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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 Xiang* 

บทคัดย่อ 

 บทความวิจัยนี้มีวัตถุประสงค์เพื่อศึกษานิยายเรื่องสั้นเชิงเสียดสีการเมืองและผลงานทาง

แนวคิดของม .ร .ว .คึกฤทธิ์ ปราโมช  โดยได้วิเคราะห์นิยายเรื่องสั้นเชิงสีเสียดการเมืองในสี่ด้านคือ 

ท่ีมาของหัวข้อ ตัวละคร ภาพลักษณ์และศิลปะการเขียน โดยคัดเลือกนิยายจ านวน  7 เรื่องจาก

รวมเล่มเรื่อง “หมู่บ้านคนแขนขาด” ซึ่งเป็นฉบับแปลภาษาไทย 

 การศึกษาพบว่า จากการ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ฉากและตัวละครท่ีประสบความส าเร็จในนิยาย

ดังกล่าว แสดงถึง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ของการพัฒนาสังคมไทยและอันตรายจากการใช้ระบอบของ

ต่างชาติโดยไม่มาปรับใช้กับของไทย แสดงถึงการวิพากษ์ลักษณะเชิงทาสและเรียกร้องปวงชนท่ีมี

แนวคิดต่อต้านอย่างสันติสุข ขณะเดียวกันแสดงถึงความเชี่ยวชาญในการใช้รูปแบบการเขียนเชิง

วรรณศิลป์ของม.ร.วคึกฤทธ์ิ ปราโมช จึงท าให้นิยายของเขาดูมีชีวิตชีวาแม้จะผ่านมิติของกาลเวลา

มาแล้วก็ตาม  

 ในผลงานเรื่องสั้นประเภทเสียดสีการเมืองของหม่อมราชวงศ์คึกฤทธิ์ปราโมชนั้น  ถือได้

ว่าเรื่องสั้นเรื่อง“หมู่บ้านคนแขนขาด”จะเป็นตัวแทนของเรื่องสั้นท่ีสะท้อนให้แง่คิดของลักษณะ

ระบบการเมือง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หลังสงครามโลกครั้งท่ี 2 ได้อย่างดี 

 

 * บทความนี้เป็น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วิทยานิพนธ์ “วิเคราะห์เรื่องสั้นเสียดสีการเมืองของม .ร.ว.  คึกฤทธิ ์ปราโมช” 

   หลักสูต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สาขาวิชา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สมัยใหม่และร่วมสมยั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วเฉียว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อาจารย์ที่ปรึกษา ศาสตราจารยส์วี จ่ง  

 * นักศึกษาหลักสูต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สาขาวิชา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สมัยใหม่และร่วมสมัย คณะภาษาและวัฒนธรรม

จีน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วเฉียว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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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立•巴莫短篇政治讽刺小说研究 

摘要 

   

本论文旨在研究克立•巴莫政治讽刺小说的讽刺艺术和思想成就，论文从题材类型

、人物形象、艺术手法和创作思想四个方面对克立巴莫短篇政治讽刺小说进行剖析。

本论文共选用克立•巴莫短篇小说中文译本《断臂村》中7篇短篇政治讽刺小说进行研

究。 

本论文认为克立•巴莫的短篇政治讽刺小说通过成功的人物情节对比，揭示出泰国

城乡二元化和政治拿来主义的危害，展示了批判奴性以及号召民众非暴力抵抗的思想

，同时克立•巴莫对于文学艺术表现手法的熟练运用，使其短篇政治讽刺小说拥有穿越

时空的生命力。 

 

同时克立•巴莫的短篇政治讽刺小说对于政治体制的思考，《断臂村》其成为泰国

二战后政治体制反思题材短篇讽刺小说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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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克立•巴莫短片小说集《断臂村》完成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克立•巴莫的短篇

