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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乳肥臀》之民间百姓的精神世界

陶 涛

摘 要

 本文主要研究莫言小说《丰乳肥臀》中民间百姓的精神世界。笔者通过仔细

研读莫言的《丰乳肥臀》和有关评论莫言《丰乳肥臀》的文章，将其中的体现民

间百姓精神世界的地方进行归类分析。

 经过研究，笔者发现莫言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他对中国广大民间百

姓的精神世界的冲击予以极大的关注。莫言对文中的农村社会的变化，农民以及

农村妇女的精神世界进行了精心的描写和刻画。本文立足于小说，以一种独特、

深入、细致的笔触书述说着中国民间百姓的人生的痛苦，对广大农民和农村妇女

给与极大的关注、深切的怜悯、无限的同情，描绘了社会中的普通民间百姓的悲

惨命运，执着地探寻着中国民间百姓生命的意义，流露出对中国民间百姓生存问

题从骨子里的悲悯之情。

 总而言之，本文为读者能进一步了解小说中民间百姓的精神世界和作者的写

作意图提供了有力的帮助，更能为后者对中国民间百姓形象的刻画和描写提供了

很多的借鉴。

关键词：丰乳肥臀  民间百姓   精神世界  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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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这里农村人口将近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0%；农业人口高达7

亿人，占产业总人口的50.1%。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考虑农业自身的体系化发展，也

必须要考虑三大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关系十分重大，它不仅仅是广大

农民群众的深切盼望，同时也是目前中国党和政府的头等大事。

 莫言是个地道的农民，从小在农村长大，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回乡务农近十年。他

长期参加农业劳动，对农民的生活状态、精神面貌知根知底，亲身见证了农村的多次变

革。莫言的作品贴近生活，具有浓重的乡土味。他笔下描述的乡村世界就是自己对于乡土

中国苦难的体验以及感悟。他的农民题材小说，传递了长期以来受压迫、被轻视的农民们

的心声。对弱势群体的谋生诉求的关注也是莫言作品的一大特色。莫言用犀利的文笔在《

丰乳肥臀中》表达了自己对农民群众的关注和关怀，并借作品替他们的生存状态进行诉

求。

一、对农民的关注
 莫言笔下的农民大多勤劳，勇敢，善良，却饱受贫穷、饥饿的折磨。

     （一）有胆识又善良的樊三大爷
 上官家一人一兽难产的那天，上官吕氏支使上官寿喜去请来了是医生也是“弓子手”

的樊三大爷，当樊三大爷一见到倒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产驴时，早已微醺的他酒马上醒了

