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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长庆、刘硕

吉林省两位专家经过十年专题研究发现，日
本侵华时期特别是在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期
间，利用和“发明”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残忍折磨
和虐杀抗日军民、普通群众以及盟军战俘等外国
人。这些酷刑多达 34 类、500 余种，可谓集古今中
外残忍与残暴手段之大成，空前绝后，罄竹难书。

有关专家认为，日本侵略者的酷刑虽然不能
摧毁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但应该引起爱好和
平的人们的关注与警惕。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已把酷刑拷问列为日本战犯的战争罪行之一，
而酷刑作为侵华日军的集体犯罪行为，至今仍未
得到充分的揭露与清算。

“十年磨一剑”揭露日本侵略者酷刑

在二战后中外有关日本侵华暴行的研究中，
往往集中在大屠杀、“慰安妇”和人体实验、细菌战
与化学战方面，而对日寇及其帮凶在中国各地对
抗日军民和普通群众普遍施行的多种多样的酷
刑、虐待，因重视不足而没有开展深入研究。有鉴
于此，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处长、研
究员王宜田和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巩
艳，历时十年，对侵华日军主要在东北实施的酷刑
进行了专题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在散见于
各类战争史实的中外档案资料或著作中寻找相关
记述并进行归类总结，2016年末，他们的专著《罪
恶——— 东北沦陷时期日军酷刑犯罪实证》(以下简
称《罪恶》)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也是中
外第一部专门从酷刑角度揭露二战日军暴行的研
究专著。

“要把侵华日军酷刑的种类写全、把同胞受难
的经历写全、写准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
其酷刑种类繁多，五花八门，我们只能以刑具的物
理性质和受刑人的部位加以分类和命名。”王宜田
说。

记者强忍着精神痛苦，多次翻过《罪恶》这本
书，一个真切的感受就是：无论是中世纪西班牙宗
教裁判所的水刑，还是美国中情局在关塔那摩监
狱的水刑，乃至一些国家警察对示威者使用的辣
椒水喷雾剂，比起侵华日军在中国东北实施的“水
刑”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据《罪恶》披露，
1906年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铁路和领事馆警察
署的同时，就把“灌凉水”酷刑引进来对中国人使
用。据统计，在伪满洲国，日本军警宪特使用的灌
凉水方法就有 33种之多，如灌辣椒水、灌煤油、灌
凉水掺小米、灌凉水掺头发、灌臭水、灌马尿、灌粪
便、浇开水……在华北，侵华日军和汉奸打手竟给
灌辣椒水起个“好听”的名字———“放焰火”，因为
人被倒着灌辣椒水时，会呛得从鼻子嘴里喷出血
水来，喷得老高。实际上，二战期间，所有被日本军
队侵占的国家和地区，日本宪兵都使用过灌凉水、
辣椒水的酷刑，新加坡华侨把这种酷刑叫“东京酒
攻”，闻之色变。

酷刑揭露“恶魔”真面目：日本侵

略者集体犯罪

“酷刑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极其野蛮残暴的
行为，而侵华日军酷刑之酷、之虐、之恶、之毒、之
暴、之耻，更是达到了极点，非语言能形容，真是
正常人不能为，善良人不愿想，心软人不忍睹，胆
小人不敢看，其暴虐残酷无耻的程度是人类酷刑
史上罕见的。”王宜田说。

研究表明，日本的酷刑犯罪是以日本国家法
律、法令和军队命令为依据，由日本宪兵、军队、
警察、特务、看守、监工、开拓民、教师等共同实
施，并唆使、强迫伪满洲国军、警、宪、特、汉奸等
参与其中，共同加害于中国抗日军民和普通群
众，其残忍程度超出当代人的想象，是日本的地
地道道的国家战争犯罪。
王宜田认为，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各族人民实

施的酷刑不但是日本法律明文规定的，而且是按
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颁布条例、命令执行的，更
是在日本关东军、关东宪兵队各级军官命令下实
施的。从其性质上来看，这是国家与个体共同实施
的“依法行为”，体现出酷刑罪恶的国家属性，是日
本侵略者的集体犯罪。

在日本宪兵训练大纲中就列入了刑讯方法，
包括鞭打、灌水、火烧、水烫、电休克、膝关节脱臼、
悬梁、跪利刃、切除手指甲和脚趾甲，以及折断手
指和脚趾。许多宪兵军官还“发明”自己一套刑讯
花样，在其侵占地区肆无忌惮地使用。

二战时期，盟军缴获的《日军审讯守则》第二
节称：“通常应使用的手段有……一般的拷问、毒
打、撞击和一切能使肉体痛苦的方法……”日本关
东军参谋本部制定的《俘虏审讯要领》，规定了使
用酷刑原则和具体酷刑，并规定“拷问要持续给肉
体以痛苦……拷问实施的手段要考虑方法简便，
没有残忍感，痛苦的持续性强，不留伤害的痕迹”。
有了这样的官方法律依据，日伪军警宪特拷打中
国的抗日人士和无辜民众时更加有恃无恐、毫无
人性。