小说作品中可以清晰的看出泰国在二战后的社会风貌，特别是泰国民众对于社会政治

制度和民主进程的认识。克立•巴莫的短篇小说讽刺辛辣幽默，不仅非常贴近当时的泰

国社会，而且对诸多社会问题和政治体制问题的思考远远领先于同一时代的短篇政治

讽刺小说作家。 

泰国短篇小说的第三个重要时期是1958-1999年，这一时期是泰国短篇小说的繁荣

时期。这一时期泰国小说作家受到1932年民主革命的影响，开始从封建主义思想的禁

锢中苏醒过来，他们迅速的将目光集中在诸如人权、平等、自由等问题上。 

  克立•巴莫（1911-1955）是泰国当代最为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巨著《四

朝代》和众多的短篇小说、杂文、评论都在泰国文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克立•

巴莫是第四代华人，也是泰国皇族。克立•巴莫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正好身处泰

国最为动荡不堪的变革时期，世代从政的家族和自身的意愿使得克立•巴莫义无反顾的

投身到泰国政治中。与之同时，克立•巴莫还还开办了泰国最为重要的报纸和期刊，使

他媒体唤醒民众的构想成为现实。 

克立•巴莫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的作品包括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等等。克

立•巴莫的长篇小说包括著名的《四朝代》、《红竹》、《杜鹃的一些歌声》等等，短

篇小说包括《蒙》、《最佳睡友》、《芸芸众生》等，报告文学包括《日本场景》、

《橱内骨骼》、《缅甸沦陷》等。克立•巴莫的作品在当时的泰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在社会身上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关于人性和民主的讨论。 

本文选用的克立•巴莫短篇小说中文译本《断臂村》中的7篇短篇政治讽刺小说进行

研究，包括《断臂村》、《政客的眼泪》、《官老爷》、《乡巴佬逛曼谷》、《真乎

假乎？》、《警犬》、《荒岛情波》。 

本文试图通过对克立•巴莫短篇政治讽刺小说题材、人物形象和创作思想的分析，

研究克立•巴莫短篇政治讽刺小说的价值与意义。 

 
                                                           
[1] 克立•巴莫:最佳睡友（เพื่อนนอน）:花草2000出版社（ส านกัพิมพ์ดอกหญ้า200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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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立•巴莫短篇政治讽刺小说的题材类型 

 

克立·巴莫短篇政治讽刺小说在题材上具有多样性的特征，相比其他同样创作短篇

政治讽刺小说的泰国作家而言，克立•巴莫所涉及的题材更广泛。克立•巴莫的作品不

仅包括政治讽刺小说中常有的官民关系题材和官僚关系题材，而且由于作者所处时代

背景和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克立•巴莫的短篇政治讽刺小说中还包括选举题材和政治体

制反思题材。这一类题材在同时代的亚洲短篇政治讽刺小说作家中较少。 

克立•巴莫在1948年銮披文政变，军人再次统治政府后隐没于政坛，并在1950年潜

心创办以时政评论为主的《沙炎叻日报》和的《沙炎叻周刊》。一份报纸和一本周刊

，寄托着克立•巴莫对于泰国知识精英的期盼，他希望通过媒体团结更多支持民主的中

产阶级。值得庆幸的是，克立•巴莫创办的《沙炎叻日报》和的《沙炎叻周刊》在今时

今日的泰国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特别是《沙炎叻周刊》一直都以新闻报道的权威

性和评论的辛辣著称。 

克立•巴莫的短篇政治讽刺小说生动的展现了当时泰国黑暗的政治环境，揭露出政

客和官员因为一己之私压迫、奴役、欺骗的行为。克立•巴莫抨击“政客所建立起来的

乌七八糟的政治体制”，他认为泰国民主革命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整体体制，而是演变成

利益集团分食皇权的闹剧。克立•巴莫认为泰国的政治的出路在于对政治体制的改革，

以及解决泰国城乡二元化的问题。 

克立•巴莫的短篇政治讽刺小说和长篇小说《四朝代》相互呼应，不仅描绘出作者

所处时代泰国社会的各方各面，而且传达出克立•巴莫对与泰国皇室、政治的观点。克

立•巴莫的短篇政治讽刺小说题材广泛、深刻，是现当代泰国讽刺文学中一颗耀眼的明

星。 

 

选举题材 

 

                                                           

[1]克立•巴莫. 世界人（คนของโลก）：曼谷：NANMEEBOOKS（ส านกัพิมนานมีบุ๊คส์）,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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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立•巴莫出身在一个如日中天的贵族权势世家，他的父亲被委任为泰国第一任的

