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醜陋粗糙與晶亮柔嫩的翻轉

一一傾聽小說〈牡蠣〉的幽微言語

〈牡蠣〉是一篇很年輕的小說凹 ，敘述的卻是千百年來封建社會中最難解、最屢

見不鮮的家庭問題。彷彿一代文一代的宿命輪迴，這樣的紛爭糾葛從未止息，同

樣的故事幾乎人人爾孰能詳，然而一代文一代說故事的人，要想成功，就得要能

說出更新鮮的情節，營造更動人的氛圍，創造更誘人的意象，吸引人再次墮入，

深深為其著迷，這也是筆者認為〈牡蠣〉這篇主題傳統的小說最成功的地方。

小說圍繞著三個人物發展：主角阿米雅，是一個出身山地的啞女，嫁到位於漁村

的夫家。夫家人口簡單，只有早年喪夫、守著家業獨立扶養兒子成人的婆婆以及

身為獨子的丈夫。經營養殖漁業維生的丈夫，由婆婆做主以極低的聘金娶了阿米

雅當媳婦。阿米雅過門八年，八年來夫家在營生上屢屢遭受挫折，阿米雅也始終

沒給丈夫添得一兒半女，原本就把阿米雅娶來作為勞動力和生產力的婆婆益發不

滿，在日益消沉的兒子耳根、無法爭辯的阿米雅背後極盡挑唆、饒舌，使得原本

就缺乏言語溝通的阿米雅與丈夫越來越沒有夫妻間的情愛可言。婆婆對她惡意無

情只知壓榨’丈夫對她視若無睹，阿米雅的婚姻只剩下日復一日的奴役、洩慾以

及咒罵。

原本默默忍受的阿米雅，因婆婆惡意的設計而激起反抗的怒火，在一場惡鬥之

後，擊敗婆婆的阿米雅才真正擁有婚姻與家庭，阿米雅與這個家一起獲得新生。

簡單敘述了〈牡蠣〉此篇小說的模概，以下筆者將分別討論此篇小說主題上傳統

與創新之間的變化、豐富的意象經營，進而深一層發掘小說言說與未言說的部

份，揣想其間間隙的種種可能。



（一）老幹與新枝：主題的承襲與創新表現，

山上的純真女孩「阿米雅」’以彷彿交易的方式嫁到離家遙遠的漁村，她是有缺

陷的一方，夫家用低價的聘金就娶得的媳婦，她沒有可以依靠的娘家，婚後家庭

經濟每下愈況，多年過去，她的肚皮一點消息都沒有。婆婆是因丈夫偷腥意外身

亡而寡居多年的老婦，緊緊守著唯一的獨生子，兒子就是她的一切。阿米雅的丈

夫從小與母親相依為命，在母親的庇護、掌控下，幾乎由母親決定自己的大小事，

對於營生上的不順遂絲毫使不上力。「買賣交易的婚姻關係」、「不平等的雙方」、

「婚後夫家運勢走衰」、「沒有生下子桐傳家」、「守寡叉單獨持家多年的婆婆」、

「脫離不了母親的獨子」光理出這幾點便可經而易舉的想像出整個故事會是一個

什麼樣的光景。

先天不足的婚姻、後天失調的家庭，造就出惡毒婆婆、受虐媳婦、懦弱兒子這三

個不斷在文學中反覆出現的形象，古詩中〈孔雀東南飛〉中的婆媳矛盾最後以小

夫妻難與母親抗衡雙雙自我了結收場﹔元曲裡〈竇娥冤〉的小童養媳因婆婆設計

冤死，最終只能化為冤魂為自己伸冤﹔這是過去眾多婆媳糾葛故事中由作者為受

害者平反的傳統模式，天網恢恢自有報應。來到近代，凶惡婆婆與委屈媳婦的故

事照樣搬演不停，張愛玲在〈金鎖記〉裡揭開了中國文學傳統甚少觸及的「從來

媳婦熬成婆」這一面，當受害者進入封建體制的上層結構，一轉身也成了加害者，

彷彿在欺凌兒媳的過程中才能稍稍慰藉自己當年的不堪。女性意識抬頭的現代，

仍然不斷有文學控訴這壓迫人的封建體制，往往在婆媳矛盾衝突後，媳婦以脫離

家庭重新展開屬於自己的生活為結局，這樣的新模式是女人逐漸在社會上有機會

獲得經濟力量、有獨立自主空間的時代下才有的產物。從只能以天理報應消極的

為弱者平反到女性自主掙脫束縛離家獨立，隨著時代變化，婆媳關係似乎也應該

有所轉變，然而〈牡蠣〉中是如此說的：



婆婆身上住著一個荒寒的古蹟。她賴以生存的是神廟的空氣，．．．．．．十八世紀如

此、二十世紀也如此，經過幾百年她也不過增加了幾道皺紋與腐牙。（ ONK 印

刻文學生活誌〉日， p.171)