“恶魔”制造“人间地狱”令人发指

据《罪恶》一书披露，在伪满洲国，日本侵略者
和其帮凶不仅将古今中外各种酷刑“发扬光大”，
还“发明”了很多更为残忍的酷刑。

比如，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冬有各种“冻
刑”方法：最普通的是浇凉水，还有先打后冻，光脚
在雪地上冻，趴冰上冻，塞水缸里冻，裸体在室外
站立，裸体坐雪地上浇凉水，绑电线杆或旗杆上
冻，还有什么“打坐”(把人赤身裸体埋雪堆里、外
面只留个脑袋)，“蘸糖葫芦”(叫人跳冰窟窿里“洗
澡”、出来被风一吹冻成冰人)，“冻冰棍儿”(把人
衣服扒光、绑上，站在冰天雪地里浇凉水)……

卑鄙无耻、心理变态的日本侵略者还“发明”了

各种“阴刑”，即对男女性器官实施火烧、针刺、刀捅、
脚踢，甚至用猪鬃刺尿道，用狼狗咬男性生殖器，割
下妇女乳房，剖开孕妇肚子，往阴道里塞瓶子……
其龌龊下流之酷刑，绝非当今的人们所能想象。

日本侵略者魔鬼般的酷刑折磨和其他暴行，
对于沦陷区特别是东北人民来说无异于“人间地
狱”一般。酷刑甚至激起了一些尚有良知的伪满洲
国警察的严重不满甚至武装暴动。

1945 年 4月 5日，伪满黑龙江通河县“警尉
补”王金财率领部分警察发动暴动。他们打开县“矫
正局”监狱大门，释放了被关押的爱国民众 180多
人；占领伪警备队，解救了关押在此的东北抗联三
路军迫击炮营营长谢洪升；最后占领伪县公署，武
装起 300人的起义队伍，向城内的日伪军警官吏
进攻，打死日本军警 34人、伪满特务 2人，放火烧
毁县公署大楼、警察署、汽油库和大批物资。这就
是震惊伪满洲国的“通河事件”，又称“四六”反日暴
动事件。4月 6日，日伪当局紧急调动邻近地区大
批军警将暴动扑灭。8月 12日，王金财等被捕的
37人在佳木斯被日寇枪杀。

据调查，王金财领导暴动的原因很简单，就是
难以容忍日伪特务和警察对中国同胞施以各种惨
无人道的酷刑。暴动发生前，他负责守卫县“矫正局”
监狱。当时日伪当局大肆逮捕当地抗日民众并严刑
拷打，使关押在此监狱的 267人中被折磨致死达
188人。受刑同胞的惨叫声不绝于耳，死亡者的尸体
被扔到附近田地里。基于同情、怜悯和义愤，王金财
遂带领亲信毅然发动了反日暴动。“通河事件”给日
伪当局以强烈的震撼，迫使他们暂时停止了在通河
县的“矫正”政策。

酷刑难撼共产党人革命意志

王宜田说，研究发现，在伪满洲国所有遭受日
本酷刑拷打的人群中，中国共产党人是最坚强的。
因此，他们在《罪恶》一书专写了“日本酷刑下的共
产党员”一节，讲述了杨靖宇、张浩(林育英)、赵一

曼、金剑啸、于天放等人意志如钢、气贯长虹的
英勇事迹。此外，还在“日军酷刑下的爱国志士”
一节中，介绍了一些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东北
义勇军、国民党爱国人士和普通百姓的可歌可
泣的事迹。

在硝烟弥漫的冰天雪地战场上，抗日民族
英雄杨靖宇(原名马尚德)威震敌胆的英雄气概
已闻名遐迩，他在日寇酷刑面前的坚贞不屈却
少有人知。那是 1929年 7月，党中央派遣正在
上海学习、化名张贯一的杨靖宇到东北工作，中
共满洲省委任命他为中共抚顺特支书记。8月
30日，由于叛徒出卖，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
捕。敌人根据情报断定张贯一是新来的共产党
人，当晚就开始审讯。马尚德在老家河南从事革
命斗争时曾 3次被捕，有着刚强的革命意志和
丰富的斗争经验。敌人不论怎么审讯，他一直坚
称自己是开杂货铺的，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连
续几天，敌人使用了坐老虎凳、皮鞭抽、灌凉水、
灌马尿、上大挂、烙铁烙、蚊虫叮咬、水牢浸泡等
酷刑，他被折磨得伤口感染、腐烂，高烧不退、气
息奄奄，但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后来他被
以“反革命嫌疑罪”判处有期徒刑 1年 6个月，
1931 年 4 月刑满出狱后又不幸被捕。直到“九
一八”事变后，杨靖宇才在党组织营救下出狱，
投入到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同侵略者血战到底
的伟大斗争中。