一大半，唠叨责怪别人为什么不早点叫他，随后在他的妙手下，愣是让难产的驴生下了一

头小骡子。

 在战乱饥荒的年代，为了保护家乡自然资源的，樊三大爷纠集村里的男人，发起了驱

赶外乡人的活动。他是非常有策略的，先去积极地动员村民，煽起了村民们对外乡人的仇

恨，接着在与外乡人战斗中，他再先去跟外乡人说理，并礼貌的请求外乡人离开。

 在村民大军去县城喝腊八粥的路上，因为严寒，许多人都快被冻僵，要被冻死的危急

关头，樊三大爷义无反顾的脱下自己的羊皮袄点燃，光着身子喊道，“乡亲们啊——千万

别坐下——千万别坐下——坐下就冻死啊——乡亲们起来啊——往前走——往前走是生，

坐下就是死呀——①”，他用火光和呐喊声，唤醒了村民们的理智，自己却死在了清晨的朝

阳里。

 樊三大爷是一个朴实的农民，农村医生，虽贪杯好肉，骨子里却又一股子韧劲，一股

子天生的良善。骨子里透露出来的正是中国民间百姓的所具有的善良、坚韧、乐于助人。 

     （二）车夫王金和他儿子
 在一次行军路上，运粮队里有一辆车的车轮断了车轴，因为粮车掉了队，车夫王金被

指导员独臂人抡了一下子打出了鼻血，指导员打算让他和儿子扛着二百四十斤的小米继续

前进，王金苦苦的哀求着指导员，从王金的嘴里我们知道了这辆坏了的小车还是借王金姑

姑家的。作者在这里给了车夫王金的儿子一个特写，描述到王金的儿子是一个头上生着

疮，嘴角溃烂的十五岁少年，身上穿的衬衫是没有纽扣的，腰里随便扎着一根草绳。

①莫言.丰乳肥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26



16  ปีที ่11 ฉบบัที ่21 มกราคม – มถุินายน 2559

 这样一个穷困潦倒的少年，在战争年代甘为苦力，毫无怨言默默与父亲一起成为保家

卫国的一份子，有国才有家，家国观念植根于广大农民的心中。为国为家，他们愿意吃苦

耐劳，隐忍劳动。

     （三）剃头匠王超
 土改时，划分成分，剃头匠王超是个手艺人，被划分为中农，他推着自己的小推车也

行进在撤退路上，却被正在赶往前线的指导员独臂人一口认定是个吃剥削饭的寄生虫，非

要强征王超用了半辈子的积蓄才买的小推车运粮，半夜下起冻雨的时候，王超失去生活信

念上吊死了。清晨人们发现了他，也发现了几十具被冻死的尸体，人们搏命的去争抢着王

超及那些尸体上可保暖的一切物品，无人理睬并掩埋尸体。

 王超，一个淳朴的手工艺人。他勤俭节约，积极向上，穷尽半生积蓄换来了一辆小

车，在战乱年代，不堪忍受精神上的欺辱，精神崩溃而自杀。

 （四）打鸟专家鸟儿韩
 鸟儿韩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因逃避饥荒来到了高密东北乡，为了给包括自己在内的外

乡人争得落脚之地，母亲在乱战中惨死；因为打得一手好弹弓，几乎天天给予上官家一只

鸟为食物，与上官家的三女儿暗生情愫；因为身强体壮，被抓去日本做了壮丁，历经艰

辛，逃出了日本矿区，栖身于大树林里，十几年饱受寒冷、饥饿、伤病、恐怖、惆怅的折

磨，成为名副其实的野人，被日本猎户发现时，勉强能在纸上写出了“中国”两字而被送

回了中国。

      “鸟儿韩”宁愿做野人，也不愿被囚禁奴役，躲在深山多年，在语言丧失殆尽之际，

还能记得“中国”二字。可见，中华儿女的坚韧以及她们的思乡情结，根深蒂固。

 （五）一些普通的民众

 在鲁立人带领大家撤退路上，几十个民夫抬着县府印刷机器和县大队修械所车床的民

夫队，那些黑色的汉子们穿着单衣，沉重的机器压得这些民夫咧嘴皱眉走得摇摇摆摆。遒

劲的西北风刮着，刮起了一团团碱、盐、硝的混合物白色烟尘，让人眼流泪，沾到皮上皮

肤疼痛。

 不论是这些平凡不起眼农夫的默默付出，还是樊三大爷的舍生，王金和他的儿子和王

超的隐忍，“鸟儿韩”思乡情结，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民间百姓的精神世界。

二、对农村妇女的关注
 莫言的母亲就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莫言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因为跟着母亲一起

去干农活，去市场卖东西，莫言切身感受到了母亲的正直，勤劳，坚韧，顽强，他的母亲

在刚生完产就要去晒场上劳作，从而落下了月子病，也因为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差，得不

到很好的治疗。莫言母亲的逝世，更让他坚定了写一部作品祭奠母亲，以及反映千千万万

农村妇女生活现状的作品。

 上官鲁氏自从嫁入上官家，不能生育一事深深的困扰并折磨着她，精神上受尽婆婆的

凌辱，身体上受尽丈夫上官寿喜的凌虐。姑姑为她想出了借种生子的办法，一个个女儿的

出生，不仅没让自己的状况变好，反而更加的悲惨，为了替上官家生个儿子，去跟不同的

男人借种生子。

 中华民族有许多优秀的传统美德，也有许多民俗习惯。中国地大物博，南北在吃穿住

用行等各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差异，但有一件事不受地域限制的，有着惊人的相似点，那就

