連科的解構性敘事，又透過何種要

素完成？以下分別論述。 

（一）「革命加戀愛」模式的形成 

「革命加戀愛」的敘事模式，最早出現在一九二、三○年代以蔣光慈、洪靈菲等為代

表的早期「普羅文學」作品中，五四時期個性解放、戀愛自由的命題，在當時革命浪潮日

益高漲的環境下，漸漸從「個人本位」轉為「集體認同」，革命與政治也成為文學上的重

大主題。劉劍梅曾經指出在聚焦二者關係的研究中，孟悅著重於討論毛澤東時代「革命」

話語規範的壓抑性，指出革命話語限制並且壓抑了個人的欲望、情愛、性、自我以及其他

感情。王斑則認為此種解讀在政治表達與身體力量之間進行了二分法，他反而強調共產主

義文化本身就包含著許多性衝動，是性欲的某種體現，所以革命話語中所指涉的愛與幸福

早已超越了異性之間的戀愛。 

然而劉劍梅以為在很大程度上，這些解釋並「沒有考慮到任何一個單一的模式都無法

恰當地解釋關於革命與戀愛之間的關係」。37事實上，在茅盾於一九三五年所指出的「革

命產生戀愛」、「革命決定戀愛」以及「為革命而犧牲戀愛」38諸種情節模式中，我們也可

以看到知識份子在革命與戀愛之間所作的種種掙扎與取捨，其中固然充斥了「充滿誘惑力

的女革命者」39形象，有著放蕩的身體加上革命的精神，因此性解放與集體的革命激情之

間，可以得到和諧的表述與解決。然而更多時候，「革命加戀愛」模式的小說意在強調：

只有通過集體的奮鬥，個人的幸福才得以實現。在此理念下所展現的作家創作意識，其實

相當分裂： 

那些左翼作家，被建立強大的中國的烏托邦理想所驅使，不僅在小說中也在現實

中熱情地擁抱革命和愛情，但是卻很快就感到沮喪與彷徨，因為他們發現自己處

於理想與現實、自我和民族、進步和傳統、陽剛的革命精神與陰柔的感傷主義的

兩難困境中。或者我們也可以說，他們對「革命加戀愛」這種寫作模式非常著迷，

是因為這一模式提供了一個最佳的場所，讓他們徘徊在這些困境與矛盾中，讓他們的

痛苦經驗得以具體地表現。雖然他們顯得相當浪漫，並且充滿了激情，但他們同時也

                                                 
37 見劉劍梅著、郭冰茹譯：〈革命加戀愛：政治與性別身份的互動〉，《當代作家評論》第 5 期（2007

年 9 月），頁 133。 
38 見茅盾：〈「革命」與「戀愛」的公式〉，收錄於茅盾著、《茅盾全集》委員會編：《茅盾全集•卷

20》（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年），頁 339。 
39 見劉劍梅著、郭冰茹譯：〈革命加戀愛：政治與性別身份的互動〉，《當代作家評論》第 5 期（2007

年 9 月），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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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精神分裂的──典型的現代精神狀態，源於他們對個人幸福和國家理想的痛苦的

追求。40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蔣光慈、丁玲、茅盾諸人的小說裡，都充滿革命者徬徨的身影，

