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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烏托邦幽影徘徊不散
──論王晉康《蟻生》的反烏托邦書寫

 鄒　文　律 *

提　　要

在中國當代文學與歷史的互動中，「反烏托邦書寫」經常是被忽略的文學

表現形式。然而，反烏托邦書寫卻呈現了中國作家對毛澤東時代烏托邦運動的

省思。被譽為中國科幻界「三巨頭」之一的王晉康，於 2007 年出版的《蟻生》

書寫了一場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失敗的烏托邦實驗，展現了作者對烏托邦追求的

警剔。王晉生自言《蟻生》是他最為滿意的小說，但學術界對這部小說的探討

不多。本文旨在深入分析《蟻生》的反烏托邦書寫。全文共分為四部分：第一

部分探析《蟻生》呈現的烏托邦與共產主義烏托邦的關連。第二部分則詳細分

析《蟻生》對烏托邦預設的批判。第三部分則析論《蟻生》怎樣綰合了對文革

和烏托邦追求的雙重否定。第四部分關注小說如何展現對後毛澤東時期，烏托

邦幽影不散的警剔。

關鍵詞：反烏托邦、文化大革命、王晉康、科幻小說、中國當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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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st Utopian Shadow 
Lingers: On the Anti-utopia Style
of Expression in Jinkang Wang’s 

Life of Ant

 Chau, Man-Lut*

Abstract

In the intera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he anti-
utopia style of expression is frequently neglected in literature. The anti-utopia style 
of expression is the reflection of Mao Zedong’s Utopia Movement from the Chinese 
authors. Jinkang Wang is one of the Big Three in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His 
fiction, Life of Ant, is his most prominent work of anti-utopia style of expression. 
This article aims at examining the anti-utopia style of expression in Life of Ant. It 
contains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discuss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utopianism 
in Life of Ant and communism. The second part analyzes the critics of utopia 
presupposition in Life of Ant. The third part examines how the author disavow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utopianism. The fourth part demonstrates how the fiction 
carries the vigilance about the shadow of utopia under post-Mao era. The anti-
utopia style of expression is the reflection of Wang towards Mao Zedong’s Utopia 
Movement. It implies that the reality of utopianism is cruel and impractical. 

  
Keywords: Anti-utopia, Cultural Revolution, Wang Jinkang, Science fictio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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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1977 年 8 月於北京召開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中國共產黨宣布歷時十

年的「文化大革命」劃上句號，正式拉開了後毛澤東時期的序幕。莫里斯•邁

斯納（Maurice Meisner）形容當中的關鍵性改變：「現代經濟發展目標取代了

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幻想」。1「他們必須拋棄毛主義的烏托邦，

才會有助於建設一個強大而繁榮的國家」。2 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社會目標被摒

棄，經濟發展成為整體中國社會的首務。烏托邦運動退潮之時，文學界開始反

思毛澤東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而發動的社會政治運動（例如「大躍進」、「文

革」）。「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先鋒小說」相繼湧現，

構成了 1980 年代的文學主潮。到了 1990 年代，隨著中國社會持續推進改革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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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為 Thei Seed Grant: “Utopia in China: A research on Wang Jinkang's science fiction”
（計劃編號：SG1617118）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文初稿最先於 2018 年 11 月 10 日

首次宣讀於香港恒生大學主辦的「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中國文學國際研討會」，

修訂稿再於 2019 年 3 月 15 日於香港公開大學主辦的「全球背景下的中國文化國際

學術會議：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與國際視野」上宣讀。承蒙與會學者以及兩位匿名

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謹此銘謝。
1   （美）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siner）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譯：《毛澤東

與馬克思、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年），頁 3。
2   （美）麥克法夸爾、（瑞典）沈邁克（Roderick MacFarquhar & Michael Schoenhals）

著，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臺北：左岸文化公司，2009 年），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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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市場經濟不斷發展，中國當代文學亦進入了多元發展的時期，延續至今。

在文學與歷史的互動中，有一個面向時常缺席於文學史――這些小說以

「反烏托邦」書寫（Anti-utopia Writing）為主要的文學表現形式，映現了作家

對中共追求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歷史回顧，同時以文字深入反省烏托邦運動

的本質。這類型的反烏托邦書寫始於莫應豐《桃源夢》（1985），小說以烏托

邦「天外天」的消亡來批判「文革」烏托邦運動造成的災難。其後，閻連科《受

活》（2004）在批判「文革」之餘，同時批判後毛澤東時期社會以「集體一朝

致富」的手段來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的虛妄追求。格非的「烏托邦三部曲」（又

名「江南三部曲」）以反烏托邦為基調，試圖以三部長篇小說來批判中國百年

的烏托邦夢魘，覆蓋了晚清至民初（《人面桃花》，2004）、1950 年代「大躍進」

（《山河入夢》，2007）、後毛澤東時期（《春盡江南》，2011），詳細描述

主要角色為了創建烏托邦引致的種種災難，不少情節指向烏托邦運動在理念追

求與實踐之間的落差，以及烏托邦運動失敗後，社會失去集體目標的迷惘和失

落氛圍。從時間軸來看，中國當代文學的反烏托邦書寫始於對「文革」的反思，

後來逐漸擴闊至晚清以來在中國大陸縈繞不散的各種烏托邦追求，尤其對追求

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的過程裏，付出的各種代價和犧牲，以及實現共產主義烏

托邦的不可能性。3

在這些反烏托邦書寫中，王晉康於 2007 年出版的《蟻生》格外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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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討莫應豐《桃源夢》、閻連科《受活》、格非《山河入夢》的「反烏托邦」書寫

之研究，可見鄒文律：〈桃源夢魘――論莫應豐《桃源夢》的「惡托邦」書寫〉，《中

央大學人文學報》第 47 期（2011 年），頁 103-162；吳曉東：〈中國文學中的鄉

土烏托邦及其幻滅〉，《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3 卷第 1 期（2006
年），頁 74-81；劉劍梅著，杜紅譯：〈徘徊在記憶與「坐忘」之間〉，《當代作

家評論》第 1 期（2008 年），頁 119-131；鄒文律：〈逸出烏托邦之外――論閻

連科《受活》的反烏托邦書寫〉，《中國文學學報》第 8 期（2017 年），頁 151-
186；姬志海：〈論《江南三部曲》的「烏托邦」反思〉，《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第 3 期（2017 年），頁 191-201；陳雀倩：〈烏托邦構設的真實與失落――論格非《山

河入夢》之意義〉，《人文社會與醫療學刊》第 1 期（2014 年），頁 14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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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晉康寫作多年， 4 以寫作科幻小說著稱；在中國科幻文學領域更被譽為「三

巨頭」（Big Three）之一。5 文學界歷來多數把王晉康的小說置入中國科幻文

學的脈絡加以討論；6 例如韓松便指出王晉康的科幻小說關心科學與道德的關

係，關心民族和人類的走向；7 趙海虹則認為王晉康的小說對醫學、生物倫理

學、科技對人性的異化等方面皆有獨特見解。8 宋明煒在析論王晉康小說時，

亦把他與劉慈欣和韓松的科幻小說並置討論，認為這三位科幻作家的小說觸及

烏托邦議題時，呈現了對中國崛起、發展迷思、後人類視角的思考。9 誠然，

烏托邦與反烏托邦是科幻文學常見的主題，達科•蘇恩文（Darko Suvin）論及，

科幻小說與烏托邦小說關係密切，科幻小說的範圍在當今雖然大大擴展，但它

是間接地從烏托邦小說衍生而來的；科幻小說可以以包含烏托邦╱反烏托邦書

寫的維度。10 宋明煒在討論中國科幻小說中的新浪潮時，便以《蟻生》與劉慈

欣的網路小說《中國 2185》（1989）、《三體》三部曲並置討論，指出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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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晉康（1948-），河南南陽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南陽油田石油機械廠研究

所副所長，高級工程師。他在 1993 年開始創作，獲得中國科幻大獎銀河獎 15 次；

著有《生死平衡》、《逃出母宇宙》、《蟻生》等長篇小說逾 10 部，〈養蜂人〉、〈水

星播種〉等短篇小說 80 多篇。詳見（美）Mingwei Song. “Variations on Utopia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40 (2013), pp. 86-102.