抗联女英雄赵一曼因伤被俘后，日本警察
特务为逼她供出情报，无所不用其极，对她先是
施用钢丝鞭抽、老虎凳、竹筷夹手指和脚趾、拔
牙齿、灌凉水、压杠子、搓肋骨等“轻刑”，后来又
使用盐刑(向伤口撒盐)、钢针、铁钎、竹扦刺指
甲缝、烙铁烙胸背大腿以及坐电椅子等“重刑”，
还有难以描述的专门刺伤女人柔软之处的酷
刑，但都未能使她屈服。在赵一曼就医监护治疗
期间，敌人还“抓住她的头发往墙上乱撞，用烟
头烫伤她的脸，成绺地揪下她的头发”，把她折
磨得死去活来。尽管如此，她始终守口如瓶，表
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直到最后英勇就义。

于天放，又名王文礼，是黑龙江呼兰人，曾
任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第六支队政治委员、总部
军政特派员兼宣传科长。他被捕后奇迹般地从
伪满北安监狱逃脱，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黑龙江
省副省长、黑龙江大学校长等职。1944年 12月
19日，因叛徒出卖，于天放被伪庆安县警察署
逮捕。入狱第一个月，日本特务为了收买他，用
尽各种办法软化他，但他毫不为其所动。敌人开
始对他使用酷刑，先打手板、用皮鞭抽后背，然
后是灌凉水、吃“红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肤)，
最后用电刑，几乎尝遍了所有的酷刑。他在新中
国成立后回忆道：

“其中最好挺的是打手板和鞭背，打了几下
就麻木不觉疼了；电刑过急，一碰就不省人事了，
咬咬牙就挺过去了；最难挺的是灌凉水，使人七
窍流血，头发变红(由发孔冒血)，几次昏死……有
一种电刑，碰上不能马上昏死过去，专使心脏震

动，非常难忍。这些酷刑，我受过五六次。”
无论多么惨绝人寰的酷刑，铮铮铁骨的于

天放都咬牙挺过来了。他不甘心坐以待毙，一直
考虑如何越狱，利用放风的机会摸清了看守的
位置和看守放钥匙的地方。终于在 1945年 7月
12日与另外一名抗联战士赵忠良一起，打死日
本看守成功越狱，并在人民群众掩护下脱险。当
时伪满洲国报纸惊呼：“于天放逃跑，满洲国失去
了一大半。”日寇以物资和钱币总计百万元的价
格悬赏捉拿于天放，并威胁“谁要隐藏，全村诛
灭”，还组织了疯狂的大追捕，逼迫数十万当地百
姓“拉大网”搜寻。这是日寇在“8·15”投降前夕对
东北抗联最大规模的一次军政行动。在 1954年
国庆节上，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于天
放握手时，诙谐幽默地对他说：“天放，抓不到；今
天，见到了。大智大勇，人民英雄！”

正视历史呼唤良知

为什么“二战”中日本侵略者对被占领区人
民会施行这样多的酷刑，而且其规模大得超出
想象？有关专家分析说，法西斯主义的邪恶残
暴本质，加上当年日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劣根
性，导致日本侵略者的极度残忍和心理变态。
这是必须深刻反思反省的日本战争罪行。

中国第二档案馆馆长、研究馆员马振犊认
为，酷刑虐待是日本军队二战暴行的一个重要
方面，它往往是直接导致受害者被屠戮死亡的
原因，曾有无数中国同胞与朝鲜、苏联、英美及
南洋各国人士死在日军的酷刑之下，其危害程
度绝不亚于日军大屠杀等暴行。日本法西斯企
图用这种严厉的惩罚手段来震慑各地的反日
活动，在民众中造成高压与恐慌，来达到其维
护法西斯统治的目的。

马振犊说，侵华日军在施行多种酷刑手段
与方式方法方面的残忍性、多样性与普遍性，
不仅达到了空前绝后令人发指的地步，而且可
以说是，集古今中外残忍与残暴手段之大成，

其内容方式已达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所作所
为的残忍度及其下流性，甚至在几十年后的今
天，人们也无法直面，不忍或不敢叙述。

事实上，面对当时的日军酷刑照片和文字
记录，即使是现在，很多人也不忍看读，甚至产
生心理上的疾患。例如当年的南京大屠杀亲历
者、美国人魏特琳，以及几十年后的南京大屠
杀的研究者张纯如，最后都是因饱受日军酷刑
暴行的强烈刺激、不能摆脱心理阴影而最终自
杀。王宜田曾多次自问：中华民族为什么会遭
到如此巨大的磨难？无辜的同胞为什么会沦为
魔鬼施虐的羔羊？如何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
演？他说：“捍卫尊严需要实力，更需要勇气、胆
量和血性。当一个民族真正从精神上站立起来
的时候，悲剧才不会重演。我们研究酷刑、记录
痛苦不是为了延续仇恨、增加仇恨，而是为了
正视历史，呼唤良知和理性！”

500 余种酷刑揭开日本侵略者“魔鬼”面目钩钩沉沉

“ 侵华日军酷刑多达 3 4
类、500 余种，可谓集古今中
外残忍与残暴手段之大成，空
前绝后，罄竹难书

侵华日军酷刑之酷 、之
虐、之恶、之毒、之暴、之耻，更
是达到了极点，非语言能形容，
真是正常人不能为，善良人不
愿想，心软人不忍睹，胆小人不
敢看，其暴虐残酷无耻的程度
是人类酷刑史上罕见的

