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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的意義—— 

談《天河撩亂》及《丁莊夢》的家族／國族紀事與身體 

唐毓麗＊ 

摘 要 

吳繼文的《天河撩亂》與閻連科的《丁莊夢》都探觸愛滋病患，賦予愛滋病特殊

的意義，兩篇小說將世紀之疫與浩大的政治影響，把自然的身體與人為的身體(性愛的

身體或捐血的身體) 結合，形塑成一個難以逃離的「悲劇命運」。本文分成四個部分，

細論病患的意義。第一「政治、身體、政治化的身體」，從政治理論與身體論述探索政

治對身體的建構、干擾、控制與規訓，論述政治化身體的複雜意涵。第二「台灣身體

論：愛滋隱喻與白色恐怖」，論述《天河撩亂》中，性／性病與威權政治互為轉喻，皆

有致命的可怕性，暗示這是台灣兩代子民的悲劇命運。第三「中國身體論：愛滋隱喻

與威權政治」，論述《丁莊夢》中，中國利用威權政治的力量，透過捐血運動，轉變民

眾對身體的認知，凸顯愛滋病在中國已成為「集體絕症」的始末與內因。第四「疾病

的意義」論證兩篇作品，以悲劇呈現台灣／中國大陸的國族災難，呈現反思歷史、探

索政治的重要價值。 

關鍵詞：吳繼文、閻連科、愛滋病、身體論述、國族論述、疾病書寫 

                                                      
＊ 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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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政治浩劫與世界之疫 

愛滋病（AIDS），全名「後天性免疫缺乏症候群」（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成為二十世紀以來，最可怕的傳染病。1人類是愛滋病毒相當適合的宿主，

透過人類自然的性交、輸血、體液或垂直傳染，病毒可以成功地在人類族群中傳播下，

造成愛滋病感染的人數不斷攀升，死亡人數增多，已成跨世紀全球最棘手的疾病。愛

滋病成為世紀之疫後，愛滋病學也成為一個新興的研究議題，從傳染病學與公共衛生

學、人文社會學再跨越到政治學、大眾傳播學，都將病毒與人類錯綜複雜的交互關係

攤展開來，具體呈現各個愛滋病患在社會或政治中，相應的狀況。二十一世紀的讀者，

從繁複的文獻史料與論述中，有更多的機會，可以認識「世紀之疫」的複雜面貌。 

愛滋論述在台灣八○年代齊聚湧現，從社會學、醫學、人類學、傳播學或心理學

角度，不斷增衍成更深層的論述。在文學界，愛滋議題也受到同樣的注目，有多篇小

說直接探討愛滋病患，如白先勇《孽子》1983、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1984、黃

娟〈世紀的病人〉1987、陳若曦《紙婚》1988、侯文詠〈亂色調〉1989、顧肇森〈太

陽的陰影〉1990、朱天文〈肉身菩薩〉1990、許佑生〈岸邊石〉1992、平路〈世紀之

疾〉1993、紀大偉〈蝕〉1995、朱天文《荒人手記》1994、紀大偉〈香皂〉1996、李

昂〈血妝彩祭〉1997、紀大偉〈愛之辭典〉1998、吳繼文《天河撩亂》1998、履疆〈都

是那個祈家威〉1999、楊麗玲《愛染》2002、林俊穎〈雙面伊底帕斯〉2003、林俊穎

〈愛奴〉2003、白先勇〈Tea for Two〉2003 等。九○年代後，數量銳減，應與愛滋病

不再成為陌生的疾病有關。這些小說有個共同的特色，裡頭描述的愛滋病患，幾乎皆

具有同性戀者的身分，也可說明，臺灣文學中出現的愛滋病患，是建立在同性戀者的

形象之上。其中，李昂〈血妝彩祭〉與吳繼文《天河撩亂》中建構愛滋病患的形象非

常接近，可說是白色恐怖與極權政治下的犧牲者的另一種形貌。 

評論的方向也與創作的路徑息息相關，臺灣文學中的愛滋論述，是從時間的累積

                                                      
1 直到一九八四年，醫學界才證實 HIV-Ⅰ病毒（人類免疫不全病毒 HIV-Ⅰ；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Ⅰ,HIV-Ⅰ）是AIDS 的病原體，愛滋病人因感染HIV 而產生全身性的症

狀。威爾森(Jean D. Wilson)，吳德朗等譯，《哈里遜內科學》上冊（Harrison's Principles of Internal 

Medicine）（臺北：合記圖書出版社，1993 年），頁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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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而成，從讀者反應的論述中建構起來，正巧表明專業文評家看待同性戀者抱持的

立場。1995 年紀大偉發表〈冷酷的放逐：文學中的愛滋〉一文，以嚴肅的口吻提醒，

文學中執意將男同性戀和愛滋病婚配在一起，已是歧視；但輕忽男同性戀與愛滋病的

可能牽連，又是漠視，這是較早不以道德或「天譴論」角度，審慎分析小說中愛滋病

文化意涵的論文，極具價值。21997 年紀大偉又發表〈台灣文學中的男同性戀與流放〉

一文，提出在台灣觀察到的特殊現象：談到愛滋病時，總出現特殊的顧忌，與其說是

討論疾病，倒不如說那是接近一種談論身體的方式，可怕的不是病本身，而是談論方

式的內容，都探觸到了社會由來已久的性禁忌與道德判斷的緊張；雖寫了愛滋病，愛

滋書寫卻仍存在著禁忌。32004 年沈俊翔撰述碩士論文《九○年代台灣同志小說中的

主體研究》，特別以一個小節討論「愛滋病是不是同志的天譴」，發現《荒人手記》後

發表的多數小說，不再執信愛滋病是濫交者天譴的觀點，反對繼續挪用主流社會「愛

滋天譴論」的歧視角度，讓同性戀者承擔被污名化的罪咎，加深同性戀者與濫交、敗

德行為間的鎖鏈關係，達到教訓、警示與譴責的企圖。4他發現一些作品轉化愛滋即死

亡的文化隱喻，透過科幻或言情的敘事形式，以強勢的同志文本建構更激進的言說與

                                                      
2 紀大偉，〈冷酷的放逐：文學中的愛滋〉，《婦女新知》163 期（1995 年），頁 9。 
3 紀大偉，〈臺灣文學中的男同性戀與流放〉，《當代臺灣情色文學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1997

年），頁 155。  
4 《荒人手記》中，阿堯是特立獨行的酷兒代表，是「行走於街頭的正片人物」，而荒人卻是「藏

身於幽暗櫥櫃裡的負片人物」，總畏於流言自縛於感傷的情緒，成為主流文化影響下內化最深的

同志。阿堯把同性戀行為當成性的真理，追求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與快樂的方式，創造出新的人

際關係與生活空間，卻也因此感染愛滋病。荒人困於世俗評價，連帶輕視阿堯與他認同的色情

國度、雜交放浪的生活習性，認為愛滋與雜交放浪的罪惡脫離不了關係，所以他要阿堯懺悔，「依

照荒人的邏輯，阿堯因愛滋而死是因為他『雜交』的生活型態，而不是沒有履行『安全性行為』」。

朱偉誠，〈帶餓思潑辣：《荒人手記》的酷兒閱讀〉，《中外文學》第 24 卷，第 3 期（1995 年），

頁 141-152。紀大偉認為荒人看待他人的痛苦有「視為奇觀」的惡意感受，「對待愛滋病，荒人

的態度也順從主流媒體的意見，將此病視為奇觀(spectacle)，似乎與自己無關、而是濫交者的天

譴；荒人絲毫未察覺這些都是異性戀社會製造的偏見，而只知被動接受，不加質疑」。紀大偉，

〈在荒原上製造同性戀聲音──閱讀《荒人手記》〉，《島嶼邊緣》第 4 卷，第 2 期（1995 年），

總 14 期，頁 81-88。但要進一步說明的是，荒人雖以主流文化的「譴責論」看待老友，卻不至

於有惡意的態度。但荒人不迴避異性戀霸權塑造的種種神話，還盲信異性戀的優越之處與錯誤

認知，認為愛滋是「致命殺傷力，末世紀的黑騎士」，在同志最受污名與栽贓的議題上，竟向天

譴論施暴者靠攏，頗令人困惑。 



 
 
 
 
 唐毓麗 興大人文學報第四十九期 

148 

反抗空間。5承續類似的觀點，2010 年甘炤文撰述〈台灣當代男同志小說中的愛滋書

寫與變異想像—以白先勇、林俊穎、紀大偉作品為例〉，認為三位作者以書寫行動各

自解構受異性戀宰制的權力結構、性別政治，有心將愛滋病此種慢性疾病，建構成全

球性的災難，並進一步把同志身分連結成想像的共同體，闡述疾病所造成的精神灼傷

與災難，已將小說凝塑出另類的反抗力量。6這些研究成果，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價值。 

吳繼文為文壇資深編輯、詩人、小說家、文評家與翻譯家，1996 年出版長篇小說

《世紀末少年愛讀本》即大膽探索曖昧的性別傾向，以男女特質兼美的少年之浮華人

生，對特異族群投以特別的關注。《世紀末少年愛讀本》以豔異耽美的筆法，探索清末

男同性戀的愛情與慾望，引起極大的矚目，多次被收入同志或酷兒文學選本，被評為

開創酷兒書寫的歷史向度。 

在 1998 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天河撩亂》，將世紀瘟疫與白色恐怖、情慾、變性、