5   Mingwei Song. “Variations on Utopia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p. 87.
6   例如王衛英主編的《中國科幻的思想者――王晉康科幻創作研究文集》（上海：科

學普及出版社，2016 年），收錄了大量從科幻文學角度來研究王晉康小說的評論

與學術論文。
7   韓松：〈王晉康――真善美的求索者〉，收在王衛英編：《中國科幻的思想者――

王晉康科幻創作研究文集》，頁 42-43。
8   趙海虹：〈王晉康――中國科幻的思想者〉，收在王衛英編：《中國科幻的思想者――

王晉康科幻創作研究文集》，頁 97。
9   Mingwei Song. “Variations on Utopia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p. 87. 宋明煒在此文主要探討王晉康〈轉生的巨人〉與發展迷思（the myth of 
development）的關連，對於《蟻生》僅略加討論，指出它對毛澤東發動的社會革命

有所反映。
10  （美）Darko Suvin,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Oxford: Peter Lang, 2016), p.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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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晚清科幻小說中的烏托邦主題顯著不同：晚清科幻小說「把烏托邦具象化為

在科學、道德和政治上舉頭並進的未來景觀」，中國科幻小說中的新浪潮則因

為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以悲劇告終，呈現了一種「包含著希望與絕望，烏托邦

及其惡托邦反思，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混合雜糅。」11 宋明煒把《蟻生》置

入中國科幻文學的脈絡中考察，並以 1989 年為中國科幻小說想像新模式出現

的界線，自是有其創見。不過，誠如前文所述，中國當代文學亦有以反烏托邦

書寫的形式，回顧毛澤東時代的共產主義烏托邦追求及其失敗的寫作脈絡。本

文的論述由此而起，試圖把《蟻生》置入中國當代文學的反烏托邦書寫序列中

加以探討，析論其反烏托邦書寫的文學意義。

《蟻生》描繪「文革」期間，地處湖北附近的北陰市舊城縣紅星公社知青

農場發生的一場烏托邦實驗。主角顏哲運用父親遺留的「利他素」，試圖把充

滿權謀詭計、爾虞我詐的農場，改造成人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烏托邦。

可惜好景不長，隨著「利他素」不為顏哲預知的副作用陸續浮現，加上顏哲無

法克服自身的人性弱點，整場烏托邦實驗終究以災難告終。小說既然書寫一場

失敗的烏托邦實驗，論者亦多從反烏托邦角度來評論。徐彥利認為它是「反烏

托邦寓言」，旨在反對非理性的強權統治和假理性之名剝奪人類自由的強權科

學，顯示王晉康對個體人性的深度追索。12 宋明煒則認為《蟻生》具有「惡托

邦」（Dystopia）小說的色彩，內容描繪的烏托邦實驗乃是當時中國烏托邦實驗

（「文革」）的縮影，回應了「文革」期間發生的翻天覆地的社會改造，13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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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宋明煒著，王振譯：〈1989 年以後：中國科幻新浪潮的烏托邦變奏〉，《中國現代

文學》（2016 年 12 月號，總 30 期），頁 64。
12  徐彥利：〈「烏托邦」覆滅後的人性探索――評王晉康《蟻生》〉，收在王衛英編：

《中國科幻的思想者――王晉康科幻創作研究文集》，頁 210-211。另，沙媛媛也

認為〈蟻生〉是一部「反烏托寓言」，講述了一個烏托邦走向幻滅的故事。見沙媛

媛：〈《蟻生》：一部反烏托邦的寓言〉，《文學教育（上）》第 8 期（2013 年），

頁 144-145。
13  宋明煒：〈「烏托邦」實驗場〉，收在王衛英編：《中國科幻的思想者――王晉康

科幻創作研究文集》，頁 2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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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見出王晉康對毛式烏托邦實驗的反思。14 前述評論對於理解這部王晉康自言

最滿意的小說固然有所幫助，15 但論者未有深究的是，顏哲發動的這場烏托邦

實驗，呈現了哪些烏托邦追求？《蟻生》的反烏托邦書寫批判了哪些烏托邦預

設（構成烏托邦的基本預設）？為什麼王晉康要寫一場發生於烏托邦運動（「文

革」）中的烏托邦實驗？王晉康怎樣借助《蟻生》表達了對後毛時期久久不散

的烏托邦幽影之警惕？《蟻生》與後毛時期中國其他反烏托邦小說形成了怎樣

的關係？本文將會圍繞上述問題開展論述。

二、《蟻生》呈現的共產主義烏托邦

本文在開展進一步分析前，先解釋何謂「烏托邦」。「烏托邦」一詞最初

由英國人托馬斯•摩爾（Thomas More）於 1516 年所創，用以命名他當年出

版的拉丁語著作。《烏托邦》一書分成兩部分，根據克里尚•庫瑪（Krishan 

Kumar）考察，拉丁文 “Utopia” 根據晚期希臘文的模式所創製，由兩個希臘文

字根 “ou” 和 “topos” 組成，“ia” 則是當中隱含的字尾。“ou” 是「沒有」（not）

的意思，“topos” 則指一處地方（a place），合起來就是「不存在的地方」。

不過，希臘文另有一個字根 “eu” ，發音和 “ou” 相同，而 “eu” 則是「美好」

（good or well）的意思。職是，烏托邦既可以指一處「不存在的地方」，又可

以指「美好的地方」。16 謝江平指出，「在烏托邦所描繪的人類圖景中，一切

社會矛盾都得到了徹底的解決。」17 烏托邦是一切歷史階段的最佳圖景，是人

類社會的終極解決方案，一勞而永逸。值得留意的是，《烏托邦》全書分為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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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宋明煒著，王振譯：〈1989 年以後：中國科幻新浪潮的烏托邦變奏〉，頁 67。
15  王晉康：〈《蟻生》創作談〉，收入王衛英編：《中國科幻的思想者――王晉康科

幻創作研究文集》，頁 429。
16  （英）Krishan Kumar, Utopian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08.
17  謝江平：《反烏托邦思想的哲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

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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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第一部分描繪英國農民悲慘境遇和英國的黑暗政治；第二部分則描述一

個理想國家。全書以一反一正的鮮明對比，帶出摩爾對當日社會現實的不滿，

以及作者對當日何謂英國最佳的政治社會制度之想像。

    隨著卡爾•馬克思（Karl Max）在《哥達綱領批判》（Critique of Gotha 

Program）構想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高階段共產主義社會，18 成為毛

澤東領導的中共致力在中國實現的政治追求後，毛澤東接連發動「大躍進」和

「文革」等社會政治運動，意圖早日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事與願違，這些社會

政治運動莫不在犧牲無數生靈後，以慘敗告終。學者（例如邁斯納）開始以「烏

托邦運動」來命名中共這段歷史時期的政治實踐，並以「共產主義烏托邦」

（Communist Utopia）來形容毛澤東致力創建的理想社會。19

在「文革」這場烏托邦運動進行中的 1968 年，毛澤東在「文革」期間發

動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大批原來居住於城鎮的青年學生，不管出於自願

還是被逼，紛紛移居農村參與勞動。《蟻生》描繪的知青農場便是由下鄉知青

和老農共同組成的生產單位。農場位置偏僻，生活其中的知青和農場外的村民

往來不多；老農則來自其他人民公社，與本地村民並不熟悉。知青農場的對外

聯繫，只靠一條接駁至「知青辦」的廣播線和電話線。20 從小說的這種地理設

定可以看出，地理阻隔性令知青農場具備了「空間性的烏托邦」特色。21 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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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德）馬克思（Karl Max）著，何思敬、徐冰譯：《哥達綱領批判》（北京：人民

出版社，1957 年），頁 22。
19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認為「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

都具有烏托邦運動的色彩。詳見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與馬克思、烏托邦主義》。

當然，為「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冠以烏托邦運動之名，乃後

人所為。毛澤東及當時參與運動的人，絕不會承認自己追求的目標是一個具有空想

性質的烏托邦。
20  王晉康：〈《蟻生》創作談〉，《中國科幻的思想者――王晉康科幻創作研究文集》，

頁 116-117。
21  何冠驥：〈幸福保證的謊言――論烏托邦的真面目〉，載何冠驥：《借鏡與類比――

中國文學研究的現代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 年），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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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 20 歲的青年學生便希望在這個「相對孤立的社會系統」中進行一場足以

改變人類社會進程的烏托邦實驗。22 饒有意味的是，如果「文革」本身便是一

場「敢教日月換新天」的「烏托邦運動」，顏哲為什麼想要╱需要進行另一場

烏托邦實驗？

答案需要由顏哲在「文革」的經歷中尋找。顏哲的父親顏夫之是留英生物

學家，對昆蟲學，特別是螞蟻的社會組織有深入研究。中共建國後，顏夫之懷

著復興祖國的宏願從英國回到中國，卻在「反右運動」（1957）時被打成右

派，23 後來更在「文革」中不堪迫害而自殺，其妻子亦步其後塵。24 父母雙亡

後，顏哲好不容易走過生命的低谷，加入知青農場。知青農場生活不僅艱苦，

成員的道德水平亦大有問題――幹活時偷懶、吃飯時賴飯票、爭逐權位……更

令顏哲氣憤的是，他發現了農場場長賴安勝誘姦女知青。25 得悉顏哲掌握了自

己罪證的賴安勝為了自保，對顏哲動了殺機，指使人加害他。誠如羅素•雅各

比（Russell Jacoby）所言：「如果沒有一種具體的狀況來供它否定，烏托邦衝

動就會顯得模糊不清」。26 親歷「文革」的顏哲發現，「文革」不單無法培育

出實現烏托邦所需要的「新人」，還激發了人性中的各種「惡」。顏哲深切明

白到惟有根除人心裏的「惡」，人才能真正過上輕鬆快樂的生活。27 弗雷德里

克•詹姆遜（Frederic Jameson）的洞見提醒我們，烏托邦世界「涉及如何用這

種或那種方法鏟除世界的『罪惡之源』」。28 在《蟻生》裏，人的「罪惡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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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王晉康：〈《蟻生》創作談〉，《中國科幻的思想者――王晉康科幻創作研究文集》，

頁 116。
23  同前註，頁 23-24。
24  同前註，頁 87-88。
25  同前註，頁 55。
26  （美）拉塞爾•雅各比（Jacoby Russell）著，姚建彬等譯：《不完美的圖像――反

烏托邦時代的烏托邦思想》（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年），頁 195。
27  王晉康：《蟻生》（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3 年），頁 136。
28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烏托邦和實際存在〉，收在王

逢振主編：《詹姆遜文集第 3 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識》（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 年），頁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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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私心」――這種「私心」造成了知青農場的種種問題，例如崔振生幹活

