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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2 年看 1990 年盛闊的（ 1947 高砂百合〉

蔡翔宇

【提要】
{1947 高砂百合〉是林燿德在 1990 年出版的一本長篇小說。（ 1947 高砂百合〉
的書名，可以分開為 1947 與高砂百合兩個詞彙’而高砂百合文可以拆開成兩者來分

別解釋。這一本長篇小說透過原住民、日本軍人、西班牙神父、平地漢人等許多不
同的角色，不論他們是虛有還是實擬，集結他們在 1947 年 2 月 27 日的所思所見所
聞，描繪出所謂的「 228 」事件究竟為何。本文從後現代主義的觀點切入，並對此一
文本細讀後嘗試加以解構。

【關鍵詞】林燿德、 1947 高砂百合、解構、後現代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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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別百

{1947 高砂百合〉是林燿德在 1990 年出版的一本長篇小說。「 1947 」是指 228
事件發生的民國 36 年﹔至於「高砂百合 f 則要分兩個詞彙做說明。「高砂」一詞目
前恐怕只保留在日據時代的日本學人對台灣原住民的研究之中，日本人以「高砂 J

稱呼原住民，是 1923 年裕仁親王訪台後，才改「生蕃」稱呼為「高砂族」的﹔此外，

琉球也稱台灣為「高砂國」’可能因為「高fi1 J 與「高山」音近之古文所致1 。在抗戰
勝利，台灣光復之後，這個詞便己消失在慣常稱說原住民的用語裡’林燿德以「高
砂 J 代稱原住民，並非有任何貶低或是羞辱的含意﹔只是要點出小說裡的年代要遠
溯到日據以前，這若不是對原住民的歷史有大量的閱讀和研究，其中關於一些細節
的描寫，如服飾、獵頭、蘇面等，是無法如此貼近原住民的真實生活情況。而在｛ 1947

高砂百合〉裡、「百合」這個詞所代表的意象，有時候是象徵泰雅族輝煌的過去、燦
爛的黃金歲月﹔有時候則象徵泰雅族依循傳統潔身自愛的少女﹔但更多的時候，百
合的枯萎凋謝則在警示著泰雅族人面對我族的危機。泰雅族的祖訓、傳統、神話、
乃至於少女，一再和百合相提並論，是要豐富百合這個意象的指涉， f吏意象在小說

中能暗示一種超乎實體的附增意義。百合的潔白純真也暗示著：原住民視人類與大
自然等量齊觀，不膨脹自我，不非份侵佔，謹遵守祖靈的遺訓。

此外，林燿德在書中對於明鄭時期、西洋近代史以及日本明治維新的大事紀，
都可見到同樣深入而精確程度的描寫，讓人不禁驚訝於他的「雜學」之博，取材之
廣﹔最可貴的更是在這部小說中透露出他對人類生存處境恆久的興趣與思辯，因為
他反映的不是小我一己的生命情感，而是大部份人類的生命。至於在文字的結構上，
受到後設小說角幸構的觀念、後現代思潮等的影響，以雜揉多種表現手法對歷史重新

詮釋，其「嘉年華會」式巨構2是難得一見的。如果說林燿德的散文是冷漠、乾燥且
堅硬，容易產生閱讀上的隔閔﹔那麼這一部小說所使用幽默諷喻的口吻、對神性的

消解、對歷史神話的破框，同時叉讓不同族群都能出聲發表自己的意見等等這種親

近大眾的表現，可以說是林燿德對自己寫作風格的叉一次突破，也可能是這一部小

說對作者的意義，雖然我們已不得而知。

二、百合意象的呈現
接下來， 我們還是從「高砂百合」一詞開始，談談它在小說中的象徵。「高砂百

合 J 是台灣本土的特有種植物，以此象徵原住民是相當適合的譬喻手法 。 3它「龐碩

I 吳家君﹛台灣原住民丈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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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朵」’一大片「白遍了崖頂」的特色，與泰雅族所熟知的大自然是融合為一體的﹔

更由於它們的本土性，它們好似也見證原住民的歷史，所以瓦濤﹒拜揚可以「穿超
百合花海的視覺，以不可思議的精細敏感發掘出整個自然和種族命運的聯繫」
（頁.24）。高砂百合在小說中成為原住民歷史神話獨特性的代表，連己流落平地都市
的第四代古威﹒洛羅根也未曾忘情﹔只是此刻的他，多以負面的情緒寄託百合，「沒

有百合，再也沒有百合了，我迷惘，不知道我們的種族要如何生存下去，平地的世
界將吞噬一切」（頁 .229 ）。然而在原住民的心目中，高砂百合究竟是什麼模樣呢：

高砂百合的淡禍色鱗莖’粗細等同於飽漲精血而勃起的陽具，狹長的技針形

葉月以濃綠色的螺旋狀盤繞著成人高度的花莖。
龐碩的花朵，成人肘臂長度的長筒喇叭花身上一枚枚橫向張望四野。高砂百

合被外側中肋帶隱現著紫紅色，內側純白辦身包圍著嫩黃的花泣﹔花粉在整

個區域上空靜靜瀰漫擴散，一種無色之色的嗅覺磁場籠罩著白色的波浪。
山嵐。過於曉春綻放卻提早浪闊的花海。在瓦濤﹒拜揚鳥雕的目光被白色侵
略得近乎麻木的同時，他也意識到這遍失去季節成的白色如同大地不祥的警

示。（頁.22)4
這是瓦濤﹒拜揚在臨終前的描寫，作者用史詩的語言來描寫千萬朵高砂百合的花海，

陳述瓦濤﹒拜揚不祥的預感。「粗細等同於飽漲精血而潮起的陽其」’暗示百合除7
視覺上花的認同之外，還有著性的象徵，而這性的象徵是普遍存在於原住民文化裡﹔

好比在蘭嶼島上就有一顆巨石被形容成陽具，向觀光客炫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一
種無色之色的嗅覺磁場籠罩著白色的波浪」’使得高砂百合花粉瀰漫的區域，產生一
種雖不能見卻有吸引力的感受，這都是藉更多的比喻來強化高砂百合這種意象，營