亂倫共治一爐，別具特色。小說描述的是台灣家庭的故事。時澄的父親（養父）為南

投醫生，姑姑（原是叔叔）成蹊在日本經營性酒吧。他的生父成淵，以二伯父身份相

稱。成淵參與南投糖廠的讀書會，在白色恐怖時期，他被當成是異議份子受到追捕，

只好居無定所地到處逃亡。一夕間，一個亟欲改造社會的知識份子，他的社會改革者

的信仰崩解了，他到處躲躲藏藏，命在旦夕，只能定期跟家人約在火車上見面。在信

心崩毀、慾望高漲之際，他要求他的弟媳婦，也就是時澄的母親與他發生性關係，後

生下時澄。成淵被抓後，關在綠島，時澄家族刻意隱瞞性╱政治相互滲透、干擾、牽

制的「醜事」，成淵在政治禁忌與亂倫關係備受訾議的身分，自此成為家族刻意遺忘的

一員。時澄的父親為了躲避家族祕辛的糾纏，更帶時澄前往日本，一個家庭就此崩毀。

時澄年少時輕浮墮落，後來發現自己的同性戀傾向，歷經幾段同性愛戀的試探，最後

感染了愛滋病。他後來得知家庭神話早已破壞，接受了自己的身世，在佛法的世界中

參悟了大道，看著自己病弱的身體，也諒解了一切。 

                                                      
5 沈俊翔，《90 年代臺灣同志小說中的主體研究》（臺南：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頁 72-75。  
6 甘炤文，〈臺灣當代男同志小說中的愛滋書寫與變異想像—以白先勇、林俊穎、紀大偉作品為

例〉，《現代性的省思：災難預防與重建—靜宜大學第十一屆現代思潮全國學術研討會》（沙鹿：

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出版，2010 年），頁 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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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小說描寫的清一色是中產階級的生活樣貌，顯示兩代台灣人對於政治與理想

的不同追求，以別出心裁的方式，探索性別認同與國族創傷如絲如縷的微妙關係。小

說指涉的時間跨度約莫有四十年，從白色恐怖時期政府查禁叛亂人士開始，成淵逃亡，

並與時澄母親發生關係，生下時澄；直到澄赴日探望病重的姑姑，最後完成姑姑葬禮

為止，以平行的方式交錯時澄與成蹊兩人的成長故事。更抽絲剝繭地解開歷史的迷霧，

原來同志的漂流與離散（diaspora）經驗，全與家族在白色恐怖時期隱藏的巨大秘密息

息相關。這篇小說以成長小說的形貌，扣合時澄與成蹊自我追尋的旅程，嘗試探索國

族的陰影與傷痕，拓展了同志小說在情慾主題之外，更豐富多元的面向。  

小說以獨特的敘事，將愛滋病患的家族史與同性戀者心靈的追尋史及地質學家的

拓荒史、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生命史共治一爐，呈現愛滋病患者漫長的心靈軌跡。在題

材呈現與結構形式上都呈現嶄新的面貌，頗為可觀。但《天河撩亂》出版時，出版商

及評論者討論的重點，多放在作品的半自傳性上：有評論者認為，小說的故事脈絡，

顯然是作者自身的半自傳書寫。7有評論者注意到作家在散文中洩漏的內容，與小說有

若干重疊之處，強化了作品濃厚的自傳性質，可惜這些論文，並未涉及疾病可能蘊含

豐富的訊息。8比較重要的論文，如王德威注意到小說刻意以隱晦的方式，觸及愛滋病

議題，將歷史、情慾與政治混雜，開展出少見的文學光景。9徐國文的論文，談論的面

向也廣，認為作品企圖以死亡召喚更強大的言說系統，以變異的身體（跨性別身體與

HIV 陽性的身體）為敘事主軸，巧妙的將 228 事件的國族創傷、家庭歷史、同性戀、

跨性別、愛滋病與性工作安插其中，讓酷兒（Queer） 的存有樣貌從傳統敘事中突圍，

直達死亡邊界的方式，在死亡書寫的號召中，召喚更龐大的言說系統，是少數闡明私

人家族史與集體歷史交相影響的重要論文，可惜受限於主題，未能針對身體所牽涉的

政治或疾病的隱喻，有更深入地闡述。10所謂前修未密，後出轉精，正為本文提供不

少重要的意見。  

                                                      
7 陳建志，〈《天河撩亂》觀照游離生命〉，《中央日報》，第 22 版，1999 年 4 月 9 日。  
8 王浩威，〈心理與文學—個人與家的拔河〉，《聯合文學》第 16 卷，第 3 期﹙2000 年﹚，頁 126。   
9 王德威，〈宗教的誘惑，情慾的救贖：評吳繼文《世紀末少年愛讀本》〉，《眾聲喧嘩以後》（臺北：

麥田出版社，2001 年） ，頁 105。  
10 從小說內容看來，徐國文似乎有些誤解，小說討論的國族傷痕，應是 50 年代的白色恐怖事件，

而非 228 事件。徐國文，〈變異身體與家國書寫的互文：《天和撩亂》的酷兒敘事〉，《文化研究

月報》57 期，（http://www.cc.ncu.edu.tw/~csa/journal/57/journal_park438.htm），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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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幾年來，中國大陸的學術界，漸次浮現對愛滋議題的探討，但少有小說作品

針對愛滋病做深入的闡述。作者閻連科為完成小說，前後造訪自己的故鄉河南七次，

以小說形式呈現他對愛滋病成為人間浩劫的深入觀察。11小說陳述一個窮困平靜的村

莊，在官方的動員下，勸誘莊民捐血的故事。縣教育局長鼓動農民賣血致富，與私人

抽血站的血頭一同謀取暴利，獲取高額利潤。近十年後，村民紛紛爆發了愛滋病，死

傷無數，成為可怕的愛滋村。疾病帶來的災難性影響，讓整個村落幾乎滅絕。此篇小

說的內容，相當令人震撼，除探討愛滋病此禁忌話題之外，更有強烈的政治批判。 

閻連科是一個頗受矚目的鄉土文學作家，也是一個勇於創新的小說家、文體家。12

在早期作品中，他就留心到：疾病是人類共有的生活經驗，也因如此，他常在小說中

安排可怕且致命的「疾病」，藉疾病將人類推向特殊且備受威脅的生命情境，被迫苦思

惡疾帶來的生存危機與考驗。也因如此，他的作品總以最原始單純的樣態，呈現生存

的殘酷與現實。縱觀閻連科的作品，涉獵疾病主題的作品，佔了很大的比例，在〈瑤

溝的日頭〉寫大姐的腰痛，在〈大校〉寫女人的瘋病，《爬樓天歌》寫利用骨頭入藥治

療智力殘疾的可怕案例，《日光流年》關注喉堵症與性病、《受活》裡探索聾啞盲瘸的

殘疾人士，《風雅頌》觸及精神病，這幾篇小說幾乎成了探索疾病的文學百科全書。《丁

莊夢》更特別，小說時間跨度約有十來年，從暴發可怕的熱病開始回溯，十年前，在

縣幹部號召下動員捐血的罹病始末。通篇聚焦在愛滋病上，以特殊的角度，描述一群

農民集體獻血、集體感染愛滋，最後集體死亡的悲涼寫照。 

《丁莊夢》除了描述許多丁莊人的故事之外，更聚焦在丁家人身上，闡述愛滋病

發生的緣由與過程。國家推行賣血政策，大力鼓勵農民加入賣血的行列。丁莊上住滿

窮極一生的農人，多數人都懷抱著發財富裕的「丁莊夢」。丁水陽這一代的丁莊人，都

跟著老村長務農，一生過的貧困而拮据；他的子嗣丁輝、丁亮與所有丁莊人，都窮苦

怕了，想從賣血事業中，闖出一番新天地。農民瘋狂地賣血，又不講究衛生與防疫，

                                                      
11 李冰，〈閻連科：有三種人不適合看《丁莊夢》〉，《北京娛樂信報》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book/2006-01/25/content_4096220.htm. ）

，2006 年 05 月 06 日。 
12 《堅硬如水》狂歡化的語言，令人過目難忘，《受活》正文和絮言相互補充和映照，《丁莊夢》

交雜了夢境與現實的交會，都讓人耳目一新。閻連科、蔡瑩，〈文體：是一種寫作的超越——閻

連科訪問錄〉，《上海文學》第五期﹙2009 年﹚，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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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病原蔓延，最後促成丁莊居民的罹病與死亡。小說刻意直指黑色瘟疫的蔓延，與

國家的政治政策與積習已久的國民性脫離不了關係，批判意味非常強烈。 

總結幾年來的學術成果，目前學界關於《丁莊夢》疾病敘事的評論，可分成三個

面向：其一將疾病比擬為威脅人類生存最大的困境，作存在主義式的探討，這類論文

詳盡描述病患「急速往死亡走去」的歷程，一方面凸顯了世紀絕症的恐怖，另一方面，

也積極闡述病患不得不以面對生命最基礎、最真實的需求，作為生命最後時日的安排，

藉此闡釋生命的真義。13又如朱玉方提出，《丁莊夢》與其他幾篇小說一樣，閻連科把

底層人物同樣置於極端的生存狀態，通過環境和生命的衝突，讓人與苦難的搏鬥成為

有意義的存在形式，這始終是作者著意苦難書寫的真正用意。14其二關注於人性與國

民性、地域性的角度，追索罹病之因。薛強強認為《丁莊夢》雖描述愛滋病，卻不侷

限於愛滋病本身，連帶透過鄉村政治與文化格局，將人性惡的拷問推向了極致，延續

作者從創作初期的路徑，即毫不躲避對惡的觀察態度。15金五魁同樣認為小說藉著愛

滋病的蔓延，上演一場偷盜、掠財與爭權的人性之舞。16費團結認為，愛滋病體現了

中國國民性的病徵，暗示作品所描寫的洋病，其實具有本土性，它的特殊性體現在丁

莊人盲從、迷信、愚昧無知的一面，不論是賣血或罹病都顯示頑固的劣根性。17其三

把論述的聚焦擺在敘事策略與修辭上。閻連科在中國被認作是一個文體家，每一篇小

說都企圖創造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奇觀，《丁莊夢》交雜了夢境與現實的交會，出現奇