警察总监，哥哥社尼·巴莫更是锋芒毕露，曾经3次担任泰国总理职务。克立•巴莫受家

庭影响，在牛津大学留学期间，选取的学科也正是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克立•巴莫

回国不久后，便开始涉足政治。并与1946年当选国会议员，正是踏入泰国政治圈。 

泰国大选可以说是泰国民主制度最终得到确立的重要表现之一，在西方民主制度

的理论中，政党、代议制被认为是其核心内容，而是否能平、诚实、定期的选举，是

民主制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可以说，大选是否成功，不仅将影响到泰国政权的方

方面面，而且会影响到泰国民主进程走向。 

克立•巴莫参加大选的经历，对于泰国大选有着深刻的体会，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涉

及大选题材的就有好几篇，例如《断臂村》、《政客的眼泪》、《荒岛情波》和《乡

巴佬逛曼谷》。这几篇短篇小说都直接或间接的揭露出泰国大选的混乱性、荒诞性、

功利性、欺骗性以及对底层民众的造成的伤害。 

克立•巴莫短篇政治讽刺小说的三种题材，展现了不同侧面的三个视角，使选举这

一民主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得到较完整的展现。同时克立•巴莫向读者展现出，寄希望通

过简单的全民性的选举实现泰国民主是不可能的。 

 

一、直接描写选举 

克立•巴莫《断臂村》小说集中大多数文章是在二战后到1952年之间，这段时间正

是泰国民主政治启蒙和军人把持政府的政治动荡时期。克立•巴莫真切的目睹泰国大选

中种种乱象，其中就包括政客们街头拉票的场景。《政客的眼泪》是克立•巴莫一片对

对大选和街头拉票进行直接描写的文章，也是这一题材唯一写实性的短篇小说。 

《政客的眼泪》描绘出泰国大选拉票的场景，而且反映了政客们为了拉票不择手

段甚至已经让自己达到走火入魔的境地。克立•巴莫用政客们街头拉票的场景和政客滑

稽的唱片独白，展现出泰国大选的混乱与荒诞。 

 

二、间接描写选举 

 

克立•巴莫的短篇政治讽刺小说除了对大选的场景进行描写外，还有部分篇幅是对

泰国选举进行间接性的描写，《断臂村》就是其中一篇。断臂村通过间接的事例，展

现出大选对于外府民众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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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臂村》中作者通过断臂村村民对“拉选票”的政客的愤恨和痛心，表现出政治

选举对民众的伤害。中国的圣贤孔子曾经高呼“苛政猛于虎也”，而在克立•巴莫的《

断臂村》中，也能深深的感受到苛政带来的危害。   

克立•巴莫在《断臂村》并没有直接对选举中的欺诈和谎言进行描述，而是围绕着

断臂村里“残酷”这一问题，让明白狠心切掉婴儿的手并不是最残酷的事情，而政治选

举中的欺骗和谎言才是最残忍的事情。这些谎言为民众描绘了最美好的生活，让他们

满是憧憬，然而希望却每次都落空，只能在饥饿中生活着。可以说，《断臂村》对选

举的间接讽刺所受到的讽刺效果要远远高于《政客的眼泪》，《断臂村》是以民众的

伤痛作为切入点，不仅更具有真实性而且也更容易引起共鸣。 

 

三、寓言故事方式描述选举 

 

《荒岛情波》采用寓言故事的方式影射泰国当时的民主选举，文章通过荒岛上不

同时期的两次选举，深刻的揭示了民主选举被暴力挟持后的悲剧结局。《荒岛情波》

同时还通过描写选举的过程，批判权威者的丑恶嘴脸，以及他们希望控制选举来实现

自己利益的心态。克立•巴莫的《荒岛情波》，同时也延续了他一贯反对选举暴力，但

希望推动选举改革的心态。故事的最后，克立•巴莫又引申出对于权力的讨论，并对从

暴力中得来的权利表示蔑视。 

 

官僚关系题材 

泰国目前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与其他君主立宪制国家不同，泰国皇帝在宪法

所规定的范围内，在形式上拥有对国家相当程度的支配权。泰国政府是由五世皇建立

起来的，当时的作用是管理暹罗国（泰国旧称）。当时的泰国政府还只是一个受命于

皇权的官僚政府。 

克立•巴莫所处的时代，泰国政府仍然是一个介乎于就封建官僚和军事独裁下的政

府。当时的泰国政府受到封建官僚制度遗毒的影响，工作效率低下而且仍然采取封建

权威式的态度对待民众。 

克立•巴莫短篇政治讽刺小说中涉及官僚题材篇目包括，《官老爷》、《警犬》。

《官老爷》对泰国官僚上级对下级的压迫、下级对上级的阿谀奉承进行批判，并对官

僚社会中下级对上级的唯命是从感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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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关系题材 