時不使盡全力、陳秀寬吃飯時賴飯票、29 賴安勝對顏哲動殺機……要鏟除「罪

惡之源」，以毛澤東思想來與「私心」進行鬥爭（鬥私）顯然不湊效，必須借

助科技的力量――使用顏夫之發明的「利他素」來改造人性。

「利他素」（小說有時稱之為「蟻素」）提煉自螞蟻身上的信息素。根據

顏夫之的研究，螞蟻擁有利他天性，分泌的信息素可以在蟻群中產生正反饋，

產生類似磁場那樣的無形的場，讓接受信息素的螞蟻擁有穩固的利他主義。30

顏夫之在去世前已經掌握了提煉信息素的方法，並把製成品留給顏哲。顏夫之

對「利他素」的全面效果尚未掌握，故此要求顏哲發誓一輩子也不把它投入實

用。31 然而，顏哲認為時不我待，打算以「利他素」來改造包括賴安勝在內的

全體知青農場成員，一舉把他們改造成擁有利他天性的新人。

對於「利他」的追求和「私心」的否定，充分見於顏哲噴灑「利他素」時

向農場成員所說的話：

請把我給予的利他素納入心底，拋棄私欲，拋棄惡念，世上唯有勞動最

快樂，利他最快樂。32

毛澤東早在〈紀念白求恩〉（1939）便提出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為

「真正共產主義者的精神」，33 大權在握後他則試圖透過「烏托邦運動」（建

立「人民公社」、發動「文革」）來培育出這種「真正共產主義者」，好通過

他們來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從前述引文可見，顏哲的烏托邦追求與毛澤東驚

人地一致――通過培育無私的新人（「拋棄私欲」，「利他最快樂」），消滅

體腦差別帶來的社會分工（「勞動最快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來實現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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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王晉康：《蟻生》，頁 136。
30  同前註，頁 114。
31  同前註，頁 116。
32  同前註，頁 139。
33  毛澤東：〈紀念白求恩〉，收在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1966 年），頁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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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烏托邦。事實上，這種對「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強調，與及「鬥私」、「破

私立公」等崇高理想，溯其根本，實乃源自中國傳統儒家「公私義利之辨」、

「天理人欲之分」等文化心理。34

顏哲與毛澤東，甚或儒家先哲的分歧不在於對烏托邦的價值理念看法不

同，而在於除去「私心」的方法。顏哲不相信教化（「克己復禮為仁」），35

也不相信「群眾的革命能動性和他們具有自覺追求並實施共產主義目標的決

心」。36 顏哲相信的是科技手段――他要借助「利他素」來徹底改造和控制人

性，把無私利他的價值觀直接內化在人性中，並使之佔有主導地位。

「利他素」不單除去了農場成員的「私心」，還把農場變成一個「各取所

需」的烏托邦。當知青農場舉行全場大會評工記分時，人人都無私發言，不願

多評工分。後來，大家甚至接納成員王全忠的建議，37 從今以後不評工分，分

紅按人頭計算，並設立一筆公益金，讓大家各自按需要取用。存放公益金的箱

子沒上鎖，取用款項也不必預先得到批准。曾經取用公益金的人，皆主動留下

記錄在箱子裏。38 公益金的設立，暗示了一種「各取所需」的制度――黃瞎子

得以取錢買蚊帳、陳秀寬得以取錢治淋病，老初得以取錢為兒子治病――各人

按自己的實際需要在箱子取錢使用，不必任何人批准。39 馬克思預告，要達到

「各取所需」的境界，生產力必須得到解放，「在合作的財富底源泉更豐富地

湧流出來之後」才能實現。40「各取所需」是毛澤東發動「烏托邦運動」所欲

• 11 •

34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臺北：三民出版社，1996 年），頁 207。
35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2 年），頁 123。
36  邁斯納指出，毛澤東之所以堅信共產主義必定實現，乃是「以在建立共產主義物質

前提的同時，相信群眾的革命能動性和他們具有自覺追求並實施共產主義目標的決

心的信心為基礎的」；故此，只有在群眾自覺地追求馬克思主義目標，普及正確的

價值觀並使之內在化，共產主義才會實現。詳見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與馬克

思、烏托邦主義》，頁 126-128。
37  王晉康：《蟻生》，頁 212-216。
38  同前註，頁 235。
39  同前註，頁 235。
40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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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的終極目標。毛澤東念玆在玆卻又求之不果的目標，卻因為「利他素」的

使用而得到初步實現。由於人人無私勞動，知青農場成為一個吃飯不用飯票，

公益金存款達數百元（在當時是一筆巨款）的烏托邦。41

取消工分的情節暗示了共產主義烏托邦的一大特色：「均平」。計算工分

是中國農業實現合作化後始出現的制度，在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普遍實施於

中國大陸農村。工分用以計量勞動和分配個人消費品，是當時一種普遍的經濟

制度。42 不評工分，按人頭分紅意味著取消農場各成員在生產報酬上的差異，

體現了平均主義。平均主義乃毛澤東心目中真正共產主義的特色。43

除了做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各取所需」、「均平」之外，知青農

場還在另一個層面體現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特色――勞動變成了第一生活需要而

不是生活手段。44 勞動為第一生活需要在《蟻生》多處皆有描述。當賴安勝、

陳得財和陳秀寬被噴灑蟻素後，三人主動要求到農場勞動，他們勞動得汗流如

注，不單沒有抱怨，還在臉上漫溢喜色。45 農場中人人都有勞動的欲望，覺得

勞動是光榮的事，「不再打上工鐘，不再分派農活，勞動全憑大伙兒主動」。46

本來想要殺死顏哲的賴安勝被噴灑「利他素」後，更衷心表示：「勞動最快樂，

幫助他人最快樂。」47 他離開舒適的辦公室，把場長之位讓給顏哲，重投農業

生產。小說如此描述吸入「利他素」的人：

41  同前註，頁 235。
42  黃英偉：〈工分制的制度經濟學分析〉，《二十一世紀》（2012 年 6 月號，總 131

期），頁 87。
43  林蘊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 4 卷：1958-1961。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年），頁 184。
44  馬克思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級，精神勞動和肉體勞動的對立已然消滅，

勞動不再是生活手段而是第一個生活需要。詳見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頁

22。
45  王晉康：《蟻生》，頁 111。
46  同前註，頁 143。
47  同前註，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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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輝是從內心深處發出的，他們的快樂在周圍形成了一個磁場，形成了

強力的正反饋，讓所有人都沉浸在快樂中。48

「利他素」徹底改變一個人的內在為人，消除人的「私心」，使人從內心深處

萌生幫助他人的願望。自從顏哲向農場成員噴灑「利他素」後，整個農場都洋

溢著勞動的快樂和幸福，人人都受利他主義支配，沒有內耗，運轉得像高效的

螞蟻社會，沒有任何內耗和無用功；整個農場上都洋溢著快樂和幸福。49 成員

的勞動熱情甚至感動了來農場做調查的紅星公社幹部大老魏，令他想起大躍進

前期：人人只知道幹活，沒一點兒私心，幹得越累越高興；而這樣的景象已經

多年沒見。50 當勞動不再是生活的擔子而成為一種發自內心的需要後，自然不

會再有自私偷懶的舉動，這種自發地盡其所能工作的情況，必然能夠使生產力

得到充分發展，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奠定堅實基礎。

透過「利他素」，毛澤東在「大躍進」、「文革」的未竟之功全都由顏哲

來完成。「噴過蟻素後，農場變成了真正的伊甸園。」51 在距離烏托邦目標越

來越遠的「文革」歲月，顏哲為知青農場的成員帶來了一個共產主義烏托邦。

三、《蟻生》的反烏托邦書寫――批判烏托邦預設

王晉康《蟻生》沒有像浩然《金光大道》（1972）那樣汲於對共產主義烏

托邦謳歌；反之，顏哲以「利他素」建立的共產主義烏托邦不足一年便告潰敗，

充分展示了小說的反烏托邦立場。這種反烏托邦立場，通過批判各種烏托邦預

設（Utopia presupposition），得到充分呈現。綜觀古今中外的烏托邦書寫，不

論其描繪的烏托邦有何特色，皆建基於一系列反映了作者對理想世界和人性理

解的烏托邦預設。易言之，烏托邦預設，便是烏托邦得以建立和存續的基本前

48  同前註，頁 111。
49  同前註，頁 147-148。
50  同前註，頁 175。
51  同前註，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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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像地基那樣承托著烏托邦大樓。若然這些預設存在不可克服的內在問題，

整座烏托邦大樓亦會隨之土崩瓦解，故此反烏托邦書寫往往聚焦於質疑和批判

這些烏托邦預設。《蟻生》亦不例外。後文將會圍繞《蟻生》批判的三項烏托

邦預設進行析論。

（一）自視為「神」的烏托邦領袖及其不可超越的有限性

喬治•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指出：「烏托邦是按照計劃而永久

設立和受到嚴格控制的社會，該計劃的設計者相信已照顧到全體人民的最大

利益。」52 從此可見，烏托邦必定有一位身兼領袖的設計者。《烏托邦》提

及「烏托邦」的全部設計出於烏托普國王之手，後代只是負責完成計劃和修飾

加工。53《太陽城》談及最高統治者「太陽」是一個博學賢明的人，能夠對一

切問題和爭端進行最後裁決。54 從各種烏托邦書寫可見，領袖之於烏托邦非常

重要。當代中國涉及烏托邦的小說，例如莫應豐《桃源夢》（1985）、李佩甫

《羊的門》（1999）、閻連科《受活》（2003）、格非《山河入夢》（2007）、

陳冠中《盛世》（2009）等，不管其對烏托邦的立場如何，無一不對烏托邦領

袖的人格特質多所著墨。對於認同烏托邦追求的作品，分析領袖人物的形象，

可以發現作家在某種文化價值、歷史條件下，對於理想政治領袖的看法。即或

作家持反烏托邦立場，亦能通過領袖的人物形象分析，看出作家認定哪些人性

局限是連烏托邦領袖都無法克服的，領袖又會在怎樣的歷史文化條件下錯估人

性或形勢，誤以為一己之「正義」能夠代表全體。結果，烏托邦縱然建成一

時，最後不是走向自身的反面（惡托邦），便是以可怖的毀滅告終。

烏托邦領袖自信掌握了開啟完美世界之門的鑰匙，所以能夠「照顧到全體

52  （加）George Woodcock, “Utopias in Negative,” Sewanee Review, 64 (1956), p. 82.
53  （英）托瑪斯•摩爾（Thomas More）著，戴鎦齡譯：《烏托邦》（臺北：志文出

