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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莫言小说《蛙》中的女性形象

冯湘萍

摘要
 本论文的目的是研究莫言小说《蛙》中的不同女性形象，分析和比较这些女性形象

各方面的特质。

	 研究的结果表明，小说《蛙》中的女性形象有三个重要的特点：

	 一、她们是时代变革的代表人物，深受国家政治、经济及计划生育政策变化的影

响。但政策的执行中，摇摆不定和不公平的现象有增加的趋势。

	 二、诠释中国人的各种生育伦理和观点，例如长期以来的传统观念，认为只有男孩

才能继承家族姓氏，是家族延续的需要，使得人们对婴儿性别进行选择。而且因为计划生

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对超生者强制流产，以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要求。

	 三、主人公万心，作为一名乡村妇产科医生，工作在计划生育的前哨，最后清楚地

看到，她从道德灵魂的高度，明白了生命的价值，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关键词：莫言		小说		女性形象		《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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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莫言作为中国籍作家，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莫言的获奖不但给中国文学打

了一针兴奋剂，也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产生积极作用。莫言的创作十分丰富旺盛，对

莫言的作品展开充分深入的研究，乃是一个迫切的任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可从更加深入

地研究莫言开始，对他的创作方式、创作视角、创作思想的了解，以及他面向社会、面向

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长篇小说《蛙》是莫言酝酿了十多年，修改了许多次，呕心沥血写出来的第十一部长

篇小说，他在语言运用、题材选择、叙事结构等方面都有着鲜明的特点。对中国计划生育

国策、当代农民生命史和精神史的深刻思考，对中国现代农村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忧虑

和反思，塑造了以万心为首的一群女性形象，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虽然《蛙》为莫言带来了诸多荣誉，因为发表的时间太近，有关《蛙》的研究文章曾

经出现过，但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以前也有研究莫言小说女性形象的论文，那时候小说

《蛙》还没有出现。笔者认为《蛙》是莫言一部具有极强现实感、同时又有真正超越性的

小说。它的丰富性既超出了观念,又超出了历史与现实的种种表象。在莫言笔下,“计划生

育”被处理成一个人类世界中绝无仅有的特殊处境，其潜在的启示意义，远胜于这种处境

本身。其目的是致力表现个体人格、人性、情感、生命和灵魂在奇特的历史语境中的复杂

表现。

因此，对莫言的研究，正方兴未艾，还有很大的空间,比如集中对《蛙》中女性形象进

行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我选择此论文题目，希望从民族特点、社会人性、心理状态、文化特质、文学特点和

社会意义上，对莫言小说《蛙》中三代女性的形象进行探讨分析，研究她们各自不同的生

活、心理状态和言行举止，揭示山东高密乡村妇女的不同性格和精神特质，展现她们与中

国传统女性的分别，以及她们身不由己的悲剧命运。

时代变革的形象展示
莫言从一个新的视角来重构历史。《蛙》在塑造了一位乡村女医生“姑姑”万心这个

形象时，涉及到中国几十年的政治、经济、计划生育政策的变迁。对于莫言乃至当下文坛

来说，无疑是一个敏感题材上的一次新的创作尝试。女主人公万心承继父业做了妇产科医

生，注定了她是中国基层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者，见证了中国人生育史观念的发展和迭

变，展示了时代变革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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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立自强的妇女
				《蛙》中女性虽然受到时代、家庭、婚姻、性格的影响，但已经脱离了封建社会，她

