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緒論

試探李永平小說的意象敘事

一一以＜萬福巷裡＞為例

李永平和王文興，為台灣現代主義兩大文字煉金術師凹 ，對李永平而言，中

國文字是一個個的圖騰，一個個的意象間 ，他全心全力復原中國文字的純淨度，

因為這是他追尋的原鄉最後的依皈 o

一個出生於馬來西亞，卻不得不汲汲營營追尋自己的身分原籍的李永平，

馬來西亞不過是一個讓他出生的地方，台灣也不過是他追尋原鄉的落腳處，中國

則是他沒有勇氣承受的境域，原鄉在他想像宇宙裡，現實地球不過他的漫遊地。

作為一個漫遊者間 ，「遊」是他的僅有及所有 o 於是，想像不可及，而現實不敢

及，只好虛構，虛構仰賴文字，中國文字成了李永平回歸原鄉的唯一可能。

在這樣的前提下，明顯可見兩人雖然都是文字煉金，但是各走極端，李永

平追求文字的濃度及純淨，王文興將之混釋及破壞。李永平追求文字的高濃度以

至所使用的意象豐盛黏膩，小說情節遲遲不前，意象塑造的氛圍卻不斷擴散蔓

延，成為黃錦樹的「現象」’王德威的「情境」’京派的「意境」’盧卡奇的「狀

態」 o 於是，小說的敘事彷彿不在時間／情節的推移，而是空間／意象的舖展。

李永平作品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比字典還要難讀的〈海東青〉，黃錦樹

將之與〈朱翎漫遊仙境〉、〈雨雪霏霏〉並為三部曲。然而本文集中討論的，是

這三部曲的前傳 〈吉陵春秋〉。由於李永平意象的高濃度，為求敘述不過於

龐大，範圍將集中在全書開宗明義，提綱攜領的＜萬褔巷裡＞ 0 余光中先生曾經



將〈吉陵春秋〉喻為「十二瓣的觀音蓮」 凹 ，然而個人覺得其實這是「十一瓣的

觀音蓮」’因為＜萬褔巷裡＞一篇當為花心，後繼篇章都由此輻射綻放。

敘事的目的在於敘述一個故事，敘說故事的目的則在於呈現主題。本文將

會從＜萬褔巷裡＞的意象出發，探求小說的敘述以及呈現的小說主題。於是一個

配套式的方法論似乎最能夠達成此效，而弗萊（Northrop Frye ’”12-1991) ｛批

評的剖析｝ (Anatomy of Criticism ）似乎正中（在）下（之）懷。

弗萊在〈批評的剖析〉的四篇論文當中，作了一個完整的原始類型批評法

的配套，由亞里斯多德〈詩學〉的分類出發重新闡釋，從敘述模式到意象（象徵）

／意象群 主題分析到文類，相互之間緊密牽連高度融合。弗萊首先區分出敘

述模式的型態流變，接著分析意象／象徵的解讀層次。第三篇論文合縱連橫將前

兩者綜合出主題／結構及文類（春、夏、秋、冬：喜劇、浪漫傳奇、悲劇、反諷）。

最後從修辭于法重新檢視文類分類的方法及意義。

而從書中的＜爭議性前言＞及＜探索性結論＞可以明顯看見，在這本書

中，作者沒有意圖強調或貶斥任何一種文學理論的意圖。全書雖然以亞里斯多德

〈詩學〉為基礎，原型批評法為其立足點，但是也不難看見自三十年代以來的新

批評至當時（ 1957 ）盛行的結構主義各種批評法的融化運用。於是運用這一方法

論，「推倒的是方法之間的圍欄」（Fr柄， 2000 : 341 ），藉此可以擺脫各方法

的盲點，更體貼文本地去作出解讀。而為了直接聯繫意象與作者及敘事／主題兩

者，本文也將會併入後結構主義代表人物之一的茱莉亞﹒克莉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1941- ) ｛恐怖的力量〉中的理論作為輔助。



