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的孤絕與流亡一論施叔青早期的小說

施叔青是近代傑出作家之一，其小說從 1961-1997 年，可劃分為三個階
段。第一階段以鹿港為背景，第二階段以海外為背景，第三階段為香港故

事系列。歷來對於施叔青早期小說（即第一階段，包括〈拾摸那些日子〉、
〈約伯的末裔〉兩本小說集。）的研究，有對於單篇小說的評論、對於單

本小說集的探討，也有對於整個早期小說的分析，但這些研究大部份從施

叔青夢魔似患了精神分裂症的小說世界， l ﹝ l ﹞以探討出滲透著現代病態戚
的傳統鄉俗世界。 2 ﹝ 2 ﹞或者有些評論者以傳統閱讀小說的方式來解讀施叔
青早期的小說，而認為以鄉土為背景的小說，不須有現代意識，甚至把這

些小說，歸為鄉土文學。 3 ﹝ 3 ﹞筆者認為，施叔青早期的小說，不只是在表
現滲透著現代病態戚的傳統鄉俗世界而己，而是深入普遍人性，探索生命
意義的作品。
在五0 、六0年代，小說呈現有始以來最特殊的流亡圖像。會呈現這種情
形與台灣的政治背景有關，尤其是外省籍的作家，出走大陸，倉皇來台，

以流亡的心態，譜成了充滿歷史失落戚的流亡文學。 4 ﹝ 4 ﹞雖然施叔青並不
是外省籍的作家，但其早期小說5 ﹝ 5 ﹞依舊呈現了流亡的圖像，因為這裡的
流亡，並不只是指狹義的因戰亂、天災所造成的離鄉背景，而是推到自我

放逐的精神流亡。人會自我放逐，是因為發現自我存在的荒謬戚與孤絕戚，
唯有尋找出生命中的立足點，才能避免精神上的流亡。

l ﹝ l ］白先勇〈約伯的末裔序〉（大林文庫 1973 年）
2﹝2﹞劉登瀚＜在兩種文忱的衝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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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施叔青早期的小說＞收錄於〈那

些不毛的日子〉（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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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林柏燕＜評介〈約伯的末裔序〉＞〈幼獅文藝〉第 33 期（ 1971 年 1 月 p131-149)

4﹝4﹞許俊雅〈臺灣文學論一從現代到當代〉（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1997 年）

p228
5 ﹝5﹞目前施叔青的小說被畫分為三期，第一階段的小說以〈拾摸那些日子〉、
〈約伯的末裔〉兩本小說集為主

再加上六0年代，臺灣文學有一種新的突破，由白先勇等人所舉辦的「現
代文學」雜誌，引進西方現代主義的思想潮流，為台灣文學注入了新生命。
現代主義文學，果尚「意識流」、「象徵」、「意象」、「隱喻」、「超
寫實」等手法，而施叔青也受這股潮流的影響，其小說充滿著豐富的符號，
白先勇評她此時的小說：「夢魔似患了分裂症的世界，像一些超現實主義

的畫家（如達利 Dali ）的畫一般，有一種奇異、瘋狂、醜怪的美」 6 ﹝ 6 ﹞。

但是施叔青早期的小說，並不完全只是現代主義的，其實它還是有其寫實
的一面，並受存在主義與政治現實的影響，充滿了苦悶的象徵與探索的意

味。 7 ﹝ 7 ﹞在諸多的影響下，使得施叔青此期的作品，文字充滿現代主義技
巧，又不失寫實色彩，並且在當時環境特有的氛閏下，寫出不一樣的流亡

文學。
本論文試著從施叔青小說中文字的象徵’勾勒出心靈流亡的圖像，以了解
小說中對生命之探索。

一、夢魔的符號

現代小說語言的象徵性，不外乎是運用譬喻、隱喻、暗示．．．．．等法則將作

者無形的抽象的意念，藉有形的具象表現出來，這也就是所謂象徵性。 8 ﹝ 8 ﹞
施叔青早期的小說中，就常常設計某些物像來貫串全文，以達象徵的效

果：

物像

象徵

壁虎

壁虎

J性

約伯的末裔

蛀蟲

J性

6﹝6﹞白先勇〈約伯的末裔序〉（大林文庫 197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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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廖炳惠＜近五十年來的臺灣小說＞〈聯合文學〉第 11 卷第 12 期 pl31
8 ﹝8﹞周伯乃〈現代小說論〉（三民文庫 197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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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遲的抑束

蝙蝠

死亡

紀念碑

紀念碑、棺材

死亡

j尼像們的祭典

j尼像

死亡

倒放的天梯

吊橋（天梯）

瘋狂

瓷觀音

瓷觀音

瘋狂

（一）性的掙扎：

「壁虎」是施叔青的第一篇發表的小說，這篇小說敘述一個成長的少女，

第一次洞悉到性的可怕的毀滅力量，也顯露了一個生長在倫理道德家庭下

的女子，她內心對性的掙扎。一個有威望門族的家庭中，闖入了一個外來
者

大兒子的妻子，一個「女口同赤裸的壁虎」，「生活在情欲裡」的女

人，接著整個家庭由於這個外來的闖入者，迅速崩潰瓦解。大兒子墮落入
情欲中，父親入獄，小兒子們離家而去，而故事中的少女，由於對大哥一
種亂倫的迷戀，妒嫉的發了狂，拿起剪刀，向那個壁虎似的女人擲去。這