们自由恋爱，有机会受教育、参加工作，还有一技之长。俗话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

后都站着一个女人”，而姑姑作为一名成功的女士，后面也有男人的支持。疯狂的爱慕者

秦河，在她指挥人马追剿超生者时为她开船，她受伤流血时感同身受而吐血。默默的倾慕

者捏娃艺人郝大手，在她受到成千上万青蛙攻击的危险关头，保护了她，把她送到家里救

治。

				王仁美与肖下唇定了婚，肖下唇考上大学后，肖家在大街上放了三挂一千头的鞭炮，

并花钱请了电影队，在小学运动场上挂起银幕，连放三晚电影大肆宣扬。王仁美无法忍受

他们的嚣张气焰，主动跟肖下唇解除婚约。王胆自由恋爱，与心上人陈鼻结为连理。这些

女性人物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堪称新世纪的独立女性。

二、强悍强势的女子
				万心从小就是一个女强人，十六岁在农村普及新法接生，拳打脚踢赶走了愚昧无知

的“老娘婆”。后来追赶孕妇耿秀莲时，她丈夫张拳说：谁要敢绝我张拳的后，我就跟谁

拼命！好！姑姑说，算你有种！姑姑指着自己的头说，往这里打！打呀！姑姑往前跳了两

步，高声叫道，我万心，今天也豁出这条命了！想当年，小日本用刺刀逼着我，姑奶奶都

没怕，今天还怕你不成？连王仁美都说;姑姑，我真佩服你!你要是个男人，能指挥千军万

马!三个孕妇都在万心的追击下最终送了性命。万心采取各种野蛮残酷手段坚定执行政策，

被称为“杀人妖魔”。她对黄秋雅医生施暴。为逼出超生者，不惜调动拖拉机拉倒邻居的

大树，还扬言就是钻到死人的坟墓里也要把孕妇挖出来，强悍的性格，一览无遗。

王仁美想生个男孩，自作主张找袁腮取下节育环。怀孕好多个月后丈夫才知道，让她

去做流产，王仁美把一面镜子摔在地上，大声喊叫着，孩子是我的，在我的肚子里，谁敢

动他一根毫毛，我就吊死在谁家门槛上！她要离家出走，万足不放她走。她从怀里摸出一

把剪刀，对着自己的肚子，眼睛通红，尖利地叫着：你放开！万足也无可奈何。	

				小狮子长期跟随姑姑锤炼出了一副英雄加流氓的性格。她想有个孩子，便独断专行，

擅自找代孕公司。孩子六个月了丈夫才知道，气得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她骂道：小跑，

你这个强盗!你竟敢打我，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王胆是一个十分聪明充满超人智慧的精明女子。她把生活和生意都经营得十分出色。

王胆虽然是个子矮小的侏儒，却是一个强势者。就像万足父亲所说的：“她的心劲儿，比

七尺高的男儿还要高”。她的去世使陈鼻失去了主心骨，陷于悲痛之中无法自拔，一蹶不

振，再也没有振作起来。

陈眉自出生就失去了母亲，父亲对她们并不关心，姐妹俩到南方打工自立自强。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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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后她拒绝别人的帮助，代孕为父亲筹集医药费。后来她舍不得将孩子送出去，别人说

孩子死了，她不相信这些谎言，千方百计找孩子，既向派出所报案，又向包大人喊冤，不

达目的决不罢休。

三、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五十年的经历纠结，令万心姑姑回忆和反思，有时认为自己好人，有时又是个罪人。

她忠心耿耿全心全意，认为只要一心跟党走，就会功德圆满，根本没想到国策的制定和执

行都是那么随意、机动和走样。她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去履行职责，到头

来落下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侩子手”的下场。死去的孕妇、流产的胎儿，成了姑姑难以摆

脱的精神重负。

建国后各种政治运动层出不穷，反右斗争的掀起，定性戴帽为右派者五十多万，超过

当时五百多万知识分子人数的百分之十，妇科医生黄秋雅是当时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一

个，黄秋雅在恶劣的社会、生活、医疗和技术条件下，还在政治上、精神上和肉体上倍受

折磨。最后成了替罪羔羊被推进监狱。而王仁美、王胆和张拳老婆同样是政治的牺牲品，

未能传宗接代，却已断子绝孙。

四、充满母性的母亲
				莫言以崭新的视角，描绘女性身上独有的母性、母爱的多面性、多层次性和复杂性。

莫言在不同场合反复说过，他是女性崇拜者，女人在某些历史关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总

是表现得比男人更加勇敢，因为女人多了一层母性，母性可以让柔弱的女人变得像豹子一

样勇敢。女性可以在面临危急关头保护她的儿女，会激发出超人的力量。也能够忍受最大

的苦难，在苦难岁月中产生活下去的最大勇气。所以女性总是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拯救