造出沉雄陰鬱的節奏，表現一個泰雅族祭司幻滅的心情。

高砂百合詭譎地挪動他們的頸工頁。

它們遺失了什麼？
黑間，黑閩中的黑閣，沉澱在生機盎然的原始荒野中。

我族的文明，向暴曬在炙熱陽炎下的苔蚱，逐漸乾潤，凝結在燙熱的岩石上。

「凋萎吧，」瓦濤﹒拜揚悲傷的說。
一朵高砂百合摸了粉般的花瓣瞬間自蒂柄處斷裂。
一百朵 。

「高砂百合（Lilium

formosanum）在海拔 3,500 米的高度也能生存，長達 2 公尺的莖幹堅挺在泣寒而

稀薄的大氣中，她的花瓣白中透紫，春秋季之間於山岳綻放傲骨的雪白。她象徵著這座島嶼上先住
民綿延不絕的純潔靈魂。 」

4林燿德

(1947 高砂百合〉聯合文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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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朵。

白色的花雨。瓦濤﹒拜揚飛掠而過的陰影急速穿越。

所有香郁的花瓣，一一脫離莖脈，翻轉著淡紫色的肋帶和純白的側面，洪 i毒
般向起伏的山巒低處嘩嘩傾斜。（頁.23)

整片花海瞬間枯萎，是反射瓦濤﹒拜揚無力回天的失落感，在故事結束前，百合叉
再度出現在洛羅根與磁伊的對話裡，更精確講是出現在洛羅根想像中的對話裡，路
伊試探性的問：

（如呆你能帶一朵百合﹒．．．．．）

（沒有，沒有百令，再也沒有百合了，我迷惘，不知道我們的種族將要如何生

存下去，平地的世界將吞噬一切。）（頁 .229)

這裡所提到的百合在洛羅根以為磁伊已經淪落於漢人世界為娟的假設空間之下，有
著雙重喻義，一是磁伊希望藉由百合得到救贖﹔一是婚前即有性行為的泰雅族少女
是要被全族唾棄而驅逐，再奢談百合，就產生了矛盾，也為泰雅族不可知的命運憑

添波瀾。其實第一層意義已經被洛羅根絕望的否定，正如同他在離開基隆前最後一
個深夜對那名娟妓所做的事（頁.231-232），不管她是不是酪伊，都已經無法改變現實
的一切﹔至於第二層意義則不言而喻，瓦濤﹒拜揚所想回復的絕不是一個打折扣的
黃金歲月，儘管他已無力回天，但是他仍然將那只象徵泰雅族神話的熊皮袋承傳到
第四代洛羅根的身上，等待復興的契機。

意象的使用，是利用意象本身所凝聚的豐富意涵，以補強文字的不足。「高砂百

合」就是一個相當豐富的意象，以其本土性象徵原住民，以其純白代表原住民與自
然融為一體，對大自然並沒有非份之想，更不會像平地的漢人為了語言不同和財富
爭奪而設1E血﹔可是在經過一連串外族的宰制之後，百合的潔白反而白得刺眼，因為

那象徵著原住民所喪失的尊嚴與純潔：洛羅根向平地漢人世界的自我放逐、少女磁
伊婚前性行為後的下落不明，高砂百合在這裡所呈現的嘲諷，背後其實有著更多的
遺憾。然而，從作者所提供的長程歷史視角來看，瓦濤﹒拜揚心中百合同時凋謝的

景象，也可以視為部落祖靈對平地人的懲罰﹔因為平地人以物質主義，消滅原住民
獵頭行為所蘊涵的儀式意義，卻為了財富、權力甚至是語言差異等世俗目的，任意

殺人流血。因此泰雅族祖靈在 228 前夕召示祭司之孫獵頭的儀式含意，並諭令應秉
此以達成部落 中興，這與即將發生的 228 事件本身，便形成強烈的對比 ﹔一邊是希
望的重生，一邊是混亂的開始，這中間便充滿了嘲弄的意味。因此我們再回頭看看

書名，「 1947 」 是 228 事件發生的那一年，而「高砂百合」是原住民的 象徵，兩者並
置在一起，早已預言小說衝突對比的詭異存在，由此可見，意象是有限語言無限延

長的一種助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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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 1947 高砂百合〉的解構
林燿德在（ 1947 高砂百合〉中以 228 事件發生前一天，即 1947 年 2 月 27 日的
這一天內，運用多種敘述筆法，如意識流、魔幻寫實、回敘中的回述之蒙太奇手法
等，以虛有或是實擬的人物，譜出一幅巨大且少有的台灣版圖之權力圖像﹔即由原
住民、西方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漢民族共譜的四重奏，反映出半個世紀以來

動盪、變遷的歷史。作者在同一時間內（ 1947 年 2 月 27 日）進行空間轉移，不斷的變
換場景，讓各種人物都能登台亮相﹔也因此，小說中雖然以一個半人半鬼的主人公
一一瓦濤﹒拜揚實穿首尾，並描繪出一個泰雅民族的神話框架以支撐，但是事實上

這一個框架所包容的人物與歷史，實在過於龐雜5 ﹔儘管作者將小說的客觀時間定位
在 1947 年 2 月 27 日這一天，但是實際上，這一刻只對於第十二章以後所描寫的「 228
事件」才有確切的涵意，對於前面數章的人物及其歷史而言，並無任何差異，即便
是在 1 月 27 日或 3 月 27 日來定位也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因為這些人物與歷史（包
括傳奇、夢魔、回憶、幻覺等等），大都是通過「虛構」的形式把那些事實來再創造