即使時空轉變，當傳統禮教還根深蒂固在人們心中，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等扭曲

女性主體的思想陰魂不散，女性在家庭中的命運依舊堪憐。這些扭曲的吃人禮

教，在社會的某些角落，經過幾百年也不會式微甚至消失。於是婆婆倚仗勢力專

橫於室，小媳婦任勞任怨忍氣吞聲的戲碼還可以再次搬演。

即使是這麼古老的家庭紛爭戲碼，〈牡蠣〉的處理卻相當有技巧，小說的背景設

定在鄉下漁村，這些地方傳統禮教、家庭、信仰等觀念到今日仍凌駕於現代新思

維甚至法律之上，因此，婆婆強勢的態度、兒子沒有堅定的勇氣離家跑船、受欺

凌的媳婦「阿米雅」除了忍耐也別無他法。這讓故事可以名正言順的開始，更令

人驚喜的是對於「阿米雅」的命運，小說中的安排讓人為之一亮。傳統文學中，

這類家庭衝突的題材對弱者（媳婦）的平反、強者（婆婆）的報應多半來自「天」

「天理昭昭」的概念最終統設全局，如〈孔雀東南飛〉、〈竇娥冤） 0 近代文學

則多把角度轉向「人」’受壓迫的一方不再付出生命，改以「逃」為躲避家庭暴

力的選擇，如〈金鎖記〉中金鎖的兒女。逃出家庭或者是離婚，身為媳婦者以離

開這個家來作為重生的起點，只是這個家庭破碎了，而「她」也必須重新開始建

造一個新家，雖然「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然而必須放棄自己所愛的丈夫和家

庭，即使逃離權威中心的掌控，但權威並沒有消失，還是在那個家裡發威，〈牡

蠣〉則採取更強烈的態度挑戰權威中心，以無權威中心的目標來處理這個家庭問

題，小說中的高潮是「阿米雅」主動出擊對抗惡勢力的情節，她起而打倒權威，

拔除權威掌控的發言權，泊、開彼此的等差，於是，阿米雅不用逃出家，她為自己

造了一個無權威中心、平等的家，當權威倒下，她和丈夫的愛苗終於得以滋長，

她在家庭中浴血重生。打倒家中權威的主題從〈家變〉、〈殺夫〉以降也自有傳

統，〈牡蠣〉這篇小說的安排卻另外顯出作者不願打破「家」這個概念，更貼切



小說背景鄉下漁村的傳統家庭觀，小說藉由阿米雅推倒惡婆婆的舉動，讓權威對

兒子的控制、對媳婦的欺凌從以「婆婆」為尊的家消失，新的家庭在破壞後出現，

新生命得以誕生。

歪著嘴斜著身子的老人以僵硬的姿態抱著嬰兒，那灰灰的眼睛裡有一絲憐憫，還

有十分的懺悔．．．．．．（原文）她以原諒的的微笑接過孩子，．．．．．．她的婆婆一顛一顛地

拿過浸在水中牡蠣’那鑽子輕輕一頂，牡蠣就堂皇地呈現它的晶華內在，她將牡

蠣遞到她的嘴邊，張口吞下，品味那鹹、腥、甜．．．．．．（原文）那是瞭然無聲的時刻。

( ONK 印刻文學生活誌〉日，糾紛）

原本極強極弱的雙方，轉變為相互扶持的親人，經過「苦鹹」的怨毒、「』星惡」

的傷痛終於換來「甜蜜」的新生，蝶蝶不休的責難暸口，寧靜中新家庭重新起步。

從飽受欺壓、奴役甚至凌辱的小媳婦到鼓起勇氣反抗，阿米雅的轉變關鍵是一個

重點，過去以「離開」為選擇的媳婦角色，在〈牡蠣〉中卻挺身面對惡勢力，中

間懦弱丈夫起決定性作用，可以說是阿米雅挑戰權威的催化劑。阿米雅受辱後負

傷臥病在床，肢體免除勞動的這段期間，讓她重新檢視自己的婚姻、愛情，她是

在確定丈夫對自己有愛、有愧、有恩之後，才決定擊敗橫互在她幸福家庭中的權

威。

一回來就開始坐下生吃牡蠣喝酒，勞煩的神情連她都覺得不對勁，像是有滿腹的

話想對她說卻說不出口，他想將牡蠣剩的餘肉仔細剔下來留給她，但是酒精使他

的于早已不靈活，兩人相對時向來默然，但他突然對她說：「阿米雅，妳．．．．．．（原

文）辛苦了。」（ O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2:5 ' p.176) 