 

 克立•巴莫的官民关系政治讽刺小说，更多的揭示出官员对于民众的剥削奴役以

及压迫。克立•巴莫描写官民题材的小说包括《官老爷》、《厨娘的妙算》、《警犬》

和《荒岛情波》。其中《官老爷》是对官民关系揭示最为深刻的一篇小说。 

一、官尊民贱 

《官老爷》中作者深刻揭露出官员对于民众习以为常的统治和压迫，同样沦落到

荒岛上，特级文官和一级文官并没有放下自己的架子，而是一副救世主的形象。《官

老爷》中的官，早已因为官僚制度的腐败而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不可一世，文章中有这

样的描写： 

“你看，”特级文官用低沉的语调说，“你们一点谋生之道都没有，一想到这一点，

我就为你们难过得哭起来，要不是我坠机来到这里，那你们可怎么办呢？不就一生一

世呆在这里了吗？”……  

官员和民众并没有拥有人格上的平等，官员看不起民众，认为他们是没有思想和

智慧的一类人。官员的之一思想，一方面是与官僚制度有关系。泰国官僚制度等级森

严，高级官员的职位大多仍为上层社会精英和贵族所把持，平民无法进入到泰国官僚

制度的游戏中。因此官员拥有对普通民众的优越感。 

二、官员不相信民众 

克立•巴莫的《官老爷》中也提到官员并不相信民众的现象，官员出现这一思想的

出发点可能与绝大多数地区并不相同。他们不相信民众，并不是因为民众会反对自己

或者夺取自己手中的权利，至少在几百年的历史中，泰国底层民众组织暴乱推翻上层

统治的极为罕见。大部分是由贵族进行主导，然后有少部分军队精英和平民精英发起

的政变。 

 

官员总觉得民众不值得信赖，他们因为看不起民众，因此并不相信民众的智慧，

自以为是的觉得民众是不值得信赖的。在官员的眼中，民众总是马马虎虎、畏畏缩缩

和需要指导的，因此他们大多数与民众在一起的时候，把自己自诩为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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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对民众实施着理所当然却又近乎疯狂的压迫和剥削，在泰国封建君主制时期

普通民众可以说就是上层阶级的奴隶。克立•巴莫对于官民题材政治讽刺小说的描写，

让人们看到当时泰国社会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同样作者巧妙的情节安排，让冲突更为

明显和突出。让读者看完后在痛恨官员的同时可怜文中的民众，进而想到自己不正是

文中的民众吗。最终作者将读者的思维引向了更广阔的视野中，那就是对政治体制的

反思。 

 

 

 

克立•巴莫短篇政治讽刺小说的艺术手法 

 

克立•巴莫的短篇政治讽刺小说不仅在选题准确、独到，而且在小说的艺术表现手

法方面也是出神入化。栾文华在《断臂村》小说集中对克立•巴莫的艺术手法就有这样

的评价，“他的短篇小说题材新颖、构思奇巧、夸张得体、语言诙谐辛辣、富裕浪漫主

义色彩，多位脍炙人口之作。” [1]克立•巴莫短篇政治讽刺小说中，最为突出的莫过

于作者的修辞准确和语言精妙。 

 

一、对比鲜明 

克立•巴莫善于运用比较的手法，表现出人物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他笔下政

客官员劣迹丑态栩栩如生不禁让人惊叹。 

可以说，对比的手法始终贯穿克立•巴莫的政治讽刺小说中。克立巴莫善于运用包

括事物表象的对比、事物本质与表象间的对比，事物时间上的对比，事物空间上的对

比等等。这些比较使得克立•巴莫能够更好的展示所讽刺的人物，从而起到更为准确的

讽刺效果。 

克立•巴莫善于运用对比，使用表象与本质间的对比制造对比对象间的反差，并，

通过这种反差让读者感到滑稽可笑，从而起到讽刺的目的。 

                                                           
[1]栾文华.断臂村简介.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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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立•巴莫也喜欢用时间和空间作为变量来进行对比，这样的比较更容易体现出事

物细微的变化，而细微之处往往就是事件的重点。克立•巴莫的作品中非常广泛的使用

时间和空间的对比，通过这一对比使克立•巴莫的作品也更具有时代的属性。 

 