一次﹔即便是涉及到歷史上的真人真事，如鄭成功攻打熱蘭遮城、西鄉隆盛的由原
阪戰役等等，也都由於作者的「再創造」而被賦予了傳奇的色彩。然而在第十二章

以後，作者加進「新聞」這一「真實」的素材，猶如在一齣神話劇的尾聲突然接了
一大段紀實的電影錄桐，從而使小說原來的框架上出現裂縫，露出「後設小說」的

痕跡。 6在傳統小說與後設小說最明顯的區別在於前者是「寫」小說，後者是「拆」
小說，並且「拆」的過程是自覺的顯露出來﹔而從創作動機來看，傳統小說是為了

叫人相信這個故事是真實的，後設小說則是要人們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對其「真實
性」加以懷疑，以達到「解構」的目的。至於如何解構，將是我們接下來所要探討
的重點。

（一）對歷史真相的質疑
從第十二章之後，小說內容便進入到震驚台灣島內外的「 228J 歷史事件出現，
相對於前面數章所涉及到的歷史事件與人物而言，這無疑是最現實、最直接、最有

據可查的一件事情﹔因此，作者選擇了 1947 年 2 月 28 日〈台灣新生報〉上面刊登

的一則「本報訊」進行描述，並且與其他幾則當時的「新聞」如「推行國語運動 J 、

「路燈改換美國貨」 J 長春局勢危殆」、「天花入侵台南」等等全部並陳拼貼在一起。

這種「新聞」 的舊聞拼貼，把所有亂七八糟甚至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新聞 J 湊合在

5 除了瓦濤﹒拜揚一家四代，安德、肋神父、中野大尉與吉田上兵、記者某、廖清水醫師以及漢詩名人
吳有（島崎幾多郎）等都是從各民族觀點所代表的主角。

6 錢虹〈歷史與神話一一評林燿德的小說〈高砂百合〉及其他〉﹛台灣丈學觀察雜誌〉第 5 期
年 7 月頁.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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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其「拼貼」本身就帶有極大的椰捕以及嘲諷意味在內，也正反映出作者已經
開始對其所反映的「歷史真相」有所懷疑。例如記者某最愛唸給妻子聽的一些帶有
押邪內容的廣告：

「介紹大醫生，原土海南洋大學教授周桃源先生，專門治花柳病、皮膚病、
熱帶病料，喔，這是一個病人刊登的廣告，」接下去是十分難讀的半文言，

記者某還是以抑折甘茶、般的國語試圖將下面的文句唸出來：「余﹒．．瘋疾．．．
患十數年﹒．．各處就．．．醫﹒．．不能痊癒．．．幸逢周醫生即著手成
春﹒．．無以圖．．．報藉登紙上﹒．．謹表敬忱.

• •

J

記者某的怪聲怪調總會逗弄妻子，成為他們熱情行房的前戲。

這一段看似不登大雅的所謂闇房之樂的描寫，其實並不偶然，花柳病這種針對男人

隱疾的廣告一向充斥於大眾媒體中，除了直指、反映沙豬式男人嫖妓後的社會現象﹔
更重要的是，其與報紙上其他嚴肅的政經性消息同刊一版上，特別而於 1947 年當時

更是低迷而沉重的這些新聞並列在同一份報紙上這種事實，可以說是更有力地顛覆

了那些敘述的嚴謹性，更遑論這篇廣告中的名醫還是來自於「祖國 J 人文薔萃的上
海。

還有，根據那則〈查緝私煙肇禍昨晚擊斃市民二名〉的報導，原來是「被反覆

刪改得幾乎詞不達意後，才准予見報的 J O 不僅如此，這則報導所稱死者之一的「陳
文溪（非煙販）自住所下樓觀看」時，為警員誤殺，卻連撰寫這則報導的記者某也不
相信，「陳文溪真的是一個看熱鬧的人嗎？他如果能選擇自己的死亡，他會選擇哪一

種死亡的身份？」（頁.187）類似的質疑還有很多，為整個事件帶來了不確定感和一些
遺憾﹔如同：

報上「日日盤據著」的「甘義大豐收，＊價下跌」的頭條，可是事實上，「那
時候的米價已經漲到難以下嚼的程度 J ' r 他們（指暴動的台北市民）如果有了

便宜的米，是不是還願意走上街頭？」（頁 .192)

這些對新聞報導「真實」程度的質詢，就是要把讀者的閱讀思路引向某些歷史真相

的懷疑與反思上去，以拆穿某些「事實的」西洋鏡。

（二）對於意識型態的反諷
八0年代以後，政治文本因為民主與開放論述的出現，許多禁忌己不再避諱﹔
因此「嘲弄 J 的技巧再度被大量的運用，不僅對於敘事，也是對敘述這一書寫本身
的反省，這樣一個敘事策略，決定政治文本與小說文本互動對話的主要技巧，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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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也有政治環境改變的象徵。 7 「嘲弄」在美學鑑賞裡是一種作用，「反諷」則是
修辭學上的方法，在小說裡兩者其實可以混為一談﹔而在（ 1947 高砂百合〉裡的反
諷手法應用很多，這是頗符合身為一個政治小說該有的「嘲弄風格」。

然而要給反諷一個周延的定義並不十分簡單，粗略的說，反諷所展示的，其實

是精神與現實、認識與本體、存在與本質一系列的分裂、鴻溝與二元對立，更本質

上來說是一種主體之間的對立。 8反諷可以是指表象和事實的對比，包括表面上講的
是一件事，骨子裡指的卻是男外一件事，以及事與願違的矛盾事實。這是指言辭的

反諷，還有就是場景的反諷，好比說扒手扒竊後才發現自己的錢包也被扒走了，或
是郎中所實的假藥卻害死了自己的兒子等等。也就是說，將宇宙內在的矛盾、人性
內在的矛盾，藉由語言文字的組合表現出來，就是反諷﹔所以 Friedrich Schlegel 以