個「壁虎」女人是性的象徵’是屬於動物世界，一種超道德、的自然力量，
如狂風，如海嘯。
「壁虎似的女人」是小說中的少女所憎惡的，因為她要的滿足、官能的快

戚、愛慾和青春，站污神聖威望的家庭，使他們長年受心靈洗淨的家人，
逃不出人的低卑的行為力量，而全部擔上了滅殺道律傳統的罪刑。少女雖

然以剪刀向壁虎似的女人擲去，似乎以此行為結束了恥辱的擴長，但最後，
少女卻也過著她從前所不恥的壁虎生活。

當夜晚我由我的丈夫極其溫柔地擁著我走到我們的臥房時，這種卑

劣生物總停止他們的爬行，像是縮起頭圓睜斜狼的小眼特意對向我。

每當這時，我都會突然自心底賤蔑起自己來，我始而成到可恥的顫

慄，最後終是被記憶擊痛。 9 ﹝ 9 ﹞

小說中的少女，對於男女之間的情慾其實與她的大嫂一樣，「永遠熾燒著
一種渴的饑餓」，但在道德信念的束縛下，她不敢去面對，於是造成她永

遠的痛苦與矛盾，即使在往後與丈夫愛慾的日子裡，道德的陰影依舊跟隨
著她。所以小說的最後一段如此寫著：

就這樣，我結了婚，可怪的是我竟過著前所不恥的那種生活。我現

在只盼望，盼望著秋天趕快過去，那時，即使是廊下白牆上也不會

有嘲笑我的可惡的壁虎了。並且最重要的，我需要毫無愧作去接受

我的丈夫的溫存呵！

10 [ 10 ]

對於性愛的渴求，在傳統道德下造成內心永遠的掙扎。本來引以為恥、並
加以殺害的「壁虎」，如今反過來是嘲笑她的對像。

在另一篇小說＜約伯的末裔＞，則以蛀蟲來代表性的象徵。木匠江榮在一
個充滿蛀蟲的木寮裡，與一個年輕的油漆匠，訴說起他以往的愛情故事。

在第一段的愛情故事裡，他愛上一個買小菜的娟妓，當這個女子的男人被
警察抓走時，江榮心中有著與「壁虎」裡的少女類似的想法：

警察抓走吸毒的男人，年輕的女子癡傻的站立著。剛才眼前那幕景

象似乎來沒使她弄清處。她看來惺松遲倦，還

於情愛之流，男人

被帶走的事實也清醒不了她 0 .......呵！多少日子以來，一對同居男
女躲在屋裡’以為縱樂就是他們生活的全部。結果男人不成人樣地

9 ﹝9﹞施叔青〈那些不毛的日子〉（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1988 年）
的﹝ 10﹞同前註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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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拖出來，年青女子現在來醉溺於昨夜的激情，不能自拔。好一個
悽慘的下場，我心底痛快地叫著：活該。你們有罪，活該受罰。誰

叫你們過那種無恥的生活？

1l [ l l ]