特的樣貌。18 

閻連科完成《丁莊夢》，被譽為「中國第一篇描寫愛滋病的長篇力作」。閻連科在

序言提及：「愛滋病是當今威脅人類最大的傳染疾病，關注愛滋病問題，關注人類自身

的生存環境和命運問題，乃是這部作品的主題，也是我們今天不容逃避的嚴峻現實」。

                                                      
13 姚曉雷，〈侉子性——河南鄉土小說呈現中的一種民間個性〉，《當代作家評論》第 3 卷﹙2003

年﹚，頁 134-144。 
14 朱玉芳，《黃春明與閻連科苦難書寫之比較》﹙中壢：國立中央大學九十八學年度中國文學博士

論文，2010 年)，頁 138。 
15 薛強強，〈為了人的完整性《丁莊夢》的社會意義〉，《知識經濟》第 6 期﹙2010 年﹚，頁 147。 
16 金五魁，〈論閻連科小說的死亡暴力敘事〉，《宜賓學院學報》第 10 期﹙2009 年﹚，頁 33。  
17 費團結，〈《丁莊夢》中國和人類的夢魘〉，《名作欣賞》第 3 期﹙2010 年﹚，頁 40。  
18 閻連科、蔡瑩，〈文體：是一種寫作的超越——閻連科訪問錄〉，《上海文學》第五期﹙2009 年﹚，

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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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06 出版後，在中國境內引起很大的騷動，也因牽涉敏感的愛滋病與政治議題，小

說成為禁止宣傳與談論的禁書。20探索此篇小說的政治與疾病意涵，顯然具有重要的

意義。     

本文發現，這兩篇小說巧妙地將世紀之疫與浩大的政治影響串連，把天然的身體

與人為的身體(性愛的身體或捐血的身體)交相夾纏，創造出獨特的意義，形塑一個難

以逃離的「悲劇命運」，推動小說人物，一步步走向他們的死亡考驗。本文將援引政治

理論與身體論述的觀點，論證兩篇小說中愛滋病毒的侵擾，難與政治因素切割。一則

是彰顯在威權政治的影響下，新一代台灣之子在政治恐怖中成長，透過隱微的方式，

利用另類同性性愛，作為對陰鬱時代最直接的叛逃舉措；另一則是批判威權國家盲目

追求現代化經濟所施行的政治政策，利用意識形態的宣傳美化「販賣的身體」、「販賣

的血液」，最後造成無法計算的血肉付出與疾病感染，殘殺了丁莊人。兩篇小說都把身

體帶進疾病台灣／中國的思考，置入政治、環境、歷史、時代背景的深度思索，值得

重視。 

本文將繼續論證，這兩篇作品，雖以不同的角度探索愛滋病，卻不約而同，選取

政治的角度，闡述疾病的隱喻意涵，將政治疾病化、疾病政治化，擴大了疾病文學或

政治文學原有的版圖。這兩篇作品，絕不單純敷陳世紀之疫愛滋病，所帶來的虛弱與

死亡恐懼，而是深入地披露政治影響，竟是具體而微地改造人的身體或性向認同，造

成不可想像的後果。政治之羅網，終究成為主宰身體之安危、身體之形貌，最具影響

力的幕後黑手。不論因賣血或不安全的性交染上愛滋，疾病意外地揭開病人的私人歷

史，如何百轉千迴地捲入國族歷史的漩渦，以身體的傷痕，銘記了時代的傷痕。這兩

篇作品，對極權政治與威權政治的影響力，作了深度的刻劃；卻未讓指控政治的力道，

凌駕於發掘生存的意志之上。在揭穿政治力的毒害之後，轉而對人的集體命運，產生

更高的凝視。從而在作品中，建構強韌的生命力，從批判上揚到命運的俯視，體現生

命的頑強之處。本文將闡述雙作把將政治疾病化、疾病政治化之後，最特異的貢獻。 

                                                      
19 閻連科，《丁莊夢》(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 年)，頁 2。 
20 2011 年中國大陸上映的電影《最愛》，導演顧長衛明顯以《丁莊夢》的故事情節當作本片底本，

陳述農民罹病的痛苦與掙扎、自私與盲目。影片特別聚焦在丁亮與玲玲的愛情軸線上，敷陳二

人不畏懼罹病的痛苦，生死相依的堅貞感情。電影最後以玲玲捨身為夫、丁亮自殘殉情，做為

淒美愛情故事的結尾。唯電影播映時，並未在影片中標示出任何關於原著或閻連科的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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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極權政治或威權政治當道的時代，國家的統治者非常善於利用政治的力量，去

掌控人民，讓他們臣服在「國家承諾保障人民利益」、「人民向國家效忠絕對服從」的

關係當中，從而產生一種從上而下的強制關係。國民黨政府自大陸戰敗撤退來台後，

嚴格實行威權政治，亦曾在全台如火如荼地展開政治獵殺行動。五六○年代，台灣社

會正陷入一段政治暗殺高峰的白色恐怖時期。中國在毛澤東過世後，進入「後極權式

威權政體」。21共產政權在邁向後新時期時，雖解放經濟的閉鎖局面，企圖追求現代化

的革新；但在國家政策與意識形態上，仍執意建立一個黨政合一、以黨意志與政治決

策凌駕一切的威權勢力，依舊阻礙中國百姓踏入民主、人權、進步時代的可能性，衍

生出許多令人驚駭的浩劫。本文將這兩篇愛滋小說並置的主因，在於雙作分別利用兩

個威權政體－台灣國民黨主政的五六○年代與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後新時期，強調威權

政治帶來的傷害，已波及到家族與身體更深廣的層面，造成無法彌補的影響。雖然小

說跨越不同的時期、討論不同的政黨勢力、指涉不同的歷史災難，卻同樣聚焦在人民

不可違抗的悲劇上，以辯證威權政體的本質就是——運用威權組織，透過政治化與官

僚化的體制來壓制人民。在這樣的基礎點上，本文討論兩篇愛滋小說，顯然具有深遠

的意義。 

這兩篇小說正提供一個極好的反省與對照的出發點，以台灣的特殊歷史和中國的

特殊政治來解析疾病的意義。從施行三民主義的台灣五○年代所進行的戒嚴政策，以

及信奉共產主義的中國雷厲風行推動的獻血運動，各自塑造何種國族化的身體？對國

民身體產生何種影響？在身體的建構上有何改變？思考台灣與中國的政權，如何安置

國民的身體？如何馴服國民的身體？如何透過徹底的懲罰機制，掌控人們的身體與理

念？被判定為叛國亂黨的國民，如何安置自己的身體？人民如何以複雜的姿態，多變

的樣貌，在規訓的身體與慾望的身體穿梭，表達自己？身體的存在，以血肉之軀，如

何對威權的控制表達出耗損的作用？對整體政治行動產生牽制的影響？如何看待疾病

在身體論述中的意義，如何闡述疾病與國族議題交會的意義。本文將企圖從國族理論

與身體論述提供不同的角度，思考並回應這些複雜的問題。本文分成四個部分，細論

病患的意義，第一「政治、身體、政治化的身體」，從政治理論與身體論述，探索政治

對身體的建構、干擾、控制與規訓，論述政治化身體的複雜意涵。第二「台灣身體論：

                                                      
21 趙建民，《威權政治》(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4 年) ，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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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隱喻與白色恐怖」，論述《天河撩亂》中，性﹙性病﹚與威權政治互為轉喻，皆有

致命的可怕性，暗示這是台灣兩代子民的悲劇命運。第三「中國身體論：愛滋隱喻與

威權政治」，論述《丁莊夢》中，中國利用威權政治的力量，透過捐血運動，轉變民眾

對身體的認知，凸顯愛滋病在中國已成為「集體絕症」的始末與內因。第四「疾病的

意義」論證兩篇作品，以悲劇呈現台灣／中國大陸的國族災難，呈現反思歷史、探索

政治的重要價值。 

二、臺灣身體論：白色恐怖與愛滋隱喻 

從病理學的角度看來，追究愛滋病的症狀與傳染途徑，可以發現它被世人當成世

紀之疫或世紀黑死病，主要由於病毒的幾種特質所致，連帶助長了疾病的恐怖性與致

死性。愛滋病在醫學治療上顯現多重的意義，其一，它造成抵抗力的崩解，削弱了病

人的防禦其他病源的能力，讓病人感受到身體不適的痛苦。其二，病毒潛伏期很長，

使得愛滋病變成可怕的、看不見的殺手。其三，愛滋病只能透過直接傳染而散播，這

不再只造成個人的煩惱，也成為傳染學的公共議題。其四，愛滋病可透過性關係傳染，

這也使得性愛關係，蒙上了死亡與恐懼的陰影。22《天河撩亂》中，主角時澄感染此

症，是經由性關係傳染。《丁莊夢》所有的愛滋病患，大都是透過輸血傳染病毒，最後

促成死亡的悲劇。兩篇小說或藉由性關係或輸血媒介探索愛滋病，擴充了以往我們對

於愛滋病理學的認識，從性愛接觸到輸血接觸，從私我到國族，從身體到政治、從台

灣到中國，豐富探索人的身體所言傳的多元意義，始終難以脫逸於社會權力及政權政

治的控制與影響，利用愛滋病的隱喻，做了最完整的闡述。 

美國文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特別關注疾病與文化的相關議題，在《疾

病的隱喻與愛滋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一書中梳

理各式文本與文學中的疾病描寫，發現疾病被賦予層層隱喻。她以宏觀視角，討論疾

病的歷史以及被書寫的歷史，思考「隱喻」﹙metaphor﹚引起的各種影響。我們不難發

現作家筆下書寫的疾病，它與現實經驗存在著多重對話的關係，文學與現實之間的關

                                                      
22 愛滋病主要感染的途徑，可經由性關係與體液的交換，或輸血及針筒傳染、垂直感染，造成口

腔、肛門或陰道而感染。葉肅科，《健康、疾病與醫療》（臺北：三民書局，2008 年），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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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向來一直是個值得探究的領域。隱喻思維不但是人人皆有的認知能力，創造隱喻