第二章＜萬福巷裡＞的意象／意象群追尋

意象（ image) ' ｛易經〉有「立象以盡意」之說，後來的魏﹒王明〈周易

略例﹒明象〉詳盡地說：「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

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 0 ......忘象者，乃得意者

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忘象以求其意，義斯

見矣。」可見意象的重點在意而不在象，「得意在忘象」。這是中國傳統中最早

也最典型的釋義。

然而「對弗萊而言，意象不只是物象的堆砌以使得一篇作品看起來更具體。文

學的精髓，一個指向想像的假設性模式，是隱喻。」 固在〈批評的剖析〉一書中，

弗萊對象徵（ symbol ）作出詮釋：

此在這篇文章中拍的是任何可以被分離出來而為批評所注意的文學結構的

單位。以某種特殊的參照方式加以運用的詞、語或意象（參照就是象徵通

常所指的意思），它們是批評分析可以加以剖析的因素。（弗萊， 1999:

60) 

由此可見，弗萊取「象徵」而捨「意象」’繞道而行避開讓「意象」一詞廣、狹

義兩造分身乏術。然而這亦是受限於語言限制，英語的「image」一詞立於象，

只好以「symbol」一詞以定在意／徵。即以如此，中文「意象」在意不在象，在

意則無論象之大小，本文自然仍以「意象」一詞為準。

〈萬褔巷里〉以其軸心地位，不僅控權〈吉陵春秋〉的全書本事，其中的意象

亦貫串了全本小說。故此，其中意象，自然顯得繁複而多樣。況且出自李永平，

一個文字煉金術師，之于﹔每個文字對他而言都是圖騰，這是他對文字的執著，



更可意味小說大大小小意象／意象群（ imagery ）運用的精煉和謹慎。象意層層

疊疊牽絲引縷，交織一幅龐大而有機的意象群「巳迪」 血 。

本章將極力追尋＜萬褔巷裡＞的意象的各層意涵，然而基於其中意象之繁

盛，必然無法逐一擊破，所以將以地理狀況、顏色分別統整成意象群，最後彙編

入弗萊所說的「魔怪意象」試窺全豹。只是探討〈萬褔巷里〉中如斯精緻的意象，

難免吞吞吐吐、言不盡象。為求得象，又難免忘言。

一、萬福巷的地理狀況

萬褔巷是吉陵鎮的一條小弄，在縣倉東牆下，不過只有一排店面。「萬褔」以

前不過是只田雞﹔當萬褔巷還是田雞弄的時候，它是一條樸實無華的泥巷，故名

可思義，「十來間的一排店鋪，各行各業，都很整齊。」

李永平自言「『吉陵』是個象徵，『春秋』是一則寓言」 凹 ，「吉陵」這一

個象徵意味深長，「陵」作名詞則為山丘引申陵墓，作形容詞則為頹喪敗壞，所

以「吉陵」既是「吉祥」之陵墓，亦為幸福祥瑞之敗壞。整個吉陵鎮的基調生出

了「吉陵」的骨架 萬褔巷。「吉陵」的靈魂則在後丈飄零。

回頭說說萬褔巷的地理環境，不知道甚麼時候開始，縣倉就建立起來了。縣

倉的建立熱鬧了吉陵鎮，縣倉東牆下萬褔巷也隨之興盛。後來，在業主曹老太爺

的陳情下，田雞弄成了萬褔巷，惟其無論是慾求的褔還是具體的田雞，這條巷子

總是脫不了骯髒的形象。當田雞物化萬褔時，它的髒已經從塵土轉到道德、慾望

放肆的譴責，同時也是人體賤斥物的站污，整條巷子的形象就直接和文中的臭水

溝疊合 血、疾、嘔吐，在其中固積。當田雞變成萬福的時候，我們也看見了

自然的摧毀，文明的入侵，原始自然／第一自然被人造自然／第二自然取代﹔鮮

花被摘下，大廈被種植﹔地母的屍體生出了慾父。



欲言萬褔先敘吉陵，不只在於骨架與血肉的關係，而是作者先孤立了血肉再

架空了骨頭的敘述佈局。一切從吉陵鎮的一場霍亂開始，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將霍亂與腺鼠疫、斑疹傷寒同列座為「使每人成為疾病社群一員的」「大