為反諷是「對世界本質的真相是自相矛盾的承認，因為只有藉著一種矛盾的態度才

能夠暸解世界矛盾的本體。」而這種矛盾源自於強烈意識型態的根深抵圈。 9以下將

從文本中所描述的事件分為四個部分來說明。
1. 日本軍國主義的嘲諷

小說中的反諷，其實對書寫本身的嚴肅性也是一種瓦解，如在日本投降後一年
半，躲在貓尾山洞窟中兩個誓不向支那政府投降的日本軍人，其中的中野大尉還阿

Q 式地認為所謂原子彈轟炸廣島、長崎，以及天皇宣布投降都是「陰謀」（頁.117) '
都是敵方的謠傳。中野英經無視時空變化，固執於戰敗前日本帝國全盛時期是一種
停滯的，帶著病態的歷史觀﹔至於其逃亡的夥伴吉田上兵，則每每將回憶定格在他

家鄉通往大阪的列車廂上，從裡面伸出手掌以試圖接近飛滿鐵道上的蜻蜓群。他們
兩人顯然夾在錯置的時間感裡’歷史對他們而言，不再停滯，卻是如疾駛般火車無

限制的？封屋。其實這兩個角色或多或少了解自己的病態，吉田上兵在昏迷E蜜語時，

仍要回到火車上之一景，在最後選擇引爆彈藥庫求得解脫，表示他能自我了解其荒

謬的存在﹔而中野英經決定替吉田上兵求援前，脆在雨中乾嚎的形象， r 三代的夢度，

現在混含在兩勢中，澆灌著中野大尉的意識」（頁.127），此時的中野英經，似乎已了
然自己成為軍國主義的犧牲品。

2.祖傳家國大夢的破碎

中野家族第三代中野英經所呈現的反諷以及所招致的悲劇，其實也是代代相傳
累積的結果。 其祖父中野滿之助滿懷重振鹿兒島人昔日雄風的大志來到台灣，經歷

7 整理自游喚

（政治小說策略及其解讀一一有關台灣主體之論述〉

﹛文學台灣﹜ 第 10 期

4 月頁.277-278

自劉康〈對話的喧聲一一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麥田出版社 1995 年 5 月 21 日
9 整理自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 1975 年頁.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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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四任上司的更替，卻沒想到四位台灣總督中竟然有兩位參與鎮壓薩摩藩對抗中央

之事變，即所謂「西南戰爭 J 10的大功臣﹔由此可知，他在台灣二十年的奮鬥，只
有停留在低階警察的職位之上，退休時也只帶回「一張毫不值錢的熊皮」’一生遺憾
著肩膀上的官階。這位總做著光耀門楣大夢的中野滿之助，只好「陷溺在幻想、中」’

盼望能被邀請至「天皇陸下的西式御宴 J ，在金碧輝煌的水晶大吊燈下環舞華爾滋」﹔
然而歷史終究給他開了個大玩笑，「不要說御前面聖，他連台灣總督的皮鞋都沒見過」

（頁.127），如此受命運擺佈的中野滿之助，在二0年代末了退休返鄉時，已是個活死

人般眼神癡呆的糟老頭11 。
3. 戲諱西方教會的使命感

對天主教神父安德肋企圖改造泰雅族的這一段描寫，也是充滿作者嘲諷的戲諱

痕跡。西方教會深自以為有改造原住民的使命，安德肋神父曾聲調高亢的叮嚀拜揚﹒
古威：「古戚，你一定要記得，告訴你的族人和鄰社的族人，不可以崇拜偶像，也不
可以相信什麼魯突克斯。」（頁.74）西方教會其實將改造原住民的工作當成是自己責
無旁貸的使命，「基督教對原住民有很大的使命，對於善習良俗有保存並且發揚之
責，對於惡習陋俗負有改造的使命。原住民之習俗，至1j 目前多半已改變其回有之形

式與內容來講，根本的實質並未完全革除。因此，基督教有挽回重建原住民文化，

並保存善習與廢除陋習之重大職責」 12 。由此可見一般，引艾雖然談的是基督教，
而文本中的神父是天主教，但在當時各方教會分別進入山地，對原住民所作的一切
貢獻，說明他們欲改造原住民的理想是相同的﹔基於這樣的動機，安德肋神父反對

「﹛禹像崇拜」、反對泰雅族祖靈「魯突克斯」等行為，在他執行起來，可說是一點侵
犯艾化的罪惡感也沒有。
當安德肋神父用光和鹽比喻拜揚﹒古威身負傳播教理的重責時，拜揚﹒古威對

於「自己被形容成鹽巴戚到困惑」（頁.29 ）﹔當安德肋要他覆述自己每日需自省的三

件事時，才說到第二件，拜揚﹒古威就結結巴巴地說不出口了﹔甚至到後來他擅自

拆開那三封他根本就看不懂的信，卻被其中那「難以辨認的花紋」所吸引住，而解
讀成那是「來自神的密咒」（頁.79 ）﹔至於看到郵票上郵戳蓋在教皇頭像的圖樣，他

更是「不住讚嘆」’認為這就是海外聖人，「那聖人臉上的鯨紋如此精密曼妙，比父
親瓦濤﹒拜揚的面相還要來得美幻，勢必獵過許多人頭，恐怕有五十顆，還是一百
顆？ J （頁.79 ）不過是郵戳油印的記號剛好蓋在教皇頭驗的一張郵票，卻被解讀為獵

過無數人頭的美麗鯨面象徵﹔這說明著要改弦易轍 ， 臣服異於本土文化的可能性猶
10 西元 1878 年日 本明治維新後十年，鹿兒島薩摩藩名人西鄉隆盛因「征韓問題 J 與維新政府決裂，
因而起兵攻打熊本城，政府代表大久保利通派出軍隊鎮壓，在回原阪取得重大勝利 ﹔西南軍相持近