從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首章〈革命加戀愛〉裡對茅盾、蔣光慈、白

薇生活經歷所做的考察與研究，也可以印證作家不僅僅是書寫，同時也親身演繹了現代中

國虛構的現實主義。知識份子一方面希望能夠達到自我實現，另一方面卻更渴求穩定的集

體環境，以支援他們實現此一目的，於是只好在個人與集體之間痛苦地擺盪。 

在「革命加戀愛」小說中，雖然很多時候「愛」是革命的本源性力量41，但更不容否

認的是，「革命」往往也成為愛的確認物與替代物：在革命與戀愛相容的狀況下，革命是

欲望的替代或轉移；而在革命與戀愛不相容的狀況下，革命則表現出對欲望的辨別、瓦解

或分離作用。42從「小我」昇華到「大我」，由「私人的愛」昇華到「集體的愛」，於是成

為「革命加戀愛」小說最終的明確導向。 

（二）身體力量的強大展現 

行至新世紀，一九二、三○年代知識份子在小我與大我關係中的諸種擺盪與折衝，已

不見於閻連科小說中。《堅硬如水》裡高愛軍與夏紅梅的初次邂逅，固然充滿了性欲受到

壓抑的勃發本能，然而此本能很快便經過「革命」確認，從而有了堅定不疑的發展方向。

夏紅梅回村後的婉拒與懊悔，在高愛軍決定成立革命組織之際，遽轉為狂放的愛欲與革命

的偉大動能，性愛與革命立刻完美地合而為一。高、夏二人的性愛雖以革命為前提，但革

命卻決定並增長了個人欲望的強烈度，性愛欲望已完全被堅定的「革命」意圖所統括。 

觀察大陸當代小說自一九八○年代以降的發展，以愛情／性來描述革命／政治的作品

其實為數不少，例如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憶〈崗上的世紀〉

等。陳平原曾指出一種小說敘事模式的誕生與變遷，應有其相應的心理與文化背景43，據

此觀察，如果一九二、三○年代「革命加戀愛」模式小說的出現，顯示了五四時期「禮教」

與「愛情」衝突的問題，已轉為革命時期「戀愛」與「革命」的取捨，則閻連科等以性愛

                                                 
40 同註 39，頁 140。 
41 相關論述參見李蓉：《中國現代文學的身體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 9 月），

頁 110-112。 
42 見賀桂梅：〈「革命+戀愛」模式解析──早期普羅小說釋讀〉，《文藝爭鳴》第 4 期（2006 年 4

月），頁 83。 
43 見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第一章 導言》（臺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 5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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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革命，又是基於何種時代語境及社會變遷情況而使用的策略？它果真是「暴力」與「言

情」結合的通俗小說策略之挪用，或是基於消費傾向的考量？ 

我以為閻連科在新世紀初寫就《堅硬如水》、《為人民服務》等小說，一方面是基於個

人文學觀的省悟，與對寫作自由的追尋44，另一方面，也回顧並表現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性