更是文學家得天獨厚的專利。愛滋病作為這兩篇小說的重要主題或題材，首先傳達的

訊息便是：這是人們不尋常的人生經驗。因文學中疾病的功用，積極地創造了一個隱

喻(象徵)，用來強調個人——疾病——社會的已出現病態的三角關係，突顯病人和他

周圍世界的關係變得特殊了，也改變了原來的生活方式，疾病的發現與誕生，顯然具

有重要的意義。這兩篇小說也透過「愛滋病的發現與誕生」的情節，引導主角與罹病

的人物進入了一個不同的世界，利用政治疾病化、疾病化政治的手法，探索台灣子民

與中國子民與政權政治的複雜關聯。 

《天河撩亂》整個故事橫跨了四十幾年。小說中倚賴飄忽的記憶與駁雜的印象，

透過淡定的敘事口吻，拼湊時澄在死亡前夕，顛簸不安、離散漂泊的一生。小說利用

倒敘的手法，陳述成蹊生病，時澄到日本探病，時澄自己也因愛滋病發，體弱衰微，

拖著病體參加完成蹊的葬禮，與川上鴻史告別而結束。小說更從成蹊與時澄二人生命

史的追溯，側寫台灣從戒嚴白色恐怖時期到解嚴之後，姍姍來遲的民主軌跡與政治陰

影。 

我們持續探索對照時澄的罹病經歷，不難發現，時澄的誕生，他的成長經歷，他

的自我啟蒙歷程正與家的逃離過程、性的啟蒙歷程與威權政黨的多重控制勢力，無可

避免地重疊起來。時澄出生到出國前的階段，似乎指涉台灣陰暗、恐怖且詭譎的五○

年代末期，亦是最肅殺的白色恐怖時期。時澄的誕生，不只成為家族的醜事、亂倫的

禁忌，也可說是白色恐怖勢力掌控的時代受監控的身體，政治受害者最盲動的反擊。 

白色恐怖時期，執政者動用國家機器，全面維護執政者的利益。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在〈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Ideological and State Apparatuses）

一文界定國家的性質為一架鎮壓性的機器，認為國家除了存在「鎮壓性的國家機器」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之外，還存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他把政府、行政機關、軍隊、警察、法庭和監獄這些「以暴力方式產生

作用」的機構都稱作「鎮壓性國家機器」，利用肉體鎮壓的方式控制百姓；而把宗教、

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會、傳播與文化的機構稱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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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的方式散播「意識形態」。23國民黨執政初期，建立起黨國合一的體制，雙管齊

下同時監控人民的身體、行動與思想，徹底掌握國家實權。為肅清異己，大力追捕共

產主義者與台獨運動者。 

國民黨在 1950 年代，逮捕最多政治犯。這時，國外情勢詭變，美蘇對峙、韓戰爆

發，國民黨政府開始獲得美國的支援，轉危為安確定領導中心後，開始積極地整頓內

部，也拉開白色恐怖壓制異己可怕的鎮壓行動。當時，知識分子對於時政極度不滿，

參與地下組織與運動，表達對國民黨的反感，這段錯綜複雜的歷史，交織著台灣史與

世界歷史交錯牽制的意義。24時澄的生父成淵，當時參加糖廠的讀書會，從層層管束

中突圍，成為反抗極權、反抗政治的參與者，以一個不接受同質化、乖巧馴服的身體，

對打擊異己的家國制度提出反抗。小說對於參與讀書會的情況描述不多，也未描述他

逮捕入罪的原因。從他的案件，雖然無法窺探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的全貌，卻可從他參

與讀書會，馬上面臨一連串政治整肅、司法審問與入獄的模式，看到當時威權勢力介

入司法的嚴密結構。被警察通緝後，這個原本充滿理想的知識分子，離開了安逸的家

庭，開始不斷逃亡。軍警闖入家中搜捕，造成家人的不安與恐懼。成淵被貼上「亂國

叛黨」名銜，成為犯人。在風聲鶴唳的通緝之下，命在旦夕的恐慌，他與時澄的母親

發生親密的關係，生下時澄。這段經歷，足以呈現在政黨勢力追緝下，「亂國叛黨者」

受監控的身體與原欲鼓動身體的騷亂，身體在慾望、倫理戒律與國家控制相互競逐的

緊繃盲動狀態。他放任原欲的衝動，在性的釋放中，也獲得喘息的空間，不正說明了

身體的原始與慾求，也會對政治的壓力產生一定的抵銷作用。25發生這些事件，也讓

這個因政治因素崩散的家庭，再次因破壞倫理的行徑，變得更靜默潰散。此狀態亦呼

應故事的主軸，再次點明小說將性╱政治相互依恃、牽制的關係，毫不保留的暴露出

來，利用成淵與時澄母親在政治肅殺期間發生的性關係，與時澄自身的尋父（家國隱

喻、血緣的父親）vs 尋找自我（身體自我、情慾自我）旅程，把政治與情慾串連起來，

                                                      
23 阿圖塞(Althusser)，杜章智譯，《列寧與哲學》（Lenin and Philosophie），﹙臺北：遠流出版社，1990

年﹚，頁 164。 
24 張炎憲，〈導言：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北：臺灣

歷史學會、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9 年），頁 7。  
25 黃金麟，《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 1928-1937》（臺北：聯絡經出版社，2005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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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複雜的演繹。 

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的監禁無處不在，特務分子透過不斷的稽查與監控，成為時

澄整個家族的痛苦來源。伯伯成蹊原是男兒身，在家庭遭逢巨變之後，為了活的真實

坦誠，他離開家園，在日本停駐下來，完成變性手術後，以新的身體，面對她的家庭

與世界。小說雖未明言，成蹊離開家鄉與成淵被逮捕是否具有時間上的先後或因果關

係，卻將兩人的身體，都當作「異端」看待，他倆成為家族記憶中，必須剔除的隱痛；

成為家族照中，見不得人，必須刪除的屈辱。闖了政治大禍的成淵，逃亡不久，被抓

入牢中，以「亂國叛黨者」罪名接受懲罰，關入綠島。「變性的成蹊」與「叛亂的成淵」

二人，一個因違逆的身體與性向，另一個因規訓受罰的身體與經歷，同樣成為家族的

禁忌，二人以身體，違逆了家族主義、國族主義的控制。二人脫逸於常人的經歷，帶

給時澄極大的震撼。他在情感上越來越認同姑姑，越來越憎惡成淵，他與出軌的父親、

沉溺於抱怨的母親越來越疏離，他「感覺到姑姑的身體就是他的靈魂」。26他的認同感，

讓他走上同志崎嶇的探尋之路。 

在政治與身體交互建構的關係上，小說提供許多豐富的觀察點。在成淵出獄前夕，

父親帶走時澄，讓他與姑姑同住，也開啟他政治思維與性愛試探的啟蒙。他與川上鴻

史交往，也受到他政治思想的啟蒙，他的身體開始享受性愛的洗禮，在性愛中，身體

以享樂與歡暢表達它的私密語言。他回到國內，台灣的政治氛圍仍是風聲鶴唳、壓抑

禁制，黨政軍特的國家機器不斷監視校園，就連學生的信件，也盤查的非常森嚴。時

近 1978 年前後，蔣經國正大肆發動媒體造勢，準備接班。時澄的叛逆行徑，被調查

人員當成問題學生，懷疑他是思想犯，「信裡充滿批判的字眼，包括還幾次提到正發動

媒體造勢準備接班的蔣經國的名字」。27他的身體和思想此後受到更嚴密的監視與關

注，更驚嚇了家人。為了逃離這些監控，時澄不再利用信件表達他的憤怒與反抗，他

讓自己的身體馴服下來，他知道他無法得到他想要的自由：身體依舊受到極其嚴厲的

權力控制，那些權力強加給他各種壓力、限制與義務，他沒法反抗。28新一代台灣之

子不再以具體的行動反抗政治，他讓自己的身體從國家共同體逃出，從家庭管束中逃

                                                      
26 吳繼文，《天河撩亂》(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7 年)，頁 267。  
27 同註 26，頁 157。  
28 傅柯，《規訓與懲罰》（北京：三聯出版社，2003 年），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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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以做愛狂喜的身體，來抵抗一切。小說明顯將公領域的歷史史實與私領域的生活

變故刻意交錯，凸顯時澄生命與行動的特殊性。他以不被認同的異質性身體﹙男同性

戀的身體、販賣的身體﹚回應所有同質性身體﹙中產階級式的禁慾身體、無慾的身體、

馴服於政治命令的身體、異性戀的身體、家族主義下倫理的身體、不可被議價的身體﹚，

言說他的存在困惑與苦悶，放膽過著以身體為工具的男妓生活。29他在性與金錢的流

域載浮載沉，「在那些彼此以體液與體亦相濡以沫的日夜，他一次又一次試著讓身體僅

僅只屬於身體」；30他以身體作為作亂的工具，對失溫家庭進行冷感的回覆，也是對那

個時代虛無麻痺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lling)的直接回應，更是對凡事政治化的威權

政治的終極叛逃。 

肉體的感受似幻似真，但尚未勘透它之前，它是生命的迷霧、謎樣的湖泊。小說

安排兩人成蹊與時澄先後經歷疾病與死亡的威脅，這非常接近我們對巴塔耶﹙Bataille﹚

對欲望經驗的詮釋：刻意顛倒性和死的秩序，認定死可催化自我與自我意識的誕生，

而人的自我與自我意識往往是在性中，在神秘的巔峰經驗中，找到它的死亡和結局；

死與性，這種對立的體驗形式，以彼此連續的方式成為一種巨大的糾纏的連續體，透

過相互撕裂方式而得到整合。31這樣的極致體驗，正是行經死亡之蔭的成蹊與時澄二

人，從政治風暴中尋回自身的存在感，對自己身體進行最終極的占有形式。 

身體在此不只是社會結構和權力運作的結果，也可能成為挑戰結構和權力的來

源，生物需求與自然慾望或紊亂法紀可能干擾權力的控制，也可能突顯自覺的反抗；

身體以不言自明的方式，呈現它就是社會建構的一個過程與結果。32他以情慾的身體、

交易的身體，違反國家善良風俗的法紀、背叛家庭主義、觸怒中產階級節慾的價值觀，

或許是企圖找回被國族主義與崩毀家庭吞食的生命經驗，也或許是一種無能為力的自

虐行徑，導致後來的自殺。 

                                                      
29 此處必須指出，時澄生於 50 年代後，他回到台灣後開始了一段沉淪的歲月。就文中情節與時序

推算，應小於二十歲。但小說明指沉淪的這段時間，正是蔣經國大肆發動媒體造勢，準備接班

的年代，應指涉 1978 年前後。但照時澄出生的時間估算，1978 年前後時澄應多於 20 歲，小

說前後時序的安排，似有不可忽略的矛盾。  
30 同註 26，頁 166。  
31 汪民安，《色情、耗費與普遍經濟—喬治．巴塔耶文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年) ，

