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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企圖提出一個觀點：在西方所定義的「現代性」想像架構之下，所謂的「現代」
必然是歐洲先而第三世界國家落後，第三世界國家充其量也只能追尋在全球現代化敘述當
中「先進」西方國家的腳印之後，複製他們已擁有的「現代性」。這樣的第三世界歷史敘
述難逃「不足」、「缺陷」、「落後」等等聯想。「落後的時間性」是把台灣文學和歷史
敘述放在全球版圖來觀照時必須面對的課題。本文探討如何翻轉這個台灣文學和歷史「時
間上落後」的位置，認為一個可能的對策就是顛覆西方「進展敘述」的時間觀，透過召喚
台灣歷史記憶所架構出來的多重時間並置，找尋台灣文學和歷史敘述的救贖。

　　進一步推展李歐梵所提出的華人社會普遍存在的「雙重時間」（即西曆與農曆並存的
時間概念），我認為台灣庶民的時間和民間社會的日常脈動其實橫跨這兩種時間軸，只不
過台灣小說書寫一開始就背負了將台灣轉接進入「現代性」的包袱，庶民時間和其民俗脈
動往往受到壓抑，或者只被用來烘托階級和經濟壓迫議題。正面面對台灣庶民社會的「雙
重時間」意味搶救遭「現代性敘述」所擠壓和抹滅的歷史經驗與文化的記憶。時間的負擔
只有透過時間概念的改革才有卸下的可能。在雙重、甚至多重時間的架構下，所謂「落後
的時間」這個只存在於線性發展時間觀的問題似乎找到了化解的可能。在此認知之下，現
代文學種種怪誕背離社會寫實小說的形式和內容探索不再能夠以「抄襲西方現代主義文
學」這樣的說法來解釋。現代主義小說所開展的雙重時間以及伴隨這個形式架構的怪誕元
素竟無意中開啟了台灣文學與歷史敘述救贖的契機。因為這個無意中創造出來的台灣文學
出路，或許現代文學於台灣文學史裡的評價和位置也得以救贖。本文將借用班雅民
（Walter Benjamin）的歷史觀和傅柯（Michel Foucault）談「真理制度」（the regime of
truth）所涉及的概念來觀照相關問題；透過李昂、施叔青和聶華苓三位作家現代主義時期
的幾篇代表作，以及李昂最近進一步發揮其現代主義時期寫作風格的新作《自傳 小
說》，來展望台灣文學歷史敘述「落後的時間性」的救贖可能，並據此進一步探討是否可
能翻轉被編派為「屈從知識」（subjugated knowledge）的台灣民間庶民記憶和現代文學於
台灣文學史上的負面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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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rticulate the past historically does not mean to recognize it "the way it really
was" (Ranke). It means to seize hold of a memory as it flashes up at a moment of



danger.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p. 247

台灣文學落後的時間性

        在當代有關後殖民時代印度歷史重建的討論當中，最棘手的一個議題即是印度的「現
代性」問題及其與歐洲殖民國歷史的關係（參見Prakash 1992：36976；Partha 1993：14
34；Chakrabarty 1997：22630）。問題的焦距在於「時間」：如果採用社會學概念視資本
主義的進化程度和國家（nationstate）的建立為「現代性」的兩大重要面向的話（Giddens
1990：59），印度歷史敘述面對的是難以克服的「落後」和「缺陷」問題。因為，在如此
「現代性」想像架構之下，所謂的「現代」必然是歐洲先而第三世界國家落後，第三世界
國家充其量也只能追尋在全球現代化敘述當中「先進」西方國家的腳印之後，複製他們已
擁有的「現代性」。這樣的歷史敘述難逃「不足」、「缺陷」、「落後」等等聯想
（Chakrabarty 1997:2389）。如何擺脫這樣的歷史敘述方法成為後殖民印度歷史史學方法
反省的一大重點，因為唯有擺脫這樣「落後的時間性」，印度的「後殖民」歷史時刻才有
浮現的契機。

　

　　這個時間夢魘見諸於中國文學（參見王德威1998：54；李歐梵1996：22930），也見
諸於台灣文學。就台灣這個場域而言，「落後的時間感」不僅隱藏於台灣文學（歷史）敘
述，事實上，還可能是啟動台灣文學歷史流程的一大動力。台灣文學敘述往往視日據時代
台灣文化運動作為台灣文學的奠基時期，許多台灣文學日後的爭論都在此時開始浮現。我
在一篇文章裡提到，日據時代台灣文化運動者念玆在玆的是如何「啟發民智」，使台灣
「趕上世界潮流」（邱貴芬2000:333）。當時台灣新文化重鎮的《台灣民報》在發刊詞中
便強調，當時西方思潮大變，尋求自由平等已蔚為風潮，台灣須努力提升民智，以求成為
「世界文明人」的一員。而台灣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刊物《台灣青年》在宣言裡也提及﹐發
刊的目的「期應世界之時勢，順現代之潮流，以促進我台民智。」而〈《台灣青年》發刊
之趣旨〉同樣流露不甘人後，追求世界潮流的心情：「夫欲啟發社會之文明，必先吸收高
尚之文化，尤當順應世界之潮流，然後可使民智日開」。這些重要的刊物宣言流露的想要
急起直追的心情隱然指向「落後的時間」危機意識。批判傳統社會習俗以達「啟發民智」
之效，建立台灣人的信心，再從此發展出反殖民的意識，這是日據時代新文學運動者所勾
勒的台灣歷史旅程。解讀葉石濤先生對1930年代所爆發的台灣話語運動的描述，我們看到
了隱藏於後的台灣文學「現代性」的焦慮：

語文是抗日民族運動中最重要的一環，給民眾灌輸民族意識，授以打破迷信陋
習的觀念，衛生常識的培養，以改革台灣社會結構，促進現代化，獲得民族解
放，必須依靠普及民眾的語文才行－－這就是台灣語文的構想萌芽的基礎。
（葉石濤1987：256）

　

　　同樣的，「落後的時間感」在戰後現代主義文學運動裡扮演重要的角色。呂正惠
（1992）認為，「五0、六0年代的現代主義是配合著五0、六0年代的現代化，湧進台灣社
會的西方產物」（頁25）；現代主義作家「接受現代主義就正如當時台灣的民眾接受西方