若失卻丈夫態度的交代，之後阿米雅的反抗與新家庭的誕生都會顯得仟格，注意

到這點是〈牡蠣〉敘事精巧的地方，因為有丈夫的愛，阿米雅才有別於過去離家



而去的小媳婦，決定繼續留在家中，奮力爭取幸福。這次青蚵嫂不羨慕別人的英

俊丈夫，因為她確實擁有自己的愛情。

（二）轉喻與隱喻交互作用：豐富的意象經營

以〈牡蠣〉為題，小說中也確實精采地營造「牡蠣」種種豐富意象，藉由牡蠣堅

硬癥刺粗糙的外殼、晶瑩光亮的內面且包含的是柔滑脂鮮的牡肉，呈現一個臉上

長店外貌不佳、說不出話的女人其外表醜陋卻有晶透鮮美內裡的生命樣貌。牡蠣

每每被暴力撞開緊閉的殼嘴的意象傳達出阿米雅所遇到的傳統婚姻制度有相當

程度上粗暴的一面，不只如此，小說中繁複出現的吃牡蠣意象也展現多重面貌，

包括情慾的流動、權力的支配、粗暴的性愛．．．．．．等等。

初夜那晚丈夫精心準備鮮美的牡蠣供阿米雅朵頤：

她撞開牡蠣殼，出現了珍珠般光澤的肉，肉唇口軟綿綿的滲出香液，柔滑脂鮮，

她舌頭下像是不斷湧出蜜和奶，．．．．．．她輕輕的碰觸那肉，還活著，它羞怯地顫動

充滿黏液的唇口，喔，那陣芳香更加濃郁如雲，．．．．．．或許是充滿鐵質的緣故，嘴

裡充滿一種獨特的腥銀味。（ O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2:5 'p.172) 

從撞開牡蠣殼開始，欣賞牡蠣、口齒生津的描寫開始騷弄讀者的神經，接下來，

輕觸牡蠣肉，嗅聞、輕舔、吸入，牡蠣肉特有的腥銀味道簡直躍出紙面撲鼻而來，

如此貼近如此肉感的描寫，極盡逗引讀者進入夫妻倆人品嘗生接與性愛前戲的想

像。

直到口腔滿被甜液覆蓋，她想，就是這個時候了！毫不遲疑地將它咬裂，就是那

種快感，更甜美的汁液幾乎如瀑布洩堤般噴湧而出，．．．．．．在萬般捨不得之下吞嘸

了它，她才稍微止息了心口中那股熊烈的慾望，跟著又一次一次的從撞開牡蠣殼

起﹒．．．．．（原文）



她的丈夫也一次又一次的在她屈張的雙腿之下遂願了自己身體的慾望。（ O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2:5 ' p.173) 

阿米雅的慾望藉由大咬牡蠣而滿足，丈夫在阿米雅的雙腿間縱慾，兩者並置，轉

口俞之間意象重疊，細膩的文筆讀來特別給人起雞皮疙瘖的快感。

再看第四節的最末段：

．．．．．．她已經吃成了精，肚胃也從不鬧事。．．．．．．，密閉的殼緣她拿在空中比對，馬

上找出那虛虛的縫眼，毫不猶疑刺進去，殼縫流出腥水，落下粗糙如礁石的殼緣

迅速扳開，牡蠣肉亮澄澄現出濕潤的羞怯，丈夫紅了眼睛從他于上奪過來，拿叉

子挑、倒、拉、送、直接且貪婪，毫無憐香情玉細品姿態。（ ONK 印刻文學生

活誌＞ 2:5 'p.174) 