八個月之久，仍然潰敗逃回鹿兒島，西鄉隆盛在城山切腹自盡，壯烈犧牲。

11

「祖父滿之助十分沉默，每天過著固定的生活．．．．．．久而久之面對癡呆的眼神，英經也不

再感到興趣﹒．．．．．滿之助存在中野家，漸漸成為一個不存在的存在。 J （頁 .152)

12 池漢鑒（基督教與台灣原住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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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竹籃打水，流失的比能保存的多，顯然這是對於外來文化入侵一拳重重的回擊。
而這次回擊的最高潮，莫過於拜揚﹒古威將這三封對於安德肋神父而言可能改變其

人生的信件藏在洞窟內一一其中不但有告知父喪的消息、還有安德勒神父企求物質
運輸的援助、以及最重要的，也是他最翹首期盼的推薦函，由其音日同窗推薦他到
梵帝岡的一封有期限回信。拜揚﹒古威無意將信件寄送出去和遞交回去，當然小說

中也沒有指明這些所為何來，以及後續可能的追問與發展，可是這一項出乎意料之
外的舉動，它所達到的反諷效果和其中所帶有的押玩趣味卻是令人擊節讚賞的。

4.228 事件中的語言隔閔

對於影響台灣長達五十年的所謂「 228 事件」前一天的導火線，作者當然也不
會忘記嘲諷的機會。當私煙販林江邁被緝私員團團圍住時，她用閩南語哭求著，當

中就只有同是台灣人的葉德根「聽得懂她的釀泣」（頁.195 ）：然而諷刺的是，就因為

他聽得懂她在哭求什麼，反而因此更激怒葉德根，於是用槍柄敲擊其頭部，造成下
手過重的一件命案，也從此揭開台灣歷史中最血腥也最殘忍的一場悲劇序幕。語言
不通的現象拉開台灣島民與遷台國民政府的距離，甚至在這場 228 暴動裡「語言」

隱然成為分辨敵我雙方的標誌﹔然而在導火線的 227 事件中，才看到語言問題充其

量不過起個識別本省與外省人的作用，並不因此產生溼滑分明的衝突，更何況藉以
釐清敵我，實是有點過於倚重。同時我們若將「 228 事件」的責任以及前因後果完
全推到一個緝私員身上也是過譽，不過在此我們並無意探討 228 事件的功過賞罰，
只是就語言隔閔這一點作者在小說進行中刻意留下的反諷痕跡做一點闡釋。

（三）顛覆強勢文化
在（ 1947 高砂百合〉這部文本中細寫泰雅族（或是通稱所有原住民）而非一般描
寫熟習的漢民族本身之血緣、神話、信仰、生活等，就已足夠顛覆傳統所謂以漢民

族為中心思想假設的這種理論。姑且不論其他，就以小說開頭第一頁就將拿布﹒瓦

濤一家四代整齊列名，以牽帶介紹出泰雅族獨特的「子父聯名制」’藉以讓所謂的「從
屬階層」有發言的空間與機會﹔雖然鄭f滋佳發現林燿德誤解這種「子父聯名制」的

設計，而將姓、名秩序顛倒13 ，可是這並不滅損林燿德在這裡的企圖，他讓（漢民族）

讀者接觸完全異於漢人自己以父姓為中心的命名方式，即泰雅族根本無固定之姓的
這種命名法， 使讀者感到全然的「不熟悉」，而達到顛覆漢民族習以為常的政治、社

13 泰雅族認為每個人必有名字，以作為自稱或他稱。不過他們沒有表示男系或女系血統的姓，也沒
有表示家族的姓 ，見到彼此常喚著名字﹔但在公共場合有數位同名者在場時，習慣在自己名字的後

面加上父親的名字，和西方人一樣，使用于父聯名制，子名在前，父名在後，例如 ，拿布﹒瓦濤中

之「拿布 J 應為子名，「瓦禱」為其父之名，因此拿布﹒瓦濤之子名字應為「拜揚 ﹒拿布」﹔拜揚﹒
拿布之子名字應為「古威﹒拜揚 J 0 以上見於鄭恆雄〈林燿德 (1947 高砂百合〉的歷史神話符號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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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文化假設之效果。
小說因為聚焦於泰雅神話歷史的再聯繫’故大量引進泰雅意象、象徵、儀式以

及語言，並具體見諸於泰雅的命名方式、用其、祭典名、咒辭等。除此之外，承襲

前述「從屬階層發聲」的企圖思想，林燿德更將泰雅族的形上哲學、宗教、宇宙觀
等也以戲劇化的方式「重現」於「漢民族」的讀者面前﹔因此小說中有幾個段落移
至黑鳥、台灣獨猴、黑色野狗的觀點來敘述（頁.73 、頁.82－鈞、頁.86-88 、頁.90-91)

'

例如：

他什麼都想吃：蟲’色括各種形狀的﹔水果、不屬於自己的鳥蛋，蛇皮以及
其他，也因此他什麼都能辨識，包括那個矮胖的中年山地人拜揚﹒古戚。（黑
鳥的觀點，頁.73)
首度她發現生命的奇妙。

母猴的腹腔有另一顆心臟搏動著。

那走一隻未出生的胎兒。
胎兒仍在心臟逐漸放棄收縮的母體內掙扎。（黑色野狗，特別是母狗的觀點，

頁.87)
這幾個段落很有新意地呈現原住民放棄持獵以前與自然生物密切的關係，此舉不僅

使漢民族讀者實質的感受到原住民的天人觀，更呈現了根本不以「人」為中心的宇
宙自然哲學﹔也就是說，那些被遺忘或是被文明破壞殆盡的生態秩序，得以重新被

想像以及呈現。 14

要聽出大地與山岳真正的聲音，那無數風動、林動與生物們穿梭與休憩的生
息，必須擁有非常敏銳的聽覺。但更重要的是擁有澄澈的心靈，像一片無垠
而沒有波痕的湖面，在那鏡面上將容許一切細緻而繁瑣的色相和音相明晰地