流行病」 血。雖未明言，荒涼枯寂隔絕之狀己見。霍亂以後來了軍閥小跟班，「黑

帶血的污水」流進臭水溝，招來了「青頭蒼蠅」’驅逐了人家，「正當生意人買

賣都做不下去了，一家跟著一家靜靜的搬走」’孤城變了空城。鬧了鬼的空城更

成了「死」城 徒留知幾相命的算命先生，棺材店劉老實一家還有鬼。直到羅

四媽媽在巷里首開娟妓業，死城似乎重現生機，成為一座慾城。慾城正名「萬褔」’

人心蛇吞象的隱喻。

巷里擠了十家的自昌館，慾望的濃厚黏膩遊移滿城，被水紅日頭蒸發充斥全

巷。獨獨帶著死亡意象的棺材店居於中位，確是「色字頭上一把刀」的形象化﹔

「春紅這婊子！要人命」 o 慾望的中心是死亡，不只春紅要人命，語言亦如是﹔

即使不自覺，潛意識裡早已將女人與棺材等同，「劉老實在棺材板上倒木的姿勢，

與嫖客的姿勢互為蒙太奇」 阻 （筆者強調）。死亡居中，立於嫖客似乎無可避免

經過或看見的據點，同時也是有最廣闊視野的中心點﹔「中」也隱喻著公平性﹔

死亡是一日了然的公平，出賣了棺材店道德審判的角色。

巷子里尚有一家算命店，明明附近卻沒有明確方位，是天機不可洩漏，卻

伺機待發？飄零一身的算命先生堅持著沒離去，因為一場宿命勢必在這里展開，

悲劇必須發生，羔羊必須替罪，一切只在時機。玄玄天命，知幾而算命，也只能

擔當必然性的觀望者。

二、色彩的隱喻



〈萬褔巷里〉全文約兩萬字，茫茫宇海中只談了三種色調：紅、白、黑。各色

調皆有十分重要的象徵意義。此節以色統象，分成三組意象群，亦相互配合以探

求各意象可能的意涵。

1 .紅漆大棺

猶如光波勾動我們視覺之作用，紅色尤其突出全文最鮮明的色彩。紅色意象

在小說裹迴縈不去，例舉不一而足，只好分類管理。明顯的，大部分紅色意象都

關乎有昌婦，例如有昌戶門前的紅燈籠，四媽媽「好一身的紅細」，有昌婦們的水紅睡

袍，棺材店右鄰「一點紅」，還有春紅。自春紅出發，若這些象徵著被釋放公開

的慾望，「整條萬褔巷滴水管下亮起了一盞又一盞水紅的油紙燈籠」’竟似張藝

謀〈大紅燈籠高高掛〉那一間掛滿了紅燈籠的小房子﹔慾望在紅色的豔麗裹綻放

誘惑。

讓慾望化身鮮豔的水紅，則緊鄰左右的是血紅，若毒蛇之惡信。若要找出一

個代表性的象徵的話，恐怕還是春紅之「血虎」 0 「血濟濟的劍尖」「攘進」「心

口」’「口業的，沒入了肚擠眼」’「一聲眩喝拔出了肚擠眼里的七星劍，一標血，

潑了出來，紅潑潑地噴灑到了身前兩個轎夫汗濟濟的肩牌上」﹔刮下了春紅的骨

肉「血淋淋一個男胎子」﹔「紅潰潰的一件黑道袍抖索得一篇鬼影子似的」﹔「血

光一閃，幽幽地，水紅燈籠下一條身影」、一把血刀。

綜合觀之，紅色意象其實疊合著萬褔巷的狀況 一口紅漆大棺，紅色慾望

其中的黑洞就是死亡。慾望的滿足後，「蹲在日影裡，一口，趕著一口，好半天

咳嘔出了一肚子五加皮來」’「春紅這婊子！要人命」﹔「脖子上，抓一塊，咬

一塊，紅紅紫紫」’「這個老孫！吸血的喲」。



這是火的轉喻，誘惑叉危險的火，是來自地獄還是鬼火炯炯？整條萬褔巷，

就這樣被燃燒著，「一片天，紅潑潑地亮了一亮」’「大街上彷彿放起了一把大

火」。

2· 白衣觀音

「尤其因為長笙的形象與觀音暗暗疊合」 凹 ，所以他們都是白色意象的代