的現代化產品那麼容易。經濟要現代化、生活要現代化、文學也要現代化。」（頁23）不
過，我們卻也記得，台灣現代主義時期相較於西方的現代主義，在時間上晚了將近半世
紀。評述家通常認為，台灣現代主義模仿操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形式和語言，卻架空了
西方現代主義在其歷史時空環境所展現的實驗和創新精神（Chang 1993：64）。時間上的
落後性似乎注定了台灣的文學和歷史只能是西方的「仿冒」和「盜版」。往後發生在台灣
的文學風潮－－無論是後現代或後殖民、甚至與建國工程密切相連的鄉土文學，都只能看
作是同一條「現代化」時間軸上落後於西方的無創意抄襲。難道這是殖民地台灣不可翻轉
的歷史命運？{1}

　

現代主義與「現實」時間

        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在發展的過程當中，雖然終極目標仍是台灣的「現代
性」，但是在過程當中，為了與日本殖民政權和文化對抗，逐漸拉出一條和本土傳統文化
搭上線的走向。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和戰後的鄉土文學運動由於有「本土傳統」關
聯的折射，這兩個運動與「現代性」的種種瓜葛糾纏因而隱而不彰而未見爭議。通常這兩
個文學運動被視為與「現代性」站在對立面，抨擊台灣現代化過程所帶來的種種問題，而
展現「回歸本土」的主張。至於所謂的「回歸本土」中「本土」和「傳統」真正的意涵究
竟是什麼，反而不是討論的焦距；台灣新文學運動和鄉土文學運動背後「台灣現代性追
求」的行動指標更經常被文化評論者忽略。相較之下，現代主義與「現代性」的瓜葛就引
人注目得多。研究西方現代主義的學者提醒我們，現代主義和現代性的關聯密不可分；
「現代主義基本上就是…現代性的追尋」（Calinescue 1987：778）。但是，在文化領域
裡，所謂的「現代性」起碼有兩個互相衝突的面貌：一者是西方中產階級源於啟蒙主義的
「現代性」概念，充滿對人類歷史進展和科技文明的信心，另一者則是對這樣的信念的質
疑和反叛（Calinescue 1987：412；Harvey 1990：123）。而文學的現代主義也包含了現
代和反現代互相衝突矛盾的兩個拉力：現代主義的現代傾向展現於反傳統權威的姿態、對
創新和形式實驗的興趣；而反現代傾向則展現於揚棄進展性歷史觀、對理性的批判、以及
意識到人類文明建立於極大的代價，其中包括過去曾有的偉大典範和傳統整體性的淪喪
(Calinescue 1987：265；Bradbury and McFarlane: 46)。許多評論家認為，台灣現代主義文
學最大的弊病在於其簡化了西方現代主義的複雜性，只複製了其中中產階級對「現代性」
天真的擁抱，卻未關照到西方現代主義黑暗的那一面。張誦聖便指出，六0年代現代主義
運動基本上建基於西化論述，現代主義被作家視為「前衛」的象徵，流露的是對西方文明
和文化的傾心與信心（Chang 1993：89；61）。

　

        西方現代主義小說有四大特色：（一）對創作形式本身複雜性的關注，（二）對呈現
內心活動的關注，（三）對表相生命和現實背後毀滅性混亂力量的關注，（四）對如何開
展敘述模式的探索（Fletcher and Bradbury1976：393）。在台灣現代主義文學裡，這些元
素也經常出現。不過，在種種模仿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形式當中，最受讚揚的是現代主義作
家對小說形式語言等等敘述美學的開發，而最常遭抨擊的就是以個人內心世界為描繪探討
對象。通常對現代主義側重內心世界探索的這個傾向有兩種解釋：一者強調這不過是台灣
現代主義作家的西化仿冒（Chang 1993：634），一者則採用白先勇（1995：111）後來
所說的，作家在高壓政治環境下，為了避過政府的檢查，處處避免正面評議當前社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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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只好轉向個人內心的探索（葉石濤1987：115）。無論是採用哪種解釋，現代主
義作家轉向內心探索都被視為無太大正面或積極的意義；前者涉及對美國文化帝國主義在
台流行的批判與反省，而後者涉及承襲路卡其（Georg Lukacs）一脈社會寫實文學主張的
台灣文學評論家對「寫實」和「好小說」的定義（邱貴芬2001：14）。以路卡其為代表的
馬克思學派文學批評主張文學之所以可貴正在於其有助於對階級意識的體認，好的小說應
該對個人與外在社會的互動多所著墨，克服個人的孤立而照見外在社會力量如何影響個人
的生命。以個人內心為描寫分析重點的作品因與這個文學主張相左，故往往不得此派評論
家青睞（Lunn 1982：7880；Colebrook 1997：1556）。但是，從現代主義作家觀點來
看，內心層次的探討或許比著重於外在世界的描繪更貼近「寫實」（Fletcher and
Bradbury1976：4079）。那麼，現代主義所定義的「寫實」和傳統社會寫實有什麼區別
呢？吳爾芙經典作〈現代小說〉就這個問題的闡述通常是不可忽略的參考。吳爾芙認為，
傳統寫實小說其實扭曲了「現實」。「現實」是什麼？它不是像傳統「寫實」小說所呈現
的，可以納入一個直線進行的劇情敘述模式；小說家若誠心想要呈現「現實」，就必須拋
棄舊有小說寫作慣常援用的一些手法，而試圖去呈現個人意識對外界感知反映的過程──
無論這點點滴滴的感應是多麼零碎而無連貫性（Woolf 1966：1067）。這樣對「現實」
的認知必然導向對時間的重新定義。西方現代主義小說的一大特色就是摒棄傳統小說慣用
的直線進展式時間架構。如果就像我們在前言裡所說的，「時間上的落後」是台灣歷史和
文學的致命傷，有沒有可能我們透過現代文學作品裡攪亂了的時間，找到逃離歷史宿命的
生機？底下的閱讀將以施叔青、李昂和聶華苓三位女作家現代主義時期的作品為主，來探
索這個生機的可能以及它可能展現的救贖之道。通常有關這三位作家現代主義時期作品的
討論，大多著墨於「性」（施叔青、李昂）或敘述結構與家國政治（聶華苓）議題。本論
文則將從時間向度的開展出發，拉出一條軸線來思考本論文開始所提出的台灣歷史敘述的
問題，並將透過史學方法的反省，展望三個問題的救贖可能：前文所提及的台灣歷史敘述
「落後的時間位置」、現代主義在台灣文學史裡常見的負面評價，以及被「現代化」敘述
與想像編派至「落後」、「非理性」、「荒誕無稽」等邊緣位置的台灣庶民記憶。{2}　