顯出形貌和舞姿。古威就是一個能夠看到和聽到的人。（頁.84-85)

拜揚﹒古威不是個思想家或是生物學家，因此，在他不經繁複的思索下，反而得以

看見大自然本身的原貌，正所謂反璞歸真的人才能與大自然融為一體。

古威還聽得到更多豐富的生命之歌。
這是汗 淋淋交配的春日。

這是育 子與生產的春日。

這是鳥 獸恢復了歡愉的春日。

幾十隻 手臂的距離外，七隻五彩班爛的長尾鳥在啄食昆蟲，發 出飽足的鳴叫。

M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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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數的蝙正掙脫出新問世的黑鳳蝶，它們首度拍擊的輕微聲響充滿悠揚的旋
律。
像陶管樂器古樸蒼涼的特殊音色，薄霧般籠罩在山岳悶。古嵐的眼睛和垃蟲

的複眼一般，辨識著色彩中的色彩。然而在一切聲鎮共鳴中，還是沉潛著殘
酷的鬥爭，死亡的憂鬱。（頁 .84)

類似這樣的用心亦表現在他客觀的描述中，使事物的本質自然呈現，會發現萬事萬
物的本身就是這麼生動細膩而藝術，只可惜我們平日的忙碌盲目，喪失感悟的機會，

因而失去凝聚成智慧的機緣的。（ 1947 高砂百合〉藉由想像，將自然生態的弱勢和原
住民的邊緣化做了一個聯繫，使這些從屬階層因為美學秩序的重組，得以在小說中
撼動甚至翻覆所謂的強勢艾化。上面這一段可說是林燿德對於萬事萬物存有之交替

自然衍化，所做的一次最真實的描寫。
（四〉對神話架構的破框

{1947 高砂百合〉中的歷史與人物，多數以夢魔、聯想、幻覺、回憶以及神話

傳說等形式閃現出來，形成一種真與幻相纏，實與虛相映的故事表現。從第一章開
始的瓦濤﹒拜揚與豬牙山那一段對話，追憶泰雅族人最後一次獵頭行動的傳奇開始：

到第十一章瓦濤﹒拜揚在幻覺中浮現半人半神的那位巫冰婆婆關於她為勇士鯨面的
故事結束為止，全篇小說基本上都是架構在一個非現實的泰雅族神話框架之上。錢

虹說：「這恰恰正走台灣土著氏族興衰歷史的極富詩意的象徵。 16 」甚至在後面描述
到 227 事件時，那道滯凝在空中「灰濛濛的彈軌」’原本應是匪夷所思的實體﹔然而
語鋒一轉，「一直到達周圍的永樂座和兩座磚樓都拆除以後，仍然原封不動地掛在那

裡」（頁.188），顯然見證了那個時期為了「語言和財富」所造成不可彌補與承受的錯
誤。這些其實都還在所謂象徵的書寫階段，可是當小說進度轉進了現實上「 228 事
f牛」的描述時，這一種神話史詩的架構便被打破﹔（盡管作者在小說的故事章節結束

前，讓瓦濤﹒拜揚的靈魂找到他流落於漢人生活圈中的孫子古威﹒洛羅根，並且叮

嚀他「必須承傳神話」﹔但是從第十二章開始，作品文本很顯然的已經擺脫「虛構故
事」的陳述而進入一種「現場錄影」的報導，我們可以發現，描寫事情的鏡頭不斷
在變換，不時的在跳接，一會見捕捉到記者某收藏他的皮鞋和白襯衫，一下子叉給

私煙販林江邁一個哀嚎的特寫﹔剛才還在放送於中藥舖遂巡廖清水中醫師的中藥瓶

罐，此刻叉轉播街頭巷尾蜂擁而上的抗議人潮。於是拼貼出一塊塊的零亂畫面，使

得一個個的「 現實」人物扁平的淡出淡入，好似前面那個泰雅民族神話祇是一個虛

無飄渺的夢境中所存在的一種傳說而已。
IS 海H彗（暗藏玄機可以妙會〉對於這一部分有更清晰而且深入的探討 ， 詳見〈丈訊雜誌﹜革新號第
28 期 1991 年 5 月頁.100司 102
16 同註 6 頁.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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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描述神聖事物的低俗化
(1947 高砂百合〉除了上述多元﹔并貼的運用之外，小說中在另一方面還對於描
寫對象的崇高神性予以消解，如：

1 安德肋神父的幻想
安德肋神父看到列入聖品的小德蘭，她的瞳孔中出現一種不應該存在的意
念，那就是：懷疑。對信仰的懷疑。對於任何神職人員而言，恐懼自己對信
仰的懷疑是畢生難以度過的恐懼，即令是自謙自卑、在渺小中建立宏偉聖品
的聖女，竟然也有這種令祂羞辱的情戚。安德肋神父。文緊下骨，目不轉睛地

瞪著小德蘭那對神秘而憂鬱的眼神。（頁.45 ）﹒．．．．．他終於看出那種似

笑非笑似全員又似全然反短了主的疑惑。（頁.50)
小德蘭十五歲時繼她的兩個姊姊進入聖衣會，在那靜誼而空盪的修道院度過不足廿
五歲的一生。她死於結核桿菌的感染，在臨死之前，她已經預測到自己生命的終結，
但是對於自己的情欲、嫁作天主新婦後的犧牲，她無時不刻都「聽到耶穌瀕死前的
呼號：「我渴渴渴渴﹒．．．．．』」（頁.40）：終於小德蘭叉咳血的那一晚，雖然大

家都知道那一晚她咳血，但是只有小德蘭自己才明白「床單上的血跡是處女之血」
（頁 .49 ），她知道是誰，她知道是誰降臨了她。林燿德描寫小德蘭不安的情欲，引發

了安德肋神父的恐懼，「循著小德蘭生命中撲朔迷離的線索，恐，躍成像菸斗飄揚出來

的煙霧一般不斷礦散在孤寂的午後」（頁.50），在小說中呈現出「一種說不出來的、
令人顫慄的邪惡」（頁.49 ）。
安德肋神父的恐懼，那說不出來的邪惡，終將透過自己的夢境成形。