关山远

前前几几天天有有个个朋朋友友去去当当闺闺蜜蜜的的伴伴娘娘，，颇颇感感忐忐忑忑，，
还还好好遇遇到到一一个个文文明明婚婚礼礼。。不不知知从从何何时时起起，，伴伴娘娘成成了了
一一个个““高高危危职职业业””，，媒媒体体时时有有伴伴娘娘被被性性骚骚扰扰的的社社会会
新新闻闻，，连连外外媒媒也也在在关关注注在在中中国国伴伴娘娘的的危危险险系系数数，，以以
至至于于有有报报道道称称：：某某些些地地方方甚甚至至出出现现了了““职职业业伴伴娘娘””。。

伴伴娘娘为为何何成成了了““高高危危职职业业””？？

一

网网上上有有许许多多所所谓谓““闹闹伴伴娘娘””的的文文字字图图片片与与视视
频频，，可可谓谓全全媒媒体体呈呈现现，，内内容容不不可可描描述述，，足足以以证证明明一一
个个真真相相：：伴伴娘娘是是为为新新娘娘服服务务的的，，这这种种服服务务远远不不只只
是是迎迎宾宾、、挡挡酒酒、、收收红红包包。。据据考考证证，，伴伴娘娘((在在历历史史上上有有
不不同同的的名名称称))之之出出现现，，是是为为了了保保护护新新娘娘。。

古古代代当当新新娘娘确确实实有有些些危危险险，，危危险险主主要要出出在在迎迎
亲亲路路上上，，那那时时交交通通不不发发达达，，不不像像今今天天这这样样开开一一溜溜
豪豪车车，，从从东东城城接接到到西西城城就就完完事事了了，，以以前前欢欢天天喜喜地地
的的迎迎亲亲路路，，很很可可能能变变成成一一场场心心惊惊肉肉跳跳的的冒冒险险之之
旅旅————无无论论对对于于君君王王、、仇仇家家或或者者流流氓氓、、土土匪匪来来说说，，
新新娘娘都都是是极极具具象象征征意意义义的的““战战利利品品””。。比比如如明明末末女女
真真叶叶赫赫部部的的布布喜喜娅娅玛玛拉拉，，史史称称叶叶赫赫老老女女，，又又名名““东东
哥哥””，，名名字字不不好好听听，，却却是是绝绝代代佳佳人人，，曾曾许许配配给给努努尔尔哈哈
赤赤，，后后又又悔悔婚婚。。当当她她最最终终嫁嫁到到蒙蒙古古时时，，愤愤怒怒的的努努尔尔
哈哈赤赤扬扬言言要要半半路路把把她她给给劫劫回回来来，，动动静静闹闹得得很很大大，，
明明朝朝不不得得不不派派军军队队保保护护新新娘娘一一行行。。

春春秋秋初初期期，，陈陈国国公公主主、、超超级级美美女女息息妫妫嫁嫁到到息息
国国，，陈陈国国在在今今天天河河南南周周口口的的淮淮阳阳，，息息国国在在今今天天河河南南
信信阳阳的的息息县县，，相相距距大大约约 220000公公里里，，在在古古代代，，这这是是一一
次次长长途途旅旅行行了了。。而而在在小小国国林林立立的的春春秋秋时时期期，，息息妫妫出出
嫁嫁之之路路，，还还是是一一条条跨跨越越多多国国的的境境外外之之行行。。结结果果走走到到
蔡蔡国国的的时时候候，，美美丽丽的的新新娘娘子子出出事事了了，，虽虽然然没没被被抢抢
走走，，但但从从后后来来的的闹闹出出的的大大动动静静来来看看，，她她应应该该是是遭遭到到
了了比比较较严严重重的的性性骚骚扰扰，，而而且且，，骚骚扰扰她她的的，，居居然然是是自自
己己的的姐姐夫夫蔡蔡侯侯。。她她的的丈丈夫夫息息侯侯难难以以承承受受这这等等奇奇耻耻
大大辱辱，，““冲冲冠冠一一怒怒为为红红颜颜””，，开开始始了了报报仇仇行行动动。。

息息国国弱弱小小，，他他借借大大国国楚楚国国之之力力，，征征伐伐蔡蔡国国，，楚楚
国国出出兵兵，，在在一一次次战战役役中中抓抓住住了了色色情情狂狂蔡蔡侯侯，，这这个个
色色情情狂狂哪哪想想到到调调戏戏小小姨姨子子的的后后果果这这么么严严重重，，便便在在
楚楚王王面面前前忽忽悠悠：：““她她太太美美了了，，我我控控制制不不住住自自己己
啊啊…………””楚楚王王也也是是个个色色情情狂狂，，于于是是灭灭了了息息国国，，娶娶了了
息息妫妫，，生生了了两两个个儿儿子子。。但但息息妫妫从从来来不不爱爱说说话话，，楚楚王王
问问她她，，她她哀哀怨怨地地表表示示搞搞成成这这样样，，对对不不起起前前夫夫。。楚楚王王
也也感感觉觉有有些些过过意意不不去去，，怎怎么么才才能能让让她她高高兴兴呢呢？？于于