　

另類時間與空間

在一個被確認為不會有新鮮事出現的世界裏，由於一時的反抗慾望，那有一定
秩序的生活格式被解體了，就在這能夠實際參與生活設計的過程，生存的情境
才開始變得清晰，那便是面對含有多種組合可能的事象，以及將要由它們構成
的另一生活圖樣所產生的驚悸和狼狽，還有隨著原有秩序的恢復而恢復的沮喪
和倦怠。（施淑1992：266）

這是施淑評論李昂〈花季〉（1968）的一段文字。〈花季〉的戲劇性不來自於外在世界發
生了什麼事──其實，什麼事都沒發生；〈花季〉小說的戲劇張力來自於逃課的小女孩心
理的幻想和戒懼不安。李昂同時期的另一篇小說〈有曲線的娃娃〉（1970）則進一步推展
施淑所說的「離奇乖戾的夢魘世界」，現實與幻覺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難以界定。年少的
李昂如是描寫小說裡一對隨著主角乳房戀物慾望日漸高漲而出現的「黃綠色眼睛」：

而後，深夜裡，在她從極度不安的睡夢中醒過來後，她經常可以發現那一對黃
綠色的眼睛，有時候從遠處靜靜地守候著她，有時候在空中漂浮游走，那一對
黃綠色的眼睛似乎負著加重她罪惡的使命，它每出現一次，舊日的生活就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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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更尖銳的疼痛展示在她胸中。她需要一種新的解脫力量，她於是更熱切地渴
想起她的孩子。她要那一張吸吮的孩子的嘴，她知道只有當它緊緊地吸附著她
的乳房時，那一對黃綠色的眼睛才不致再出現。（李昂1992：52）

這對代表欲望的「黃綠色眼睛」究竟純粹是主角的想像，或是真的以具體形象（一對「黃
綠色眼睛」）介入主角的「現實世界」？荒謬和夢魘雖是〈花季〉和〈有曲線的娃娃〉共
有的元素，但是其中的差異值得注意。根據施淑的說法：

在〈花季〉和〈婚禮〉中，我們發現不論那情境如何「荒謬」，一般的事實和
想像的界限大致還存在，因此小說人物對外在發生及其意義一直保持著懸疑的
態度，但是到了〈有曲線的娃娃〉和〈海之旅〉，這狀態就被打破了。這時帶
動小說的發展的，幾乎全是幻境和視象（vision），而取代原有的疑慮思辯
的，是一種「受蠱者不在乎一切，向目標拚命的神情」（《海之旅》）。（施
淑1992：2712）

如是徘徊於理性現實和不可思議的異類空間的張力正是所謂「怪誕」（the grotesque）文
學的特色（Thompson 1972：23）。怪誕文學和奇幻文學（the fantastic）最重要的分野就
是後者擺明了是呈現現實世界裡不可能發生的事，而怪誕文學卻是腳踏兩條船，在理性現
實和非理性可解的異類空間之間擺盪。怪誕文學迷人之處即在於它以一個特殊的角度呈現
我們原以為熟得不能再熟的現實社會(Thompson 1972：18)，從這個新的疏離的角度再開
啟激進審視「現實」的面向。在非理性可解的異類空間與理性現實交會之際，現實裡直線
進行的時間被打斷，時間不再是持續性前進的流動，而展開了分裂的面向。

　

　    除了夢和幻想之外，這種非理性力量在現代文學時期女作家小說中也經常透過台灣傳
統庶民社會的生活情境來展現。李昂〈婚禮〉（1968）裡主角依順母親囑咐，提著一籃婚
禮去尋找即將嫁女兒的菜姑。這趟蜿蜒摸索的路程，層層通往菜姑那個古舊陰暗樓房，宛
如時間的回溯之旅。在這段旅途的時間中，菜姑所象徵的充滿台灣民間信仰儀式的世界，
和主角習慣的有YAMAHA機車、名叫J的女友的摩登現代社會，呈現既對比又互相拉扯的
關係，原先在現代生活當中以為已拋棄在後的民俗的世界竟再次闖入現代的時間，擾亂其
理性的秩序，暴露了台灣原來不是像我們想像的，臣服於單一時間的規律，而是同時橫跨
兩個時間軸──一者為日益資本主義化、工商社會化、理性化的西化時間，一者為台灣庶
民社會仍貼近傳統信仰與民俗脈動的時間。這兩個時間軸同時並存於台灣社會，最明顯的
引證就是台灣社會仍西曆與農曆並存並用的日常生活情境。這是李毆梵（Lee，
forthcoming）所謂的「雙重時間感」（dual time），其進一步的意義，我將稍後再探討。

　

        李昂二姊施叔青的早期小說也出現了類似現實世界與「異類時/空間」糾纏不清的特
質。〈壁虎〉（1961）裡詭異的情境主要來自於在少女主角的想像和夢裡，情欲盈溢的嫂
子和肥大的黃斑褐壁虎合而為一，逼迫那理性勉強架構起來的倫理道德世界不得不正視它
壓抑的非理性慾望。不過，施叔青小說更大的魅力恐怕更在於施淑所說的她小說世界介乎
陰陽界的氣氛（施淑1993：279）。〈泥像們的祭典〉（1968）基本上是篇沒有什麼劇情
高潮起伏的小說作品，其中的戲劇張力主要來自於小說文字所召喚的意象：「如張牙舞爪
的黃色符咒」的破報紙、「個個單調沉默立著」的空的泥像神龕、「好似蜿蜒地遊出一尾