版社，2005 年），頁 96。
54  （義）托馬索•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著，陳大維、黎思復、黎廷弼合譯：

《太陽城》（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頁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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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最大利益」。衣俊卿指出，在追求烏托邦的過程裏，「人將自身提高到

神的地位」，55 產生了一種超乎常人的自信。關於烏托邦主義者的信念，謝江

平論及：

神是全知全能的，烏托邦主義者認為，人的認識能力也是無限的。人可

以憑借經驗的或者理性的手段達到對世界的真理性認識，從而可以達到

支配自然的目的。同樣，人也可以達到對歷史，對社會的真理性認識，

並根據這種認識來建造人間的天堂，實現人最終的解放。56

相信人可以達到神的境界，57 達到對世界的真理性認識，然後創建一個完美世

界，向來是烏托邦書寫的重要特徵。在《蟻生》中，王晉康同樣把領袖顏哲刻

劃成擁有「神性」的超凡人物。小說最初提及顏哲時，便形容他的一家「太超

凡脫俗了，就像是天上的仙人來到凡間。」58 當顏哲向秋雲談及烏托邦計劃時，

小說描述「他的眼睛閃閃發光，那是理想之光，是古今中外人類精英們最崇高

的理想。」59 顏哲不僅氣質超凡，更具備烏托邦領袖必備的節制與勇氣。60 先

論勇氣――雙親縱使在「文革」中受迫害而自殺致死，顏哲並沒有變得膽小，

還是顯出勇氣與知青農場的場長賴安勝對抗，希望揭發他誘姦女知青的惡行。

後來賴安勝設局謀害他，他則果斷地把父親留下的「利他素」投入使用，先把

賴安勝改造成「新人」，再向秋雲以外的全體成員噴灑「利他素」，銳意在知

55  衣俊卿：《歷史與烏托邦：歷史哲學：走出傳統歷史設計之誤區》（哈爾濱：黑龍

江教育出版社，1995 年），頁 35。
56  謝江平：《反烏托邦思想的哲學研究》，頁 52。
57  謝江平指出，在西方哲學思想中，人可以取代神的這種觀念並不是源自基督教傳

統，反而源自否定原罪的基督教異教原則，例如貝拉吉烏斯教義（Pelagianism）。

詳見同前註，頁 51。
58  王晉康：《蟻生》，頁 27。
59  同前註，頁 118。
60  陳周旺指出烏托邦領袖必須具備政治美德，將政治統治視為責任和使命而不是追逐

名利的手段。在各種政治美德中，陳周旺根據柏拉圖《理想國》，提出「最為根本

乃在於節制與勇氣。見陳周旺：《正義之善――論烏托邦的政治意義》（天津：天

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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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農場創建烏托邦。61 再論節制――當顏哲見識到農場成員吸入「利他素」而

表現的幸福和快樂時，他也很想把「利他素」用在自己身上，62 但意識到現階

段烏托邦的成員仍然需要顏哲定期為他們注入「利他素」，63 故此他為了全體

成員的利益，決定表現節制，暫時不去親身體驗吸入「利他素」的快樂。64 事

實上，當顏哲成為知青農場的領袖後，他本可以為所欲為，卻一直保持著清醒

和強烈的自省意識，視手上的權力為責任和使命，而不是追名逐利的手段。

顏哲勞心勞力地為這個新生的烏托邦繪製藍圖，力圖預先發現各種未知的陷

阱，65 希望最終建立一個不靠外部力量╱監管者便能自行運轉的烏托邦。66 身

為顏哲情人的秋雲，亦深受感動，以副手身份陪伴他承受扮演「清醒的監管者」

的痛苦，致力保護知青農場的成員不受外界所害。67 

除了勇氣和節制外，烏托邦領袖還得展現非同尋常的智慧，才能設計一個

完美的烏托邦。顏哲雖然只有 20 歲，68 但小說不時形容他眼光敏銳、69「站

在哲理的高度思考問題」，70「思考是顏哲這樣的人特有的專利」。71 凡此種

種皆可見出王晉康著力把顏哲塑造成具有「神性」的烏托邦領袖。顏哲的確智

謀超卓――他化解了賴安勝的殺人計劃後，更平定了莊學胥和崔振山在庫房會

議中嘗試扳倒自己的陰謀。他想出以噴灑特效疫苗防範「虎拉熱」（顏哲虛構

的傳染病名稱）的藉口，利用庫房密閉的空間條件，以農用噴霧器向全體成員

61  王晉康：《蟻生》，頁 124。
62  同前註，頁 145。
63  同前註，頁 157。
64  同前註，頁 119。
65  同前註，頁 161-162。
66  同前註，頁 157。
67  同前註，頁 145。
68  同前註，頁 248。
69  同前註，頁 151。
70  同前註，頁 156。
71  同前註，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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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灑「利他素」，成功把知青農場的成員改造成「新人」。72 及後，紅星公社

知青辦主任老魏叔和婦聯主任谷翠花察覺到農場有異樣，親自趕來調查時，只

是發現農場在顏哲領導下，「就像大躍進前期那樣乾淨，人們只知道幹活，沒

一點與私心，幹得越累越高興」。73 不過，為免老魏叔向上級報告農場的現況，

顏哲向二人噴灑「利他素」，索性把他們留在知青農場。74

自從顏哲成功利用「利他素」築造烏托邦後，他對自身有了不一樣的認識：

那天我（按：秋雲）到場長室，見這兒已經大變樣，牆上掛滿了木工鋸、

鉋子、鑿子和斧頭，一條木工長凳順在門外邊，旁邊拋散著鋸末和刨花。

這些木工家什原來放在牛屋隔牆的一間空屋裏，顏哲說挪到這兒方便，

看書累了就幹一會兒，等於是課間休息。

我逗他：「這是場長室還是木匠坊？以後大家喊你顏場長還是顏木匠

呢？」

「隨便。」

「以後就喊你小木匠吧，不過可沒看輕你的意思。國家領導人中就至少

有兩個是木匠出身。」

顏哲平淡地說：「還有一個人也是木匠耶穌。」

我當時沒有在意，說了幾句閒話就走了。但後來想到他這句話，越想越

覺得其中有深義。他可能並非有意拿耶穌來自比，但兩人確實神似：宗

教的激情，憂鬱的氣質，蒼白的膚色，瘦削的身體，還有，目光中高燒

病人般的熾熱。可以說，他和耶穌一樣，也是信徒簇擁的一個白皮膚的

神，只是他懾服眾生時依靠的是科學而不是虛無的神跡。75

顏哲當上領袖後，成員除了對他言聽計從，更不許他參加農場的勞動，顏哲只

需要負責農場裏無人懂得做的零星木工活，以及仔細籌劃農場的未來。秋雲把

72  同前註，頁 137-140。
73  同前註，頁 175。
74  同前註，頁 177。
75  同前註，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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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哲稱為木匠並無貶意，畢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兩位國家領導人（李先念和李

瑞環）都曾經當過木匠。76 不過，顏哲顯然不止是把自己比作國家領導人――

他糾正秋雲，當過木匠的還包括基督教的創立人――上帝的兒子耶穌。在基督

教信仰中，耶穌是上帝差派來拯救世人的救主，是上帝王國的君王，能夠為人

類帶來光明的前途和希望。顏哲自比耶穌，顯然不是無意識的類比，而是對自

身的定位――他是被選定來到這個「文革」亂世拯救眾生的「神」，他借助科

學的力量（「利他素」）成功把昔日黑暗的知青農場改造為今日光明的共產主

義烏托邦――人人熱愛勞動，「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分配達至「均平」的同

時，又以公益金協助成員「各取所需」。

王晉康自言，他的小說主角多是那種道德高尚、智力超群的科學虔誠信

徒。77 綜上所述，顏哲的確符合前述特點。然而，《蟻生》異於王晉康其他小

說的是，顏哲在「神」的位置上待了不足半年，78 內心便漸漸起了不良的變

化。當秋雲的大姐為了城裏招工一事來到農場，顏哲為了令大姐感受到家庭的

溫馨，指示農場成員中午吃羊肉餃子（當時只有春節和國慶才能吃餃子）。79

顏哲此舉並非為了展示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優越性，而是為了取悅情人（秋雲）

的大姐，就連秋雲都猜想「顏哲這個命令多少有些私心吧」。80 除了無法徹底

排除私心，他更不能接受自己被監督。當他發現老魏叔身上的「利他素」已經

失效，卻裝作若無其事地在群眾中觀察自己後，頓時心生不滿。他不滿一直以

「神」的目光來觀察農場成員的自己，竟然也是被觀察的對像。81 不僅如此，

76  李先念（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和李瑞環（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皆是木匠出身。
77  陳楸帆：〈悲憫的人性觀察者――著名科幻作家王晉康專訪〉，《世界科幻博覽》