安德肋神父在剛剛抵達社賽的時候，曾經神智不清地病倒了一個月之久，在這
段期間他仍不斷提醒自己：「我要醒過來，主，請賜給我力量 J ’儘管「他意識形成

的身軀，依舊埋藏在雪線之下」（頁.60 、頁.68）。就在他仍然「無助地撥開不斷掩上
胸膛的雪堆」（頁.68）時，他看到了小德蘭聖女：接著，小德蘭對他「半帶羞澀地褪

下黑袍，再將白色的襯衣解開」（頁.71 ），安德肋神父雖然禱告著，但卻無能為力，「他
的目眶被一種難以言說的無形物體強硬撐開﹒．．冰涼的雙唇貼合在神父因驚悸而

僵滯的口形之上。飽實的乳房緩緩壓上神父的胸膛﹒．． 」 （頁.68-71 ）。安德肋的這

番夢境，雖是出自神父對聖女貞潔軀體的性幻想，可是懷疑信仰的念頭，其威力仍
足以消解教會的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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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拜揚﹒古威的持獵行為

同樣向神性、神話歷史挑戰的，還可見古威在洞窟內外與黑色野狗對峙的那一

段敘述。拜揚﹒古威「回復成一個徹底的獵人，原始、敏銳、機警，像當年傳說中
拿布﹒瓦濤一般單獨地面對可怕的對手」’古威對於自己的變化也是覺得相當光榮驕
傲的，「他期待猛獸的出現」﹔並就在他一步步趨近洞口，驀然黑影自洞中竄出，他

竟然下意識喊出祖父的名字一一「我是偉大的拿布﹒瓦濤！」（頁．妞”的）然而「黑影
在瞬間停頓。黑影連帶嗚咽墜落。黑影沉沉地撞擊地面」之後，才發現原本想學祖

父獵熊壯舉的這一場行動所獵到的卻是一隻黑色的野生公狗17 。這裡作者所要營造
的，原是假借再現拿布﹒瓦濤獵熊的盛況，卻發現事與願違、令人洩氣﹔藉由「狗」

與「熊」在體型上的差距，暗指拜揚﹒古威難以望其祖父拿布﹒瓦濤的項背，也顯
示出阿泰雅神話與神蹟不僅因為周遭人事隨著時代的會、遠變遷而難以使其還原，並

且也點出原住民在教導以及傳承給下一代族人那種野性的訓練，以及對於周遭自然
環境的動靜與如何應變有每況愈下、今不如昔之感。

3. 吳有的島崎幾多郎之夢

吳有是一個執迷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漢詩人，他有自己的小天地，那是他與古人
對話的世界﹔他厭惡妻子以及一切外在的市井粗俗，堅持用古漢音朗讀其典藏，雖
然我們不知道他每天整理曝曬一格的善本書之後，真正閱讀它們的時間有多少﹔但

是當程伊川以「天人合一論」教導他在這世道敗壞的時代自處，他也是讚嘆並自喜

已被視為入室弟子，這就是吳有一一一個毫無時代感的大漠中心論者。
這樣一個遵循傳統的「古人」’是日據時代總督府的座上佳賓，因為他擅作古詩，小

有名氣。「島崎幾多郎」這樣受到同鄉、元老、長宮的厚愛，所以儘管他也和一群通
曉日語的詩人們一樣，對中川總督以日語朗誦漢詩表現出「皺起眉頭，叉↑自左近的
人察覺到不敬的神色，一個個窘迫異常 J ﹔但是面對總督的邀請，他還是「將腰脊大

幅度曲折在總督面前，心中湧現一股知遇的神聖感受」。「漢詩權威島崎幾多郎」這
樣的往事回味，總讓他感到寧馨的甜蜜，所以當台灣回歸祖國，而他也興起獻詩熱

忱’卻被狠澆一盆冷水之後，從此島崎幾多郎就徹底消失，只剩下一個「吳有」封
閉在古典的象牙塔之中。這種特殊時空的認同性，除了因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曖昧

的認同關係以產生病態的懷念，其實也形塑出台灣歷史政治文化的一大反諷﹔因為

從吳有的行徑正反應出光復後的台灣，政治上雖然已經脫離殖民，但是實質上仍然

在尋求認同對象1人所以我們不能視其為特殊例證’因為這可能代表了一種社會集

17 朱雙一〈資訊文明的審視焦點和深度觀照〉
18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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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現象，就像現在，我們還可以聽到老一輩的人言談中流露出所謂的「日本情結」’
這是作者藉這樣一個角色達到影涉的批判。

（六）現實與想像界線的模糊
在（ 1947 高砂百合〉這部文本中，所謂「後設小說」的跡象還表現在越到後面，

「現實」人物的面目反而越加模糊。在前半部泰雅族神話中出現的人物，就連身上
的飾物、臉上的皺紋都格外清晰，如第一章中「每當一陣風吹來，瓦濤﹒拜揚頭拖
上垂掛的螺錢便滋滋咕咕地撞想，貝珠也慌張地在鞠黑的頭項旁擺盪。它乾3磨得暴
露出一根根肋骨的胸膛，被一件陳舊發霉的花格胸兜遮護著，凹陷的雙頰緊緊地貼

附牙撮，狂風中閃閃發亮的白髮卑微地顫抖」（頁.1-2）﹔到了第十一章描寫巫冰婆婆
時，「當時她就老得不能再老了。她枯搞的手指卻毫不顫抖。她的臉龐是自高空望下
的一塊岩石，凝結的皺紋一道一道刻進骨肉，只留一對晶亮的眼睛好來證明她仍然