燦爛的紅蛇」的傾倒了的紅色染料等等。〈那些不毛的日子〉（1970）同樣也是劇情性不
強，靠夢魘氣氛意象取勝的小說。施淑認為，施叔青小說裡介乎陰陽界的世界「不是單單
能靠想像產生出來的」（施淑1993：279）；「這個任憑她呼風喚雨、五鬼搬運的恐怖世
界，可以說是現實的鹿港斜陽折射出的心靈上的地誌（topography），是它所代表的傳統
和價值觀念的變形……」（施淑1993：283）。援引白先勇膾炙人口的說法：施叔青的小
說世界「由幾種因素組成：死亡、性、瘋顛、及一種神秘的超自然力量」（1976：534；
原文無黑體）；「像一些超現實主義的畫像（如達利 Dali）的畫一般，有一種奇異、瘋
狂、醜怪的美」（1976：536）。把超現實主義和施叔青的小作聯想當然有其基礎，因為
白先勇所列的施叔青小說中的四大特色正是超現實主義創作裡一再出現的主題。超現實主
義展現對心理深度的探討和對夢濃厚的興趣（ChenieuxGendron 1990：1138），透過夢
和心靈的探索，超現實主義者相信可以攪亂主體對「現實」的確定感，經由欲望的挖掘進
一步審視主體與他者的關係（ChenieuxGendron 1990：118）。李昂的〈有曲線的娃娃〉
和施叔青的〈壁虎〉當然都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解讀，但是，我認為施叔青小說世界裡詭異
的美艷更從台灣民俗的想像淬取而來。在這陰陽界交會的地帶，時間變得游離不定，顯得
勉強顢頇。

　

        不過，我認為現代時期女作家小說中，最能借多重空間的向度開展出繁複層次意義的
仍屬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這本小說原先在七0年代之初於台灣報紙連載，卻因涉及
當時白色恐怖的政治禁忌話題而被迫中途腰斬，一直到1997年才在台灣正式出版。白先勇
認為，這部小說形式相當特別，

聶華苓完全放棄了編年體的敘述方式，而採用印象式（impressionistic）的速
寫，每一部只集中在一個歷史轉捩點上，抗戰勝利前夕、北平淪陷的一刻等
等，以濃縮時間，來加強戲劇效果。而小說的情節也沒有連貫性，作者對於主
題的闡述，無疑大量借重了象徵……聶華苓顯然選擇了一種不太容易討好的小
說形式來寫《桑青與桃紅》，然而習慣於閱讀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作品的讀者，
對於《桑青與桃紅》中比較晦澀的部分，應該不會感到困難吧。（白先勇
1997：2789）

把《桑青與桃紅》視為台灣現代主義時期的代表作之一應不為過。

　

        小說的第三部是主角桑青的台北日記（1957夏──1959夏）。桑青與夫家鋼躲藏在蔡
家閣樓之上躲避警察的搜索，在肅殺恐懼的氣氛中度日如年，終日無所事事，藉著寫一則
則的逃亡故事以排遣時間，卻只更反射出無路可逃的困境。蔡嬸嬸病危之際，精神已瀕臨
崩潰邊緣的桑青走下閣樓，成為蔡叔叔的女傭兼情婦。小女兒桑娃的日記如此記載：

爸爸媽媽都有身分正，媽媽說身分正就是正明你是合法的人，我十歲了還沒有
身分正，媽媽說各樓的人是沒有身分正的人，外面的人才要身分正，他們沒有
身分正就要坐牢，我恨死媽媽天天晚上到外面去，爸爸說她到外面去找男人，
她要丟掉我們了，我要把她的身分正撕掉，……

媽媽天天晚上出去，爸爸說她呀她出去吃男人，我問她是不是吃一個男人就收



一個身分正項鍊，爸爸不懂我的話，媽媽真的帶回來一大箱身分正項鍊，我用
灰面口袋作了許多洋囡囡，每個洋囡囡掛一個身分正項鍊，媽媽吃了外面的人
就要吃爸爸和我，我不是男人她大概不會吃，我要跑走和人私奔，我是不吃人
的，小不點兒說人肉像西瓜又紅又甜，我想人肉不好吃，我肯肯自己的指頭只
有一點咸味道，（聶華苓1997：1778）

桑娃想像母親成了吃人殭屍，顯然源自於桑青先前對桑娃轉述的一個台灣南部殭屍吃人的
故事，這個故事乃是桑青無意中偷聽到閣樓下院子中蔡叔叔和友人茶餘飯談話後而來。故
事中一位頗負艷名的妓女突然自殺，遺書裡寫道：「我這次的死只是為了好玩，嚐嚐死是
什麼味道。」村裡傳說，死後的妓女變成殭屍吃人，且偏愛吃年輕男子。最後，村裡台北
回來的一個年輕男子不信邪，

他要救赤東村的人。他主張焚燒殭屍。沒人敢碰殭屍墳上一把土。沒人敢把殭
屍扛到火葬場。清仔拿了一把鏟子。打碎墓碑。鏟開墳土。打開棺材。原來是
一個活生生的睡美人。粉紅灑金衣服。黑黑的長髮。圓滾的胳臂。眼睛瞪著
天。清仔在屍首和棺材四周澆上汽油。一把火從清早燒到半夜。傍晚時候清仔
用木棍挑起屍體的腸子。腸子滴著血。血滴在墳草上。一股薰煙夾著血腥和青
草香。一股輕微得察覺不到的風帶著那股氣味吹遍了赤東村。村子裡人說殭屍
吃人的時候他們聞到的就是那股氣味。殭屍焚化後的第四天。清仔也突然死
了。（聶華苓1997：1667）