第 8 期（2017 年），頁 12。
78  秋雲說自己當「上帝副手」不足半年，可見，顏哲當上「蟻王」也不足半年。見王

晉康：《蟻生》，頁 261。
79  同前註，頁 231。
80  同前註。
81  同前註，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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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哲更認為自己操有生殺予奪之權。當賴安勝仗義為孫小小趕走腿上的水螞蟥

時，顏哲誤會他惡性難除，意圖強暴僅得十五歲的孫小小。尚未弄清原委前，

顏哲便下令掐死賴安勝。最後真相大白，賴安勝保住性命，顏哲亦向群眾道歉，

並得到眾人原諒。然而，顏哲的行徑招來秋雲不安，秋雲不禁心生「莫非他真

把自己看成了生殺予奪的上帝？」的疑問。82

「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當「利他素」改造了農

場成員的本性時，也賦予顏哲絕對的權力和不容挑戰的地位――他不再是當初

擔心烏托邦會出現擁有絕對權力的邪惡領袖的顏哲了――因為他本人已經在不

知不覺中踏上成為邪惡領袖的道路。一直陪伴顏哲的秋雲清楚看出，「一個有

大智慧的人，如果走火入魔，會乖張悖誤到啥程度」。83

此外，「利他素」雖然能夠去除人的私欲，激發人的利他主義精神，但它

應用在人類身上將會產生什麼效果和副作用，就連它的發明者――顏夫之也無

法完全預料，所以他才寄望顏哲延續研究，並且要求顏哲「一生中不准投入實

用」。84 不過，顏哲認為父親過分謹慎，應該在小範圍中試用，才能把研究成

果實踐出來。日後發生的事件證明，顏夫之的謹慎不無道理。「利他素」噴灑

在人類身上後，效力只能夠維持一段時間，需要重複噴灑。為此，顏哲製作了

新一批「利他素」作補充。包括老魏叔在內的六人在荒崗上被顏哲噴灑了最新

煉製而成的「利他素」後，不幸地招致農場其他成員襲擊。原來，螞蟻的利他

主義只針對自己的族群，對其他族群則非常殘忍。新一批「利他素」令農場成

員視老魏叔等人為異類，加以襲擊。結果，這場顏哲意料之外的鬥爭造成了農

場七名成員喪生。

    無論顏哲多麼有智慧，甚至手執「利他素」，他終究不能超越人的有

限性。《蟻生》意圖揭示那些自視為「神」的烏托邦領袖，不單個性會隨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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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同前註，頁 243-246。
83  同前註，頁 278。
84  同前註，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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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力位置改變，亦有不能克服的私心和判斷錯誤的時候。烏托邦領袖自視為

「神」，只是狂妄自大的表現，終究會為治下人民帶來災難。正如保羅•蒂里

希（Paul Tillich）所言，烏托邦的不真實性在於它忘記了人的有限性。85 王晉

康正正是從烏托邦領袖（人）的有限性來揭示烏托邦的不可能性。

王晉康一方面揭示烏托邦領袖受制於人的有限性，另一方面則批判人如果

想要憑科學的力量來改造人性，是極為危險的做法。張頤武指出，「科學在中

國現代被賦予了和迷信及落後決裂的重要的倫理意義。」86 從晚清開始，科學

力量慣常被烏托邦小說賦予崇高的地位，扮演不可或缺的建設性力量。例如吳

趼人《新石頭記》（1905）描述的「文明境界」必須依託各種高度發達的科技

才能建成；旅生《癡人說夢記》（1904）也描述賈希仙憑手槍（科技產物）折

服了仙人島的統治者，好讓他在島上建立烏托邦――鎮仙城。不過，王晉康始

終對於人類能夠完全駕馭科學力量的想法心存戒懼，特別當科學力量被用來改

造人性時，他的小說幾乎都持否定立場。在《豹人》（2003）中，科學家謝教

授替主角謝豹飛嵌入了少量獵豹基因，令他得以打破短跑世界紀錄。然而，基

因被改造過的謝豹飛亦獸性大發，強暴了中國姑娘田歌，將她咬死，釀成悲劇。

《癌人》（2003）中的 PPG 藥業公司總裁約翰•羅伯遜為了拯救患上肝壞死

的妻子，設法使生物學家保羅以海拉細胞（懂得無限分裂增生，長生不死的癌

細胞）複製一個黑人女孩，以圖取得其肝藏拯救妻子。這項科研成果最終令女

孩被視為「非人」，變成一具為人類供應備用器官的「身體」。當人類運用科

學力量改造人類時（不論是改變人性、基因，還是複製人類）王晉康總是在小

說中為這些行動給出災難性結局。可見，他並不相信人類有足夠的智慧徹底駕

馭科學力量，特別當科學觸碰到人性的改造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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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美）Paul Tillich, Political Expect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p. 171.
86  張頤武：〈主流化進程與想象的重構：科幻文學與當下中國〉，《山花》第 19 期（2015

年），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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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烏托邦「一元論」的質疑

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論及，不管是柏拉圖的理想國，還是培根

的新大西島，這些作者都堅信世界上存在著真實不變、普遍地適用於任何人和

地方的價值。不同的烏托邦思想源自不同的價值理念，但它們都確信自己才是

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正確答案。87 因為真理（正確答案）只可能有一種（one 

only），真理以外的皆是謬誤。88 職是之故，烏托邦思想存在著鮮明的「一元

論」（Monism）預設。「一元論」預設內含等級制的思維模式――目的與手段、

本質與現象、真理與謬誤之間，前者的級別高於後者。兩者產生衝突的話，較

為低級的一項就要作出犧牲或接受強制。89 既然烏托邦主義者確信自己的計劃

是惟一正確的方案，那麼問題就在於如何把現存的社會轉變為烏托邦。《蟻生》

把小說時空設定為「文革」，不啻就是要追問：當毛澤東主張通過階級鬥爭和

對傳統文化的批判達致「人的思想的『無產階級化』」，90 在歷史現實中非但

無法取得成功，反而造成極大的社會混亂；那末，應該透過怎樣的手段才能實

現「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科學技術會否比思想改造或政

治批判運動更有效？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顏哲在知青農場進行了一次科學實驗；他向自己和秋

雲以外的全體成員噴灑「利他素」。「利他素」的確改變了農場成員的性情，

即使是惡行纍纍的賴安勝都變成了善良勤勞的人。為了令這個烏托邦能夠不靠

外力而自行運轉，延續下去，顏哲研究怎樣可以把成員身上的利他習性穩固下

來，最終變成族群本能。顏哲想到以岑明霞和賴安勝尚未出生的私生女兒為實

驗品，定期向岑明霞噴灑「利他素」，以觀察她是否能夠繁衍出擁有純潔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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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英）Isaiah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0-27, 211-212.

88  同前註，頁 209。
89  謝江平：《反烏托邦思想的哲學研究》，頁 42。
90  （美）莫里斯•邁斯納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5 年），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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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的後代。由於岑明霞懷孕前並未噴灑「利他素」，顏哲打算日後讓她再度

懷孕，以進行對比實驗。對於以未出生的孩子為實驗品一事，向來對顏哲言聽

計從的秋雲產生了基於本能的反感。91 後來，顏哲留意到螞蟻社會是沒有持續

的全員性欲的（蟻后一生只需要交配一次便可以持續生育），他擔心提煉自螞

蟻的「利他素」會不會也有降低人群性欲的副作用，決定安排素有私情的老魏

叔和谷翠花同居，以此進行性欲實驗。這次秋雲忍無可忍，覺得顏哲視人類為

實驗用的小白鼠，無視人類的素樸情感，實在過於陰暗。她甚至開始懷疑顏哲

是否真的自視為神，有權隨意支配農場成員的生活。顏哲認為秋雲和他看問題

的基點有著根本性分歧，早晚都會分道揚鑣；92 二人的分歧最終在毆鬥事件中

演化為決裂。

當包括老魏叔在內的七人死於毆鬥事件。93 秋雲決定趕走顏哲，結束整場

烏托邦實驗。顏哲雖然對成員的死感到內疚，卻認為他有責任試驗這個烏托邦

的方方面面，例如如何面對戰爭的問題等；他認為應該視這場不幸的事故為一

次不可豁免的試驗。顏哲指出：「上帝的道德準則和人類不同，他向來只關心

種族的延續，並不關心個體的命運……。」94

事實上，從顏哲以人類為實驗品，再到他面對毆鬥事件的反應，在在反映

了「一元論」的烏托邦預設――為了實現集體幸福的烏托邦，個體的生命並不

重要。烏托邦的存續比烏托邦中的任何生命更重要――除了手執「利他素」及

其製造方法的顏哲，沒有誰在這個烏托邦是不可或缺的。自覺手握真理的烏托

邦領袖有權決定一切道德準則，他就是神，而農場的所有成員不過是「螞蟻」。

秋雲和顏哲之所以產生矛盾，主要源自她站在人道主義立場，無法接受

「一元論」的烏托邦預設。她關心農場成員的個體生命和情感多於顏哲的烏托

邦理想――小說名為《蟻生》，可見即使微小如螞蟻，亦有其生命與生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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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王晉康：《蟻生》，頁 159。
92  同前註，頁 183-184。
93  同前註，頁 267-269。
94  同前註，頁 27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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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況是人類？雖然趙海虹認為王晉康的小說普遍展現出一種強調種群的「大生