是是又又出出兵兵踏踏平平了了蔡蔡国国。。真真是是一一出出““迎迎亲亲酿酿出出的的连连环环
悲悲剧剧””。。

危危险险也也可可能能发发生生于于迎迎亲亲之之外外。。比比如如莫莫言言小小说说
《《红红高高粱粱》》中中，，新新娘娘子子在在婚婚后后三三天天回回门门路路上上，，被被土土匪匪
余余占占鳌鳌给给弄弄到到了了高高粱粱地地里里，，席席地地幕幕天天了了。。东东汉汉末末
年年，，同同为为恶恶少少年年的的曹曹操操和和袁袁绍绍还还设设计计劫劫持持过过新新娘娘
子子，，《《世世说说新新语语··假假谲谲》》有有详详细细描描写写：：他他俩俩先先是是以以调调虎虎
离离山山之之计计，，把把客客人人骗骗开开，，然然后后曹曹操操““抽抽刃刃劫劫新新妇妇””，，在在
路路上上袁袁绍绍掉掉进进荆荆棘棘丛丛中中，，出出不不来来了了，，曹曹操操大大喊喊：：““偷偷
儿儿在在此此””，，袁袁绍绍给给吓吓得得使使出出吃吃奶奶力力气气，，挣挣脱脱出出来来，，两两
人人成成功功逃逃脱脱。。这这事事至至少少验验证证了了曹曹操操日日后后打打仗仗擅擅长长
使使用用计计谋谋的的特特点点及及某某些些不不良良““癖癖好好””。。他他在在奔奔五五的的年年
龄龄，，还还因因为为霸霸占占新新婚婚妇妇女女，，差差点点被被张张绣绣杀杀掉掉，，幸幸好好
有有猛猛将将典典韦韦拼拼死死相相救救，，此此次次，，曹曹操操发发出出了了被被后后人人反反
复复调调侃侃的的著著名名哀哀号号：：““非非典典，，吾吾命命休休矣矣！！””

以以上上铺铺垫垫，，皆皆为为证证明明新新娘娘可可能能遭遭遇遇之之危危险险，，关关
键键时时刻刻，，需需要要一一个个挺挺身身而而出出的的伴伴娘娘。。伴伴娘娘有有““替替身身””
之之功功能能，，穿穿得得像像新新娘娘子子，，来来误误导导对对新新娘娘垂垂涎涎三三尺尺的的
抢抢劫劫者者。。

贾贾平平凹凹写写过过一一个个中中篇篇小小说说《《五五魁魁》》，，柳柳家家为为儿儿
子子娶娶亲亲，，短短工工五五魁魁奉奉柳柳太太太太之之命命背背上上木木褡褡去去苟苟子子
坪坪背背新新娘娘，，一一路路吹吹吹吹打打打打，，很很是是热热闹闹，，结结果果遭遭到到了了
土土匪匪，，““苟苟子子坪坪距距鸡鸡公公寨寨仅仅剩剩下下 1155 里里的的山山道道上上，，果果
然然从从乱乱草草中中跳跳出出七七八八条条白白衣衣白白裤裤的的莽莽汉汉横横在在前前
面面，，麻麻脸脸陪陪娘娘尖尖锥锥锥锥叫叫起起来来：：‘‘白白风风寨寨！！’’””在在白白风风寨寨
土土匪匪面面前前，，一一群群男男人人吓吓得得不不行行，，““麻麻脸脸的的陪陪娘娘却却是是
勇勇敢敢的的女女流流，，立立即即抓抓掉掉了了头头上上的的野野花花，，一一把把土土抹抹脏脏
了了脸脸，，走走过过去去跪跪下下了了：：‘‘大大爷爷，，这这枚枚戒戒指指全全是是赤赤金金，，
送送给给大大爷爷，，大大爷爷抬抬开开腿腿放放我我们们过过去去吧吧！！’’””但但土土匪匪执执
意意要要抢抢新新娘娘，，““陪陪娘娘立立即即站站起起：：‘‘这这使使不不得得，，这这使使不不
得得！！’’双双手手挥挥舞舞，，似似要要抵抵挡挡了了。。那那人人抽抽刀刀来来扫扫，，一一道道
白白光光在在陪陪娘娘的的面面前前闪闪过过，，便便见见一一件件东东西西飞飞起起来来，，陪陪
娘娘定定睛睛看看时时，，东东西西已已被被贼贼人人接接住住，，是是半半截截指指头头和和指指
头头上上的的戒戒指指，，才才发发现现自自己己中中指指已已失失，，齐齐楞楞楞楞一一个个白白
碴碴，，就就昏昏死死地地上上了了…………””五五魁魁是是个个短短跑跑冠冠军军，，背背起起
新新娘娘就就逃逃，，一一度度以以为为自自己己逃逃脱脱了了，，他他还还在在想想：：““如如果果
土土匪匪发发现现走走失失了了新新娘娘，，会会不不会会就就又又抢抢走走了了这这个个麻麻
脸脸断断指指的的黄黄皮皮婆婆呢呢？？””