「壁虎」裡的少女認為性愛無恥是因為受了傳統道德的束縛，而江榮認為

無恥的原因，雖然也包含一些道德戚，但最主要原因是來自於心底的嫉妒。
這一幕情景，深刻地烙印在江榮的記憶裡，而影響他對愛情的追求。當第

二段的愛情來臨，江榮不敢與荷子有肉體上的接觸，因為他害怕他會像那
對同居男女一樣過著動物般的生活，然後自己會被墮落的生活漸漸暗蝕，

最後落得像吸毒的男子下場，只剩乾瘤的身體。認為情慾會破壞生活甚至
肉體，所以江榮時時在意志與情慾中掙扎。但情慾這種東西卻無所不在、

無法抗拒的。就好 t:c木頭裡的蛀蟲’看不見牠們隱藏的所在，但卻無聲無
息地佔據了房屋。而且情慾終會戰勝薄弱的意志，就好 t:c蛀蟲終會使木寮

倒下，獲得勝利。所以江榮時時在意志與情慾中掙扎。

（二）死亡的恐懼
人們對於未知的東西總是帶著恐懼的，對於無法掌握的事情也同樣有

著害↑白，而「死亡」’既是未知，也無法掌握，更可怕的是它無法逃避。

施叔青早期的小說中雖然沒有直接道出對於死亡的恐懼，但在小說的字裡
行間所營造出的詭異、神秘、可怖的氣氛中，就會讓人有不寒而慄的戚覺，

彷彿死亡的陰影，就閏繞在人們的身邊。
氣氛最詭異、神秘、可怖的，莫過於＜泥像們的祭典＞這一篇小說，

到處鬼影幢幢，彷彿鬼魂會跳出來與你對話一般。小說中的松子，本應該

是天真無邪的小孩，但因為家裡開神鑫鋪子，並且有一個收魂的奶奶，而
使得她行為古怪、神秘，不同於一般的小孩。小說中的「我」就是被這一

股神秘的力量誘惑著，再加上為了擁有一個松子家的泥像，於是進入了一
個詭異的禁地。

當小說中的「我」發現泥像時，似乎與心裡預期的不同，而發出失望
的聲音：

11 ﹝ 11 ］施叔青〈約伯的末裔〉（大林文庫 1973 年） p25必

好殘破的泥像們。斷臂的、缺鼻子的，少了四肢的簇擠在一塊，孤立的成

了一個小集團。像一排排小矮人，討人嫌的喧嘩著。好醜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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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醜陋的泥像，沒有生命，就好比被奶奶收了魂後所剩下的軀殼。「奶

奶說﹔人一死，魂收回來，剩下空軀殼，隨便草屌一捲，讓它去爛．．．．．．」
所以這些泥像「被棄置於供桌不為人注意的角落」’總是任由它風f七、殘
破。

在另一則小說＜紀念碑＞中，就沒有如此恐怖的氣氛，而且有評論者

認為，這是一篇「落實的佳作」、「正常的東西」’並且「看不到死亡的影

子」。 13 ﹝ 13 ﹞但筆者以為，「紀念碑」就是一個死亡的象徵。這裡所謂的死
亡，並不是單指身體的死亡，而是包含精神的死亡。

＜紀念碑＞中的主人翁柯振茂，在鎮公所的日子「夭夭飄來蕩去，一
無所成」被當成是廢物，這樣的生活彷彿行屍走肉，空有軀體，而失去了

靈魂。身體確實還在運作著，但實質上已喪失了精神生命。突然有了設計
鎮長紀念碑的機會，這無疑是給沉悶、了無生趣的生活，注入了新希望，
彷彿生命就要因此而重生了。但故事的最後柯振茂確如此想著：

一種無形的力量硬拉住我，我想我不得躲回以前的生活中，我已經

失敗無數次，這比我信心又動搖了。唉！畢竟我只是像一個逃學的
孩子，外面的世界太大，太陌生。要闖需要勇氣，而我已經遍體鱗

傷，再沒有戰鬥的力氣了，罷了，也許命運註定要我失敗。 14 ﹝ 14 ﹞

終究，柯振茂無法改變行屍走肉的生活。這種生活繼續下去的結果就是漸

漸地走向老死。
有己念碑」在小說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先引起柯振茂的希望，但最
後讓柯振茂徹底地對生活失望，證明他只能過行屍走肉的生活，就好 t:c紀

念碑一樣，空有人形，而無生命。「紀念碑」在小說中還有諷刺的意味在，

紀念碑本來的意義，代表的就是一種精神象徵，人死，但精神不死。在此

反諷柯振茂，人雖未死，但精神已死。

12﹝ 12﹞施叔青〈約伯的末裔〉（大林文庫 197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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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13﹞林柏燕＜評介〈約伯的末裔〉＞〈幼獅文藝〉第 33 期（ 1971 年 1 月 p131-149)

14﹝ 14﹞施叔青〈約伯的末裔〉（大林文庫 1973 年）阱。

以上兩種象徵手法，所運用的物像，並沒有脫離傳統象徵的認知。但有時

施叔青會在傳統象徵上，附予新的意義。

在＜凌遲的抑束＞中，它藉著一個浪子在妓女前的心靈獨白，來闡述
浪子年少時那份「有罪的情戚」’這份有罪的情戚來自於浪子對於外祖母
的一種性慾的愛戀，而對於外祖母的記憶則往往與蝙蝠這個影像牽連在一

起。浪子對於蝙蝠的印象來自於，發瘋的母親在縫製的小白布人臉上，用

黑墨畫上一隻大蝙蝠。當浪子第一次見到外祖母時，立刻把外祖母「端肥

白圓大的臉」與蝙蝠聯想在一起。蝙蝠本來是畫在無生命的白布人上，如

今會與外祖母發生聯想，可以說先告知了祖母即將死亡的訊息。果然，不
久後，外祖母突然亡故，並且浪子赫然發現在外祖母「灰敗的死色的圓臉
上彷彿隱現出一隻大蝙蝠的黑影形來。」
蝙蝠在傳統的象徵上，代表的是福氣的意思，施叔青似乎也沒有拋掉
這傳統的象徵，故外祖母的臉是端肥白圓的福態。但蝙蝠本身那種黑暗、

恐怖的形態，則用來象徵死亡，顛覆了傳統象徵。

（三）瘋巔的壓迫
在施叔青早期小說中原型的夢魔裡’除了性、死亡之外，還有瘋顧。
在＜凌遲的抑束＞中，施叔青顛覆了傳統的象徵’在＜瓷觀音＞裡’
「瓷觀音」這個物像，也顛覆了傳統的象徵。「觀音」在傳統的象徵中，
代表著慈祥、信仰、保祐，但在＜瓷觀音＞的小說中，卻是瘋顛的來源。
＜瓷觀音＞中的李潔，在小學三年級時，曾用一條白色的絲鍋，企圖去勒