存權」，個人的「小生存權」則可以被犧牲的觀點，95 但《蟻生》卻非如此。

誠如劉志榮所言，王晉康在《蟻生》中始終「持守著某種人性的尊嚴」。96 人

類的生命和尊嚴，其價值絕不低於烏托邦理想。

（三）對操控人類自然狀態的憂慮

顏哲之所以能夠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烏托邦，關鍵在於「利他素」能夠改變

人類自私的基因。通過基因改造，顏哲掌握了操控人性的鑰匙。事實上，王晉

康的科幻小說相當關心基因改造帶來的倫理和社會問題。前文提及的《豹人》

便旨在揭示改造人類基因雖然可以提高人類在體育競技上的表現，亦勢必造成

不可逆料的災難性後果；又例如《替天行道》（2001）談及一種基因改造的「魔

王麥」，雖然地域適應性廣，集各種小麥優點於一身，但它在收成後只能用作

食物而不能做種子。不單如此，它更會污染曾經播種過「魔王麥」的土地，把

「自殺基因」傳播給其他小麥。由此可見，王晉康的小說在基因改造的議題上

持反對態度，他非常擔憂基因改造引致的潛在風險。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指出，人類在遺傳學上的突破，特別是基因改造技術上的突破，同時

為人類帶來希望與困境――希望是人類能治療和預防大量衰退性疾病；困境則

是人類也許能夠操控人類的自然狀態。97

    對操控人類自然狀態的憂慮在《蟻生》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利他素」

的最大功能在於讓人生出如螞蟻那樣的強大利他意識，拋棄私欲，熱愛勞動。

自從噴灑「利他素」後，人們像螞蟻一樣主動填滿所有需要勞動的崗位，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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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趙海虹：〈王晉康――中國科幻的思想者〉，王衛英編：《中國科幻的思想者――

王晉康科幻創作研究文集》，頁 71。
96  劉志榮：〈當代中國新科幻中的人文議題〉，《南方文壇》第 1 期（2012 年），頁

56。
97  （美）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著，黃慧慧譯：《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

的正義之戰》（臺北：博雅書屋，2013 年），頁 43-44。
98  王晉康：《蟻生》，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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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條件執行顏哲（蟻王）及其副手秋雲的命令。99 成員被噴灑了「利他素」後，

臉上都流露出一種平靜和幸福的快樂表情。不過，秋雲卻感到「這種幸福都帶

著夢遊的色彩，坦率地說，現在大伙兒的言行是由咱們控制著的」。100 的確，

成員在感到無私勞動的快樂的同時，也失去了自由意志，完全聽憑「利他素」

的影響和顏哲的指示來行動。秋雲的感受毋寧是要提醒讀者，通過「利他素」

實現的共產主義烏托邦，並非看上去那樣美好。烏托邦實驗失敗後 36 年，秋

雲的丈夫高自遠便批評這個烏托邦是由「一個獨自清醒的上帝，放牧著一群夢

遊狀態下的幸福蟻眾」。101 若然深入剖析這個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本質，不難

發現它與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根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提出的，藉意識形態從事全面控制的極權主義統治有異曲同

工之處。蔡英文在總結鄂蘭筆下的極權主義時，指出極權主義採納的意識形態

自稱能夠對人類整體發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做出全盤解釋，認定人類整體的

歷史意義在於實現某一終極目的。為了實現這個終極目的，極權統治致力把人

之多元性壓縮成單調的集體同一性，組織他們為終極目的奉獻犧牲。至於極權

統治的領袖，一邊企圖改變人性，一邊謙稱是執行歷史之動態法則的工具。102

雖然顏哲運用科學手段（「利他素」）而非意識形態來操控農場成員的行為，

但他對螞蟻社會呈現出來的「利他主義」精神，高效率和高度組織性信服不已。

發明「利他素」的顏夫之曾經在自己的著作《論利他主義的螞蟻社會》中指出

螞蟻是地球上所有生物中最成功的種群，而螞蟻社會比人類社會遠為先進和高

尚，因為那是完全利他主義的社會，全部個體都是無私、犧牲、紀律和勤勞的

典範。螞蟻的利他主義源自基因，牠們的利他主義是內稟穩定的，8000 萬年

來都沒有斷裂。研究螞蟻社會後，顏夫之的結論是：「如果我們能以螞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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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同前註，頁 160。
100 同前註，頁 145。
101 同前註，頁 326。
102 蔡英文：《政治實踐與公共空間――漢娜•鄂蘭的政治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2002 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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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楷模，人類文明該發展到何等的高度！」103 顏哲繼承了父親的看法，視螞

蟻社會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的：

「因為蟻群的利他主義來自於天性，所以它是內稟穩定的，從螞蟻社會

建立到現在數千萬年都沒有斷裂。非常可惜啊，在人類天性中沒有這種

利他主義，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利他天性不佔優勢。所以從古到今，人

類社會盡在善惡之間搖擺。聖人的『向善』教化抵不住人類的『趨惡』

本性。你肯定不會忘記 1958 年大躍進，那時的社會多乾淨！人人忘我

勞動，不計私利，盡情享受勞動的愉悅。再看看文化大革命至今的醜惡，

和那時不啻是天壤之別。比比螞蟻，人類真該臉紅！」104

仔細分析顏哲的說話，讀者不難發現顏哲有一種發現了人類社會理想形態的自

信。對所持理念高度自信向來是烏托邦領袖的特徵；饒有意味的是，顏哲心目

中的理想社會形態是 1958 年的「大躍進」。眾所周知，「大躍進」是毛澤東

為了躍進共產主義烏托邦，依託人民公社為手段發起的烏托邦運動。「大躍進」

以及後來的「文革」無法為中國社會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但失敗的原因不在

於追求共產主義烏托邦理念本身，而在於兩點：（1）在人類天性（基因）中

的「利他主義」不佔優勢，人性本「惡」；（2）以「教化」的手段來改變人

性效果不彰。這是顏哲歸納出來的「真理」，而「利他素」則是解決這個問題

的特效良方。至於顏哲念玆在玆的「利他主義」，誠如前文所論，實乃毛澤東

思想的重要內涵。

顏哲從沒有否定「文革」的終極目標――建立一個「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在這個意義上，「他懷有和毛同樣的烏托邦衝動」。105

顏哲想要否定的只是「文革」的手段：通過「教化」（不論是自我的政治覺悟

還是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來培養利他主義精神，必然是徒勞無功的。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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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王晉康：《蟻生》，頁 6。
104 同前註，頁 114。
105 宋明煒著，王振譯：〈1989 年以後：中國科幻新浪潮的烏托邦變奏〉，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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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實現烏托邦的方法只有一種，就是通過「科學」的手段――借助「利他素」

來改造，以及操控人類的自然本性。

顏哲企圖以「利他素」來實現「大躍進」和「文革」的未竟之業，從其

效果來說，與鄂蘭提出的極權統治特點之一：意識形態「全面統治」（total 

domination）遙相呼應：

極權統治努力把無限多元和無限區別的人組織起來，似乎將全人類只看

作是一個人，只有每一個個人的各種反應可以降低到一種絕對不變的一

致，使每一組反應能夠與另一組反應隨意互換，才能使極權統治成為可

能。106

當「利他素」成功令全體成員自發勞動，一致認為勞動是最光榮和快樂的

事，他們每一個人的反應便「降低到一種絕對不變的一致」（雖然顏哲認為這

是一種「提高」），人人都受深層次的利他主義驅動來做事，但這種驅動力並

非出於人性，僅是受「利他素」「全面統治」的結果。人類之所以為人類，其

個體性與獨特性乃是由自然、意志和命運共同塑造出來的，107 人要具有「人

類」的「本性」（nature），必須在高度超越自然（highly unnatural）時才有

可能。108 在人類的自然狀態下，人天生擁有自由意志。然而，「利他素」和「全

面統治」皆旨在抹煞人類的個體性和獨特性。「全面控制」意欲製造一種與某

些動物種族相似的物種：「人獸」（specimens of the human animal），109 其唯

一的「自由」就是「維持種族生存」。110 這點和顏哲的想法展現出驚人的一致：

「上帝的道德準則和人類不同，他向來只關心種族的延續，並不關心個體的命

運……。」111 顏哲自視為「上帝」，而他想要建造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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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美）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4), p. 
565.

107 同前註，頁 585-586.
108 同前註，頁 586。
109 同前註，頁 586。
110 王晉康：《蟻生》，頁 565。
111 同前註，頁 27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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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有多高，人人無私利他，最終也不過是一個取消了自由意志，把人變成

「人獸」╱螞蟻的地方。

王晉康絕非想要歌頌這個操控了人類自然狀態的烏托邦，反而想要指出個

人自由意志╱道德判斷淪喪後，將會為人類社會帶來嚴重的災難。小說尾聲，

兩批噴上不同批次的「利他素」農場成員，像兩群種族不同的螞蟻般互相攻擊，

最終釀成七人死亡的悲劇。這場悲劇發生時，成員渾然忘卻彼此曾經朝夕共處

（崔振山和王全忠對掐），甚或是相愛的戀人（谷翠花和老魏叔對掐），他們

受「利他素」操控而互相撕殺，良心一聲不響――人類的自由意志和道德判斷

完全被「全面統治」了人性的「利他素」所取消。

四、雙重反思：烏托邦與「文革」

《蟻生》以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崩潰告終，昭示了全書的反烏托邦立場。烏

托邦領袖自視為「神」，卻無法擺脫其屬於「人」的有限性。「一元論」的烏

托邦預設把實現集體幸福視為最高價值，個體生命的尊嚴和感受完全被無視。

「全面統治」通過「利他素」把無限多元的人所能有的各樣反應降低為絕對一

致；「人生」最終成為「蟻生」。王晉康通過揭露烏托邦預設的種種不可能性，

達成對烏托邦和「文革」的雙重批判。

《蟻生》的前半部分有不少地方直接描寫「文革」為顏哲一家帶來的不幸，

以及「文革」期間人性之「惡」的情節，例如顏家在「破四舊」期間被抄家，112

顏夫之及其妻子不堪折辱而相繼自殺。113 就連從未打過人的秋雲，受「文革」

的熾熱氣氛感染，也加入了武鬥的行列，打傷顏夫之。114《蟻生》對「文革」

的混亂和暴力的書寫，並未與新時期的「傷痕文學」或「反思文學」有太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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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同前註，頁 65。
113 同前註，頁 85-88。
114 同前註，頁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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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蟻生》值得留意的地方在於，小說如何把對「文革」的反思綰合在其反