二、夸张渲染 

夸张是讽刺小说的常用的表现手法之一，克立•巴莫为加强讽刺的表现效果，频繁

的使用夸张这的写作手法。克立•巴莫短篇政治讽刺小说中的某些情节和人物往往存在

超越于现实的夸张，但这些夸张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因此仍然能够感到强烈的真实性

。断臂村中的村民将小孩的手臂砍断、政客在皇家田广场拉票2公里外都能听得见掌声

、以及政府官员因为一条警犬而忏悔，这些都是夸大的存在。夸张将人物的性格、心

态进行放大和强调，让这样能够使文章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情趣和印象。 

，克立•巴莫还善用夸张来营造荒诞的情节，荒诞的情节能够产生黑色幽默的效果

。可以说克立•巴莫短篇政治讽刺小说中的讽刺，大多还是偏向于幽默讽刺。克立•巴

莫更喜欢用黑色幽默来博取读者开心的笑，然而笑到一半，这种单纯的被文字感召的

笑，却又变成无奈的苦笑。泰国社会问题错综复杂，并不是一两篇文章就可以得到解

决，很多问题现实中真真实实的存在，但却没有什么办法，因此幽默也成为泰国政治

必备的调味剂。 

克立•巴莫短篇政治讽刺小说的创作思想 

克立•巴莫《断臂村》中的短篇政治讽刺小说，大部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

1952年期间的作品。这些作品集中的反映了作者对于二次大战后泰国政治、经济形势

的思考。从宏观上看，当时的东南亚国家通过二战刚刚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由于对独

立、自由、民主的推崇，几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选择用西方民主制度建立自己的国

家。然而事实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不久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相继

爆发政变建立军政政权，泰国的前军人政府总理銮披文在1948年再次发动政变，将泰

国再一次带入军政府时期。銮披文此后一直把持泰国军政府，并通过威权的压制一直

维持到1957年。[1] 

这一时期的克立•巴莫更加贴近和了解泰国社会，对泰国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进行

反思，这些反思一部分存在于他的短篇政治讽刺小说中，还有一部分则存在于他后期

的作品中，例如《芸芸众生》等。正是基于对泰国社会细致的观察，使克立•巴莫能够

                                                           
[1]巴力差·颂巴西：克立•巴莫短篇小说集最佳睡友研究.曼谷:诗纳卡琳威洛大学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ศรีนครินทรวโิรฒ）,19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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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政治的乱局，看清楚泰国政治的本质。《断臂村》中的短篇政治讽刺小说，就展

现了克立•巴莫对于泰国政治的思考。 

对政治拿来主义的批判 

克立•巴莫对于泰国政治体制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泰国当时代议制民主的批判。克

立•巴莫对于代议制民主体制的批判可以说是非常前卫的，因为泰国社会当时还并没有

对这一问题进行大范围的反思。 

克立•巴莫的作品对于泰国当时的政治生活覆盖非常全面，涉及泰国当时立法、司

法和行政机关，以及普通民众对于政治的反应。 

克立•巴莫对当时泰国的政治制度是持悲观态度的，但克立•巴莫批判的政治制度

，讲的并不是君主立宪制这一制度本身，而是批判当时泰国过早、没有得到社会认同

的实施这一制度。克立•巴莫对于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并不陌生，但他主张应该在加以改

造使其符合泰国国情的情况下进行使用。 

克立•巴莫的非暴力抵抗思想 

克立•巴莫反对政治中任何形式的暴力，特别是选举活动中出现的暴力。这种暴力

包括直接暴力和冷暴力两种。克立•巴莫对选举中的暴力采取很坚决的批判，他认为暴

力无助于泰国走上民主改革的道路，反而会导致政治体制的倒退，产生独裁的统治。 

克立•巴莫并不畏惧暴力，他藐视一切威权政治中的暴力，同时呼吁民众不要被暴

力所恐吓到。克立•巴莫认为所谓的威权政治，只不过是通过对民众的恐吓来实现自己

的统治，暴力能够在一时恐吓人心，但如果人们坚强起来，这些权威只不过像纸老虎

般的虚弱。 

克立•巴莫认为暴力和威权无助于社会的进步，反而适得其反，应该利用沟通与合

作来达到这一目的。同时，克立•巴莫也反对通过暴力的方式实现民主，他提出通过暴

力的方式来获得民主，其实已经失去民主的意义。 

批判奴性号召抗争 

  克立•巴莫政治讽刺小说中，也充满了对于奴性的批判。克立•巴莫虽然出生在

封建专制时期的泰国，但到英国留学的经验使他接触到西方式的民主和生活。当克立•

巴莫回到泰国社会后，他看到泰国社会虽然已经告别封建专制制度，然而民众却还没

有从原有的思想中走出来，还是对官员低头哈腰，还是对政府屈膝献媚。这个在君主

立宪制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当民众还没有醒悟，那么掌握民众的军政

府很可能再度将泰国拖回君主专制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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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立•巴莫对于泰国民众奴性的批判存在于多篇他的政治讽刺小说中，他对泰国人