「』士胃從不鬧事」’這句話當然是說她天天吃生牡蠣，從沒吃壞肚子過，但若把

這句話放在整個段落、甚至全篇小說的組合關係上看，她和丈夫的性愛關係從沒

間斷，甚至可以說相當頻繁，「肚胃從不鬧事」這句話似乎也包含了她結婚多年，

肚子卻從沒消息的含意。往下找出縫眼刺開、殼縫流出腥水、露出濕潤羞怯的牡

慵肉、丈夫持叉挑倒拉送的幾行描寫，再次貼切寫實又深刻喻情，生食牡蠣的動

作和性愛交娟的行為幾乎混淆，未受到丈夫憐情細品的豈只牡蠣？

她總看著牡蠣肉心疼著，那像極了女性的陰腥的柔軟東西，而它似乎也能夠帶給

感官與身體某種神祕的體燥與熱力，餵養慾望滿溢肥美······（ ONK 印刻文學生

活誌＞ 2:5 'p.174) 

緊接著這幾句卻有添足之憾，作者在這邊現身透過阿米雅對牡蠣肉的心疼表達作

者自己對阿米雅的同情，其實多餘了，牡蠣肉帶來的感官與身體刺激，作者已經



成功在前幾行營造出氣氛，實在不需要多贅上這幾句徹底的白話，反而降低了期

間恣意流動的美妙韻律。

．．．．．．她照例吃他剩下的牡慵肉蒂，也就因為只剩下那麼一點，她特別珍惰的挖掘

殘餘的肉末，似乎是使食物完全殆盡的無所後悔，在丈夫再度撲在他身上、蒙起

她的眼睛，在她的嘴裡留有牡蠣最後分泌的芳美體液後，她頓覺所謂「夫妻」那

分無常。（ O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2:5 ' p.174) 

幸好接下來幾句拉回了那麼一點韻味，她吃他享用過後的牡慵肉蒂，特別珍惰的

吃，在丈夫粗魯貪婪的享用過後，無論是牡蠣肉還是性愛，她以特別珍情、不想

後悔的去感受那剩下一點點的歡愉滿足，日復一日，重複的經歷，阿米雅的情慾、

阿米雅的婚姻、阿米雅的家庭，阿米雅能享有的就只是這一點殘餘 o

〈牡蠣〉設計了三個貫穿全文的意象物，「牡蠣」是一個，「吭」是另一個，小

說一開始就提到的「庇」’是主角阿米雅臉上、心中的痛楚，這庇長出的地方原

本是顆底，因婆婆聽信算命而被強以民間于法點去，卻不知怎麼變成一顆逐漸種

大的吭，會化黃濃、腥臭的店就這麼一直在她臉上。

庇漸漸種大，她拿針去刺破，才點落皮，黃濃如蚯蚓般團團湧出，她聞到一陣腥

臭，感到呼吸困難，鏡子裡的人臉好像被挖了一個洞，洞裡不斷湧出污血汪汪，

臉色如鉛，灰硝難看。（ O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2:5 'p.171) 

阿米雅痛恨吭，拿指甲摳出血、任海水車是刺傷口，心理咒罵。乍看似乎因為庇破

壞了阿米雅的容貌，而令阿米雅痛恨。隨著小說繼續進行，「庇」與阿米雅的生

活、家庭、遭遇等組合替換關係漸漸顯現。遭婆婆設計被強暴後，「一個鼻青臉

腫的女人臉上的庇腫如鴿蛋，皮破的地方爬著濃液有如條條黃色蚯蚓 o 」（ O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2:5 ' p.17日在激烈的暴力衝突，悲劇發生後，阿米雅躺了兩個

月沒曬太陽沒工作「她臉上的庇疤只變成一塊淡淡粉紅色的膜，不久也脫落了」



( O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2:5 ' p.179）「吭」不單單只是她臉上那難看的突兀，