表。觀音在佛陀門前堂廊，跨一步入室成佛，卻就在那一步上回了頭，決定返降

紅塵度化眾生。也許他觀十方宇宙事，聽大千世界音，就注定了他的回頭。一身

白衣以及淨化人世罪惡的觀音竹成為了全能的救贖象徵。長笙無奈也需肩負同樣

的命運﹔滿庭芳「堂屋里小小的一坐觀音神鑫，紅幽幽地閃亮著兩盞佛燈」

在欲望和險惡包圍中孤獨的清流。

清流承擔著一切的污穢奔流向海。弗萊說，海是不存在於天堂的。無法循環流

動的死海，「盡納這個世界上所有河流之污穢」’卻「深不可測、鹹不可飲，令

人無可奈何」（弗萊， 1999 : 173 ）。在這裡，水是沉默的，觀音不說話，長笙

也不說話。清流無聲，海更無息，她只是個絕對包容，卻又無可奈何而絕望的母

親。這一片海，名叫劉老娘。

在說到黑色意象以前，需要先解決那紅白騎牆派。文本裡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意

象 「日頭」。這個日頭從「水紅」到「白炯炯」到「燒著了一般」，從外延

來解讀，自然這是古典意象的沿襲，如若「白日依山盡」意境及妙筆生花。從文

章內延分析，這一個意象卻是橫跨紅白二色。水紅日頭是一個危險的意象之一，

強烈而無所遁逃﹔「那一團日頭早已燒著了一般」’「毒啊！」。白炯炯的日頭，

則是與觀音相似，盡是少了點溫柔，而大刀闊斧警惡懲奸，將一巷的血氣汙水蒸

軌。



天父地母，父親代表的法制威嚴於是在這裡顯現無遺，伊底帕斯情結背後的閹割

恐懼，豈不以父親的危險與威權形象為支撐。雖然李永平的作品從來都是一個無

父的世界凹 ，但是父親這一個角色在這裡以一種象徵方式出現，母親（觀音娘

娘）是救贖和包容，父親則是疏離的強勢執法者。這一個「父」的形象落實到人

身上，就有了劉老實的黑無常形象。

3 .黑臉無常

劉老實，春紅口中的黑（臉）無常、黑炭頭。這一個黑形象，可以追到中國

戲曲中的黑臉，一個個忠耿正直，代表人物張飛包拯 o 固然，劉老實的的原型是

春紅和算命先生口中的勾魂使者黑無常 一個正義公平的執法者，一個超越的

道德審判者﹔這是他的悲情宿命。黑無常本名範無咎（諧音泛無救），積極面他

生而無咎，正直和公義﹔消極面是無救的泛泛眾生遇上他的命運。劉老實有他必

須成全的宿命，「歎口氣，睜了睜眼抬起腳後跟輕輕一挑，把他老娘給瞪翻在路

上」’「仕頭下揪出了孫四嫂，一刀，闖進了心窩」。最後他終要「一頭栽倒在

鎮公所門口」’因為他也不過是眾生之一。

六台黑色的觀音轎子行列，郁老道士劍劍自殘，女昌婦們趴在街上任它踩過，求

贖了自己一身的罪﹔一個撕裂獻祭者軀體的意象，一種可能的淨化。也許去身去

欲，因此代表釋放的慾望的春紅兩天不能出門。可是作者也將這一行列形容成「黑

花大蛇」 o 嗜血而墮落的蛇與全能的救贖者恰為一體，難道竟是神魔同性，觀音

誕的祭把儀式就是一場噬血的審判！

審判就是聞到血氣繞著滿巷子嘍日嬰嗡嗡的青頭蒼蠅。這是黑色意象的根本。

三、慾望之獄



在罪惡的人世，個人分居兩頭，暴君或犧牲者／替罪羊，「而魔怪誰擬中最

大的諷刺就是兩端合一」（Fr間， 2000: 148 ），在＜萬褔巷裡＞，蛇與觀音合體，

每個施行暴力的人，無論孫四房或春紅或劉老實，卻都是犧牲者。