“奴性”的批判程度之深，可以被称为是泰国的鲁迅。克立•巴莫在根本上希望民众能够

站起来，反抗军政府的统治进行非暴力的斗争。 

对泰国城乡落差的思考 

克立•巴莫同时对泰国城乡二元化结构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不仅

仅集中在对于城乡经济文化上差距的比较，而更多的放在政治上。克立•巴莫通过《乡

巴佬逛曼谷》展示出泰国城乡二元化结构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包括外府民众对于泰国

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不理解等等。 

曼谷与外府之间的差距使得泰国民主化进程更为复杂。一方面，外府民众不了解

所谓的民主，他们缺少教育思想仍然停留在封建专制时期。而当时的科学技术和传媒

较为落后，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才刚刚在曼谷兴起，外府的地方报纸较为少见。这

使得曼谷瞬息万变的信息无法传递给外府民众。《乡巴佬逛曼谷》中乡巴佬到曼谷后

的所见所闻，就表现了外府农民对于曼谷的不了解和不理解。乡巴佬是少数农民的幸

运儿，由于当时交通还没有如现在般的发展，相当多的外府农民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到

曼谷一次。 

一方面，外府民众并不十分关心政治，他们大多以务农为主，国家政治在当时对

他们影响远不如对中产阶级影响那么大。克立•巴莫笔下的乡巴佬这一形象就是证明，

乡巴佬关心的只是田里的稻子，看见青青葱葱的稻子就觉得很高兴。像乡巴佬这样的

农民，对政治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并不留心政治。 

同时由于在没有得到大多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泰国的民主政治从一开

始就遭遇保守派和利益阶层的威胁而妥协。泰国虽然从1932年就开始实施君主立宪制

，但在此后的1937年才开始选举。多数农民对于大选并没有基本的概念，因此也成为

利益集团利用的目标。 

克立•巴莫较早的关注了这一问题，并认为是泰国城乡二元化结构给泰国的大选，

乃至于民主进程造成了障碍。 

 

结论 

 

克立•巴莫的短篇政治讽刺小说在泰国现当代的小说中独树一帜，克立•巴莫现实

主义的创作思想为其短篇政治讽刺小说的价值奠定了基础。同时克立•巴莫凭借着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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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辣的笔锋，创造出泰国社会中的典型阶级人物，更为细致的展现了泰国在二次大

战以后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期间的阶级矛盾和政治局面。 

克立•巴莫对于泰国政治形势的深入观察，使其政治讽刺小说拥有了无限的生命力

。即使到现在，克立•巴莫的小说仍然能够站得住脚，能够成为投向泰国利益集团和官

僚政府的匕首。克立•巴莫的短篇政治讽刺小说，不仅展示了当时泰国政治的乱局，而

且揭露了产生混乱的原因。克立•巴莫批斥了为一己之私打着民主旗号的利益集团，认

为正是这些人的私心，使得泰国民主革命在恰当的时间进行，从而导致泰国几十年的

政治乱局。 

克立•巴莫不仅着眼于政治形势，而且将眼光放在政客、选民、官僚和平民这样的

人物身上。克立•巴莫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形象及表现描写，展现了当时泰国伪民主的本

质，同时也展现出了人性在利益面前的丑恶。 

克立•巴莫的作品是泰国近代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克立•巴莫的长篇小说《四朝

代》、短篇社会讽刺小说集《芸芸众生》等等都对泰国社会有着非常深入的观察和思

考。《断臂村》则是克立•巴莫对泰国政治观察的集中，他的这些短篇政治讽刺小说不

仅准确的还原了当时的泰国，而且鼓励底层民众摆脱官僚压迫站起来抗争。 可以说克

立•巴莫短篇政治讽刺小说，是泰国近现代政治讽刺短篇小说的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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