活在這個世界中」（頁 .172）。這裡對於人物細微部分的描寫仍然相當深入，但是到了
第十二章之後出現的人物，如撰寫那則查緝私煙新聞稿的角色，「記者某，誰也不記

得他的臉，更別說他的衣飾，它成為許許多多打探消息的一員，祇是他擁有專業的

執照」（頁.187）﹔「記者某是否真有其人，或者其人真實姓名為何，對於隔天閱報的
讀者而言，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事件本身聳動的發展」（頁.203 ）。這裡已經對於人

物的刻劃採取模糊帶過的方式，因為比起了解這個人長得如何，讀者更有興趣的應
該還是故事本身的進展。記者某的描繪是如此，那個在基隆永樂市場附近闇娟館中

接客的妓女更是如此，「沒有人知道她的面孔，沒有人知道她真正的姓名。在日夜昏
冥沒有電力的閉室裡，只有一盞昏黃而微弱的煤油燈擱在木桶的旁邊，燈火的氛圍
只能構著床沿，床面上的媳婦，像是隱藏在黑色中的陰影。當她下床沖洗時部的時

候，傾瀉的長髮就蓋住了她瘦削的臉龐」（頁 .225-226 ）：只是古威﹒洛羅根一直不斷

地想與她對話，反倒激起讀者的好奇心，而有一窺其面貌究竟的念頭。
洛羅根與那名女昌婦「對話」的「括弧按語 J ’也是後設小說中常見的表現方式。

”「她」究竟是不是那個昔日被譽為「一朵無瑕的高砂百合」（頁.223 ）的泰雅族少女
鴉伊？或許是，或許不是，小說裡的洛羅根不確定，身為讀者的我們也不太清楚，
更何況評論者也難以定論，甚至於連作者本身應該也都在懷疑。不管她到底是不是，
起碼我們已經不能從作者那邊問到任何答案，這個問題就只能留給自己去解答﹔但

是藉白面目模糊、真假難辨的敘述缺口，反而能讓洛羅根對磁伊的思念找到一個宣
洩的窗口，閱讀的人也可以透過這個缺口窺見洛羅根在原罪底下仍然保有著對泰雅

族的依戀，同 時也反映出泰雅族前途末←的命運。

19 同註 6

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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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在這部小說的最後：

洛羅根雙掌接過柔軟的焦皮袋，瓦濤﹒拜揚帶著神秘的笑容，一寸寸退入淤
黑的木板。

歷史的陰影，隨著整座島嶼的沉睡向無際的遠洋延展。（頁 242)

這神秘的笑容，似乎正暗示著原住民歷史丈化將有較光明的未來，這可以從許多原

住民作家出版有關其艾化的作品、台北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故宮博物院旁

邊也開闢一座以台灣原住民為主題的公園﹒．．等等的改變，顯示出族群地位階級
的消融，以往的邊緣待遇也在逐漸調整，起碼現在不會有人脫口而出「番仔」、「山

胞」等帶有歧視性的字眼。而相車妨令最後一句「歷史的陰影」’對照小說中多種文化
的交纏糾葛，顯現出台灣島民在歷史背景上負擔的沉重﹔不但在四十年後才宣佈解

嚴，而且相關事件的報告、對受害家屬的道歉賠償也遲至 1992 年才公佈，甚至這樣
的陰影仍然延伸到兩岸統獨問題的角力，乃至於 1996 首次總統民選時台海飛彈危

機，連美國都派出航空母艦前來關切。「歷史陰影」背後的不安與「千申秘笑容」底下

的樂見其成，表示作者對於歷史史觀的處理呈現一種較為開放的態度20 ，就像林燿
德自己評論這篇小說，他認為歷史學家就像修補陶片的陶匠，基本上他相信有一個

終極的真實在那裡’所以他要把殘缺的部分補成一個完整的東西。而小說家做的不

是這樣，他可以發揮想像，讓原有的破片長出翅膀，或在破片的肚子上開個洞。 21這
正說明作者的用心在於從台灣版圖上試圖重構歷史的系譜學，使以往主觀、自我中

心的詮釋受到挑戰而消解，「相對的正義」得以立說，這也正是他最上層的文化觀22 。
從這裡出發，開發更多面向來觀看歷史、重構歷史的焦點、敘述的本體，使各個階

層都得以發聲，自然與人類之間的平等對待也不再被削弱忽視。本著這樣的終極關

20 鄭恆雄（ 1947 高砂百合的敘述結構與史詩筆法〉（下）〈聯合文學〉第 172 期

1999 年 2 月

頁

的O 「他不選 228 那天作為故事的開始，而選 227 ，的確有獨到的史觀。正如朱雙一所引萊辛的話，
這是『最富於孕育的頃刻 .!I

0

228 事件尚未正式登場，但是造成事變的條件都已具備了。林燿德著力

描寫事變前夕台灣各種歷史文化交纏的現象，讓讀者自己去解讀歷史的來龍去脈。當然在呈現這些
歷史事件時，林燿德、個人的取捨顯現其歷史觀點，但是讀者在閱讀時，也可以根據 自己的史觀來詮
釋。」

21 林燿德〈政治小說並不比愛情小說高貴〉附於邱妙津〈百合說謊夢大愛，海東青捲浪淘沙〉〈新
新聞週刊） 226 期 1992 年 4 月 12 日－4 月 18 日頁 64
22 同註 21 「我不相信地域主義與血統論，對侷限在這些上面的爭論，我以悲憫的角度去看待，文
化可以福蓋血統和地域。」「從巨觀上，有兩個東西對我是重要的，什麼東西都是等價的，還有，任
何正義都是相對的 。 l 由於作者將歷史當主角，讓各種時間跟空間去並排錯置，所以不管是對山地

人、平地人、西班牙人或日本人而言，他們心靈上的台灣都是不同的台灣，但每一個對他們客觀上
都是真的，這就是其中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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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我想應該是讀者在閱讀過後應該要有的了解與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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