這段文字頗能代表故事裡美艷殭屍所意涵性與死亡糾纏難解的恐怖暴力美學。在女兒懵懵
懂懂的認知裡，以偷情為手段，走出閣樓封閉的空間換取短暫自由的母親，成為想像裡吃
（男）人的殭屍。閣樓的鬧鐘已經停擺，象徵閣樓裡呆滯的時間。如果桑青是出外吃人的
殭屍，那麼，閣樓豈不就是時間運轉已經停止的墓穴？桑青這部分日記乃是借多重時間架
構而成，其中起碼包括了閣樓外仍繼續前進的歷史時間（其標示就是日記中引用的西曆：
1957年夏天、1958年夏天、1959年夏天）、閣樓裡因囚禁而停滯的時間（其標示為永遠停
在12點13分的時鐘）以及那如真似幻卻對小說角色關係有重大影響的鄉野傳奇（看似停滯
不動，卻又在口耳相傳和想像中能一遍遍「回魂」的神話時間）。這三重時間的交織，召
喚（現在幾乎已被遺忘的）五0年代台灣那滯悶恐怖的歷史情境。

　

        這些現代主義代表作家作品裡的鄉土元素（以及其涉及的時間問題），除了讓我們再
次省思台灣文學史斷代系統以「現代文學」標示1960年代文學所產生的問題之外（參見拙
著2001：1516），究竟還能開發出什麼樣更激進的思考方向？

　

鄉野傳奇的激進意義

        鄉土題材在台灣文學評論裡當然有相當重要的份量。不過，通常評論的論述重點，主
要在探討這些文學作品裡如何呈現被壓迫的台灣底層勞動階級，或是作品如何呈現台灣從
農業「過渡」到資本主義工商社會過程中產生的種種問題，至於作家筆下所營造的鄉土世
界裡，怪誕非理性可解的那些層面往往未受到重視和探討。這樣的論述傾向可能牽涉幾個
意識形態假設。最看重鄉土文學題材並致力於此類文學論述開發的台灣本土論述自覺性地



傳承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傳統，而新文學運動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即是破除傳統迷
信，啟發民智，以便讓台灣躋身現代化國家。怪誕鄉野傳奇和民俗信仰在此類文學傳統論
述的脈絡中，自然不是評論家著力之處。另外，與政治改革運動關係密切的本土論述其實
受到傳統馬克思主義階級解放敘述不少影響，側重小說如何反映現實社會裡的不公不義和
權力壓迫結構，鄉土社會中的怪誕層面難以放入這個思考層面來處理。

　

        庶民記憶在台灣文學創作和以「現代性的追求」作為主軸思考的台灣文學史當中所佔
取的低位階其實涉及傅柯（Michel Foucault）提出來的所謂「真理的制度」（regime of
truth）和「屈從的知識」（subjugated knowledge）。傅柯認為，有關「真理」的討論，問
題核心不在「真理是什麼？」，而是「真理是如何產生的？」（Prado 1995：25），以及
這過程當中所牽涉到的宰制關係和權力系統（參考Hacking 1980：35；Taylor 1980：93
4）。傅柯認為：

各個社會都有它的真理制度，它的真理的普遍性政治。也就是說，它接受和使
之作為真理來運轉的言說類型；讓人用來分辨所謂真假的機制和典例；用來認
可真假的方法；在求取真理時被看重的技巧和步驟；以及那些擔當重任，決定
何者為真、何者為假的人的社會地位。（Foucault1980：131）
Each society has its regime of truth, its "general politics" of truth: that is, the types of
discourse which it accepts and makes function as true; the mechanisms and instances
which enable one to distinguish true and false statements, the means by which each
is sanctioned; the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accorded value in the acquisition of
truth; the status of those who are charged with saying what counts as true.

換言之，真理的產生仰賴一些權力機制，這些機制透過所謂「真假」的分辨（或是「理
性」/「非理性」、「科學」/「非科學」的劃分）將某些東西排除在「真理」的領域之
外。「真理」、「知識」與「權力」乃環環相扣（Hacking 1980：35）。這些被排除在
「真理」領域之外，可是卻因此可以用來界定、烘托和產生「真理」的東西，可稱為「屈
從的知識」（subjugated knowledge）。「屈從的知識」是「一套被視為無用或未充分闡明
的知識；天真的知識，位階極低，遠在認知和科學性門檻之下的知識。」（ a whole set of
knowledges that have been disqualified as inadequate to their task or insufficiently elaborated:
naive knowledges, located low down on the hierarchy, beneath the required level of cognition or
scientificity.）（Foucault 1980：82）這些「屈從的知識」通常是種在地的「人民的知識」
（popular knowledge;le savoir des gens）。

　

        以傅柯的這些概念來觀照我們所探討的台灣歷史敘述和庶民記憶在台灣文學創作裡的
角色的問題，我想提出的看法是：在「現代化」想像主導的台灣文學價值體系和歷史敘述
當中，「現代性」的想像成為台灣文學創作者和史家習而不察所接受的「真理」，而在這
「真理」產生過程當中，鄉土怪誕傳奇的庶民記憶被編派到相當低的屈從位階，以便凸顯
與「科學」、「理性」等等概念密切連結的「現代性」的「真理」性。重新評估台灣庶民
記憶的價值，以及它在台灣文學和歷史敘述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可採用傅柯式系譜學
（genealogy）作為策略。系譜學意在翻轉「屈從知識」，

試圖將歷史知識從屈從的桎銬當中解放出來，也就是讓這些知識能夠抵抗統



一、正式、並且理論性的科學論述的強制統合。系譜學靠的是重新啟動在地知
識（德勒茲可能稱之為「次要知識」），以對抗將知識科學分等的做法以及其
中權力所涉及的效應……。（Foucault 1980：85）
…a genealogy should be seen as a kind of attempt to emancipate historical
knowledges from that subjection, to render them, that is, capable of opposition and
of struggle against the coercion of a theoretical, unitary, formal and scientific
discourse. It is based on a reactivation of local knowledgesof minor knowledges, as
Deleuze might call themin opposition to the scientific hierarchisation of knowledges
and the effects intrinsic to their power……

那麼，我們要面對的問題便是：重新開啟鄉土怪誕傳奇的探討，如果不是反動的浪漫鄉土
懷舊，又可能展現什麼樣較激進的歷史敘述意義？

　