愛受到壓抑、憧憬遭受挫折的狀況。一九二○年代的神聖革命，曾經以創造美好未來為最

終歸趨，知識份子也欣然擁抱革命，然而一場「文化大革命」，中斷了中國人對於革命能

夠創建美好未來的想像。革命既然無能給予大眾一個理想世界，閻連科小說中的人物，便

只好另創屬於個人的願景，那就是權力和性愛結合的美好人生。毛澤東時代的革命話語，

曾經影響並確立了一定的性別規範；而因為性的壓抑，閻連科更要以身體敘事來反向顛

覆、解構革命的崇高性，在敘事結構中，身體原欲乃成為強大而有力的推動因素。 

性愛、革命與美好人生如何結合？在《堅硬如水》裡，閻連科用縱欲的身體敘事替換

了迷亂的政治敘事，瘋狂的政治思想也與著魔的身體互為隱喻。在熱烈的性愛活動裡，「我

們每一次事後躺在床上，都說『革命值了哩，死了也值啦！』」（頁 237）此處以私我性愛

指涉美好人生的歸趨，革命的目的就算停留於此亦「值了哩」，亦算達成了革命的目標。

而在《為人民服務》裡，吳大旺的滿腔熱情，則同時表現在對黨的忠誠及對性的服務上。

性、欲望與政治、革命之間的關係，乃成為兩條清晰的敘事線，「原欲」成為其中最重要

的元素，它消解以革命為名的高尚愛情，以及成就美好愛情的革命正義，在看似建構「革

命加戀愛」的敘事模式中，反而完成了最本質的解構，並顛覆了曾由革命與愛情建構起來

的政治理性結構。 

我們也看到在此敘事策略下，女性身體業已由過去「革命加戀愛」小說中被選擇與決

定的客體，一轉為自主與強力的欲望主體。相較於高愛軍「那話兒不行」的憂慮與恐懼，

夏紅梅所展現者更是健美的青春肉體，那隨時臉泛紅光的渴望，凸顯了身體與個人欲望的

存在，也揭示了女性身體由革命裝飾走向革命力量的過程。 

總之，一九二○年代將「欲望政治化」的經典革命文本，現今已以「政治的欲望化」

形成反寫與顛覆作用，亦即透過將革命欲望「還原」為性欲關係，來達到瓦解革命主流的

目的45，這是閻連科在《堅硬如水》裡對於「革命加戀愛」題材小說的轉化；而其中最重

要的元素，正是身體原欲的放大與強化表現。 

                                                 
44 針對《堅硬如水》、《受活》等作品受到關注與爭論的現象，閻連科堅持自己「只是一種『個人

主義寫作』而已。這裡說的個人主義，並非『個己式』的私人寫作，而是『一個人寫作精神的

自由』。」見閻連科：《閻連科小說精選集•小傳》（臺北：新地文化藝術有限公司，2010 年 4
月），頁 ii。 

45 見賀桂梅：〈「革命+戀愛」模式解析──早期普羅小說釋讀〉，《文藝爭鳴》第 4 期（2006 年 4
月），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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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結 

在「革命加戀愛」小說的構造與轉向裡，還需注意到的一點，是過去的「革命加戀愛」

小說，往往與特定的歷史主體即「知識份子」結合在一起，然而行至新世紀，閻連科則將

主角由當時爭論不休的知識份子性格改造論，置換為貨真價實的工農大眾主體。 

儘管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已失卻崇高本質，然而在《堅硬如水》裡，農民出身的

高愛軍依然深信「受壓迫和剝削的人們只有革命才能有出路，不革命就只能活在黑暗中」

（頁 57），「對於革命者，奇蹟只能靠革命來創造，革命是一切奇蹟的泉源」（頁 134）。在

小說情節演示中，原欲之所以具有強大的趨力，其最大根源仍在於高、夏二人相信革命、

相信機遇，故能以強大的身體欲力，追求愛情與地位的獲得。閻連科曾經在訪談中提到對

於《堅硬如水》裡主角塑造的用意： 

我客觀地反映了他（按：指高愛軍），批判與讚揚，愛與恨，我都無所謂，在農村

那種環境，他永遠是一個懷才不遇的人，「文革」給他提供了一個機遇，他可能出

現了很多越軌的行為，但他的才華也得到了釋放。46 

於是在小說中，我們不斷看到高愛軍做為政治家、軍事家、革命家等的種種才華，革命的

熱情幾度激發並拯救了他，然而「此」革命早已非「彼」革命，在以私欲為前提的考量下，

地委關書記對江青密而不宣的情欲與權力想望，乃成為（偽）革命者對（偽）革命者最終

的打壓與懲治。 

由此我們又可看到，藉由身體原欲的書寫，閻連科一方面消解了文革的神聖性，另一

方面也呈現了人性的愚昧。如果說王小波的文革敘事彰顯了身體對於政治的嘲弄和解構，

那麼在閻連科的小說中，「革命」與「性」則往往同質，都是原始本能非正常的宣洩和釋

放手段。然而在反諷革命的荒謬、嘲弄革命的神聖性之餘，閻連科其實也意在呈現：高愛

軍與夏紅梅的身體原欲所激發出的能量，對於性愛與革命，有著何等熱烈而荒涼的執迷，

並由此深刻傳達出在文革時期，所有「革命狂魔症」者的可悲與可憐。 

                                                 
46 見姜廣平：《經過與穿越：與當代著名作家對話》（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 1 月）），

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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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ppiest Battlefield of Revolution and Sex: 
Body Writing in Yan Lianke’s Hard Like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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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an Lianke (閻連科) (1958-) used to describe the sufferings of the lower class of the 

Chinese local society. From late in the 1990s, he adds a carnivalesque hue into his suffering 

writing and writes farces interlaced with crying and laughing by way of “revolution and love”. 

In Hard Like Water (《堅硬如水》) (2001), Yan re-tells the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volutionary ideas and sexual passion stir each other in the novel. His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disorders, sexual passion and sexual abuse are usually regarded as “abnormal 

psychology”. Besides, the novels are full of slogans and song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y 

grafting, copying and repeating Mao Zedong’s writings and quotations, Yan creates 

carnivalesque of sex and politics.  

In Hard Like Water, Yan practices repeated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volution and sex. 

Does it inherit and distort the “revolution and love” novels from the 1920s? What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ody and body’ and ‘body and space’? What situa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oes Yan intend to express by way of the carnivalesque language? Does the 

carnivalesque narrative display regeneration from damage? All of these are the topics I will 

discuss in the article. 

Keywords: Yan Lianke, Hard Like Water, body, revolution, sex, carnivalesq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