死自己，這種輕度的瘋狂行徑，久而久之就被人遺忘了。但在初中時卻舊
病復發，復發的原因，作者如此寫著：

有人說，李潔再度復發的原因是起於她母親經年的詛咒，以及她家
瓷器店中，一尊尊閃射出陰冰冰的白光，且漠然著臉容的觀音瓷像

的刺激。 15 ﹝ 15 ﹞

瓷觀音不僅是瘋顛的象徵’也是嘲諷的象徵。白先勇在施叔青〈約伯
的末裔〉小說集的序中如此寫著：「在＜瓷觀音＞中，這三種力量（性、

死亡、瘋癥），再度侵襲到人世，使人無助得像「仰天待斃的大海龜』，而
那些瓷觀音卻變成了嘲諷的象徵’漠視著人間的苦難。」 16 ﹝ 16 ﹞
15 ﹝ 15﹞施叔青〈約伯的末裔〉（大林文庫 1973 年） p
的﹝ 16﹞白先勇〈約伯的末裔序〉（大林文庫 197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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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到放的天梯」中，主人翁潘地霖因漆一座吊橋，結果造成精神
分裂。那座吊橋在潘地霖的眼中像是一座「倒放的天梯」’他認為踏上橋

板，能一階階通往天堂，但相當耐人玩味的是，天梯既然已經倒放了，如

何上得了天堂。所以「倒放的天梯」引導的路，不是通往天堂，也不是通
往地面，而是通往瘋狂之路。
施叔青小說中那些發瘋的角色，都是讓生活中源源不絕的痛苦，分分

秒秒壓迫著神經，是生活的壓力與重擔令他們走上瘋巔一途。
現代小說的語言，已不在是傳統小說中的所謂準確性的表現，而是一
種曖昧的、朦朧的、象徵的給出人類內在精神世界的嶄新的語言。這種語

言不是給出一個貌，而是挖出人心底的真實，一種未曾過渡到理性世界的

真實。 17 ﹝ 17 ﹞而施叔青早期的小說，所呈現的就是這種語言風格，道出人

心底的真實

對性的掙扎、對死亡的恐懼、對瘋狂的無可避免。

二、心靈的流亡

創辦〈現代文學的〉的白先勇曾說：「〈現代文學〉創刊以及六 0 年代現
代主義在台灣文藝思潮中掘起，並非一個偶然現象，亦非一時標新立異的
風尚，而是當時台灣歷史客觀發展以及一群在成長中的青年作家主觀反應

相結合的必然結果。」這個客觀發展最明顯的現象是，二二八的白色恐怖
與戒嚴令盤關在粗啞的反共口號、反共懷鄉文學上，的﹝ 18 ﹞以及流亡政府
所帶來的不安戚。

1949 年國民政府帶領二百萬軍民倉皇東渡，其中有不少知識分子出走大陸，
以充滿流亡的心態，飽經憂患的戚日寞和思念故土的心情，譜成了充滿歷史
失落戚的流亡文學的新頁。作品以文他鄉愁及無望痛苦掙扎為基調。這樣

風聲鶴暖的環境，對一批本省籍年青知識份子來說，其苦悶、徬徨恐更無
出口得以宣洩：反共文學沒有出路，流亡政權亦非其所認同的中國，當然
認同中共體制下的中國亦有所不能、不願。此一失落戚、流亡意識，恰與
現代主義傳統的孤絕蒼涼主題密相契合，余光中說：「以表現個人內在世

界為能事的意識流小說和超現實詩，似乎為作家提供一條出路。」葉維廉

亦說：「我的希望要放在哪裡？古代已經離我們很遠了，而客觀世界已經
支離破碎。」於是「在離開母體文化的背景下，很容易就使人進入一個內

17 ﹝ 17﹞周伯乃〈現代小說論〉（三民文庫 197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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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8﹞注寶釵＜現代主義的興盛、影響與去他一一當代台灣小說現象研究

＞收錄於陳義芝主編〈臺灣現代小說史綜論〉（聯經出版 1998 年） pl21-122

心世界，去肯定一個主觀的世界裡。」於是西方文他成為流亡的逃遁途徑。

19 [ 19 ]
施叔青早期的小說，在那個苦悶、徬徨、不安的時代下，走入了人的內心
世界，也往西方文他的逃遁途徑，流亡去了。在早期的小說中，充滿死亡
與瘋狂的影像，標示了孤絕的生命型態，繪畫出自我精神放逐的心靈圖
像。