当当伴伴娘娘，，是是挺挺不不容容易易的的。。

二

所所谓谓““闹闹伴伴娘娘””，，其其实实是是““闹闹新新娘娘””““闹闹洞洞房房””的的
替替代代版版或或限限制制版版。。

庄庄重重圣圣洁洁的的婚婚礼礼后后，，接接踵踵而而至至的的是是充充满满色色情情

意意味味的的细细节节不不可可描描述述的的““闹闹洞洞房房””，，灵灵与与肉肉的的巨巨大大
反反差差啊啊，，此此处处可可借借用用莫莫言言描描写写高高密密东东北北乡乡的的一一句句
话话：：““最最美美丽丽最最丑丑陋陋、、最最超超脱脱最最世世俗俗同同时时最最圣圣洁洁最最
龌龌龊龊…………””这这个个习习俗俗历历史史悠悠久久，，早早在在东东汉汉末末年年，，哲哲
学学家家仲仲长长统统就就严严厉厉批批判判过过：：““今今嫁嫁娶娶之之会会，，捶捶杖杖以以
督督之之戏戏谑谑，，酒酒醴醴以以趋趋之之情情欲欲，，宣宣淫淫逸逸于于广广众众之之中中，，
显显隐隐私私于于族族亲亲之之间间，，污污风风诡诡俗俗，，生生淫淫长长奸奸，，莫莫此此之之
甚甚，，不不可可不不断断也也。。””仲仲长长统统与与曹曹操操是是同同一一个个年年代代的的
人人，，他他少少年年时时就就博博览览群群书书，，而而此此时时曹曹操操热热衷衷玩玩劫劫持持
新新娘娘的的恶恶作作剧剧，，仲仲长长统统后后来来曾曾在在曹曹操操麾麾下下工工作作过过，，
不不受受重重用用，，可可以以理理解解。。

““闹闹新新娘娘””““闹闹洞洞房房””，，闹闹的的人人，，都都闹闹得得理理直直气气
壮壮。。汉汉代代班班固固在在《《汉汉书书··地地理理志志》》中中记记载载燕燕地地风风俗俗：：
““嫁嫁娶娶之之夕夕，，男男女女无无别别，，反反以以为为荣荣。。””闹闹洞洞房房的的人人甚甚
至至演演绎绎出出了了一一套套理理论论：：““洞洞房房闹闹得得越越凶凶，，越越刺刺激激，，新新
郎郎新新娘娘的的婚婚姻姻则则会会越越美美满满。。””中中国国最最早早的的画画报报《《点点
石石斋斋画画报报》》曾曾刊刊登登了了这这么么一一件件轶轶事事：：清清康康熙熙年年间间，，
上上海海宝宝山山发发生生了了一一起起案案件件：：同同村村小小泼泼皮皮闹闹洞洞房房时时
闹闹得得过过了了火火，，惹惹怒怒了了新新郎郎，，两两人人打打起起来来了了，，新新郎郎打打
架架比比不不上上小小泼泼皮皮，，反反而而被被打打伤伤了了，，一一怒怒之之下下，，告告上上
衙衙门门。。这这个个案案子子不不复复杂杂啊啊，，当当然然是是小小泼泼皮皮的的错错，，但但
是是县县令令审审问问小小泼泼皮皮时时，，后后者者却却振振振振有有词词：：““新新婚婚三三
日日无无大大小小！！””

““闹闹洞洞房房””，，还还闹闹到到了了国国外外。。李李安安导导演演过过一一部部电电
影影叫叫《《喜喜宴宴》》，，讲讲的的是是独独自自在在美美国国打打拼拼的的伟伟同同和和自自
己己的的同同性性恋恋伴伴侣侣生生活活在在一一起起，，却却被被老老家家的的父父母母催催
婚婚，，无无奈奈之之下下，，伟伟同同决决定定和和自自己己的的租租客客葳葳葳葳假假婚婚，，
婚婚礼礼很很热热闹闹，，然然后后开开始始闹闹洞洞房房，，伟伟同同和和葳葳葳葳身身不不由由
己己，，被被来来宾宾导导演演了了各各种种情情色色游游戏戏，，其其中中一一个个节节目目
是是：：““请请新新郎郎新新娘娘钻钻进进被被窝窝，，你你们们两两个个一一件件件件把把衣衣
服服脱脱下下来来，，脱脱光光了了，，我我们们才才走走。。””当当然然，，脱脱光光了了，，他他们们
还还是是不不会会走走的的。。

以以前前并并非非每每个个婚婚礼礼上上都都有有伴伴娘娘，，““闹闹洞洞房房””，，
主主要要是是戏戏((骚骚))弄弄((扰扰))新新娘娘，，明明朝朝四四川川某某地地还还流流
行行过过一一个个《《新新房房曲曲》》：：““一一看看新新娘娘手手，，二二看看新新娘娘脚脚，，
三三看看新新娘娘腰腰，，新新娘娘要要不不亲亲手手送送，，我我们们就就要要伸伸手手
掏掏…………””绝绝对对是是少少儿儿不不宜宜。。新新郎郎如如果果情情绪绪失失控控，，
大大打打出出手手完完全全是是可可能能的的，，所所以以，，伴伴娘娘出出现现后后，，把把
新新娘娘给给解解放放了了。。