        在前面作品的探討當中，我提到，透過鄉土傳奇和庶民浸淫於傳統信仰的生活情態，
我們意識到台灣並非臣服於單一時間規律之下，而是橫跨兩個時間軸，現代資本主義工商
世界的時間和傳統民俗儀式時間並存。前者時間規劃於「現代化」的步調，是往前看的。
後者呢？也許不必然非得解釋為往後看的、反動的時間觀不可。如果說，台灣（文學）在
「現代性」的追求於時間軸上的落後，使得台灣文學的創作和歷史敘述不得不落入「仿
冒」或「抄襲」、「複製」的嫌疑，那麼，我們要問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可能透過對「現
代性」的批判而找到台灣文學/歷史敘述的另一條出路？而對台灣「雙重時間」的認知──
台灣傳統鄉土時間不必然與西洋服膺的理性現代化時間是前後的關係，而可能同時並存的
──可否成為台灣批判「現代性」的切入點，進而逃離現代性前進（progress）敘述想像的
主宰，而開啟翻轉「落後的時間感」的契機？

　

        日據時代台灣文學運動者呼籲台灣必須「順現代之潮流，以促進我民智」，所謂「順
現代之潮流」應當就是對「現代性」的追尋。必須注意的是，政治和經濟上的現代化固然
是「現代性」的重要層面，「現代性」卻還包含文化的層面──其中相當重要的是現代性
的文化敘述（Tomlinson1991：153）。敘述是人類重要的文化活動，因為透過敘述，我們
才能讓經驗和生命產生意義（Miller 1990：69）。透過敘述，陌生的、創傷性的經驗漸漸
被收攏到一個我們熟悉的故事原型裡，而最後變得看似合理。經由這樣的過程，創傷性的
經驗不再被排斥，而我們得以克服最初的傷痛而繼續存活（White 1986：399）。像工業
化、資本主義經濟活動這些對人的生活型態和生命情境造成重大衝擊的經驗，當然也需要
文化敘述伴隨，才能合理化它的存在。湯姆林森（John Tomlinson）引據卡斯托雷帝司
（Cornelius Castoriadis）的說法，現代性的文化敘述提供的最重要的想像就是「進展敘
述」（narrative of development），讓我們誤以為人類的歷史必然沿著一條直線的時間軸永
無止境地進展，但是在西方「現代性」的路程卻只見到「量」的膨脹進展，而無法真正提
供提升「質」的文化發展出路（Tomlinson1991：159）。如同反省印度史學中類似困境的
學者所說的，拒絕現代性回歸傳統是行不通的（Chakrabarty 1997：243）；第三世界國家
固然不必抱持浪漫懷舊的想像單面頌揚傳統而全盤否定現代化所帶來的正面衝擊。但是，
認知「現代性」敘述裡「進展」的迷思卻是抗拒文化帝國主義的起步。

　



        深入探討「現代性」種種問題的班雅民（Water Benjamin）曾以超現實主義的前驅畫
家刻立（Paul Klee）的一幅畫來闡述歷史的前進不過是層層疊疊毀滅的災難（Benjamin
1992：249），文化工作者最艱難的挑戰乃在於拯救歷史流程當中願景（vision）突然呈現
的那幾個寶貴的片刻，不隨時間的流逝而遺忘毀滅(Benjamin 1992：252；Wolin 1994：48)
。歷史記憶因而非常重要，因為只有在這個動作裡，毀滅性的前進時間被打斷，而救贖的
可能驀然顯現。不過，呈現歷史並非「讓過去自然地表現它的原貌」，事實上這只是個迷
思。史學家告訴我們：訴說歷史，先決條件就是意識到任何歷史事件起碼都有兩個以上的
版本（White 1987：20），歷史敘述這個動作離不了爭奪論述權（White 1987：13）。班
雅民認為，訴說歷史其實就是搶救歷史，不僅僅是把歷史從毀滅性的前進時間當中搶救出
來，而且也是介入歷史的詮釋危機（Benjamin 1992：247；Wolin 1994：50）。

　

         把焦距再拉回台灣現代主義作品中的時間觀是否可能開啟台灣文學/歷史敘述救贖契
機的問題。我將以上述班雅民歷史救贖的概念作為基礎，透過李昂近作《自傳 小說》
（1999），繞個圈子來探討這個困難的問題。先前討論中，我們看到現代主義文學的特色
包括：深層心理刻劃、非理性世界和理性世界的跨界糾纏、鄉土傳奇融入小說世界、以及
多重時間的交錯。這四個特色往往並非獨立存在而是互為因果。李昂以現代主義作家之姿
崛起於六0年代末的台灣文壇，之後現代主義的小說特色雖然持續在李昂小說裡出現，但
是，李昂的小說往後二十年的發展卻仍屬寫實主義的範疇，即使《殺夫》、《迷園》、
〈彩妝血祭〉這樣有夢魘氣氛的作品也不例外。《自傳 小說》可說是李昂重訪現代主義
時期創作傾向的作品，所有我們所提到的現代主義特色都在這部小說裡得到淋漓盡致的發
揮。{3}名為「自傳 小說」，主角是台灣早期台共領導人謝雪紅，但是敘述觀點的
「我」卻擺盪於謝雪紅和一個生於謝雪紅之後、聽她三伯父講謝雪紅和其他鄉土傳奇故事
長大的女孩之間。換句話說，這個小說敘述裡的「我」時而是謝雪紅，時而是聽謝雪紅故
事的「我」，更甚者，有時是三伯父口中那些流傳在庶民社會鄉土故事裡「嫁給蛇郎君的
三女兒」、「荒野裡等待書生的狐狸精」、「歌仔戲裡咬舌自盡的貞節烈女」、「王昭
君」、「夜暮低垂時把頭摘下放在梳妝檯前以便梳理長髮的女鬼」等等不同的女性形象。
小說裡的「我」層層重重，一方面指涉有關女性「性」的隱密和欲仙欲死的情境，另一方
面也在時空穿梭交錯當中把「我」和謝雪紅以及兒時記憶裡歷史中、傳說中的多重女人影
像重疊。如同李昂在書的封面所指出的，這部書不僅是自傳或謝雪紅的傳記，更是百年來
台灣女人的傳記。

　