頁 4。  
32 同註 25，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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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時澄身上的悲劇，不僅是一個家庭的悲劇，更凸顯時代與國族的悲劇，那

是五○年代黑暗肅殺的政治所促成的人倫動亂。他錯認養父為生父，他敵視他的生父，

他不知道生母竟與生父一起闖下亂下亂倫大禍，他不理解父親與母親的隔閡，來自於

這個痛苦的事實；他不清楚父親為何拋棄母親，移情別戀，也不能明白母親為何老以

控訴者的姿態，蒼白抑鬱地度過一生。他不知道家人為何從不談起二伯成淵和成蹊的

事情，只知悉部分姑姑的秘密，不能全然理解姑姑從性愛傾向上、性別上徹底改變的

決心，與不再回鄉﹙國﹚的選擇有何關聯。他在家與國之間飄遊，恍如孤兒。時澄的

形象，重疊了許多台灣小說之子的形象，恍若孤兒，在自身的家國民族的災難裡，遍

嚐無家可歸的經驗，流離失所的精神狀態。33 

小說刻意將成淵與時澄兩代台灣子民作為對照，凸顯出時代的差異。父親擁有顛

覆體制的叛亂身體，觸犯人倫的淫亂身體，而時澄擁有的是情慾的身體，冒險的身體

與悟道的身體。《天河撩亂》以少見的同志生命歷史，凸顯政治氛圍與情慾身體的扞格。

小說曾多次暗示，時澄與成蹊命運發展的近似性，時澄認定他倆在異性戀父權關係突

圍，時澄就像是另一個成蹊，深知身體雖是權力與知識、文化的產物，也可能是個體

生命叛變的唯一依據，他們跌跌撞撞以肉身流亡尋找「生命之湖」的答案，也成為異

性戀文化的叛變者。 

時澄生命曾逢遇多次灰暗低潮，所幸，《漂流的湖》這套書拯救了他。「漂流的湖」

既是書名，一語雙關地，也是這本小說時空背景與人物心理狀態的具體描寫，更富有

深刻的象徵意義。當他自殺獲救後，在醫院意外認識了中研院民族所的學者施先生，

他把一本傳奇的拓荒史、地理探勘與開鑿史，六大本的筆記本《漂流的湖》送給他。

時澄透過閱讀，與故事中的拓荒者、冒險家與敘事者結合為一，把多年來蠶食他生命

力的東西，不快樂的魔咒給釋放，開始展開不一樣的人生，他的命運也串連起「漂流

的湖」追尋者的豐富象徵。 

《天河撩亂》善用愛滋病因「性愛」接觸而染病的傳播方式，隱喻性愛行動與身

世追尋，具有積極的正面意義，也帶有濃厚的存在主義式的探索精神。小說利用「漂

泊的湖」與《天河撩亂》的書名互為隱喻，凸顯人生探索的不確定感。雖以悲劇形式

                                                      
33 如同郭松棻小說中抑鬱的台灣之子。參見黃錦樹，《文與魂與體 論現代中國性》（臺北：麥田出

版社，2006 年），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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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人間苦痛，卻具有療癒國殤、慰解家庭創傷的積極價值。作者雖坦白，加入《漂

泊的湖》的相關篇章，是因他沒有信心陳述十萬多字的故事，必須附著在《漂泊的湖》

之上進行重組或改寫，才能彰顯出故事內部形而上的對照意義。這雖是作者的創作初

衷與坦白自剖，但完成的創作已鍵結成一個完整的有機體，部分章節與全體具有緊密

互涉的關聯，不失為開創了一種相互註解、相互影射多元的敘事層次，頗有創意的結

構形式。34一條混亂不堪的天河，讓深陷其中的人，亟欲掙脫重重的束縛，透過不斷

地追尋與漂流，才可能窺見那條「生命之湖」清澈無比的全貌。至此，小說將河流的

豐富意涵，擴充成多重層次；河流既指涉歷史與真相如同溪流易被隱藏的特質，也強

調溪流遠比我們可以窺透的邊界，更加曲折而秘密。同時，也暗喻人生只是一條無法

窺盡的河，一條寂寞不已的流域，一座永須漂泊的湖。而時間與歷險，終將見證每個

個體生命的存在意義。 

作者聰慧地利用「漂泊的湖」，創造出另一個與私人歷史或國族歷史對話的敘事層

次，象徵的意義竟是如此深刻。文中援引的文獻片段忽長忽短，記載瑞典醫生、傳教

士、機械師、中國工程師、地質學者、考古學家、廚師、蒙古司機、維吾爾船夫、獵

戶、哥薩克士兵、聖人康斯坦汀、牧羊犬與敘事者我都加入探訪的行列，從 1986 年橫

越塔里木河，做初步考察。1900 年第二次再訪，去找尋古樓蘭。探險隊的行蹤時而明

朗，時而昏昧。小說利用《漂泊的湖》的片段，凸顯出人的身分永遠處於移動的狀態，

將世紀末的孽子告白與湖泊的漂流史話相提並論，的確令人大開眼界。35小說不斷交

錯兩種不同的文體，有時以抒情的筆調陳述家族故事，有時以報導文學探尋河流的幻

象，佐證互補建構了時澄「追尋者」的形象。從他經歷的悲劇中，擴展了「漂流的湖」

的鏡面，找到生命的光源就在於接納真實的自我，以正面的態度，肯定各種「異於他

人」的生命物種﹙政治思想犯、同性戀者、變性戀者、政治受難者與 HIV 陽性的病患﹚

的冒險經驗。 

河流的多重隱喻，擴充小說詮釋的厚度；但全文多處採用故事內聚焦，以極度私

人化的敘事方式回應國族傷痛，亦生雜蕪支線，不免失之鬆散，且有前後時序錯亂的

                                                      
34 吳繼文，〈一部小說的系譜學〉，《中央日報》第 22 版，1999 年 4 月 9 日。  
35 王德威，〈驚起卻回頭評吳繼文《天河撩亂》〉，《眾聲喧嘩以後》（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 年），

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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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處矛盾。36透過囈語與回憶的交叉敘事，雖完整敷陳鮮明的離散情境，卻將個人生

命史拉開外在現實的映照座標，將原本可能喚起「集體化的國族經驗」，刻意低抑化為

「個人的體驗」，這是作者的敘事策略，也顯現了無法「去政治化」、「低政治化」的美

學結構與藝術理念。運用極度個人化的主觀敘事，詭奇地透過撩亂、難以對照清晰的

生命譜系，勾勒出臺灣母體歷經暴亂之後，霧失樓臺、月迷津渡，一個無法呈現清晰

面容的個人生命史、家族生命史與國族生命史，深具後殖民文學追蹤身分的重要意義。 

時澄大學畢業後，已近八○年代初期，台灣社會邁向不一樣的景致。社會對於昔

日的叛亂份子，以詭異且荒謬的方式崇拜吹捧。禁制的風氣已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

是多元、以商業效應為主導的時代風氣。成淵更把少有的獄中體驗，當成販賣的籌碼，

將囚牢生活與底層人民的生活呈現在畫布上，以反體制的主題，再次攀越生命的高峰。

牢獄的圖騰成為熱賣的商品，多少反映出集體潛意識對於威權政治的贖罪心態。但再

多的名聲與財富，始終無法彌補像成淵這樣的良心犯。因為，他的歲月、體力與青春，

已所剩無幾。37他的親身兒子，對他始終存有敵意與誤會；再多的補償，也彌補不了

他此生的遺憾。顯然易見，小說並未沉溺在「為前朝贖罪」或美化轉型正義已伸張成

功的心態上，極力美化像成淵這樣被政治犧牲的知識分子，必定在劫後餘生之中，有

多麼偉大的行止與作為。在新一代台灣之子時澄的眼中，前朝政治受難者成淵，根本

是一個暴躁、衝動、不安、脆弱、懦弱、投機取巧、貪淫、虛華，販賣受難圖騰不完

美的殘缺人士，擁有的只是過時的、不屑一顧的、狹義的民族主義。作者特意拉開幾

十年的歲月，就近觀察政治受難者在時代之流中的蛻變軌跡。我們看到昔日的思想犯、

政治犯，一躍為全民媒體吹捧的座上賓之強大諷刺性。此時，作者無疑透過全知的觀

點與有限的觀點——時澄的眼光，全面檢視台灣過往政治革命與社會運動的意義及影

                                                      
36 筆者曾就此議題，以通信傳訊的方式請教過作者，作者坦承筆者的觀察頗符合實情。小說的整

體架構，在時間的安排上是錯亂的，會衍生時序混亂﹙時澄的生命歷史與外在社會時空的對應

時間﹚，難以兜攏相應的矛盾。 
37 良心犯（Prisoner of conscience）是 1960 年代初人權組織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AI））創造的術語。國際性組織的成立宗旨，在於向世人告知有關違反人權（尤其是侵犯言

論與宗教自由）和監禁與虐待政治不滿分子之情形，並積極尋求釋放政治犯，必要時救濟他們

的家屬。1977 年國際特赦組織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他們非常關注在世界各國的「良心犯」，他