〈萬褔巷里〉作為一篇反諷小說，其中意象的特性，在在讓我順理成章將一切

歸到弗萊所說的「魔怪意象」的頭上。魔怪意象是一個慾望拒斥的世界，是一場

慾望建構以前的夢魔。而萬褔巷，如此一口萬惡深淵，我稱之以「慾望之獄」。

慾望之獄：牢獄或地獄？

萬褔巷髒亂，人慾橫流而死亡居中，機械性命運操縱贖罪行為與替罪羊，燃

燒之城與沈默的海，都是這二「獄」的共同景觀。吉陵鎮／萬褔巷的自閉則牢獄

的意象突出，而文中的第三人稱敘述角度，敘述者竟不單純，卻是一個觀察者或

窺視者，虎視耽耽地監視著每個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似是獄卒 o 死亡與欲望

集中表現命運的詛咒及地獄的意象。燃燒之城和沉默之海構成一幅人間地獄圖。

原來最能顯現萬褔巷作為一個「獄」’尤其是地獄，的意象，卻是我之前沒有

談到的「閒人們」。他們「傍晚吃過了飯餾踅到萬褔巷來唆望」’「雞啼大五更」

「紅著眼睛鐵青著臉皮，鑽出了娟戶，躲開那一團扎眼的水紅日頭，沿著牆根兒

急急走出了萬褔巷口」。他們「愣愣睜睜地揪住了」劉老娘，卻無動於衷。劉老

實「穿過了那一層層一疊疊的閒人」，他們「的臉張開了嘴巴」’「滿街看熱鬧

的人，亂烘烘，一路追上來」’依然對劉老娘的求援聽而不聞。他們彷彿沒有在

活著，他們不知道是不是已經死去。他們比那「唱古城會認弟弟」的鬼更像鬼 0

萬褔巷的「獄」，不是娟婦們構成的，而是每個閒人，每個人的自私、冷漠、慾

望。



第三章＜萬福巷裡＞意象敘事技藝

如前言所述，李永平的書寫是隻船，航向想像的原鄉。弔詭的吉陵鎮，卻如此

桐濁污穢，人慾橫流，罪盈滿貫，生者不得好生，死者不得安息。如果中國文字，

純淨的中國文字，是他唯一的皈依，那麼，所有的「魔怪意象」’所有的污穢物

／卑賤體的書寫，他看來不只是在褻潰文字的純淨，而且也在污染自己的身體，

粉碎桃花源。

黃錦樹對此作出了詮釋：

李永平的立場近於法蘭克福學派對物化（ reification ）的批芋仟口控訴，且不

求世俗的救贖，而代之以詛咒。．．．．．．可是面對這樣污穢的現象，他的文字

勢必也被污染而無法堅持高潔。．．．．．．作為一個淨化者、儀式的執行人，他

一方面宣稱文字的高潔，卻著意書寫卑賤物﹔重申禁忌的邏輯，卻無法不

再現禁忌。 問

由此可見，李永平依憑文字追尋原鄉，但是卻不得不著意污染褻潰，在這樣的掙

扎裡接近心裡最真的原鄉，在這樣追尋接近的過程中，找到（過去、現在、未來）

自己的身分原籍。敘事的目的在於敘述一個故事，敘說故事的目的則在於呈現主

題，而這個取徑褻潰以追尋原鄉的過程，就是李永平的敘事。

一、卑賤體／卑賤情境書寫

卑賤體（ abject ）或卑賤情境（ abjection ）源出於克莉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1941- ) 

〈恐怖的力量〉一書。卑賤體「f乍為一個已遭徹底逐出的墮落物」’一方面作為



主體「存在」的圍欄，定義個人的領土，一方面又「把我引導向一個意義崩解的

所在」。當這我無法辨認的「某種東西」以「一種無意義的重量，漫天蓋地而來」’