        在這個極接近班雅明〈說書人〉（〈The Storyteller〉）（Benjamin 1992：835）所描
繪過去傳統社會社群經驗情境裡，個人和集體歷史記憶交融。而當社會逐漸現代化、過去
農業社會廟口老少群集聽故事的歷史情境已然不再之時，小說透過歷史記憶的召喚，搶救
了這些即將被遺忘的時間。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浪漫的懷古守舊。集體記憶中的鄉土傳
奇和這些故事傳承的歷史經驗顯然是「我」成長過程深刻的烙印，但是，我們卻也注意
到，敘述的「我」是如何篡改這些故事在三伯父講述時被賦予的意義。過去的時間打斷現
在時間的進行，而現在的時間也介入過去的時間，在重重疊疊來回穿梭當中，謝雪紅和三
伯父故事裡以及兒時所看到的歌仔戲裡的各個不同的（歷史中的）女人，她們的故事和她
們所代表的意義逐漸從傳統忠孝節義框框所定義的意義解放出來。這樣的「自傳」寫作策
略，「我」和異時異地不同的「她」透過記憶召喚的片刻交融重疊，在心理刻畫的描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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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現在「進入」了過去，或是說，過去「進入」現在，不僅逝去的台灣農業社會社群活
動情境再次於（敘述）現在的時間中展開，而且，歷史記憶不再是像傳統歷史敘述裡那般
「客觀」地被呈現，而是在「主觀」的意識活動中，成為「我」主體形塑/呈現過程的主
要內容──小說裡敘述觀點的「我」除了聽故事、重述篡改聽來的故事之外別無其他活
動；而整部小說敘述無異是這個「我」在與歷史記憶對話過程當中逐漸形成/展現（重重
疊疊）「主體」的「自傳」。

　

        從女性主義角度來看，透過這樣的歷史召喚，「我」介入了歷史詮釋危機，搶救了謝
雪紅，也搶救了歷史上、鄉土傳說中我們耳熟能詳的那些被視為「禍水」原型的「壞女
人」。歷史和傳說中「壞女人」的定義和意義從此必須要以較審慎的態度來探討。不過，
既然這部小說以謝雪紅和她的一生作為書寫對象，謝雪紅當然是最重要的搶救對象。謝雪
紅是台灣刻意被壓抑的歷史；她身為早期台灣共產黨重要組織份子和領導人的身分以及她
後來在二二八事件裡率領二七部隊與國民黨部隊在埔里對抗的事實都使得她成為台灣不可
訴說、必須被強迫遺忘的歷史。為謝雪紅立傳當然是搶救台灣（被壓抑、被遺忘）的歷
史，搶救謝雪紅。但是，搶救謝雪紅也是介入歷史詮釋，這不僅是把謝雪紅從被國民黨和
中國共產黨抹黑的負面歷史記載中搶救出來，也是把謝雪紅從崇高的革命家這樣歷史定位
的歷史傳記呈現中搶救出來。通常歷史敘述不觸及的女性情欲在此成為重要的書寫策略，
在正面傳記當中往往被有意或無意稀釋處理的謝雪紅複雜的感情關係在小說裡成為重點，
既藉此反省女性主體性和女人的道德定義，也提供反省歷史書寫的空間。謝雪紅不一定要
那麼「政治正確」才可以召喚回來納入台灣史中；書寫台灣歷史也不一定非要絕對地（符
合各類主流歷史書寫要求的）「政治正確」才算正確的歷史寫法。

　

        就本文關切的重點而言，《自傳 小說》進一步發揮現代主義文學的寫作策略，推展
其開創的空間，透過深層心理刻畫，讓現在與過去多重時間交錯，被壓抑或遺忘的歷史記
憶因而得以復活，這些龐雜的記憶被創意性地挪用來介入歷史書寫（如：如何撰述歷史人
物傳記？）和探討當代關切之重要文化議題（如：女人的定義和女性主體性的問題）。更
重要的，鄉土傳奇在這部小說裡扮演極其吃重的角色，不是像一般鄉土小說一樣只是被用
來營造傳統社會情境而已，而是在其影像重重疊疊過程當中架構出自傳中的「我」。傳統
庶民傳說信仰不再被視為無稽而排除在小說世界之外，或是邊緣化；這樣的書寫傾向無形
中顛覆了台灣接收西方「進展」敘述中所強調的理性世界觀，而過去與現在穿梭交錯的多
重時間敘述模式更藉著打破「進展」敘述所依賴的線性時間觀，讓台灣傳統庶民情境重
生，並且在現在的時間裡扮演重要的角色（如：兒時聽故事的記憶和聽到的鄉土傳奇介入
敘述的「我」形塑過程），不致於在現代性的追求中逐漸湮滅。班雅民（1992：248）認
為：

「人類歷史乃是進展的」這樣的概念和「人類歷史乃是依循同質性空時間進
行」這樣的概念是無法分開的。對這樣前進概念的批判必須是任何批判「進
展」理念的基礎。
The concept of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of mankind cannot be sundered from the
concept of its progression through a homogeneous, empty time. A critique of the
concept of such a progression must be the basis of any criticism of the concept of
progress itself. (Illuminations: 248)



如果說，消解台灣文學和歷史「落後的時間感」之先決條件是反叛西方文化帝國主義影響
之下台灣接收的西方「進展」時間的敘述和信仰，現代文學所開創的多重時間或許開啟了
台灣文學和歷史敘述救贖的一線生機。建基於理性和非理性的交會地帶，橫跨台灣傳統庶
民社會和現代社會的時間架構，這樣的多重時間突破了現代理性的、線性進行的時間而讓
台灣傳統的元素不僅不至於在「現代性」的追求當中泯滅，反可能在其間扮演重要的角
色，而又避開了浪漫懷舊的傳統鄉土想像危機。李昂記憶台灣歷史和庶民情境，並進一步
挪用這些記憶來塑造現在並反省傳記和歷史書寫方法的策略，可說具體實踐了顛覆現代性
敘述的方法。

　