們不斷向違反人權的政府發出抗議函，這些政府非法囚禁或迫害因種族、宗教、膚色、語言、

性傾向、或信仰差異的人民，透過實際的批判行動，要求這些犯人獲釋。大英百科全書編輯群，

〈國際特赦組織〉《大英百科全書》繁體中文版資料。（http://140.128.103.17:2062/），2011.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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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更直接地揭露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面臨的突梯現象。作者匠心獨運地塑造了成淵

這個特殊的角色，賦予了「大國民」的重要任務，他是時代的棋子，也是自身倫理悲

劇的製造者，他的暴怒好色，總讓時澄看輕；他的悲情與無奈，卻無法得到更多的認

同。但他戲劇性的人生轉折，卻比什麼教本，都更能凸顯台灣解嚴前後，政治易變、

難以預料的荒謬本質。 

小說刻意以愛滋病做為隱喻，影射威權政治的強力控制，已在白色恐怖受難者身

上留下傷痕。這個傷痕直接來自於新一代子民政治理想的消殞、消極的自我放逐，直

接造成個人主義生命試探、情欲冒險的致死危機。小說開頭已點出姑姑(叔叔)和時澄

各自病重的事實。1995 年，姑姑重病，時澄急切地搭上船舶，前往東京灣探望與他生

命相繫的姑姑。同時間，作者也決意釋放出一個令人驚駭的訊息，時澄也正受疾病所

苦，「如今史上最陰狠的病毒正在他的血液中肆虐」。38小說從頭至尾，並未直接點出

時澄的病名，讀者從感染的症狀與描述，可知時澄感染了史上最陰狠的病毒——世紀

之疫的愛滋病毒；刻意隱藏的病名，更顯出它存在的可懼性。 

小說中透過曲筆，直述時澄受病所擾的症狀與痛苦：「他要吃得藥比飯還多，對醫

院的味道少了些厭惡感，有時吸著吸著甚至覺得挺舒服，好像即使連藥味都可以在他

瀕臨報銷的身體中產生療效」。39愛滋病雖隸屬感染性疾病，併發時會產生複雜的免疫

系統障礙。時澄病發的症狀已非常明顯，瘦了許多，臉部麻痺，視力惡化，視神經不

斷受到侵蝕，眼前失焦，出現了愛滋病患典型的症狀，「如果想用力看仔細點，從全身

各部位都會發出叫人無法忍受的劇痛」40。他的病況惡劣至極，得吞二十多顆藥丸，

卻不聽從醫生的提醒，決意到日本探訪姑姑。他在姑姑面前，成為一個照護者和勇者，

也重新回顧自己陰鬱且撩亂的人生。 

小說雖觸及愛滋病與白色恐怖的重大議題，卻利用極其壓抑的方式，以刻意淡化

方式，呈現政治與愛滋病的禁忌性。當許多同志小說，當紀大偉、林俊穎、朱天文、

白先勇等作家透過愛滋病企圖闡明更激進的愛情宣言或認同主張時，《天河撩亂》卻顯

得格外的低調與保守。當吳濁流、鍾肇政、李喬以小說的形貌，藉由家族經驗重塑台

                                                      
38 同註 26，頁 39。  
39 同前註。  
40 同註 26，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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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國族小說、政治小說或歷史小說的格局時，《天河撩亂》雖同樣具有滄桑感，但使命

感卻變少，不求負荷過重的壓力。41許多觸及 228 事件或白色恐怖的小說，開始突破

禁忌，放膽解構國族主義思維、解構男性中心論思維、解構父權思想、解構歷史大一

統霸權論述，提供更多元的多音歷史或鮮明主張時，《天河撩亂》的敘事聲音卻顯得低

抑靜默。42小說不但沒有說明時澄為何感染了愛滋病、如何罹病與何時罹病，這些與

愛滋病傳播攸關的重要訊息，反而成為小說刻意隱藏的謎團。43刻意低抑，仍是一種

值得解讀的姿態。與時澄有親密關係的包括當男妓時服務的男性，以及有情感糾葛的

川上、上將和葉淨。他與情人維繫親密的性愛關係，渴望男伴的陽物，在睡夢中挑逗

彼此的身體，處在極樂狀態，但多次戀情卻始終無法得到公開的證明。《天河撩亂》花

了極大篇幅，分別描述時澄性愛的探索歷程，不論是被動的身體侵入或是主動的性愛

感受，都對身體經驗有多層次的論述。小說雖安排同性戀者最後感染了愛滋病，卻未

把愛滋病當成「世紀絕症」或「淫亂之症」看待，重要的是，小說不言自明地肯定身

體早已成為情慾過程的紀錄刻痕，「性愛」仍與追尋自我、認同自我與肯定自我相連，

它是探索生命全景時，最不可取代的重要過程。但這個情慾身體，無可避免地同樣佈

滿複雜的政治刻痕與介入。 

正因小說是如此淡漠地處理身體與政治、情慾夾纏的關係，反而更把這三者曖昧

不己、滲入甚深的關聯性突顯出來。小說一方面暗示，民族主義者、政治理想者、政

治熱衷者的後裔，必然走向「以父之名」不同的歷程，在飽受政治折磨的經歷下，勢

必刻意選擇迴避政治或去政治化的人生；另一方面暗示，罹病與同性戀者一貫進行的

自我追尋與性愛探索歷程有必然的關係。作者刻意把慾望的體驗，推向死的邊界，以

死來探求生命的意義。這段歷程，卻也讓時澄徹底體驗身體從完好到崩壞，精神從荒

蕪到建立的過程。只有面臨死亡，一切過往的歷史才變的清晰無比。時澄在死前之際

                                                      
41 江寶釵，〈散步在天河〉，《中央日報》第 22 版，1999 年 4 月 9 日。  
42 洪英雪，《文學、歷史、政治與性別：二二八小說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

論文，2006 年）。  
43 據目前的資料看來，在工業國家中，感染HIV 的主要族群是男同性戀、異性戀男女與濫用注射

藥物者。這也說明世人對愛滋病的認知充滿迷思，就傳染病學而言，不存在所謂的高危險性的

感染族群。同性戀者較易染病的觀點，純屬誤解。同志身分者造成病毒感染，多半是因為不安

全的性行為或輸血行為所致。曼恩（Mann, Jonathan M.）、塔藍托拉（Tarantola, Daniel），陳宜

民譯，《愛滋世界》（ALDS in the World.）（臺北：預防醫學出版社，1999 年），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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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頓悟，這個情節安排頗為重要，提醒讀者千萬別掉進結構性健忘、系譜性失憶的

黑洞，以為作者把五○年代的國族傷痕的冤屈靈魂給遺忘了，時澄最後理解了他的生

命的意義，理解了台灣之子承擔的歷史包袱與政治傷痕，便勇敢地背負起所有家族的

負累。44性與政治所帶來的死亡威脅，在此處，性﹙性病﹚與威權政治互為轉喻，皆

有致命的可怕性，做為台灣子民以及延綿不絕的後代，兩代子民、平行命運最懇切的

訓示。在生死的邊界上，時澄窺透了自己的家變歷史，也知悉台灣的血淚歷史，目睹

台灣內部的政經變遷，從黑暗時期邁入多元民主的漫長過程。 

透過愛滋病的隱喻，《天河撩亂》從身體到政治，將個人的衰頹病體與離散命運，

若隱若現地串聯起政治傷痕的戕害。如此若隱若現地處理政治與身體的關聯性，實則

體現後現代主義「去歷史化」的精神，在歷史與虛構、紀實與想像中，建構拉鋸的張

力。歷史學家根據事件的編年史，來編纂曾發生的史實；許多觸及白色恐怖事件的政

治小說或歷史小說，多在可查證的事件繫年上，透過大事紀要的敘事模式，明顯標舉

出重要事件之「可論述的歷史時間」。但在《天河撩亂》中，卻刻意透過撩亂的方式，

動搖過往歷史論述的完整對應性，呈現一種不確定性的漂移論述。這也顯示，對過往

時間的掌握，只是一種論述的幻影，把一套帝國主義式的歷史意識強加在人群身上。45

小說刻意封鎖記憶的可講述性、歷史時間回溯的合法性，僅提供數人數個紊亂不清、

不辨虛實、不知真假的記憶。此種修辭與史觀，多次體現在時澄的家族論述或火車記

憶上，那些片段的、零散的、不可追究的、無人言說的記憶與斷裂的幻影，竟層層掩

映許多難以啟齒的事實。姑姑死前，告訴時澄身世的秘密，顯示這段被刻意漏掉的內

容，才是主宰家族崩解的緣由，一舉戳破族人一貫完美完整的家族傳說。小說刻意利

用雜蕪蔓生的敘事節奏，敷陳網狀迷宮式的語言牢籠；以隱藏的真相，瓦解了數十年

來封鎖的家族論述、歷史真實與客觀性，開展出獨特的小說敘事。 

病患的身體是個複合的疆域，疾病不言自明地暗示這是政治異議者的後代，難以

逃離的宿命，總得承擔死亡的陰影，難以擁有健全光明的人生。小說認為像成蹊或時

                                                      
44 在 1947-1987 年中，228 事件引發的效應與白色恐怖事件的命運相仿，兩者皆變成人民陌生的

議題，這是結構性健忘、系譜性失憶促成的結果。夏春祥，《在傳播的迷霧中：二二八事件的媒

體印象與社會記憶》（臺北：韋伯文化出版社，2007 年），頁 17。 
45 艾波比（Appleby）、亨特（Hunt）與傑考（Jacob），薛絢譯，《歷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臺北：正中出版社，1996 年）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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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這樣的同性戀者，或成淵這樣的政治犯，他們的處境都非常近似，沒有人能夠理解