變成「居住在不存在與幻覺邊境的一種其實」’就是卑賤情境。 問

「存在乃奠基在驅逐（ exclusion ）之上」 凹 ，「驅逐暴力的原型，根據克

莉斯蒂娃的論點，便是『賤斥』作用開始之時，也正是主體出現最早的時刻。」

凹所以，「讓卑賤體存在的，是一個被拋擲者（jete ），它安置（自己），它離

開（自己），它確定（自己的）位置，因此它流浪，而不尋求自我的確認，也不

慾望著甚麼，既不想歸屬，亦不拒絕。」 凹 （作者強調）而李永平就是這一個

被拋擲者，或黃錦樹說的漫遊者，他「從不關心自己的『存在』，而只問自己的

位置」’所以他用各種方式尋求他的原鄉，尋找自己的位置。然而「作為領土、

語言、作品的建造者，被拋擲者會不停地重新界定它的世界」（作者強調），因

為他只是「迷途」

從這裡回頭，我們將看到李永平這一個被拋擲者在作品（同時為他的領土、

語言）以卑賤體建造界定他高潔的原鄉世界。「然而那些不斷墮落的非物（即卑

賤體／卑賤情境。筆者註），正是主體為了自救，而持卑賤／賤斥為武器，以試

圖抵禦的對象。」 凹

於是，卑賤體成為了李永平自身及作品的一種「症狀」’是「體內一個無

法同化的異鄉人，一個怪物，一個腫瘤、一種癌症」 凹 ，讓他與作品耽溺於犧

牲與救贖／無法救贖的主題當中。而這一種「症狀」即使經過〈吉陵春秋〉、〈海

東青〉、〈朱翎漫遊仙境〉、〈雨雪霏霏〉依然無法治癒，因為「卑賤體事實上

是那片永遠將要重新憶起的忘鄉」﹔「卑賤的時間性是雙重的：遺忘與矗雷」凹 ：

遺忘時卑賤體持續成為症狀，轟雷時卑賤體獲得命名的可能性﹔遺忘時我被入侵

成為它，轟雷時我藉由昇華掌握它。



二、＜萬福巷裡＞的卑賤體／卑賤情境書寫

回到文本，說＜萬褔巷裡＞的卑賤意象幾乎就等同將全書的意象攬抱。小

說中就是在這些卑賤意象中展開，文本中的卑賤意象招示著生命處境的界限，而

這一個界限就是人性。人性的生活處境，就是生與慾，它們是卑賤的極致形式﹔

棺材象徵著死亡對生命的侵擾，慾望代表著情慾對理智／生命的崇高的侵擾。而

這樣的侵擾，被作者用一個死亡作為慾望中心的情境展現，構築出上一章所說的

「獄」

「獄」的構成也是李永平敘事卑賤情境的再現﹔「獄」／魔怪意象是慾望拒

斥的世界，文化主體的賤斥象徵。「使卑賤情境出現的，並非來自清潔或健康的

欠缺，而是對身分認同、體系和秩序的擾亂，是對界限、位置與規則的不尊重。

是一種處於二者之間、曖昧和接混的狀態。」 凶於是李永平本身對前二組關係

的擾亂與不尊重，導致他小說裡的意象都在一種「之間」的狀態，並以此作為小

說的敘事﹔致使他的小說感覺桐密黏膩，情節遲遲不前，空間／意象的卻不斷滋

意蔓延舖展。

＜萬褔巷裡＞的人物是最明顯「之間」狀態意象。如前所述，小說中每個暴