施叔青早期小說中的人物，有很多是離開家鄉，在外流浪的浪子，如＜凌
遲的抑束＞中的我，在父親死後，「便關閉鐵鋪，開始流浪」﹔＜約伯的

末裔＞中的江榮，因為與母親不和，被趕出家門，而在外流浪﹔＜倒放的
天梯＞中的潘地霖，棄家出走，以油漆為業，到處打零工﹔＜池魚＞中的

土琨，從福建來台，一個人孤獨地生活著﹔＜紀念碑＞中的柯振茂，雖然
仍在家庭，但在年少時，因為家裡開棺材店，「這環境就逼得他好幾次離

家出走。」到了成家立業之後，仍然有逃家的念頭。
為什麼要遠離家鄉過著飄泊不定的生活，因為現實環境，逼得他們不得不

往外出走。但這個現實環境的逼迫，不是因為戰爭或天災，而是來自於自

身與環境的無法契和。所以會自我放逐，是因為自己與這個環境有了抵觸，

這個抵觸的成立，往往是因為同處於這個環境的人們，對於「我」的不了
解。所以往外出走，尋找認同「我」的地方，但尋找的結果，反而發現心

靈越趨孤獨。
這些浪子在飄泊不定的生活中，往往投向女人的懷抱中，企圖從性愛上找

到慰藉。如＜凌遲的抑束＞中的我在妓女戶裡流連不返﹔＜約伯的末裔＞
中的江榮，對女性的軀體懷著一份幻想﹔＜池魚＞中的土琨，想要尋找一

個女人共同生活﹔＜紀念碑＞中的柯振茂，在受到家及工作上的挫折時，

就尋找他的情人廝磨。但在傳統束縛下，對性有著矛盾與掙扎，所以無法
從性愛中找到救贖，「我」仍然是孤絕的自我。於是本來只是身體的流亡，

在找不到救贖的情況下，又走上心靈流亡之路。心靈流亡之路的極限，導
致精神上的出軌，而走向瘋狂。
＜倒放的天梯＞中的潘地霖，在眾人的侮辱下，被迫當上英雄，去漆那一
座，無人敢上去漆的吊橋。本來潘地霖還為自己的英勇戚到驕傲，但當油

漆工人都走後，他意識到自己的孤單與寂寞，好像身處於沒有人類的恐怖
中，他戚到現實是一種闖暗的夢幻，一種不停的下墜，直到毀滅。最後他

發現，自己只不過是現實的傀儡罷了！對於灰色生命的無可奈何，對於現
實的無法逃脫，他只能選擇瘋狂。

19 ﹝ 19﹞許俊雅〈台灣文學論一從現代到當代〉（南天書局 1997 年） p228-229

在現實環境的逼迫下，男人有出走的機會，在遠離苦悶、徬惶、不被了解

的環境下，跳脫一下，也許還不至於走上精神分裂之路。而女人，社會沒
有提供出走的條件，所以一直被壓抑的結果，在沒有出走的情況下，就已
經瘋狂了。如＜凌遲的抑束＞中的母親、＜瓷觀音＞中的李潔、＜約伯的
末裔＞中老吉的女人。
小說中這些瘋顛的人物，無論男女，幾乎都是一些下層社會上卑微的小角
色，他們沒有勳業功績，罕懷雄心壯志，他們只是屈辱地活著，痛苦而頑
強的和命運搏鬥，直到連現實出路，一絲生機也無從尋覓時，他們終至絕

望，以瘋巔來逃避人世的痛苦。

而逃避人世痛苦的流亡，推到最極至的表現是「死亡」’雖然施叔青早期
小說中的主要人物，並沒有以死亡為結局，但在小說中卻一直充滿著死亡
的陰影與氣氛。在這些作品當中，幾乎都會提到關於死亡的行業或人物，
或直街描述出關於死亡或親見死亡狀態的事件。

＜紀念碑＞

柯振茂的父親開棺材店、磨旦腐的老頭病死

＜約伯的末裔＞

江榮的祖父開棺材店、掘墳工老吉、老吉女人弟弟
之死

＜瓷觀音＞

棺木搬工、李潔為舅媽送葬

＜泥像們的祭典＞

松子奶奶是收魂婦、松子奶奶為眠月村的男人收魂

＜凌遲的抑束＞

我為外祖母送葬、我妹妹之死

＜那且不毛的日子＞

我的二伯父是古L童、名己叔貞之死

＜擺盪的人＞

黃袍道士、玉蝶難產而死

＜安崎坑＞

李兀琴難產、玉漢龍之死

＜火雞的故事＞

賣豬肉老頭之死

由以上的表格可看出，在施叔青早期的小說中，幾乎每一篇都會提到關於

死亡的事情，而且善於透過寫作技巧（如前所提之象徵手法）來烘托死亡
逼臨時的陰森氣息，營造出一個令人驚J陳膽寒的死亡氛間。這些死亡氣氛

的刻意營造，除了透露對於死亡的恐懼之外，也一再提醒著人，死亡就在
身邊，現實的生活在一步一步把人逼向死亡之途。
六0年代的台灣，處於白色恐怖及戒嚴時期，所有知識的取得都脫離不了
國家機器的干涉。處在威權體制的統治下，知識嚴密聯繫著與國家權力相
關的文他傳統、歷史記憶、文學遺產、價值觀念。透過知識傳播與擴散的
管道，國家成了一種論述。在社會結構裡，到處都可看見國家的代理機構，
這包括學校、報紙、電台、警察、里鄰制度等等。這些機構所組成的網路