        廖朝陽曾在一篇極有見地的文章裡反覆辯證歷史過去和文化遺產可能帶出的基進政治
意義。召喚歷史不應只被簡單地視為反動盲目的懷舊，反可藉著時間的多層重疊帶出未來
的希望。對過去的眷顧其實表達了想要介入現在形塑過程的慾望；換言之，過去和歷史所
提供的並非只是凝固不動的世界，而是與現在互動，並藉此讓過去和現在都得以更新的可
能性（Liao 1999：23）。廖朝陽認為，當記憶朝「非理性」靠攏時，往往帶來意想不到的
效應，打斷時間並開展未來的可能（Liao 1999：234）。過去和「傳統」因此可能代表相
當豐富的寶庫，提供「介入現在」的重要契機。（Liao 1999：24）本文對李昂《自傳 小
說》裡多重時間和民俗元素的解讀正可與廖朝陽的這番說法互相印證。

　

        在前面我提到，本土文學論述者對現代主義評價不高，其中相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
承襲路卡其種種對十九世紀寫實主義小說的讚揚和對二十世紀初現代主義文學的批判
（Lunn 1985：84）。但是，我們當然也知道，在馬克思文學批評傳統裡，路卡奇的這些
看法也遭到相當大的質疑，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和阿多諾（Theodor Adorno）就提
出不同的看法；前者以現代視覺藝術為例，後者透過音樂的探討，都認為現代主義作品有
激進政治意涵（Arato and Gebhardt：185224；Lunn 1985：24279）。參考這些相關的辯
証，也許有助於我們重新評估被稱為「異向的」（alternative）文學（張誦聖1995：
56）。本文企圖提出一個觀點：「落後的時間性」是把台灣文學和歷史敘述放在全球版圖
來觀照時必須面對的課題，而翻轉這個台灣文學和歷史「時間上落後」的位置，可能的對
策就是顛覆西方「進展敘述」的時間觀，透過召喚台灣歷史記憶所架構出來的多重時間並
置，找尋台灣文學和歷史敘述的救贖。李歐梵認為，西曆的引介和採用被視為中國進入
「現代性」的指標，然而中國（以及華人）社會卻普遍存在著西曆與中國傳統農曆並用的
現象。進一步推展李歐梵所提出的這個「雙重時間」概念，我認為台灣庶民的時間和民間
社會的日常脈動其實橫跨這兩種時間軸，只不過台灣小說書寫一開始就背負了將台灣轉接
進入「現代性」的包袱，庶民時間和其民俗脈動往往受到排擠，或者只被用來烘托階級和
經濟壓迫議題。正面面對台灣庶民社會的「雙重時間」意味搶救被「現代性敘述」所擠壓
和抹滅的歷史經驗與文化的記憶。時間的負擔只有透過時間概念的改革才有卸下的可能。
在雙重、甚至多重時間的架構下，所謂「落後的時間」這個只存在於線性發展時間觀的問
題似乎找到了化解的可能。在此認知之下，現代文學種種怪誕背離社會寫實小說的形式和
內容探索不再能夠以「抄襲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這樣的說法來解釋。現代主義小說所開展
的雙重時間以及伴隨這個形式架構的怪誕元素竟無意中開啟了台灣文學與敘述救贖的契
機。因為這個無意中創造出來的台灣文學出路，或許現代文學於台灣文學史裡的評價和位
置也得以救贖。透過論述來尋找種種台灣文學和歷史救贖的可能，我想，應該是台灣文學



批評最重要的意義吧！

　

結語

        這幾年來我反覆探討史學方法問題，發現台灣文學史敘述隱含「現代性的追求」；
「前進」（progress）和「線性發展」（linear development）的結構並如影隨形地伴隨有關
「現代性」的想像。就文學史內部結構而言，這樣的時間觀造成文學史的線性敘述，使得
台灣文學的「多重結構」無法得到充分的照應。《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中導
論、選文和不同評論者的導讀所架構出來的「多音結構」即是開發「非線性」台灣文學史
述的一個小小嘗試。另一方面，把台灣文學史放在全球版圖的視野來探討，上述「現代
性」想像所透露的線性時間觀也使得台灣的文學籠罩在「落後的時間性」陰影之下。本篇
論文透過對這樣時間性的反思以及將台灣庶民記憶納入觀照所造成的「多重時間觀」，試
圖找尋解除台灣文學「落後」、「仿冒」焦慮的出路。

　

註釋

1. 與此問題相關的是引用西方理論來探討台灣文學或文化現象的合理性。質疑其合法性的
學者通常提出的說法是：引用西方流行理論，有落入「仿冒」、「複製」的嫌疑，只再次
印証台灣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化帝國主義所宰治。這是許多會議上一再被提出來的問
題。這個問題其實涉及「文化」的概念。上述這樣的說法裡基本上隱含了一個假設：「文
化」是固定的並且有相當清楚的界線，所以引進異文化就是「仿冒」、「複製」。如果我
們承認，「文化」是個不斷改變的「過程」，「仿冒」、「複製」就不是問題。問題的問
法應該是：文化的交流是對等的互動或單向流動（亦即Dipesh Chakrabarty所說
的"asymmetric ignorance"）？是在什麼樣的權力關係下產生這樣的交流現象？與此「文化
帝國主義」相關的討論，請參考John Tomlinson,Cultural Imperiali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特別是其中第三章 "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the Discourse of
Nationality"，68101。 有關asymmetric ignorance的問題,請參考 Dipesh Chakrabarty,
"Postcoloniality and the Artifice of History: Who Speaks for 'Indian' Pasts?", Contemporary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2245.

2. 在此回應劉紀蕙教授於「現代主義與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本論文宣讀時提出來的問
題：「救贖了什麼？」

3. 李昂《自傳 小說》出版於1999年，並非台灣文學史通常認定的「現代主義時期」，而
且李昂在這部小說中也採用了不少後設寫作手法。不過，我仍認為，這部小說所側重的心
理層面探索以及凸顯的鄉土素材和庶民記憶，正是其現代主義時期創作的兩大特色，這部
作品因而可視為李昂重訪其現代主義風格的創作。另外，張誦聖教授於會中亦提出一個值
得參考的論點：「現代主義」作品並非只限於史家所認定的「現代主義時期」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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