三

众众所所周周知知，，无无论论是是““闹闹新新娘娘””还还是是““闹闹伴伴娘娘””，，
都都是是婚婚俗俗陋陋习习，，但但这这种种陋陋习习，，为为何何有有如如此此顽顽强强的的
生生命命力力？？

如如果果追追溯溯本本源源，，““闹闹””，，有有很很多多原原因因，，最最本本质质
的的，，或或许许只只有有 33个个：：一一，，以以男男性性为为中中心心的的熟熟人人社社
会会的的狂狂欢欢；；二二，，性性启启蒙蒙；；三三，，被被压压抑抑欲欲望望的的释释放放。。
如如果果更更精精要要地地概概括括，，或或许许是是：：原原始始冲冲动动和和本本能能欲欲
望望在在群群体体行行为为中中的的释释放放，，同同时时，，理理性性泯泯灭灭。。

在在中中国国，，对对于于性性，，虽虽然然人人们们私私下下津津津津乐乐道道，，
但但历历来来在在公公开开场场合合，，是是件件很很羞羞耻耻的的事事，，中中国国性性教教
育育的的困困境境，，可可以以写写成成洋洋洋洋万万言言雄雄文文。。““闹闹伴伴娘娘””或或
““闹闹新新娘娘””，，恰恰恰恰提提供供了了一一个个公公共共场场合合性性教教育育、、性性
启启蒙蒙的的机机会会——— 虽虽然然是是畸畸形形的的，，那那些些刚刚在在婚婚礼礼
上上饮饮足足了了酒酒的的青青年年男男子子，，怎怎会会放放过过这这个个机机会会？？碍碍
于于情情面面，，不不敢敢对对新新娘娘过过度度骚骚扰扰，，不不是是还还有有漂漂亮亮的的
伴伴娘娘吗吗？？禄禄山山之之爪爪，，蠢蠢蠢蠢欲欲动动。。

““闹闹伴伴娘娘””最最凶凶的的，，从从来来不不是是一一人人对对一一人人，，而而
是是一一群群人人对对一一人人。。对对于于个个体体来来说说，，群群体体性性行行为为，，
是是一一种种暗暗示示，，是是一一种种点点燃燃，，是是一一种种安安全全感感。。法法国国
心心理理学学家家勒勒庞庞的的名名著著《《乌乌合合之之众众》》，，提提示示了了这这种种
现现象象的的本本质质：：当当一一个个普普通通人人在在日日常常生生活活中中，，面面对对
的的是是个个体体心心理理的的规规制制，，遵遵循循的的是是社社会会的的一一般般化化
道道德德，，然然而而，，一一旦旦置置身身群群体体之之中中，，个个体体便便会会在在最最
短短时时间间内内自自我我隐隐匿匿，，成成为为从从属属于于整整体体的的不不起起眼眼
的的““符符号号””，，带带有有同同一一性性特特质质，，因因而而个个性性湮湮没没。。群群
体体中中，，个个人人是是无无名名的的，，他他甘甘愿愿服服从从甘甘愿愿简简单单甘甘愿愿
抽抽象象化化，，具具象象的的复复杂杂的的批批判判的的品品质质被被肆肆意意践践踏踏。。
他他不不再再是是普普遍遍预预设设中中的的理理性性自自足足的的责责任任主主体体，，
在在群群体体中中，，任任何何人人都都可可以以摇摇身身一一变变，，成成为为带带有有原原
始始冲冲动动和和本本能能欲欲望望的的纯纯粹粹行行动动和和免免责责的的执执行行
者者，，思思考考是是多多余余的的。。

是是的的，，那那些些““闹闹””完完之之后后独独自自一一人人时时或或心心存存
侥侥幸幸或或后后悔悔莫莫及及的的男男青青年年，，惊惊讶讶于于自自己己那那些些疯疯
狂狂的的言言行行举举止止，，却却很很难难还还原原当当时时的的真真实实心心境境了了。。
按按照照弗弗洛洛伊伊德德的的理理论论，，此此时时此此人人已已被被““力力比比多多””

所所控控制制，，代代表表欲欲望望的的完完全全潜潜意意识识的的““本本我我””极极度度
膨膨胀胀，，而而代代表表道道德德判判断断与与道道德德自自律律的的““超超我我””，，全全
面面溃溃败败，，在在““本本我我””与与““超超我我””之之间间寻寻求求平平衡衡的的““自自
我我””，，已已经经完完全全失失去去了了调调节节的的力力量量，，完完全全失失去去自自
我我的的软软塌塌塌塌之之状状态态。。