他們深層的痛苦與記憶。他們一生的發展，也許與世俗期待的英雄之路距離遙遠。小

說關注政治受難者的生死愛欲，顯然把時澄的生病經歷，當成是窺透台灣歷史長河的

瞭望站。此外，利用《漂泊的湖》的片段，凸顯壯大的湖泊亦如國家或自身的定位，

也是飄忽不定的，界線永遠在變動當中，更可能會消失無蹤。湖泊成為小說中最重要

的象徵，凸顯出人的身體與身分，永遠處於移動與變化的狀態。46在病體的衰頹中，「最

後的旅程，終於也到了尾聲」。47拼湊出一段段不可能完整的生命史與家族史，也輻輳

出五○到九○年代台灣破碎不全的歷史軌跡與容顏。 

四、中國身體論：極權政治與愛滋隱喻 

據估計，全球感染 HIV 的患者，有多達百分之十是透過血液與血液製品而感染，

在工業國家幾乎都有配套的公衛檢驗設施，有效杜絕了感染的可能性；不少開發中的

國家如中國，常使用感染 HIV 的人血、或捐贈血液過程未符標準，而造成重大的影響，

感染的狀況非常嚴重。48《丁莊夢》闡述的正是危險的採血與賣血過程，所造成的致

死危機。 

丁莊農民，因透過輸血傳染愛滋病毒，最後促成全莊幾乎全數死亡的悲劇。小說

從公衛角度著手，從傳染病的大流行探索政治黑洞與威權政治的內部體制，不但探觸

到非常敏感的政治議題，更涉及中國當局一向列為禁忌的愛滋病話題，取材獨特。透

過輸血，卻造成可怕的公共傳染問題。這篇小說顯然企圖藉由輸血的方式，從經濟利

益到獻血報國，從私我到國族，從身體到政治、從政治動員與商業算計的諸多層面，

探索此悲劇的發生原由。本文發現，丁莊的獻血的身體與獻血的運動，根本是權力和

知識控制下的產物，這是一場農民無法反抗的政治運動。小說顯然意有所指地將集體

染病的悲劇，當作是中國從落後城鎮，邁向現代化城鎮必經的苦痛；也將愛滋病的處

理、官員的善後態度，當成是權衡中國邁入新時期之後，人民生活與民主指數的觀察

                                                      
46 王浩威，〈凝視記憶的肉體和靈魂—王浩威說書《天河撩亂》〉，《張老師月刊》第 263 期，﹙1999

年﹚，頁 117。  
47 同註 40。  
48 曼恩（Jonathan M. Mann）、塔藍托拉（Daniel Tarantola），陳宜民譯《愛滋世界》，（AIDS in the World）

（臺北：預防醫學出版社，1999 年），頁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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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以此批判威權政治的亡靈依舊占據中國社會，批判的力道非常強烈。 

丁水陽透過夢境，回顧了那一年賣血大動員的始末與過程。我們可以看出這一段

歷程，顯然是威權政治透過話語、旗幟、表彰、運動，將獻血的行動，塑造成民眾為

國家效力的一連串的舉措。透過政治動員與大眾傳媒的效應，合力鼓動了賣血的集體

運動，刻意將國家的身體﹙經濟富強的國體﹚與民眾的身體﹙獻血強身的致富工具﹚

合而為一，成為一種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這一場浩大繁複的政治秀，是從一個身

體如活泉的見證展開的。 

此後，血液亦成為由國家掌控的致富資源。中國國民的身體，不再只是器官的集

合名詞，成為具有經濟價值與政治作用的管理場域。中國走向規訓身體的道路，首先

涉及了身體的教化性：只要先改變身體的意義，就能讓國民對改造運動，有更深刻的

認識。49局長首先宣揚人血如泉水的觀念，對人民進行再教育：「咋連人身上的血和泉

一樣，有越賣越旺的道理都不懂」。50他更以金錢與權勢要脅當地的老師丁水陽，必須

貫徹黨的命令。丁水陽畏懼局長的權勢，把莊人集合起來，引到河灘去，以教育者與

啟蒙者身分，灌輸一套對莊民而言，陌生且嶄新的身體論述：「這就是人的血，越舀越

旺哩」。51這套嶄新的身體論述，透過海沙比擬的實際演出，塑造人血不絕的神話論述，

已促成國家再造的一則神話論述。透過宣傳，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國民對於自身身體的

想法，產生深遠的影響。 

局長積極管理莊民的身體，致力於打造富裕天堂的神話。他直指富民與貧民的差

異，就決定於是否願意賣血。52「別的縣賣血早就賣瘋啦，村莊裡蓋的樓房一座接一

座，可你們丁莊解放幾十年，共產黨領導你們幾十年、社會主義幹了幾十年，你們莊

還是草房一片連一片」。局長刻意從政治力和經濟力雙重角度，以蔡縣典範莊為誘餌，

鼓動莊民參與賣血行列。上楊莊取法於現代化的城市，全是摩登的街道與高樓。人人

因賣血致富，血頭住在三層樓的大房，過著溫飽且富裕的生活。貧苦的丁莊人，見識

到上楊莊的富裕，內心羨慕不已。特別是看到賣血家庭，家家門口掛有五角星的圖騰。

領導人更以國家勳章，積極表揚積極賣血的好家庭。透過政治的宣傳，將社會學、經

                                                      
49 王墨林，《臺灣身體論》（臺北：左耳文化出版社，2009 年），頁 80。  
50 閻連科，《丁莊夢》(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 年)，頁 31。  
51 同前註。  
52 同註 50，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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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學與政治學合謀，建構起一套完整的賣血邏輯；把賣血的政策實踐，形塑成對國家

領導人、對社會主義、對國家政策的忠誠度，建立起集體的崇拜。將上楊莊「天堂化」

的政治化與修辭，產生最積極的效果，催生了國人對於現代化社會造境與夢想的誕生。

透過不斷地傳播，交雜著履行公民義務與獲利的雙重心理，丁莊人義無反顧地投入賣

血行列。莊民可直接利用捐血行動，參與國家神聖的現代化工程，而得到心裡的肯定，

一個幸福夢的神話運動終於成功。上楊莊已成為丁莊人心中，最符合天堂的景象。 

幾百個人口的丁莊村，突然冒出十幾個血站賣血，人人瘋狂地賣血。十幾個血站

大量搜刮血源，上至縣醫院、鄉、鄉政府、公安局或組織部，廢了牛棚，鼓勵大家每

個月賣一次血。我們發現，丁莊人加入賣血行列，絕非丁水陽一人所促成，也非主控

甚多的部長或血王丁輝所促成，而是龐大的國家機器、強勢的政策，不斷透過軍隊、

熱病委員會、縣長、局長或村長，動員國家機器介入，藉著龐大的權力控制所促成。

執政階級善用黨政軍特的國家機器（state apparatuses），建立一整套立論完整的身體論

述，透過法律、制度、執行組織，引導百性透過捐血，追求更富裕的現代化生活，以

維繫國家的穩定與平衡發展。莊民將現代化的圖騰與國家政策結合，結合在賣血的行

動中。雖然自認得到報償，在損失的體液中，安慰自己已得到黨與國家的嘉許，更神

話了自己的身體。農民們轉換對身體的認知，把勞動的身體，變成了「有政治效用」

「有經濟效用」的身體，此為最重要的改變。管理被統治的農民，讓龐大的賣血致富

系統迅速運作起來。這場伴隨著經濟改革而來的賣血運動，也因政治力的強力介入，

成為全民運動，造成日後內政問題與醫療救護的最大隱憂。 

整個村莊幾乎以家族為單位，集結加入這場賣血運動。丁莊人投入賣血運動後，

果真實踐了以身體致富的「丁莊夢」。他們笑顏逐開，漸漸脫離了貧困寒傖的生活。丁

家非常特殊，小說有目的地圍繞丁家三位男丁，他們不同的立場與造化，用來演繹家

族與政府勢力結盟或衝突的代表性人物。擁有夢的預示特異功能的人物—丁水陽，在

小說中具有覺知者的身分，他一直反對賣血，與官方勢力保持疏離的關係。在愛滋病

爆發後，他清醒的目光，理解了莊人因財而病、因病而死的悲劇緣由。除此之外，他

身上更具有「懺悔者」與「良知者」雙重的意義，內疚自己與逆子丁輝鑄成丁莊滅亡

的大禍，他斷絕父子關係，最後殺死血王丁輝。丁輝明顯是個貪財黑心的「吸血者」。

他曾賣過血，當他發現源源不絕的血液可以帶來可觀的財富後，馬上停止賣血，轉而

收購血液，成為丁莊最大的血頭。他成立丁家私人血站，常多搾取莊人的血源，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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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源統一加價賣給陸上的收血車，賺取暴利。53最後成為一個為虎作倀的「吸血者」，