「庇」出現了更深、更廣的層次，在阿米雅臉上造成「庇」的是婆婆，她點去阿

米雅原本的底，據說這顆底會剋夫，「庇」是阿米雅為夫家犧牲的產物，而這個

庇佔據、破壞的不僅僅是阿米雅的容貌更侵蝕她的內心，她的臉為這個庇醜陋，

她的心為這個庇痛苦，庇既是婆婆惡行的隱喻，也是阿米雅痛苦的家庭生活的轉

喻，刺破只流出惡臭惡濃，她的婚姻、家庭也正是充斥著令人難忍的惡，她欲除

之卻除不得的苦。當婆婆遂行其惡，徹底迫害阿米雅時，「庇腫如鴿蛋」’店的

惡濃徹底爬出毀滅之實，也正是阿米雅起身反抗惡勢力之時，庇變成疤最後脫

落，阿米雅除去婆婆的惡，家庭關係逐漸復元，「吭」透過隱喻與轉喻的深入體

會，發展出多層次的樣貌。

最後一個貫穿全文的意象物是「舌」 0 「舌」是阿米雅的缺陷與解脫。阿米雅小

時候失去舌尖，失去舌尖隱喻阿米雅失去發言權，並在爭取幸福的位階上不公平

的往下掉，勸導入學的專員跳過她、父母不以她的優異成績為傲、面對婚姻時因

為她是「啞狗」被隨便對待、他人對她歧異的眼光、欺侮她輕賤她同樣辛苦換來

的買賣，不能說話的她受盡迫害，彷彿她不是一個人，而只是「牲口」’全是因

為「舌」。當阿米雅決心反抗婆婆時，把愛饒舌搬弄是非的婆婆的「舌」咬掉，

像咬起韌牡蠣般咬下吐出，她拔除了她與婆婆的距離，從此，迫害者也沒了發言

權，兩人的位階拉平，迫害不再，阿米雅解脫了。「舌頭，短到無法發聲的器官，

是從來也沒有賦予她真正的生命吧？」（ O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2:5 ' p.179）雖

然「舌」的意象效果不若「庇」一般豐富多層次，但小說第九節末，阿米雅憶起

小學時把舌的「口」誤寫成「日」’口裡的那一塊肉，是何等重要！這一劃「一」，

在聚合關係上是「舌」的替換，在組合關係中，「口」內有或沒「一」的結合，

增衍出多這一舌是好是壞的轉喻思考，這一段的描寫，為「舌」這個意象增添份

量。再者「舌」的意象也透過軟嫩的感覺與「蚵肉」的意象相結合，



看到門前水桶裡浸著的牡蠣．．．．．．（原文）自己的舌頭沒有殼可以保護，它也軟如蚵

肉．．．．．．（原文）她應該是被疼惰的。仆的K 印刻文學生活誌〉日， p.174)

婆婆的舌頭現在泡在一瓶高梁酒哩，發了白，舌苔思思如昨艙。一條死舌頭，一

塊死去的肉牡蠣。（ O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2:5 ' p.179) 

短了一截舌頭的阿米雅被視為異類，受到異樣的眼光、粗暴無理的欺侮，她同樣

也需要平等、需要疼惰，卻似乎因為無法言說的缺陷，讓她的美好內在被忽略、

被遺忘。失去作用的舌頭跟塊死蚵肉一樣，備視如敝屜，難道失去發言的能力，

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除了牡蠣、店、舌三個主要意象，小說中還包含其他精采的意象經營，如：

這身體，和跨下掌控的機器，都已在逐漸耗損．．．．．．她想到她的身體。三十五年的

車了，它的外表生了鏽，用機油勉強的抵抗海風的書蝕，靜脈曲張的血管是到處

跋涉的結果，車漆仍是暗紅豬肝色，······（ ONK 印刻文學生活誌〉日， p.171)

女人的身體與野狼 125 機車的重重相疊，同是被騎的對象，彷彿命運共同體般的

機器，在無情無愛的呵護下，同樣日漸磨耗。

婆婆身上住著一個荒寒的古蹟 o 她賴以生存的是神廟的空氣，氫氫而沉緩，十八

世紀如此、二十世紀也如此，經過幾百年她也不過增加了幾道皺紋與腐牙，在月

爛星沉的廟宇下駭聲雞笑著。（ O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2:5 'p.171) 