四

当当今今新新人人无无不不重重视视婚婚礼礼，，豪豪车车接接送送、、司司仪仪抒抒
情情，，几几乎乎已已成成标标配配，，同同样样成成为为标标配配的的是是伴伴郎郎伴伴
娘娘，，尤尤其其是是伴伴娘娘，，人人数数是是否否多多、、颜颜值值是是否否高高，，通通常常
被被视视为为新新娘娘个个人人及及其其家家庭庭人人脉脉与与实实力力的的一一个个符符
号号————当当然然，，新新娘娘一一般般不不大大愿愿意意邀邀请请比比自自己己漂漂
亮亮的的姐姐妹妹充充当当伴伴娘娘，，不不过过，，也也不不会会邀邀请请像像小小说说

《《五五魁魁》》中中那那个个一一脸脸麻麻子子的的年年纪纪大大的的女女人人充充当当伴伴
娘娘，，伴伴娘娘太太漂漂亮亮，，固固然然是是抢抢新新娘娘子子风风头头，，伴伴娘娘模模
样样丑丑陋陋，，也也是是坍坍新新娘娘的的台台。。

再再说说说说小小说说《《五五魁魁》》，，这这其其实实是是一一部部相相当当虐虐心心
的的小小说说：：五五魁魁背背着着新新娘娘，，还还是是被被土土匪匪捉捉住住，，五五魁魁来来
到到白白风风寨寨，，强强抑抑恐恐惧惧向向寨寨主主讨讨回回新新娘娘，，完完璧璧归归回回
柳柳家家。。而而柳柳家家已已发发生生巨巨大大变变故故：：新新郎郎得得知知新新娘娘被被
劫劫，，怒怒取取火火枪枪要要去去报报仇仇，，却却因因走走火火打打断断了了自自己己双双
腿腿，，变变成成了了一一个个没没有有性性能能力力的的男男人人，，他他整整日日虐虐待待
新新娘娘，，五五魁魁后后来来救救出出了了新新娘娘，，一一起起躲躲到到大大山山中中，，但但
五五魁魁始始终终碍碍于于道道德德束束缚缚，，不不敢敢与与这这个个美美丽丽而而可可怜怜
的的女女人人发发生生关关系系…………她她最最终终坠坠崖崖自自杀杀，，而而五五魁魁成成
了了一一个个好好色色如如命命的的土土匪匪，，到到处处抢抢压压寨寨夫夫人人。。

这这部部小小说说如如果果有有一一个个主主题题，，那那就就是是““性性压压抑抑””。。
新新郎郎、、新新娘娘、、五五魁魁，，都都是是性性压压抑抑。。在在电电影影《《喜喜宴宴》》中中，，
导导演演李李安安还还客客串串了了一一个个角角色色，，当当某某位位洋洋人人宾宾客客惊惊
叹叹于于闹闹洞洞房房的的习习俗俗时时，，李李安安讲讲出出了了一一句句经经典典台台
词词：：““你你正正见见识识到到五五千千年年性性压压抑抑的的结结果果。。””

集集体体的的性性压压抑抑，，其其实实是是一一种种精精神神疾疾病病，，需需要要
引引起起高高度度重重视视。。当当代代中中国国处处于于社社会会剧剧变变期期，，价价值值
观观多多元元化化，，传传统统家家庭庭解解体体，，尤尤其其是是一一个个庞庞大大的的进进
城城务务工工人人员员群群体体，，很很多多是是丈丈夫夫进进城城、、妻妻子子留留守守模模
式式，，他他们们的的““性性福福””，，曾曾被被广广泛泛关关注注。。此此外外，，中中国国男男
女女比比例例失失调调，，也也造造成成了了一一批批性性压压抑抑者者————联联合合
国国设设定定的的正正常常值值为为 110033 —— 110077，，即即正正常常情情况况下下，，
每每出出生生 110000个个女女孩孩，，相相应应会会出出生生 110033 —— 110077个个
男男孩孩，，但但中中国国人人口口统统计计数数字字显显示示：：进进入入新新世世纪纪以以
来来，，中中国国的的出出生生人人口口性性别别比比最最高高时时达达到到 112211 .. 22，，
有有些些省省份份甚甚至至达达到到了了 113300。。专专家家忧忧心心忡忡忡忡地地表表
示示：：保保守守估估计计，，中中国国未未来来 3300年年将将有有大大约约 33000000万万
男男人人娶娶不不到到媳媳妇妇。。

在在大大城城市市，，有有很很多多所所谓谓的的““剩剩女女””，，她她们们更更多多
是是个个人人主主动动选选择择““剩剩””着着；；在在农农村村，，却却有有更更多多名名符符
其其实实的的““剩剩男男””，，他他们们是是因因为为经经济济原原因因，，被被动动单单身身。。

伴伴娘娘在在某某些些地地方方遭遭遇遇的的骚骚扰扰尴尴尬尬，，或或正正是是
男男女女比比例例失失调调现现象象的的折折射射。。如如何何解解决决这这一一时时代代
难难题题，，是是个个大大课课题题。。

伴娘为何成了“高危职业”？时时空空走走廊廊

“ 无论是“闹新娘”还是“闹
伴娘”，都是婚俗陋习，但这种
陋习，为何有如此顽强的生命
力？这或可解释为集体的性压
抑，其实是一种精神疾病，需
要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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