力的施行者，都是被犧牲的羔羊，他們卑賤的行為是他們崇高的使命，即使如長

笙如此看似無辜的替罪羊亦莫不如此﹔「替罪羊並非清白也非冤枉，他的無辜在

於他所承受的遠大於他所做的．．．．．．他的罪就在於他是罪惡社會的一份子，活在一

個不公正是存在的必然的世界裡」（Fr柄， 2000 : 41 ）。而那一個個幽靈般活著

的閒人，同樣的事情也在他們的身上顯現。



上舉例子之鮮明，為我們可以面對接受的﹔下一個隱晦意象的「之間」狀態，

或許教人悲哀失望。從社會層面可以看出李永平對現實現象的悲哀和絕望，從個

人心理方面看出李永平如何藉卑賤／賤斥觀照人性以及在他的原鄉裡抵禦非物。

全篇小說之中，地位最崇高的意象，自然是觀音﹔慾望要膜拜供奉觀音，死

亡從順觀音誕日開始施棺。觀音身為一個全能的救贖象徵，即使他撕裂了獻祭者

的身體，但是至少帶來了可能的淨化。因著他的全能而救贖，正義應該屬於他，

他應該作為最後的審判者。不過，觀音的存在卻彷彿是一種缺席，讓形象相與疊

合的長笙也受詛咒。讓他成為審判者，竟然與蛇勾結，升一場噬血的審判公堂。

他的神魔一體，至此仍未算明白，我們回歸案發現場，再看一次慘案的發生。

．．只等著那六座神轎給抬過來，婆媳倆拜一拜送子觀音菩薩，許完

了心願就回到自家的屋裡’鎖上門。 （頁 26)

「好妹子！你男人不會生兒子，你就向我借種吧，求觀音菩薩，做甚

麼？」．．．．．．兩扇板門，砰的，閻上了。 （頁 29)

觀音娘娘，穿起了一身雪白的衣裳懷抱者個小娃娃，曖昧地，笑著，

只管低垂著眼驗，端端正正坐在一蹟一跳的神轎裡。 （頁 30)

觀音娘娘莫非其實允了婆媳倆的願，用這樣的方式，讓長笙懷了孩子，所以端端

正正文曖昧地，笑著？如此一來，崇高全能的觀音，原來是真正的卑賤體，他不

擇于段，是掩藏的恐怖，是拿刀捕進你肚子的朋友！

觀音回頭重返紅塵，卻是這麼「之間」’神魔一體，信仰隨之崩潰，原來一切

不過是自欺欺人的笑話。我們相信的崇高的觀音菩薩，原來是被我們文化賤斥的

撒旦（ Satan）。此卑賤意象更深化了魔怪意象的諷刺意味，同時也宣告人間即地

獄的無望。



＜萬褔巷裡＞的卑賤情境：「獄」。一個燃燒著的慾望之城，城的中心城堡，

不是皇宮是死亡。此卑賤情境的建構已在上一章說過，這裡不贅述，不過這樣的

一個情境佈局，依然呈現了它的「之間」狀態。當死亡是慾望的中心的時候，同

時也說：慾望包圍死亡！慾望包圍死亡，而這是最完整的生命處境，或遊於慾，

或跨慾則死，如此而己！

從這個角度來看，慾望卻是無辜的，亦不過是只抽象的替罪羊。也惟其如此，

莫論釋放型慾望代表，春紅還是被禁型慾望代表，長笙的替罪羊身分才得以確

立。「性慾的滿足，在另一方面，即使受道德譴責依然是可慾的。文明試圖將可

慾者與道德結合。」（Fr柄， 2000:156)