者。

《蛙》中王仁美、小狮子、王胆、陈眉等个性鲜明的女性都是母亲，她们的爱与恨、

生与死无不与母性、母爱联系在一起。她们照顾家庭，赡养孩子，没有太多的祈求，只希

望生个儿子，把香火继承下去，为了孩子，可以做出最大的牺牲，可以干出惊天动地的事

情。姑姑自己没有生育，无法血脉传递母性，但她却能将这种爱意，传递到被她迎接到这

个世界的孩子们身上。这其中既有事业的追求，更有作为母性的释放。她一生接生了九千

多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成为她心灵的印记，似乎这些都是她的孩子。她的血脉、情意、车

辙及足迹，呈现着母性之爱。伟大的母性、母爱还集中地体现在万心的忏悔与赎罪的心路

历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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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性丰富的女性
莫言笔下的万心是一个有着丰富人性内涵的悲剧女性形象。她在严格执行国策时，个

体的人性与本性不时迸发出来，她为失血过多的耿秀莲输血500毫升、王仁美600毫升。她

被张拳打中额头、被王仁美的妈妈扎中大腿而鲜血直流时，却并不追究他们的责任而选择

息事宁人，甚至明知王脚的性功能障碍不是结扎手术造成，而是心理上的问题来讹诈，却

也拿钱作为补偿。这些细节的刻画都反映出万心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痛苦煎熬与人性的矛

盾。

				万心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张拳老婆临死前仇恨地诅咒：“万心，你不得好死”令她

震撼，王仁美临死前的悲凉的诉说：“姑姑，我好冷……”使她心痛，王胆临死前诚心的

感激：“姑姑，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让她宽慰。甚至到了晚年，与民间泥塑艺人郝大手

的结合，是出于对那些被自己亲手扼杀、未曾来到世界上的两千多个婴儿的忏悔。她还牢

牢记得他们父母的姓名和相貌，通过口述，让丈夫把他们一个个都捏出来，供起来。万心

付出了爱情、青春的代价完成了应有的使命，并见证了新中国生育史的发展与迭变。

六、精神疾病的患者

姑姑早期的虐待狂的病态心理，以及主持计划生育后表现的变态和疯狂，后期出现

失眠、精神消极、自杀企图和厌世行为。她害怕青蛙，不吃蛙宴，多次听到蛙叫声就晕倒

过去。晚年的姑姑“目光茫然，言语颠倒”经常产生幻觉。她以为和丈夫共同创作的泥娃

蛙，已经投胎到那些曾被她做过人流的、或者其他生活条件较好的家庭里，变成了真正的

孩子。

				蝌蚪说王仁美“好像神经出了一点问题。娶回来这样一个痴巴老婆我还能说什么？”

当被邻居肖上唇视为命脉的老槐树因王仁美被连根拔出，嚎叫着要她赔偿时，王仁美竟然

说，呸!赔你个屁!你儿子摸过我的奶子，亲过我的嘴!这棵树，等于他赔了我的青春损失

费!	当王仁美无可奈何答应做流产后说：我今晚就去做。她转头又对姑姑说——姑姑，您

顺便把我的子宫也割掉算了!	

				黄秋雅经过长期的精神折磨，精神已经不正常，她要不就是一整天不说一句话，要不

就是尖酸刻薄、滔滔不绝，对着一个痰盂，也能发表长篇大论。

				小狮子生不出孩子，她求神拜佛，跪在地面上，真诚地磕头，竟碰撞出“咚咚”之声

来。她眼里饱含着泪水，爱孩子爱得十分深沉。她还毫无理智地对丈夫说：你去找个洋女

人结婚吧，你们放开了生，能生多少就生多少，生出来送给我，我帮你们养着。一腔母

爱，无处发泄。后来竟瞒着丈夫找人代孕，自己却装扮成孕妇招摇过市。

陈眉被大火毁容产生了心理障碍，代孕后生孩子后又失去孩子，患上了产后抑郁、狂

躁症，居然混淆了时代，要找古代的包公陈情，明显的神志失常。在社会的压力下，《

蛙》中女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精神创伤、病态心理和人格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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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悲剧色彩的宿命
				晚年的姑姑遭遇到一场被蛙群攻击的事件，之后陷入了痛苦和懊悔之中。她性格发生