相當周延密集，沒有多少人能夠躲避國家的存在。 20 ﹝ 20 ﹞在這無可遁逃，
時時受著監控的環境裡，台灣現代主義的作家，找到了一條可以脫離掌控

的道路一一「人的內心世界」。廖炳惠在廖炳惠＜近五十年來的臺灣小說＞
中曾說：

「六 0 年代的政治局面與經濟發展漸趨穩固，但是大致是閉門苦幹
的階段，在文學的領域中，貝 1J 顯現出自處邊陸的現代主義欲望，

不斷由以外文象出身為主的學者、作家，努力吸收歐美的現代主

義潮流，這些文人以夏濟安的〈文學雜誌〉及後來的「現代文學
社」、〈現代文學〉為核心，發展出「形式」的現代主義文學，
奈尚「意識流」、「象徵」、「意象」、「隱口俞」、「超寫實」
等手法，而對比富於較政治意味與文化批判的現代主義卻刻意迴
避，因此現代主義往往是以橫面的選擇性移植，介紹進來再經轉
化為另一種寫實的表達方式，藉著不談政治呈現出特殊的文化立

場，最明顯的是將個人的私下領域、傳統家庭的再生結構、存在
的幻滅危機當作重點，儼然是在社會歷史遭到壓抑或壓縮之後的

第二度夢之文本演繹。」 21 ﹝ 21 ﹞

施叔青早期的小說就是在現代主義的影響下，以性、死亡、瘋巔等意象，
寫出了人內心的苦悶與頹廢、孤絕與蒼涼，繪畫出一幅心靈流亡的圖像，
來對抗政治的壓迫，反諷反共文學粗啞的口號。

20 ﹝20﹞陳芳明＜挑戰大敘述

後戒嚴時期的女性文學與國家認同＞發

表於＜戰後五十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1 ﹝21 ﹞廖炳惠＜近五十年來的臺灣小說＞〈聯合文學〉第 11 卷第 12 期 pl30

三、生命意義的探尋
近代物質文明的壟斷和戰爭的摧殘，是刺激現代人心靈緊張、焦慮、
恐懼、不安，以至懷疑、苦悶、徬徨、失落和虛無戚等症候的病源，這些

心理狀態也形成了現代人的精神特質。 22 ﹝ 2月雖然六0年代的台灣，還未

走到現代文明的尖端，但在現代他的過程當中，那些的現代文明病症，也
在台灣社會漸漸浮現。再加上台灣當時高壓的政治，所謂的心靈緊張、焦
慮、恐懼、不安，並不亞於西方國家，對生命的不確定戚也許更有體會。

施叔青早期的小說，即進入生命的底層，試圖尋找出生命的意義。

（一）荒謬的存在
白先永曾經批評過：「施叔青的小說人物都是完全孤絕的畸人。」偏

偏這些不正常的畸人又都「有其可怕的真實性。」（施叔青的「約伯的末

裔」序）這也正是施叔青的小說能使人提撕猛醒，具強烈震憾力的緣故。
「﹛到放的天梯」的現實性更是明切，作者有意把刺激的環境安置在邊遠荒
僻的東部深山，藉一個油漆工單獨一個人倒懸身子油漆吊橋引發精神病，

探討人類自我辯識、矛盾掙扎的問題。 23 ﹝ 23 ﹞
此篇小說共分三個大段落：以「醫學討論」、「那個實習醫生的狂想之
一一一一則神話」、「那個實習醫生的狂想之二一一潘地霖的獨白」為

標題。而第三部分為通篇精華所在。為便於呈現人物內在思緒，從一、二

則的第三人稱觀點，改為第一人稱的敘事觀點，剖陳了人性的複雜與無
云又

丌弋

潘地霖並不是自願去漆那一座吊橋的，他是被強迫成為一個逞強的英雄。

在其他人的懲忌、刺激下，他終於下定決心，要做一般人所不敢承諾的大
事，他內心激動，又高傲自滿，「他戚到他這一生彷彿就是為這一刻而活。」
當時「轉晴的天空呈現一片莊嚴。」這英雄式的驕傲與莊嚴，卻是走向瘋

狂的最大諷刺。
第一天的漆橋，潘地霖慶幸自己「獨立自由」’能掙脫群體的羈絆，

望著異樣安靜，恬然跨躺於兩個山建之間的吊橋，它彷彿具有某種意義似

22 ﹝22﹞周伯乃〈現代小說論〉（三民文庫 197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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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3﹞張素貞＜「倒放的天梯」一一現代人的孤絕戚與恐懼戚＞