是传宗接代。每个家族都希望家中续有男丁，使家族一代一代传下去，继承祖业，延续后

代是每位家庭成员的责任。“养儿防老”这种观念一直延续至今，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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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为汉族人口，汉族人以农耕为主，中

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历史，农民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土地可以说是农民的命根子。

在相对落后的传统经济条件和生产技术下，人丁兴旺和富足的劳动力便成了社会强盛、家

庭幸福的重要标志。在中国，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形态是农民们的最终归属。农

民生产出的产品首先主要是满足其整个家庭的基本需求，这样，家庭就成为了人们最基本

的生活单位。他们希望通过自己辛勤的耕种，换取生活必须用品，以此来满足整个家庭的

需求。在他们的观念中，每个人只有在家庭中才能寻觅到人生的意义，而保证家庭的继承

和发展就成为每个人必须承担的责任。

（一）农耕劳作是农民的天性
 日本侵略者扫荡了高密东北乡后的第一个寒冬，上官鲁氏让他的孩子们往地窖口搬运

萝卜，小雪花飘着，上官家的孩子们穿着单薄的衣裳，在寒风中瑟缩着他们的脖子。上官

鲁氏为如何给她的孩子们做过冬的棉衣发愁的时候，二姐上官招弟提出卖黑驴和小骡子来

换取棉花和布匹的办法，却被上官鲁氏一口否决。上官鲁氏认为，卖了黑驴和骡子，明年

开春后就没有了种地的牲畜。上官鲁氏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决定卖了骡子。五姐上

官盼弟不同意卖骡子，她认为家里麦子很多，应卖麦子。上官鲁氏不予理会她的提议。土

地和种子是农民的命根子，这些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不到万不得已，农民是不会出售土

地和种子的，他们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农耕劳作是农民的天性。

 （二）劳动力是农村生活的基本单位
 农村生活中，男子基本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妇女大多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在相对

落后的传统经济条件和生产技术下，农耕社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有时农村妇女也不得不

被迫成为劳动力，以便能及时的完成家中的农活。

  在作品中，作者给我们描述了一段凄惨的农妇劳作的过程：在上官鲁氏刚生完四

女儿，双腿还淋漓地吊着鲜血的时候，就在婆婆上官吕氏的逼迫下到场院里打谷子，上官

鲁氏拖着软绵绵的双腿，强忍刚生完子的巨痛来到烈日下的场子上却被丈夫辱骂。麦粒的

香味，丰收的喜悦，让一个刚生产完的农妇顶着残破的身子拼命的劳作，而上官鲁氏的丈

夫和公公却在一旁纳凉。作者在这里给我们展现了一个苦难的韧性母亲形象。上官鲁氏再

苦再痛也忍下来了，只因为她刚生下的第四个孩子还是女儿身，没有尽到传宗接代职责，

在家中毫无地位和价值，无人关心她的身体，根本没有所谓的“坐月子”，只有劳动才能

让她获得些许的价值。这样的苦难是莫言的母亲亲身经历过的，童年的他切身经历过这样

的事情，笔下缓缓道来，让人触目惊人。

（三）生儿子是农村妇女获得尊严与地位的需求
 在莫言的小说中，上官鲁氏为了自己的尊严，也为了获得在家庭中的地位，不断地违

背伦理道德去借种生子。上官家八个女儿相继出生，上官鲁氏所遭受的非人的待遇，表明

封建男权社会“夫为妻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思想影响着人们。在上官鲁氏生

金童时，上官吕氏已经说得很明白，“没有儿子，你一辈子都是奴；有了儿子，你立马就

是主①。”上官家之所以有这么多女儿也正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有如此多的女儿，而是希望得

到一个能够延续香火的男性后裔。上官来弟、招弟、领弟、想弟、盼弟、念弟、求弟这一

连串的名字，表明了上官家深受封建儒家男权思想的影响，可以说上官一家是中国千千万

①莫言.丰乳肥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8

①莫言.丰乳肥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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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庭的一个缩在农村，人们对男丁的需求是几千年来封建制度下的产物，也是一件十分