了变化，嫁给了民间泥塑大师郝大手，希望通过供奉泥娃娃获得内心世界的慰藉，表达出

一种忏悔之心和对新生命的敬重之意。但面对不合情法的“代孕服务”，姑姑也没有用计

划生育的政策来约束，而是煞有介事地为小狮子听诊，并重操旧业，亲自接生。可见，此

时姑姑的救赎是建立在对陈眉肉体和精神摧残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对不合情法的“代孕

服务”的默许上的。姑姑为了“赎罪”而不经意间陷入了道德伦理的质疑，成为当时社会

环境下，以袁腮为代表的“代孕机构”的帮凶。

特别是在第五部份中，当陈眉出现在小狮子为孩子举办的喜宴上，声嘶力竭地想要

回自己的孩子时，周围所有的人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和怜悯，姑姑当然也不例外，她和小

狮子并肩作战，共同对付陈眉，使她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姑姑虽然满足了“还一个孩子给

侄子”的愿望，但却付出了人性扭曲的代价。就这样，姑姑沉溺在犯罪与赎罪的无尽循环

中，无法摆脱负罪感。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姑姑虽然已经远离生育伦理和国家伦理冲突的中心，但是

却成为改革开放社会环境下的不合理现象的牺牲品。这继续上演的悲剧是对时代丑恶现象

的彻底揭露和无情批判。

生育伦理的多面诠释
莫言说道：“生育繁衍多么庄严多么世俗，多么严肃又多么荒唐。”经过千百年生活

积淀的中国生育伦理，是中国人口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坚固堡垒。生育对于民族来说，

最能体现文化和伦理意义，关系到民族兴旺发达与否，不但与政治经济相关，而且与文化

心理相关。

一、传统的生育伦理观念
				生育伦理文化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是相伴人类始终的文化。现代生育伦理问题既是

人类自身生育伦理文化的延续，又是随着生育技术发展而产生的全新的问题。从时间上来

说，人类今天对这些问题作出的回答、选择，不仅关系现代人的生存、发展，而且关系到

未来人的生存、发展。人类自身生育进化的进程表明，人类在生育行为中的道德责任、伦

理维度，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是一个值得当代人和未来人永远思索亦不能穷尽其广博内容

的主题。

				生育伴随人类的产生而出现，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日趋进步和文明，并与人类社会生

产方式发展水平相适应。《蛙》不但写出历史的部分真实情景，还在于它深入到了人性探

究的层面。计划生育政策实施面对巨大的障碍，其中除了传统文化观念与现实需求，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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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次的人性的挑战。食色性也。性欲、生育、延续生命，是人性的根本需求，几乎所

有民族都曾有过生殖崇拜。即使到了现代社会，这种生殖崇拜依然存在。

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的剧本中，作者借蝌蚪之口说了这样一段话：“（剧本）暂名青

蛙的《蛙》，当然也可以改成娃娃的‘娃’，当然还可以改成女娲的‘娲’。女娲造人,蛙

是多子的象征，蛙是咱们高密东北乡的图腾……”其实，那些顽强地反抗计划生育政策的

行为背后，都有某种人性的“原动力”，也就是生育和传承生命的“力”，这是一种强大

之力！高密东北乡那些“抢生户”、“超生户”，拼死也要生下孩子！姑姑的事业就是动

员国家力量去控制和压迫这种“力”，可以想象是何等的激烈。

二、中国的传统生育伦理
				中国是农耕社会，封建统治几千年，“传宗接代”、“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

后为大”的封建生育观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其中还隐含着“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的思

想。

				（一）、中国人的生育是尽孝的要求。在中国人的道德规范中，讲究百善孝为先。“

孝”又是什么？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说，不孝的表现有三种，其中最

大的不孝是没有后代去宣传祖先的德行、祭祀祖先的灵位。所以生孩子首先是为父母克尽

孝道。人们嘴里最恶毒的诅咒就是断子绝孙。	

				（二）、中国人的生育为了是赡养老人。有儿子是人生莫大的慰藉，使将来老有所

养。这种生育伦理自然有它深厚的社会根源，折射出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以至于生育成了