烏托邦書寫之中。

    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意識形態與烏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裏指出，烏托邦旨在改變：「我們把所有超越環境的無論如何都

具有改變現存歷史―社會秩序的作用思想（不僅僅是願望的投入）都看作是烏

托邦。」115 烏托邦往往從對現存世界的不滿中誕生，例如在第二節便提及摩

爾寫作《烏托邦》，主要源於對當日英國社會現實的不滿。由是觀之，《蟻生》

在前半部分書寫「文革」引致的暴力和混亂，旨在為顏哲創建烏托邦帶來合理

性。弔詭的是，顏哲憑「利他素」創建共產主義烏托邦的過程，卻處處透現出

毛澤東發動的烏托邦運動的特色。

「文革」時期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達到頂點，毛澤東被稱為「最紅最紅的

紅太陽」，而他亦自信擁有「真理」，理應得到群眾崇拜。116 邁斯納指出，

群眾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混合了現代革命的宗教象徵主義和中國傳統的宗教象

徵主義，117 擁有宗教的維度。錢理群則指出文革中的毛澤東崇拜從一開始就

有宗教儀式化的特徵。118 丹尼爾•里斯（Daniel Leese）更提出言辭和儀式崇

拜對於建立「文革」時期的毛澤東崇拜所起的重要作用。119 不管如何，毛澤

東在「文革」時期被群眾視為無所不能的「神」，乃一學界公認的歷史現象。

誠如前文所述，顏哲身為烏托邦領袖，在創建烏托邦的過程裏，亦逐漸在心態

上自視為「神」，認為自己能夠開創烏托邦。然而，顏哲就和毛澤東一樣，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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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德）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著，姚仁權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北京：

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95。
116 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與馬克思、烏托邦主義》，頁 170。
117 同前註，頁 174。
118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下）》（臺

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年），頁 29。
119 （德）Daniel Leese, Mao Cult 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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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視為「神」，其智慧終究有限，亦無法預見未來。「文革」沒有帶來由「新

人」組成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只換來巨大的社會動盪和破壞；顏哲以「利他

素」建立的共產主義烏托邦亦釀成七人喪命的悲劇，最終被突如其來的洪水吞

滅。毛澤東和顏哲發動的烏托邦運動之所以失敗，乃是因為他們漠視了人的有

限性――任何自視為「神」的領袖，終必為其治下的人民帶來痛苦與災難――

毛澤東如是，顏哲也如是――這是王晉康通過《蟻生》意圖確立的反烏托邦書

寫主題。

這樣的反烏托邦書寫就像 1980 年代以後的中國先鋒小說，帶有反崇高

（desublimation）立場。120 王斑指出，中國當代美學存在一種強烈的英雄崇

拜，121 這在「文革」中達到頂點，歷史成為了朝著烏托邦一路發展的神話史

詩，個人在其中扮演聖徒與超人。122 顏哲自視為開創烏托邦的「神」，正好

體現了對歷史的崇高主體性的追求――他渴望成就毛澤東所不能完成的烏托邦

事業。然而，這場烏托邦實驗最後終結於秋雲之手。當農場鬧出人命後，秋雲

把顏哲的衣服放進死者旁的墓坑，對農場成員訛稱顏哲已死。成員向來視秋雲

為副領袖，毫不懷疑地言聽計從。情節乍看之下十分荒誕，成員怎麼可能單憑

墓坑中的衣服便相信顏哲已死？筆者認為，如此情節安排有兩層含意。第一，

成員受「利他素」的「全面統治」，已經失卻自由意志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對

顏哲或秋雲唯命是從；在顏哲不在場的時候，秋雲便是不容質疑的領袖。第二，

顏哲的「死」沒有令成員感到悲傷，因為成員知道自己仍有秋雲領導便感到安

心。123 這顯然是對自視為「神」的烏托邦領袖的極大嘲諷――當烏托邦領袖

以為自己不可或缺，功績將會被民眾永遠銘記之際，民眾竟然對他逝去毫無反

應。「神」沒有被紀念，領袖被民眾遺忘――這不啻是一種反崇高的表現。

• 29 •

120 （美）Ban Wang, 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31.

121 同前註。
122 同前註，頁 230。
123 王晉康：《蟻生》，頁 27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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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烏托邦思想都存在鮮明的「一元論」預設，因為烏托邦領袖不僅是

要建造一個更好的社會，而是一個最好的社會。歷史的列車停在烏托邦的終點

站，烏托邦成為人類社會的最終形態，持續運行至永遠，一如螞蟻社會那樣，

8000 萬年來既無斷裂，亦無改變。毛澤東畢生追求的共產主義烏托邦便是由

馬克思主義這種「真理」所擔保的人類社會最終形態。為了把現存的社會秩序

轉變為共產主義烏托邦，任何的犧牲都值得付出。「三年苦幹換來共產主義千

年樂園」（「大躍進」時期的口號）、「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不

獲全勝，決不收兵！」（「文革」時期的口號）。完美的烏托邦是惟一至善的，

為了實現它需要不問代價的「激情和犧牲」；124 這意味個體的生命和情感皆

可棄。

可是，代價真的不重要嗎？誰有權決定哪些代價重要，哪些不重要？無數

生命在「大躍進」和「文革」中灰飛煙滅。夫妻反目，師生互鬥，兄弟鬩牆的

事情屢見不鮮，人類素樸的情感在烏托邦運動中被無情地扭曲、碾碎。在《蟻

生》中，農場成員在噴灑「利他素」後，一方面對顏哲表現無條件服從，另一

方面亦失去了自由意志和人類應有的情感（這不由得令人想起受毛澤東思想支

配的紅衛兵）。毆鬥事件造成七人死亡，但顏哲只視為一個無心促成的試驗，

讓他得以了解烏托邦應該如何面對戰爭。顏哲視烏托邦的存續比人類生命更為

重要的觀點，令秋雲感到懼怕。125 那些負責掩埋屍體的人受「利他素」影響，

倒是沒有顯出太深的悲傷。126 可見，為了烏托邦的存續，人類的生命和情感

都可以被犧牲。王晉康意欲邀請讀者留意的正正是毛澤東和顏哲發動的烏托邦

運動中，「一元論」的烏托邦預設帶來的危害。

此外，顏哲以「利他素」操控人類基因，實施「全面統治」，其做法豈不

是與「文革」如出一轍嗎？事實上，陶東風便曾經指出，阿倫特的極權主義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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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謝江平：《反烏托邦思想的哲學研究》，頁 210。
125 王晉康：《蟻生》，頁 277-278。
126 同前註，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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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能夠用於解釋發生在「文革」的一些社會現象。127 那麼，極權主義如何能

夠徹底操控人民的行為？鄂蘭認為其中一個方法就是透過菁英組織的意識形態

灌輸來達到這個目的。128 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從來不曾停止通過政治教育來實

現意識形態灌輸。在「文革」前夕到「文革」期間，解放軍中的「活學活用毛

澤東思想運動」、「學習雷鋒運動」以及持續不斷的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政治學

習運動（例如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不單強化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更達成

意識形態灌輸的效果。里斯論及文革前夕，中共強行把大眾傳媒按中共宣傳部

門的標準來調整，使其走上強調毛澤東重要性的報道路線。129 情形確實如錢

理群所言，「文革」意識形態中的革命意志與群眾意志，皆是毛澤東意志的外

化，最終要服從毛澤東的意志。130 易言之，毛澤東希望對群眾達成「全面統

治」，讓他們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讓中國人民統一在他的思想下，一致地為

過渡到共產主義獻身。不過，「全面統治」最終只會弱化個體的能動性。尤有甚

者，「全面統治」下的人民所組成的巨大力量，隨時會把社會推向災難的深淵。

五、對烏托邦幽影不散的警剔

在《蟻生》的第三章，時間來到 2006 年，秋雲 55 歲，正式踏入她的退休

生活。在一次與崔振山的聚會裏，她聽說當年的知青農場出現了「螞蟻朝聖」

（螞蟻受「利他素」吸引而大量聚集）的現象，131 於是和丈夫高自遠重遊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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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例如「文革」期間把消除「牛鬼蛇神」、「階級敵人」視為歷史的必然發展，與納

粹德國把消滅猶太人為遵循「自然法則」的正義行為並無二致。陶東風：〈阿倫特

與當代中國問題〉，《學術界》第 207 期（2015 年），頁 9。
128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 565.
129（德）丹尼爾•里斯（Daniel Leese）著，秦和聲等譯：《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心

言辭崇拜與儀式崇拜》（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7 年），頁 114。
130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下）》，

頁 32。
131 王晉康：《蟻生》，頁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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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顏哲的衣冠塚找到一枝裝有「利他素」的噴霧器。秋雲振動不已，甚至萌