顺理成章的事情。家中男子可以娶妻生子，让家里人丁兴旺，而女子都是要嫁出去的，俗

话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父母费尽艰辛养大的女儿最终也会成为别人家的媳

妇，女子不能为自家带来更多劳动力，也不能延续家族的血脉。

 上官家的几个女儿都是年纪轻轻就想嫁人，要跟着自己男人闯天下，战乱不事生产是

一大原因，更深的原因是上官家的女儿们想摆脱自己“当牛做马”的命运。女子在农村家

庭里几乎是被漠视的一个群体，她们在身体和心理上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她们渴望摆脱

这种命运，不断的挣扎和找寻，只有走出去才能使得她们脱离这种低贱命运，上官家女儿

们不断地走出去正是她们自我意识的觉醒的体现，也是作者给予农村妇女的人文关怀。他

借作品唤醒农村女性们的自我意识，希望让农村的妇女们能做自己的主。莫言在关注农村

妇女的精神世界的同时，也对她们的身体健康予以极大的关怀。

 （四）全家的希望——上官金童

 上官家族贯穿于整本书，女性角色占了多数。上官鲁氏一生八女一子，在没有生出金

童之前，他的希望是要个儿子，有了儿子之后，他的希望就是儿子能够像个男人似的活

着。上官金童直到七岁还是一个掉在娘奶上的小子，为了给他戒奶，上官鲁氏在奶头上涂

辣椒油，戴上铁罩子。上官金童一次次绝食反抗，他为了一口娘奶甚至寻死，直至上官金

童成人后被确诊患了“恋乳”幻想症。这个病症导致他生命垂危，是母亲上官鲁氏请来独

乳老金，用老金的奶头唤醒了上官金童的意识。工作无成，婚姻失败，他不能像个男人般

的活着，被女人一次次的嫌弃。

 作者笔下的上官金童始终被病态缠绕着，却自始至终是全家人的希望。四姐上官想弟

为家卖身进妓院时说：“金童啊金童，你好好长，快快长，咱们上官家可全靠你了①！”众

人给司马库送行时，司马库说道：“小舅子，你好好长吧，你二姐生前最喜欢你。她常跟

我说，金童会有大出息②”。独乳老金用乳头把上官金童从死亡线上救下以后，上官金童

责怪母亲为什么不让独乳老金来家里了。上官鲁氏嘶吼着对金童说，“你给我有点出息

吧，你要是我的儿子，就去找她，我已经不需要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儿子，我要的是像司马

库一样、像鸟儿韩一样能给我闯出祸来的儿子，我要一个真正站着撒尿的男人③！”全家对

上官金童都抱着极大的希望，都对上官金童寄予着家族传承和兴旺的厚望。

 在儒家文化取得统治地位时，通过儒家文化确立起来的“男权”秩序一直扎根在几千

年的封建社会里。在封建思想长久的统治和笼罩下的农村社会，家中的男丁有着传宗接代

的任务，他肩负着家族人丁兴旺的使命，承担着使继承和发展家业的责任。生产力决定生

产关系，正是农村社会中繁重的农村生活对于劳动力的极大需求，致使“重男轻女”的观

念代代传承，经久不衰。

三、上官家女人们的思想解放

 （一）上官鲁氏残忍杀害婆婆

 为了保护女儿上官玉女，婆婆上官吕氏被上官鲁氏亲手杀死了。在作品最后一卷有所

交代，上官鲁氏是为了救女儿才“失手”杀死婆婆的，其实在作品一开头婆婆上官吕氏就

对上官鲁氏进行精神和肉体的凌辱，她杀死上官吕氏，也是借此机会宣泄对婆婆、对上官

家满腔的怨恨了。小说中上官鲁氏暴力的“合法性”、可同情性，来自开篇所述说的婆婆

和丈夫对她的精神虐待及家暴行为。

①莫言.丰乳肥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253

①莫言.丰乳肥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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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中对上官鲁氏的形象的叛逆与反抗的书写是针对封建压迫与政治军事斗争中的非