老年的依靠，这使到生育行为获得了正当的理由。

（三）、中国人的生育为了延续家族香火。重男轻女不只是固执的性别偏好，根子上

是男权传宗接代的观念。生儿育女，人类得以繁衍，但假如自己生育不出儿子，是对家族

繁衍生息的致命打击。“姓氏”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事情，没有儿子会使家庭血脉中断、薪

火失传。	

三、中国农民的生育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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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对落后的传统生产

技术和经济条件下，人丁兴旺能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便成了社会强盛、家庭幸福的重要标

志，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形态，是农民的最终归属。农民生产的产品主要是满足

整个家庭的基本需求。家庭就成为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单位。他们通过自己辛勤的劳作，换

取生活必须用品，以满足整个家庭的需求。每个人只有在家庭中才能寻觅到人生的意义，

保证家庭的继承和发展就成为每个人必须承担的责任。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人们的生活也是十分简单和安静，‘日出而做，日落而

息’的生活规律，已经成为人们最普遍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模式。因



วารสา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ป์รทิศัน์ 33

此，生育在家庭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增加劳动力可满足生产方式的需要；在家庭内部完成

对整个家族的继承和发展；保证完成对老人的赡养。由此可知，传统的生育观念极其强调

生育男性在家庭中的重要性，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紧密相连的。因而，只要传统的

小农经济形态和家庭制度不发生改变，农民这种生育行为也很难发生变化。	

				农民把生育儿女当成是人生意义和归属感的重要部分。在传统的农村社会，农民生育

孩子不但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收获，而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认同，从而享有受人尊敬的社

会地位。

四、中国妇女的生育伦理
				对于妇女来讲，生育子女是他们能够为家庭做出的最大贡献，如果她们不能生育子

女，很难再找继续生活的目标。一个家庭必须要有更多的男孩，男孩既是一个家庭“传宗

接代”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农业时代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女儿长大出嫁，是泼出门的

水，儿子结婚把媳妇娶进门，增加劳动力，还可生育后代。

				农业是体力劳动，男子的体力肯定比女子更胜一筹，增加家庭劳动力，发展家庭经

济，是一种经济需求；晚年有儿子照顾父母，是养老保障需求；壮大家庭势力，在邻里免

受欺负，在社区有地位，是家庭社会地位需求；传宗接代、延续家族香火，是一个家庭文

化延续的体现。

				《蛙》中最能体现人性剖析深度的，还是“女性本能”的描写。传宗接代，是婚姻的

目的，也是女人的唯一使命，它决定着女人的一生。固然可以说是人性的表现，同时也是

传统意识。重男轻女的思想几乎渗透到所有女人的灵魂深处，是那样根深蒂固。

				蝌蚪的前妻王仁美已经有了女儿，但非得再生个儿子，甚至不惜让丈夫为“超生”而

抛弃前途，结果自己也为此而送命。小狮子本来是计划生育的执行者，婚后难忍膝下无子

的煎熬，自己不能生育，有些神魂颠倒，要想办法借腹生子。

				王胆和陈鼻谈恋爱时，王胆说：“陈鼻哥哥你放心，我虽然个头小，但身上什么都不

缺，我一定为你生个大儿子。”

				王仁美结婚后对丈夫说：我给你造个儿子吧，小跑，我们合伙造个儿子吧……。她还

对姑姑说，那您就该把那种生双胞胎的药给我配了，我给咱老万家多生一个好后代，把肖

上唇气死！	

				小狮子对丈夫说：你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就是绝户。我没能为你生儿

子，是我的遗憾。我为了弥补遗憾，找人为你代孕，为你生儿子，继承你的血统，延续你

的家族……

她们对生儿子的狂热，不但含有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而且希望通过儿子得到一个“

正常女人”的名分，获得一种存在感——没有生儿子的女人就不是真正的女人。整个《

蛙》几乎全都是围绕这种普遍的“追求”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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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灵魂的深刻反思