讀來令人毛骨陳然的描寫，加深了婆婆所仰賴的權威是自幾百年來巍巍聳立難以

撼搖的傳統禮教倫理，即使荒寒、久遠，依舊操弄人間，「j駭聲雞笑」四個字真

真令人寒毛直立。



小說中繁複交替豐富故事引領情節發展的意象經營，是現代小說的特色，也是最

考驗作者創作功力的所在。〈牡蠣〉以「食色，性也」為立足點出發，巧妙運用

牡蠣、舌等的外貌、神態、在慾望與敘事之間翻轉，讓人想起〈殺夫〉裡殺夫與殺

豬的意象恍目驚心的重疊﹔郝譽翔〈洗〉以兩尾魚的交纏鋪展男女歡愛﹔朱天文

〈炎夏之都〉裡悶熱、腐臭的現代都市與都市人的生命相映照﹔舞鶴〈拾骨〉中

骨頭與戀母的情慾糾結。〈牡蠣〉全篇可以談的隱喻、轉喻運用非常豐富，層層

疊疊環環相扣，抽絲剝繭的過程中更令人佩服作者吐絲造象的綿密于法，其間變

化出的情慾流動與感官體驗相當誘人，作者在小說中充分的展現了他藝術處理的

強度，成就這篇精彩小說。

（三）沉默、聆聽與揣想：言說與未言說的間隙

阿米雅是啞巴，她不能說話，但不代表她不能言說，更不代表她不存在。惡婆婆

錯以為啞巴的阿米雅可以順遂她想要的，「一個能夠工作和洩慾的身體」、「不

要有女人的靈魂、女人的脾氣」（ ONK 印刻文學生活誌〉日， p.172），為什麼？

因為阿米雅不能說話，被剝奪發言權的她，讓婆婆有成為片面言說者的可能，在

丈夫死後控制兒子的婆婆為自己找了一個可以控制的媳婦，她不在乎媳婦的存在

意義，只需要一個沒有靈魂可以奴役的身體。不能說話的阿米雅卻不是一個沒有

靈魂的身體，事實上，這世界哪裡有沒有靈魂可以任意奴役的身體？這段從一開

始就變質的婚姻，彷彿醜陋的硬殼緊緊囚禁阿米雅甜美的青春，

這縮小又縮小的自尊，活像泡了鹽就消失的括輸，繃緊身上每一吋肌肉舞動雙

于，姿態誇張、表情誇大，她的「話」說得很大聲，人們卻視若無睹，當她是笑

話。（ O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2:5 ' p.177) 

儘管她努力揮舞雙臂、扭動肢體企圖傳達她的心聲，卻沒有人聽到，或者願意聽。

小說第一節：



她又急叉氣地揮舞于臂，跳上跳下的精瘦身影像隻被燙傷的螞蚱。但是她總是被

欺侮，賣出去的牡慵價錢遠比其他人低賤，竟然無力抵抗，人們強盜一樣將她辛

苦捕撈去殼的牡蠣整籃地扛走。（ O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2:5 'p.171) 

無法使用多數人所持的溝通方式者，總是淪為被遺忘、被欺負的弱勢，阿米雅的

努力與辛勞絲毫不減他人，但這個世界對於她的存在卻惡意的排擠，可以說，啞

巴的阿米雅其實正代表了沒有或被剝奪發言權的一群（無論能不能開口說話），遭

排拒在世界的角落，即使他們和常人的本質並沒有差異。

沉默的阿米雅即使不斷言說卻沒有傾聽的對象，自己的丈夫都未曾用心聆聽過，

終於使她多年來忘了聲音、忘了對話。不會交談過的夫妻，如果連心的交會都失

去了，就什麼也沒有了。阿米雅偶爾可以感受到丈夫的話語，第六節最末一段阿

米雅從丈夫對她的性愛過程知道丈夫的情緒，知道他的言語，他的暴怒、他的溫

柔，但建立在性行為上的對話卻那麼的不可靠，那麼的「辭不達意」’當阿米雅

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在慾望中沉浮時，她和丈夫的對話單向而沒有回音。

阿米雅一直以為丈夫也因為自己是啞巴而把她當作隱形的存在，進而失去對愛情

的信心，她以為丈夫和婆婆是一樣的，不在乎她的存在、不在意她的感情，但她

錯了，其實她也把沉默的丈夫當成沒有靈魂的一方，她和丈夫之間不是沒有愛，

只是失去了溝通的管道，婆婆的處處刁難離間，當然是讓她和丈夫無法順利溝通

的原因，甚且，自卑的阿米雅也因為不能和正常人一般的說話而太早放棄。她單

方面的認為丈夫和婆婆是狼與狙，都對他沒有感情，可是當婆婆懲蔥、兒子把阿米

雅賣到瓦窯戶另娶姑娘時，丈夫卻說「不要，對伊太無情。我叫伊離婚，不過伊

還是住在厝裡 o 」（ O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2:5 ' p.173）看來阿米雅的丈夫對她