的，他直覺吊橋在他懸掛後傾的身軀上昂看來，是一座「倒放的天梯」。「倒

放的天梯」這個意象，相當耐人尋味，天梯既然倒放，自然上不了天堂。

作者在此似乎受了存在主義思想的影響，否定上帝的存在。
第二天，潘地霖先是陶醉於昨日燦爛的成果，有著強烈誇耀的慾望，
但荒野間，僅剩他一人，他「笑得怪寂寞的」。突然他意識到自己處境的
不堪，置身在吊橋的中央，整個人懸空，全無憑靠地擺盪不定。他渴望踏

到地面，但卻又怕同伴的嘲笑，於是再度勉力撐持，「自心坎打了一個森
冷的寒噪，顫抖於再也難以辨識自己的恐怖。」在這恐怖中，彷彿他已經

意識到，現實是一種闖暗的夢幻，一種不停的下墜，一種身不由己的無奈，
直到毀滅。這是施叔青對人類徒勞無益的掙扎的一種領悟與顫慄。 24 ﹝ 24 ﹞

在第三天，當他幾乎完成漆橋的工作日手，他猛然想到自己只不過是被

別人用線牽動的傀儡罷了！這種重大的發現，對他來講，是非常無情的打
擊。他渴望爬下這具倒放的天梯，他不奢望天圓的樂園，畢竟那是人們勾

勒出來的美麗幻想﹔他也不奢望成為一個讓人讚噴的英雄，畢竟那也是人
們所附與自己的假像而已。所以潘地霖不願再當被別人用線牽動的傀儡，

他要一步一步的走下來，但他已經身不由主了，腰間的皮帶牢牢地托住了
他，令他動彈不得，只不過徒勞地做著掙扎的動作。終究，他還是一個被

人用線牽著的傀儡。在無所脫逃的情況下，潘地霖只能「把自己扮演成一
個更逼真、更稱職的傀儡吧！」當他發現自己是一個荒謬的存在時，於是

他瘋了。
不只「﹛到放的天梯」中的潘地霖是一個荒謬的存在，其他小說中的人
物不也是如此嗎？「壁虎」中的少女在道得禮教的束縛下，永遠無法正視
自己的慾望，而時時活在罪惡戚中﹔「約伯的末裔」中的江榮，害怕會走

向只有情慾的墮落生活，寧願受著慾望的煎熬，也不願追求愛情﹔「紀念

碑」中的柯振茂，不敢積極地追求即將成功的希望，反而依舊過著行屍走
肉般的生活。這些人的存在既荒謬又無奈。

（二）面對自我時的恐懼與痛苦
大部分人的行為與思想總是缺乏自主牲，平常做一件事情，總要依據
習慣﹔平常的行為總要按照規矩﹔其日常生活完全落在一個設定好的形式
裡。人們很少去思考這些習慣、規矩、形式，是否合理？是否有意義？只
是順應著這些體制生活，久而久之甚至認為在既定的模式裡才能得到保護，

才能擁有自我。其實那並不是真正的自我。當有些人發現現實環境的虛無，
自己存在的荒謬時，那無非是一種重大的打擊，必需接受現實環境的破敗、

頹廢、苦悶、無情．．．．﹔必需承認自己的懦弱、殘廢、孤獨、無助．．．．。唯

24 ﹝24﹞聿戈＜我讀「拾摸那些日子」＞〈書評書目〉第 19 期（ 1974 年 1 1
月 p90-95)

有面對現實環境時，才能面對自我。但看清事實是這樣的殘忍，所以面對

心靈最底層的自我時，也就無比恐懼與痛苦了。
一個從睡夢中醒來的人，已經可以分清什麼是夢，什麼是現實，他不
可能再把夢當成現實看待，所以＜倒放的天梯＞中的潘地霖，當他發現自

己只是一個傀儡、只是一個荒謬的存在時，他「顫抖於無法辨識自己以外
的另一種大懼怖」，他已經無法再回去以前的生活，最後只能以瘋狂作結。
作者提供主角發病的環境，是在遠離文明社會的偏遠地方，發病地方的選

擇，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心，為了明切地表達許多深真的理念，作者安排了
富含意義的場景。歐陽子說：「文中「狂想之一』其有神話架構，作者以
想像中天地初闢峙的廣漠蒼涼景象，比喻我們世界如同「荒原』。又以「流

浪』、「遊牧民族』、「遷徙』等語，比喻我們的無根戚。」（現代文學小說
選集）作者讓潘地霖油漆一座高懸的吊橋，才能寄託人類的孤絕恐懼、騰

空戰慄之戚。 25 ﹝ 25 ﹞
在另一貝。小說＜曲線之內＞，更以諷刺的方式，來突顯人面對自我時
的恐懼與痛苦。＜曲線之內＞描寫一個社會系的學生侯謹，到盲童院找一
些寫畢業論文的資料。但是，當她目睹那群不幸的小孩生活的情形時，她

急著逃開，並且生病了。一般人對殘廢者抱持著同情心，侯瑾卻領悟出自

己心靈的殘廢。一般人為殘廢者表演，來顯揚他們的愛心，而侯僅卻難以
忍受人們對殘廢者的折磨。在她眼中，這種與生俱來的殘廢，是造物主對
人的最大侮辱，是一種永生的苦折。她對盲童們，何止是同情心而已！她