莫言说：“直面社会敏感问题是我写作以来的一贯坚持，因为文学的精魂还是要关注

人的问题，关注人的痛苦，人的命运。而敏感问题，总是能最集中地表现出人的本性。当

然，写敏感问题需要勇气，需要技巧，但更需要的是一个作家的良心。”莫言通过人性与

时代的纠结以及对母性的认同，让人们略去简单的善恶道德评价，而触及灵魂最深处的痛

楚，留给人们无尽的思考。深入分析《蛙》这部小说在对中国六十年生育史进行关注的同

时，不约而同地向内深入到个体灵魂的深处，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是有罪的，也都在忏悔

中努力尝试着为自己赎罪。正如莫言在《蛙》的代后记中说“他人有罪，我亦有罪”。无

论是姑姑、蝌蚪还是其他人的故事，都表现出明显的负罪感和忏悔意识	。

一、反思与内省
随着人生的演进，思想压力不断增加，使万心不得不反思过去。姑姑说：睡不着的时

候，我就想，想自己的一生。从接生第一个孩子想起，一直想到接生最后一个孩子，一幕

一幕，像演电影一样。按说我这辈子也没做什么恶事……那些事儿……算不算恶事?	“姑

姑”的反思及忏悔，可以映衬作家对自身的解剖，作家的回忆与反思亦是对自身的评价。

任何人的反思实际是回归于常人及本真的人。莫言常谈道，随着年龄增长，他创作中的反

思成分会越多，越深沉。他说：“每个作家最后面的肯定是自我，所谓一个作家的反思、

文学的反思，最终都是要体现在作家对自己灵魂的剖析上。如果一个作家能剖析自己灵魂

的恶，那么他看待社会、看待他人的眼光都会有很大的改变。”

二、自责与忏悔
“姑姑”的生命历程中，其思想发生了颠覆性变化，而这种变化不外是内外两重因

素。内在因素是其本性之善的回归而使之忏悔和反思，外在因素显然是社会现实发生的巨

变。晚年的“姑姑”不愿再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当她为王小梅做流产时，听到负压

瓶的声音便昏倒在地。她此时的内心矛盾复杂，潜在的良知被唤醒，开始认识到人的珍贵

和活着的价值，促使她走上忏悔与赎罪之路。她为蝌蚪和小狮子取得了一个孩子。她之所

以这么做，是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在自责与忏悔中得到解脱。

三、弥补与赎罪
				退休的那天晚上，她醉酒遭遇到青蛙袭击，后来被郝大手所救，全身起了一层疱疹，

痊愈后自以为脱胎换骨的姑姑嫁给了郝大手。她不是因为被郝所救想要报恩，而是想要借

郝大手的双手捏娃娃来减轻自己的罪过。两人合作捏了两千八百个泥娃娃，每个泥娃娃都

有名有姓，每一个都代表了“姑姑”的一份歉意与忏悔。“姑姑”记住了两千多个孩子的

姓氏，记住他们何时何地被自己所毁，他们的父母又是谁。姑姑精神上承受了极大的压

力，在第五部中，姑姑还上吊自杀来自我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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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的姑姑评判自己的功过是非，她承认错误，接受惩罚。她认识到“一个有罪的人

不能也没有权利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像熬药

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法来赎自己的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去死”。用这

种方法自我惩戒，以达到自我赎罪的目的，其中的原因是她真正认识到人的珍贵及生存的

意义。

结语
				莫言从“高密东北乡”	这个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里，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小说《

蛙》对东北高密乡女性历史命运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探索。他以一种独特、深入、细致的

笔触书写着人生的痛苦，对女性给与极大的关注、深切的怜悯、无限的同情，描绘了社会

中的不幸女性的悲惨遭遇，执着地探寻着女性生命的意义，流露出对中国人生存问题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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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从各个角度进行比较分析作品的人物形象，探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下

女性的生存状态，分析传统思想对人物性格和心理特质的影响，总结出《蛙》中女性形象

的特征，她们的悲剧是道德的悲剧，社会的悲剧，性格的悲剧和命运的悲剧，也是民众在

传统生育观念影响下，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所导致的大众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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