是有情的，只是這份情似乎不夠強烈，不夠強烈到足以反抗母親的權威，也不夠

給阿米雅溫暖。或許丈夫說這話也只是微薄的不忍與羞愧。不過，當阿米雅被強

暴受傷後躺在床上，丈夫對她的態度特別好，天天剝她愛吃的牡慵給她吃。「他



是知道的。他是知道的！」丈夫知道什麼？事先知道母親安排惡人對阿米雅施

暴？知道是母親虧待阿米雅？知道阿米雅沉默中無聲但豐富的情感言語？知道

阿米雅對這個他這個丈夫、對這個家無怨無悔的付出？這個「知道」在下一節第

七節的一句「阿米雅，妳．．．．．．辛苦了。」（ O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2:5 'p.176) 

獲得進一步的註解。丈夫對阿米雅，不是「只有肉體上的溫存」（ ONK 印刻文

學生活誌〉日， p.173），他對阿米雅是有感情的，知道這一點讓阿米雅有重新面

對生命的力量，她知道身邊還是有聆聽者。當婆婆不再是兩人之間的阻礙，夫妻

倆才有真正的溝通：

丈夫穿著塑膠雨鞋的腳從身後走來，渾沌的腳步聲中有種踏實。他的于放在她的

肩上，有點沉，濃濃的腥味，溫厚地透過鼻翼直達迷醉的腦神經穿孔過隙。

她這才覺得他總算是她的人了。

．．．她偶爾假裝滑跤，丈夫忙轉身拉于扶腰一起走，還是無語的夫妻，卻交談得

更多了。（ ONK 印刻文學生活誌〉日， p.179)

交談，不等於語言，沉默、無語也是交談，端看如何聆聽。

從沉默與聆聽這個角度繼續追究〈牡蠣〉這個文本，甚至連凶惡的婆婆都是一個

缺乏聆聽對象的角色。她早年守寡，丈夫在喝花酒返家的路上落水過世，她對丈

夫的恨、對命運的怨，因為自己賴以生存的是幾百年荒寒的神廟空氣，傳統守舊

的她找不到適當的出口，於是她變得「沒有多少心肝」’把自己變成一個強勢的

言說者，把兒子當作操弄的魁儡 o 小說沒有寫出她一個沒了丈夫帶著獨子的寡婦

在鄉里之間有否獲得尊重，但她急急切切掌控住僅有的發言對象、支使對象、總

是搶先站在主動發言的立場來看，似乎若非如此她也將成為一個沒有聲音的隱形

人，或許正是這份恐懼，讓她緊緊霸著這份權威，連找媳婦都怕威脅著她的地位，

所以「啞狗好，查某最驚雜嘴，不曉說話好．．．．．．」（ {INK 印刻文學生活誌〉日，



p.172）。小說中，以牡蠣出發的意象多重繁複交替出現，尤其吃牡蠣的意象更可

見作者用心，然而這幾次充分挑動情慾、感官的描寫當中，動作者都來自小夫妻

倆，婆婆只吃了一次牡蠣’在小說的尾聲，當時婆婆已經失去舌頭、被診斷有老

年癡呆，也不再有支配人的權威，才看到她

一顛一顛地拿過浸在水中牡蠣’那鑽子輕輕一頂，牡蠣就堂皇地呈現它的晶華內

在，她將牡蠣遞到她的嘴邊，張口吞下，品味那鹹、腥、甜．．．．．．（原文）那是瞭然

無聲的時刻。」（ O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2:5 ' p.180) 

當矜持半生的權力被迫放下，蝶蝶不休的自且語消失，婆婆才能輕鬆的、完全的回

到身體最自然的知覺狀態，才品味得出那原始刺激感官味蕾的鮮美。新的對話方

式在此刻產生。

沈默用海德格的話來說是一種真言。真言來自於無言。透過其言或沈默，人從不

可靠的言語回返可靠的自我。回應真言，存有必須在沈默中聆聽，並且體認火字

以盡言，因為當人聆聽其言或沈默，他所聽的是真實的存有。 自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應該停住舌頭，閉上嘴巴，放棄嘻嘻切切的言說、停下誇張