人道方面。作者这样描写，也可看作他对以往的革命历史叙事的颠覆和反叛。

 作为男人就是要保家卫国，作为母亲最神圣的天职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孩子们。这是作

者想透过作品暗示给大家的伦理观。在那个年代也存在着许多的母亲，她们爱护并疼惜自

己的子女，为了自己以及子女们的生存不断地奋斗、她们的挣扎是十分值得我们同情的，

因此，我们对她们不应该苛刻和责怪。

 莫言以清冷的笔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

的人鲁莽、无助、品德和残酷交战，引领读者往人性深处思考，小说鞭挞了旧时代，对新

制度下的丑恶与腐败也予以不客气的揭露。

 （二）女儿不听母亲劝告，自主嫁人

 上官鲁氏的女儿们大多都是大胆干练，敢作敢为的，这使得上官家族里，女性理所当

然成了家庭的支柱。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女性权利的张扬，那就

是她们要求自己把握自己人生的权力。

 大姐来弟对嫁给土匪头子沙月亮感到知足，母亲则觉得来弟嫁谁都不能嫁沙月亮，他

们不是一路人。在后半夜里，上官来弟偷偷跟着抗日土匪沙月亮走了。二姐招弟甘愿做司

马库的四姨太，上官鲁氏以她年龄尚小为由不同意，招弟坚决的反驳母亲，跟随着不省心

的丈夫亡命天涯。在饥荒的年代，三姐领弟每天都能从鸟儿韩那儿拿回各种鸟禽的肉，母

亲为此发愁并告诫她别再拿这些食物回家，领弟袒露出自己的心声，宣布自己可以嫁给鸟

儿韩来偿还食物，偿还情谊。五姐上官盼弟告诉母亲，自己要当兵。随后她参加了爆炸大

队，五姐盼弟嫁给鲁立人作品中没有具体的交代，默默地她就自己做了主，从了夫，怀了

孕。六姐念弟嫁人，母亲也是反对的，可念弟用母亲打死上官吕氏一事来威胁母亲，母亲

只好无奈默许了。

 （三）女儿一心跟着男人走，托子予母

     “娘，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他死了，女儿活着还有什么意思①

？……”十七岁的二姐上官招弟像“头发了情的小母牛”瞪着眼睛反驳母亲做了司马库的

四太太，撇下孩子，跟男人逃命去了，六姐上官念弟跟美国青年巴比特结婚那天，他们就

被鲁立人俘虏了，之后要送到河对岸的军区去，鲁立人多次劝上官念弟不必跟着丈夫巴特

尔去，但是上官念弟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了鲁立人让她留下的好意，毫不犹豫的坚决从夫而

去。上官家的女儿们在恋爱中，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遵从自己的本能意愿，她们敢作

敢为，她们无怨无悔，她们至死不渝。

 无论是二姐回乡带回的司马凤，司马凰，还是疯癫的三姐产下的大哑和二哑，二姐和

三姐只负责生，却把养育的责任推给了母亲，从不为母亲的经济能力和抚养能力考虑，只

想跟着自己的男人，只过自己的生活。她们的选择与政治理想无关、与政治追求无关，既

不考虑阶级利益，也不顾及民族情感。她们只忠贞于自己的爱情，是鲜明独立的个体，不

论是私奔，还是情欲的驱使，她们都表现出各自的独立自主性，自己的爱情自己做主，旁

人，即是母亲的劝阻她们也全然不顾。

 （四）女儿为爱守身，等爱归来

 三姐上官领弟在“鸟儿韩”被日本兵抓走了，绝望的哭了两天两夜后让母亲设坛做

①莫言.丰乳肥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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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鸟仙”，为爱守身，等爱归来。