戚到自己就如他們一樣，那樣的殘缺不全，那樣地在眾人的嘩笑下，懦懦

偷生。 26 ﹝ 26 ﹞
作者有意把盲童院， t:c做現代人生活的環境，而盲童即是現代人。盲

童因為看不見，所以必須依照別人的指示去做事，必須熟悉校園的格式以
利行走。而生於現代環境的人們，不也是如此盲目的生活，不也是在同一
體制下終老。而且還自以為受到最完善的保護，自以為世界是多彩多姿、
完美理想。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只不過是自我欺騙。就好比盲童院裡五
彩繽紛的遊樂場，「這兒的一切儘是為盲童設置的，為那些被迫滯留於陰
暗裡’沒有顏色成覺地終其一生的孩子所設置的。眼前的多姿多彩該是件

讓人苦笑的諷刺吧！」 27 ﹝ 27 ﹞一個看似完美的世界，其實它只是一種矇騙
罷了！而人們並不會去察覺它的虛假，更不可能去對抗、推翻它，只能接

受它，繼續自我欺騙。所以人們不敢面對自己心靈的殘缺，他要做的只是
去應和這個世界的完美。就好 t:c有些盲童們，明明看不見，但在寫一篇郊

25 ﹝25﹞張素貞＜「倒放的天梯」

現代人的孤絕戚與恐懼戚＞〈大華晚報〉第 10 版

(1984 年 10 月 15 日）

26 ﹝26﹞聿戈＜我讀「拾摸那些日子」＞〈書評書目〉第 19 期（ 1974 年 1 1
月 p90-95)
27 ﹝27﹞施叔青〈那些不毛的日子〉（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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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的作文時，「竟然是紅花綠葉，天空如何如何藍，風景又是怎樣優美．．．
他們故易挑些眼睛看得見的事物來寫。」不敢面對自己的殘廢，強裝著與
正常人相同。

這些自我欺騙與強裝的外衰，都是不願承認自己的孤絕、殘廢，無法
面對最底層自己的表現。而侯瑾在目睹盲童們的一切時，她不得不去發現

自己心靈的殘廢，但她依然無法面對那個殘缺的自我，所以，立刻逃開了
盲童院。但她痛苦地生病了，因為她意識到自己就要走進另一個更大、更
畸形的心靈孤城。
施叔青早期的小說點出了人存在的荒謬牲，寫出了人在面對最底層的自我
時，那種恐懼與痛苦。而在這荒謬的存在下，如何面對自我？以免走向潘

地霖的瘋狂之路，似乎唯有找出生命的意義，才能對抗這個荒謬的存在。
但施叔青並沒有提供生命意義何在的答案，這須待讀者自己去思考。

結語

施叔青早期的小說，其內容主要是表現個人的心理風暴。她此刻的創作深

受現代主義、存在主義、心理分析的影響，藉西方主義的技巧，來描寫人
類最底層的秘密，探求出人類最深層的孤絕。所以這一階段的作品風格，
雖借重鄉土題材，可是小說的敘述模式卻充滿了現代主義美學的前衛色彩。

她「推木積似的」創作方式，使她的小說表現出「夢及驚訝」的色彩。 28 ﹝ 28 ﹞
她運用許多象徵手法，使她的小說，普遍地呈現性、死亡、瘋狂這三個主
題。

在那個白色恐怖、戒嚴時期的六0 年代，外在的一切皆被政府所控制，唯

有走入了人的內心世界，才有遁逃的戚覺。施叔青嘗試以女性的視野來探
討性壓抑的問題，凸顯傳統文他力量對人性的壓制。以充滿死亡與瘋狂的
影像，標示了孤絕的生命型態，繪畫出自我精神放逐的心靈圖像。同時她

也思考「人」存在普遍的處境，藉用小說的形式來探尋生命的真實本相。

人是不能脫離社會而生存的，但當你發現這個社會是一個荒謬時，你該如

何抉擇？卡謬認為一個誠實的人，是一個忠於自己的人，他的所作所為，
都依據自己的信念。如果他肯定這個世界是無意義的，那麼他必自殺﹔如

果一個人只是逃避而不自殺，那麼他是在自我欺騙。對一個誠實的人來說，

28 ﹝28﹞魏文瑜＜施叔青小說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87 學年度）

令他不自殺而繼續在這個荒謬的世界中存在、繼續忍耐事物的無理性的唯

一理由，是他能夠戚受到自己超越過世界對他所施的壓力。 29 ﹝ 2月在施叔
青早期的小說中，已經道出了人存在的荒謬牲，但她並沒有強烈的指出，

人須自殺或超越世界所施的壓力。她只是原原本本的寫出人生活的無奈與
矛盾，為了避免心靈的孤絕與流亡，唯有尋找出生命的立足點。但施叔青
並沒有為生命的意義做解答，提供答案是哲學家的任務，她只是提供思考

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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