揮舞扭動的肢體，在沉默中仔細聆聽彼此，人與人、人與世界才能獲得真正的溝

通，也才真正能體會、感受、認知到彼此之間的存有關係。

對於小說來說，作者通常是隱身的，偶爾會讓人感覺到作者現身說法，作者現身

的效果對小說本身好或不好、該如何拿捏這點肯定是小說創作上最難取決的地

方。例如小說第六節：「對她來說，認識世界，需要的不是言語，而是心。」（ {INK

印刻文學生活誌〉日， p.175）這句話讓人感覺到作者說太多了，應該避免。相反

的最後一節，醫生診斷婆婆患了老年癡呆症，阿米雅看著如死去的牡蠣一般了無

生氣的婆婆，「她見她的樣子，失聲痛哭起來。」（ ONK 印刻文學生活誌〉日，

糾紛），阿米雅是為自己造成婆婆今日這般景況痛哭？還是為幸福的代價如此高



昂痛哭？甚或者是為婆婆這輩子的辛苦人生掏一把同情淚？文本沒有講明而留

下空白，卻為讀者留下填補縫隙的樂趣，揣度、臆測、想像，意義延右變化，留

與讀者更多詮釋的空間，如此反而豐富。〈牡蠣〉是一篇很精采的小說，偶爾幾

處雖有贅筆添足的遺憾，但依舊瑕不掩瑜的。

結語

〈牡蠣〉是一篇給予讀者豐富閱讀享受的小說，在眾所熟知的婆媳矛盾主幹下創

生有力的新枝。當權威中心不再獨佔發言權，當真正的對話、溝通透過寧靜的聆

聽開始，一個瀕臨破碎、腐臭的家庭才有新生的可能。作者巧妙經營的意象貫穿

整篇小說，讓人在閱讀當下，層次的轉變之間享有感官的滿足。充滿象徵意義的

「吭」，從恍目驚心的登場到結疤消失，和令阿米雅的痛苦家庭問題相互對應﹔

「牛士蠣」←→「阿米雅」←→「舌」三者之間的組合、替換關係，轉喻與隱喻之

間的流動，更是讓敘事環環相扣、深刻動人的關鍵。

二00五年台灣文學獎的評審季季評語本篇小說，認為小說的開頭就像牡蠣：「外

殼粗糙崎摳，滿溢潮腥之味」’是暗喻阿米雅的生命樣態﹔當撞開牡蠣的外殼，

「密藏其中的貝肉飽滿晶瑩，汁液柔滑脂鮮」’那是阿米雅默不能語的內裡（{I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2:5 ' p.170）。「牡蠣」有著醜陋的外殼，若沒有撞開，哪能見

到它晶亮的內裡與鮮嫩的貝肉，以此強烈對比的交替呈現，讓人反省世間往往因

醜陋外在，而否定了美好內涵的成見。

透過沉默與言說這個角度觀察，更反映小說的批判宗旨，如何才是真正的溝通對

話？如何才能真正感知存有？透過一個啞女所面對的坎呵，逼使讀者對「言說」

反思，也逼使讀者去探究文字與敘述中的縫隙與延右變化中的意義，看似沉默的

阿米雅並非真的默默無語，阿米雅說了許多話﹔擁有開口說話能力的婆婆看似蝶

蝶不休，細細思量起，她也是個可憐人﹔整個小說最沉默的角色丈夫更是無語，



無論有沒有能力講話，最根本的是他們都缺乏聆聽者。小說中，因為缺乏真正的

沉默與聆聽，才造成種種不幸和悲劇，幸福降臨這個家庭時，正是「瞭然無聲的

時刻」（ O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2:5 ' p.180），唯有切實的聆聽才帶來真正的溝

通。

談一篇小說能為社會帶來什麼樣的啟示，對小說來講有時太過沉重﹔一篇小說能

讓塑造什麼樣的世界呈現給讀者才是小說最重要的任務。〈牡蠣〉說了一個平凡

低微的女人的故事，她的心酸、她的情慾、她的渴求，從這個女人和她的家庭，

我們似乎看到許多現實中沉默無言的身影。這樣的故事、這樣的人，原本就存在，

小說是揭示這些事物的于段，文學不說什麼，只是展現什麼，餘下的只有靜待讀

者加入。在這個充斥著多數暴力、缺乏耐性文眾聲日曹雜的時代，似乎需要更多安

靜叉細心的聆聽者，來細細體會那癥刺粗糙硬殼下的軟甜鮮美。

山 （牡蠣〉乃 2005 年台灣文學獎短篇小說類首獎作品，刊登於 ONK 印刻文學

生活誌｝ 2:5 ' 2006 年 1 月，作者溫毓詩。 O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2:5 ' 2006 
年 1 月，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社出版。

自 簡政珍（存有﹒沈默﹒真言〉，〈語言與文學空間〉，台北：漢光， 1989 年

2 月， p.5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