生起向自己噴灑「利他素」，親身體驗「利他素」效用的念頭。132 為什麼 36

年前親身結束這場烏托邦實驗的秋雲，36 年後竟然對當年的烏托邦念念不忘？

小說有一段值得細味的敘述：

世道變化太快，當秋雲在白河灘上意氣風發地「大煉鋼鐵」時，或在文

革中熱血沸騰地「誓死捍衛」時，或在農場對利他主義社會充滿憧憬時，

她絕對想像不到今天的拜金狂潮，連她自己也難免隨波逐流。

看看短短 50 年內，中國社會在主流道德上有多麼劇烈的變化，再想想

延續 8000 萬年之久的穩定的螞蟻社會，包括它們永恆的道德規範，她

真正認識到那種利他社會的可貴。她和顏哲分手時曾對他充滿鄙視，36

年過去，那時的意氣用事慢慢淡漠，她的看法有了變化。133

是什麼導致秋雲對當年的烏托邦實驗產生不同看法？那就是眼下這個「拜金狂

潮」的社會：「眼下這個社會，『好人』常常和『無用』劃上等號。」134「文

革」結束後，鄧小平發起的改革雖然帶動了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但市場化和

發展資本主義的結果卻無可避免地造成「拜金狂潮」。當鄧小平為改革開放制

定了一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135 經歷「文革」壓抑歲月的人很

容易將之解讀為：「讓我首先富起來」。閻連科對此深有體會，他曾指出當下

中國的唯經濟論造就了十三億人的「致富」之夢與個人私欲主義橫行。136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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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同前註，頁 319-322。
133 同前註，頁 307。
134 同前註，頁 307。
135 鄧小平的原文為「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

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詳見鄧小平：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載鄧小

平：《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

頁 142。
136 閻連科、張學昕：《我的現實，我的主義：閻連科文學對話錄》（北京：中國人民

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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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主義取代了利他主義成為社會主潮，秋雲懷念當日的烏托邦追求，自是可以

理解。

    事實上，自從鄧小平開展經濟改革後，中國大陸便有一部分自稱「毛派」

的人，由下崗工人和知識分子組成，仍舊熱切地崇拜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掌政

以後的中國，是對毛澤東時代的背叛。137「毛派」的懷舊情感和秋雲相仿；

他們依託互聯網網站（例如：「烏有之鄉」、「紅歌會」、「紅旗」等）或微

博等新媒體平台，持續宣揚毛澤東思想，不時舉行街頭集會，並對那些批評毛

澤東的人發動批判。138「毛派」的出現說明了毛澤東當初的烏托邦理想至今

依然在民間有巨大吸引力，縈繞不散。中國大陸因為推進市場化和經濟改革而

引起的激烈競爭和赤裸的利己主義，成為了毛派懷念「文革」，召喚共產主義

烏托邦的絕佳土壤。里斯指出，「經過了令人失望的十年，在天安門廣場上對

抗議活動的暴力鎮壓後，毛的形像再次出現，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懷舊、宗教和

商業情感。」139 從這樣的歷史語境出發，王晉康在小說的最後一章描寫步入

中老年的秋雲懷念昔日的烏托邦追求絕非偶然，而是對當代中國社會存在的懷

緬「文革」現象的曲折反映。

    當秋雲向丈夫提出噴灑「利他素」的請求後，高自遠表面上答應了她，

暗地裏卻把噴霧器內的「利他素」換成形態和味道相似的液體。140 高自遠這

樣做，源於他對烏托邦追求的厭惡：

這種蟻素對「個體」的功效已經不用懷疑。但即使對個體有效，他也不

相信基於「善的個體」所創建的「整體」。他很反感那樣的機制──一

個獨自清醒的上帝，放牧著一群夢遊狀態下的幸福蟻眾。他既不想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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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文濤：〈「毛派」的抗爭〉：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015-mainland-maoist/（查

詢日期：2018 年 8 月 28 日）。
138 2011 年經濟學家茅于軾發表了〈把毛澤東還原為人〉的文章後，被「烏有之鄉」

網站動員中國大陸各地的「毛派」力量大加聲討。詳見馬立誠：〈當代中國的民粹

主義事件〉，《文史月刊》第 12 期（2012 年）。頁 78。
139 丹尼爾•里斯：《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心言辭崇拜與儀式崇拜》，頁 227。
140 王晉康：《蟻生》，頁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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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蟻眾中的一員，也不想當這樣的上帝。那個姓顏的傢伙實際說得

很對，他說「並沒有可靠的機制來持續產生出一個個善的、無私的上

帝」，這話說得多好！多清醒！可他偏偏逆天而行，非要扮演這個超出

他能力的角色。141

高自遠認為顏哲的所作所為是「逆天以行」，人類必須承認自己的有限性，不

應僭越為上帝。再者，他不想放棄自由意志，成為「夢遊狀態下的幸福蟻眾」。

高自遠和秋雲相反，他認為顏哲父子鍾情的螞蟻社會雖然 8000 萬年來永恆不

變，卻也僵化而沒有發展。反之，本性自私的人類社會卻發展出現在的文明，

或許「自私基因才是歷史發展的最基本動力。」142 人性本來就由利他和自私

自利交織而成，僅僅發揚其利他的一面而排拒其自私自利的面向，最終只會造

成人類社會如螞蟻社會一般停滯不前。

高自遠在小說的最後部分才登場，其名字亦可解讀為任何「自有高遠見

解」的人。細心的讀者自是不難把握王晉康的用心――任何「自有高遠見解」

的人都應該謹記歷史的教訓，警剔任何追求在後毛時期復興共產主義烏托邦的

力量。烏托邦衝動是誘人的，但必須加以制止，就像高自遠阻止秋雲重新啟用

「利他素」一樣，以免歷史再次誤入歧途。

六、結　語

    在後毛澤東時期文學與歷史的互動中，王晉康不是第一個作家以反烏托

邦書寫的形式來反思毛澤東時期的烏托邦運動。莫應豐在《桃源夢》（1985）

借助烏托邦「天外天」的覆滅來批判「文革」期間凸現的中國文化「深層結

構」。143 閻連科《受活》（2003）則對追求共產主義烏托邦造成的人命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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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同前註，頁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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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烏托邦幽影徘徊不散――論王晉康《蟻生》的反烏托邦書寫 191

濟損失有深刻描繪，主張個體應該成為對烏托邦追求毫無用處之人，才能歸隱

至道家的「至德之世」，得享太平和安寧。格非的「烏托邦三部曲」（又稱「江

南三部曲」）：《人面桃花》（2004）、《山河入夢》（2007）、《春盡江南》

（2011）亦對中國大陸自從晚清以來的烏托邦追求進行一次文學回顧，探討個

體生命如何面對撲面而來的烏托邦狂潮。當中《山河入夢》更通過描述一個實

現了的共產主義烏托邦：「花家舍人民公社」，剖析及批判當中對個體生命的

剝削。這些小說的作者背景都有一個鮮明的共通之處：他們都親歷「文革」，

對毛澤東時期的共產主義烏托邦追求有切身體會，而這些體會亦構成了他們日

後的創作資源和題材，以及極其一致的反烏托邦立場。《蟻生》在反烏托邦立

場上與這些小說並無二致。通過批判各種烏托邦預設，王晉康揭示自視為「神」

的烏托邦領袖無法超越人的有限性；暴露遮蔽在烏托邦美好面紗下的「一元論」

思維；以及展現了對烏托邦意圖操控人類自然狀態的憂慮。《蟻生》批判的烏

托邦預設與王晉康的「文革」經驗相連，達成了對「文革」和烏托邦的雙重反

思。

    《蟻生》與前述小說顯著不同的是，《蟻生》展現了烏托邦憧憬對經歷

過「文革」一代的知識分子而言，既危險，又是極富誘惑力的（秋雲對「利他

素」的念念不忘）。即使經歷過「文革」帶來的種種災難和痛苦，面對市場經

濟帶來的個體道德淪喪和財富分配不均，主張利他和均平的共產主義烏托邦，

再次成為懷念的對像。烏托邦憧憬依然向知識分子不斷招手――這些知識分子

也許和顏哲有同樣的想法：毛澤東的未竟之業，只要配合適當的技術手段，必

定能夠在我手上得以完成。王晉康藉高自遠提醒讀者，烏托邦憧憬一旦進入現

實，勢必壓縮，甚至取消人類運用自由意志的空間。小說展現的這些思考，體

現了《蟻生》在中國當代文學的反烏托邦書寫序列中的獨特價值。

《蟻生》的獨特意義還在於它既是科幻小說（擁有鮮明的科學幻想成分），

亦深切反思「文革」時期實踐共產主義烏托邦所帶來的災難，以及內在於烏托

邦預設的不可克服之處，與《受活》等反烏托邦小說有相通的地方。如果從文

學史定位的角度來看，《蟻生》位處中國當代文學反烏托邦書寫，以及中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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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文學裏的烏托邦╱反烏托邦書寫之交匯處，有其不可或缺的文學意義。誠如

本文在前言引述蘇恩文的觀點，科幻小說可以包含烏托邦╱反烏托邦書寫的維

度；既然如此，那麼中國當代文學在討論反烏托邦書寫時，亦應包括那些被文

學界視為科幻小說的作品（例如《蟻生》、《三體》三部曲），始能豐富中國

當代文學的論述範圍和層次。

最後，共產主義烏托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進程上留下無比深刻的烙

印，王晉康以外的中國當代（科幻）作家，怎樣通過文學創作來對此進行反思

與呈現？此乃值得研究者日後拓深的方向。

（責任校對：邱琬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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