 纵观整部《丰乳肥臀》，莫言喜欢把人比作动物，时而他会用动物的角度来描述和刻

画作品中的某一个人物或是某一个人物的行为，颇具讽刺意味。在许多动物仙为话的人物

中，对三姐上官领弟的刻画尤为重笔着墨。三姐上官领弟，人称“鸟仙”。生父是一个赊

小鸭的她深爱鸟儿韩，自从鸟儿韩被日寇抓了劳工后，神经错乱，设立鸟仙神坛。后来嫁

个爆炸大队战士孙不言，因观看练习飞翔跳崖而亡。她生下的两个孩子大哑和二哑巴，都

在返乡的途中被飞机的炸弹双双炸死。生父为土匪密探的她在那样的饥荒年代，帮助母亲

撑起的家是多么的不易。在她身上体现了魔幻现实主义魔幻一词的特色，她自从和鸟儿韩

扯上关系之后，自从鸟儿韩被俘虏到日本之后，她便成了鸟仙。不管是被远近的人们奉为

神明，还是后来被孙不言强占，鸟仙都像是超脱这个乱世的独立存在，她早已不是上官家

的三姐，在鸟儿韩离开的时候她就成了真正的鸟仙。她是作品中“魔幻”色彩浓重的一

笔。她没有让母亲操过心，被奸污，生小孩，她不挣扎不反抗，像鸟一样跳崖死去反而是

她人生的升华，鸟仙成仙去了。可以说在她身上体现了中国女性温、婉、纯、善、美的一

面。作者对“鸟仙”的构建是奇异的，令人震撼的。

 （五）上官想弟卖身救母

 四姐上官想弟为了救治“卖了七姐”后抑郁成疾的母亲并付清饭馆的钱，把“自己卖

了”还债。善良孝心的上官想弟做出这样决定的几乎是不犹豫的。从此一个弱女子人在乱

世风尘中沉浮，怎样的韧劲让她活着回家，我们不得而知。新中国成立后，想弟也得到解

放，却在坐船回家的路上被公社干部“请”去，莫名的被缴去了多年的卖身积蓄，整个人

都疯傻了。也因为卖身，上官想弟惹上了花柳病，回家五年后不治身亡了。苦命可怜的上

官想弟是身体逐步腐烂而死，死前还在不停地念叨着她把卖身的辛苦钱精心置备成宝贝，

并想象这把每一样宝贝送给家人穿戴的样子。

（六）上官玉女自杀救母

 作品中对上官金童的孪生姐姐，瞎子上官玉女一直都是低调的，淡笔墨的的描述，透

过上官金童的叙述来呈现，不争不抢，不哭不闹，带着安静，恬淡的容颜，顽强的与母亲

相依为命，一直活到建国十年后，不幸遇上全国大饥荒，上官玉女知道饥荒年代粮食的珍

贵，也知道母亲的用胃袋偷食行为会给母亲的身心带来伤害，不愿成为母亲的负担，一个

人默默地爬着进了河里，死前还不忘给母亲留下自己的仅有财物——穿在身上的衣服。

 上官玉女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让人悲痛，让人敬佩。物质的匮乏让一个年轻的生

命白白消逝，作者用上官玉女的死来震撼读者的内心，让人们体味那个特殊年代对人的伤

害，从侧面强调了粮食对于农民的重要性，同时也对上官玉女这中孝顺母亲，敢于牺牲的

精神给予高度的肯定。

 笔者认为，《丰乳肥臀》的意义不仅是在于写出了在动荡历史中女人们坚韧的生命

力，以及宽大广阔的母爱情怀，莫言对母亲热情的赞美，更具有深层次文化意义的是，他

书写了女性身上的叛逆精神和自主意识。

 结语

     《丰乳肥臀》这部小说对东北高密乡民间百姓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探索。他以

一种独特、深入、细致的笔触书述说着中国民间百姓的人生的痛苦，对广大农民和农村妇

女给与极大的关注、深切的怜悯、无限的同情，描绘了社会中的普通民间百姓的悲惨命

运，执着地探寻着中国民间百姓生命的意义，流露出对中国民间百姓生存问题从骨子里的

悲悯之情。在现实的社会中和文学世界中都有着十分重要意义和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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