若慾望無罪，原來「獄」是人為。人所以為之，因為這是人性。所謂人性，其

實就是觀音的神魔一體﹔追求崇高是人性本質，因為卑賤，所以追求崇高﹔追求

崇高，所以取徑卑賤。是與非，愛與恨，罪與罰，所有的「之間」其實都是人性。

而卑賤的時間性，是遺忘與轟雷﹔我們一直在遺忘，然後在文學裡被雷轟﹔李永

平為我們全人類轟起雷了。

雷聲隆隆之際，「吉陵」的魂魄開始招搖過市。莫若「吉陵」二字本身的意涵，

一方面它是「吉祥的陵墓」’一方面又是褔瑞的墮落﹔「吉陵」的魂魄，一面高

潔優雅，一面狠褻墮落﹔一邊是上帝，一邊是撒旦﹔神魔一體。於焉明矣，「吉

陵」象徵著的，莫過於人性。＜萬褔巷裡＞，有名的女昌婦不過春紅、秋棠二人，

合以為「春秋」’「其文史也」﹔以自昌婦之名表現「春秋」’作為一則寓言，這

是一則人性的寓言／預言，萬古千秋循環重複的不過人性，而「亂臣賊子懼」者，

不過是因為這是托了文化的千古賤斥，有昌妓，之名／之眼重新檢視人性最赤裸裸

的惡魔面相。



第四章結論

從＜萬褔巷裡＞我們可以輕易看到，李永平的寓言書寫，痛定思痛的，不過就

是發現在每一個可能的現實原鄉裡，無論古晉還是台北，社會的亂象，人心的不

古，人性的原始，都讓一個尋找自己位置的人失落。結果現實中的原鄉的可能也

隨之失落，成為一個空缺，用心裡的想像原鄉得到被拋擲者的建造領土、語言、

作品的權利。

他建造自己的語言領土／淨土，企圖以文字的純淨度還原一個原鄉﹔文字的煉

金，成為了李永平的「不得不」’成全了一個被拋擲者的宿命。然而這樣的作品，

必然被卑賤體一再襲擊挑戰﹔「卑賤體，是對永遠早已失落之『客體』進行哀悼

而釀成的狂暴。卑賤體擊破潛抑作用的圍牆和審判。它在恐怖的邊界，為自我找

尋力量泉源（原本，這邊界是自我為了求生存極力避開的），它為了自我，求助

於非我、驅力和死亡。卑賤，是（自我）通過死亡後的復生，是一種將死亡驅力

轉化為生命奔騰、跨入新的意義尋索途徑（ signifiance ）的煉金術 o 」 凶

由此看來，李永平最後的原鄉，就是他的作品／文字。他哀悼失落的現實原鄉，

所以他的敘事不斷再現犧牲／救贖的主題。但是犧牲／救贖的主題，追緝經典原

型不過是十字架上的流血耶穌一幅圖像，由此圖像渲染出的悲劇、諷刺與（被）

賤斥的氛圍感動生／心靈。於是，李永平的敘事自然也被定格，情節沒有能力行

它的神跡，唯有意象不斷渲染暈開，填充全畫，即使留白（「事件到了高潮反而

筆精墨簡，只用了中距離或遠距離的鏡頭來捕捉印象」 閻）處，依然在卑賤情

境之內，甚或是主峰。



原鄉在文字裡還原為「獄」’燃燒與沉默成就整個現實原鄉的頹落，也通過種

種魔怪意象／卑賤體的強力書寫，劃定想像中的原鄉的領土界限。內／外不斷地

辯証，而所用的武器就是卑賤，被劃出界限以外的，正是賤斥的發生，主體建立，

原鄉的圍欄。

這種以卑賤對抗卑賤的過程，是一種語言，使卑賤體由症狀轉入昇華。「詩意

的精華行為本身雖是個不潔的過程，但這是因為它防禦卑賤體的方法，恰是使全

身投入其中。藉著聲音與意義的模仿，卑賤體便被重複 0 ......但在其中對濫情、

惱怒、熱力和熱忱進行著配置、分殊、區別、授命，而又調和之．．．．．．。」 凶 （作

者強調）

通過卑賤體／魔怪意象淨化的昇華，李永平建構文字原鄉的敘事才宣告結束。

然而，被拋擲者不斷重新界定他的世界界限的努力，卻無法結束。所以〈吉陵春

秋〉以後，還有〈海東青〉、〈朱翎漫遊仙境〉再回到婆羅洲的〈雨雪霏霏〉。

近年李永平似乎只努力在他的翻譯工作上，李貴學說李永平自意荒廢了性命所繫

的小說正業凶 ，可見原鄉還在重建當中，也許尚末，也許不會，訴諸文字，但

是卻在思緒裡不斷流轉。

本文淺就李永平＜萬褔巷裡＞短篇小說，試探他小說的意象敘事，卻發現在濃

祠的意象原來還是「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猶如弗萊所說，意象的解讀是

總解的，以一推萬的，是一本文學作品當中包含了整個文學，而文學亦自成生命。

意象的解讀不過構成李永平敘事的「現象」，而「其意」在某個角落，卻「欲辯

已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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