巴結黨部勢力，透過官商互利的勾當賺取莊民的血汗錢。丁亮賣過血，最後也染上了

愛滋病死亡，他和村民一樣，是賣血運動最大的「受害者」。他與丁輝的家人情感，被

消磨殆盡，最終，為了結婚證書與棺材，他允諾了丁輝的協議，一人承擔賣血站的罪

惡，成為名副其實的代罪羔羊、無辜的「犧牲者」。小說利用三角鼎力的立場，驗證家

滅後亡莊﹙國﹚的悲劇。 

除了丁家之外，莊人幾乎以家族為單位，瘋狂地參與賣血行動，最後造成病毒蔓

延，全家淪陷的可怕局面。在這場以家族模式進行的集體運動，雖美名為現代化、城

市化的必要工程，但當權者卻未能做好安全的醫療流程與醫療照顧，保障每個賣血人，

導致賣血的丁莊人受到血源污染，造成致命的影響。擁有暴利、握有權勢的血王，成

為國家政策最直接的執行者，竟為了省錢，讓三個人共用一個棉球，許多人共用一個

針頭。54血王擁有實權，卻未受到任何約束，反在中國社會主義威權政治分層掌控的

勢力當中，獲得更多的權勢。卻料想不到，賣血這一個消費行為與經濟行為，竟然成

為改寫鄉村文化的可怕殺手。人們把血當黃金，以血換財，追逐金錢，輕賤身體，改

寫了人們看待身體的態度，促成賣血文化的盛行。更可怕的是，透過賣血完成一買一

賣的商業交易，分配經濟的作用雖然在輸血完畢之後就完成了，但血源買賣販送背後，

龐雜的利益結構體也卓然成形。伴隨著血王的誕生與血庫的運行，更深不見底的腐蝕

作用與政治貪污的勾當，正慢慢展開。論功行賞，越上位者，坐擁更多的利益，由上

而下連結成賣血運動衍生的龐大利益結構。由上而下的龐大利益結構體，卻無視於醫

療疏失，讓疫病失控的擴散，最後鑄成橫屍遍野的大災難。 

被愛滋病席捲的愛滋村莊，最後成為一座名符其實的死城。人民以為的熱病，原

來是愛滋病。只要是當年賣血的，發燒的，都可能染病。小說針對愛滋病的症狀，有

最詳盡的描述：「有了愛滋病，先來的症狀和十年、八年前一樣，和感冒發燒一模樣，

吃點退燒藥，燒退了，人就回了原樣兒，然在半年後，也許三五個月，那病發作了，

渾身沒力氣了，身上生瘡，舌頭潰爛，日子就枯乾的沒有水分了。人熬著，三個月至

                                                      
53 同註 50，頁 43。  
54 同註 50，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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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間，也許你能撐上八個月，可你很難撐過一年整。然後，然後你就死掉了」。55丁

莊裡，十年前賣血的人，幾乎都感染可怕的愛滋病。初始的全身症狀很像感冒症狀，

過些時日，浮現發燒、淋巴結病症、咽炎、皮疹、肌肉疼痛、疲累、口腔潰瘍、頭痛、

噁心、嘔吐、肝脾腫大、體重下降、鵝口瘡、神經系統病變等症狀。病人的抵抗力已

弱，若有伺機性的感染出現，很難存活超過幾個月。 

丁莊人與外部世界隔絕，不理解新興疾病的可怕性，更不知道它能靠輸血傳染，

還把它想像成像登革熱靠病媒蚊傳染，以熱病稱呼它，小看它的影響，「每人規律在病

發前，都要發燒十天或半月，所以那病就叫著熱病了。熱病大蔓延，已經掐住了丁莊

的喉嚨了，使丁莊死人不斷哭聲不絕了」。56爺爺丁水陽評斷這場浩劫時，也錯認是同

性戀者才有的疾病：「原來熱病都是外國人的病，城裡人的病，心行不正的人才肯有的

病，現在中國也有了，鄉下也有了，有病的都還是正派人」。57當疾病得到正名的同時，

人民才發現它的毀滅性等同於死神。「人家說熱病就是愛滋病。是一種和瘟疫樣的傳染

病。是國家也沒法兒治的病。是一種得了就只有死的新絕症。」58小說雖未大書特書

愛滋病患的就診過程，卻強化愛滋病身為世紀之疫，死亡短兵相接的連鎖命運。李三

仁先死、趙秀芹下世、趙德全死了，玲玲死了、丁亮也死了。漸漸的，所有的感染者

一步步邁向死亡。 

小說大量書寫死亡的場景，以死亡的意象與臘黃的身體，作為中國國體的隱喻。

眾多人物的死相，透過細節性書寫，建構出鮮明的意象。密集的死亡意象，借助屍體、

棺材、墓地、徵狀的身體這些符號，對九○年代中國的政治與歷史，進行了隱喻化的

闡釋。丁莊位居豫東平原，豫東平原可說是中國文化的發源地，亦作中國的擬稱，小

說何嘗不是意有所指地暗示，整個中國在實踐烏托邦夢想過程時，早已生了病呢？59經

由無法控制的疾病，我們才發現，身體的疾病隱喻國體政策的疏漏，嗜血國體已曝露

他們暴力但合法化的手段，把丁莊匯集成綜合現實政治、權力鬥爭與道德倫理的一則

                                                      
55 同註 50，頁 12。 
56 同註 50，頁 16。  
57 同註 50，頁 12。 
58 同註 50，頁 57  
59 費團結，〈《丁莊夢》中國和人類的夢魘〉，《名作欣賞》第 3 期（2010 年），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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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60在這場寓言底下，作者除了捕捉愛滋病患罹病的集體面貌，更重要的是凸顯

出這場災禍的最終禍首，決不是可怕的病毒，而是因政治動員、採血疏失、圖謀暴利，

最終造成集體感染的人禍災難的中國政權。這篇厚重的小說，藉由追索愛滋病發生的

緣由與感染途徑，清楚地指控一樁不見子彈的隱性屠殺的罪行：中國愛滋病病患之所

以數量龐大，與有獨有的地域性息息相關，而極權政治，就是造成這場災變如此龐大

慘烈的主因。 

小說大幅描摹愛滋病的致死威脅與痛苦病徵，深度描寫各階段病程的衰頹樣貌，

疾病的書寫幾乎占據全書一半以上的篇幅。小說雖藉病質疑農民無止盡賣血的無知舉

措，卻從未將疾病當成懲罰貪婪、愚昧百姓的必然報應。因疫病造成蔓延的最大主因，

在於無法發現病源（未引進現代化醫療體制，漠視人命的威權政體）與及時阻絕病源

（不該為了節省開銷而共用針頭，官商勾結，圖謀暴利又粉飾太平的可怕政體），皆與

政治力的運作有必然關連。威權政體透過傳播的方式，鼓動人民換血與賣血，皆利用

身體的動員與改造，強力表彰捐血的外在環境周全，提高民眾的賣血的意願，直接增

加宿主感染的可能性。小說隱指造成屍橫遍野的最大禍首，亦即中國極權政治下，人

謀不臧草菅人命的重大疏失與權利勾結。由此看來，小說藉由捐血的傳播途徑，從身

體論述切入，牽連複雜的政治、經濟、民生、社會與人倫網絡。看待愛滋病時，顯然

翻轉一貫將愛滋病與性關係串聯的態度，愛滋病不再是個人主義式的「淫亂之症」。小

說從不淡化中國農村常存的病態體質，在長期的威權政治動員的控制下，造就存在封

閉、迷信與盲目的可怕文化。作者顯然敏銳地從此處，呈現中國政體長期以來發育不

良的體質，孕育蒙蔽的農村文化，由此凸顯愛滋病在中國地域的遭遇與發展，才將傳

染病轉變成為不折不扣的「集體絕症」。 

作者在《丁莊夢》中，有意識地翻轉早期疾病敘事的隱喻，多半源於自然的災害、

不可違抗的天命或遺傳的詭異基因，賦予更多的政治隱喻與政治批判。《丁莊夢》最奇

特的敘事技巧，就是全文以小孩的亡靈作為敘事者，穿插爺爺丁水陽的夢境，作為倒

敘與預序的結構片段，交代丁莊繁華如泡影、富貴轉為人間廢墟的幻影噩夢。夢境中

的回憶或預告片段，皆是大量的死亡與罹病事件。《丁莊夢》的疾病敘事企圖指出，致

                                                      
60 陳孟君，《主體、病體與國體：閻連科鄉土小說的精神系譜》（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九十八學年

度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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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命定的因素不但不涉及不可知、不可違的天命與命運，而是肇始於「難以違抗

的政治命令」。小說藉由捐血傳播的染病途徑，從公衛到經濟，更介入國族政治論述，

凸顯愛滋病在中國成為「集體絕症」巨大「人禍災變」的始末，批判意圖相當強烈。

小說雖政治化了「愛滋病」的意涵，透過罹病的情節，指涉農民的血液／病體與國家

政體／機器密切的關聯，內化「以病體隱喻國家」的書寫系統，卻諷刺地直指政府內

部藏污納垢，竟縱容貪贓枉法、草菅人命、詐取暴利的集團禍國殃民，中國政府不正

像一個大型棺材製造廠，推波助瀾地促成百姓病死滅絕的幕後推手。 

在世紀瘟疫當道之際，中國政府本欲推行便民的政策，撫卹喪葬人家，每死一個

人，縣上便照顧一口棺材。沒想到上樑不正下樑歪，政府高層執法不力，讓禍國殃民

的貪瀆集團發揮搾取斂財的本領，魚肉鄉民，讓原本單純貧苦的農民，在毫無覺醒的

狀態下，繼續迷信且不幸的愚民交易。若要檢討共產黨統治下的威權體制的罪惡者，

丁輝也只是為虎作倀。當他當上了熱病委員會的副主任，更明目張膽地在其他莊口斂

財。丁躍進與賈根柱深諳權勢的滋味，亦想得到掌管的權力，卻也只能坐視貪瀆集團

不斷坐大，將百姓推向更貧困痛苦的邊緣。丁輝之外，另有更多坐擁榮華富貴的官員，

只知坐享把農村推向現代城市的暴利，更狡詐地逃脫了道德與責任的指責，實實在在

地賺取了大把的災難財，成為愛滋死亡風暴下的肥羊。閻連科寫出中國威權體制下中，

熱病委員會與農村、幹部、高層、百姓之間複雜的關聯，揭開那些虛華言詞下，不可

言說的秘密。小說暴露貪瀆的醜行、為虎作倀的悲劇，頗能承續五四以來魯迅、巴金

疾病書寫、政治批判的視野，亦能另鑄偉辭，開創新局。 

承上所述，作者閻連科極早就顯示對疾病主題的關注，在〈日光流年〉與《丁莊

夢》中，更刻意將疾病賦予「可怕且致命」的功能，把疾病看成「人類的殺手」。中國

的政體／國體的確是病了，在邁入全力追求現代化的九○年代依然嚴重，依舊病入膏

肓，難以診治。正因如此，作者刻意將小說的場景，座落在遙遠的中國與豫東平原，

用來呈現經濟問題得到改善的新中國，依舊以威權主義，維持原始與錯誤的身體論述，

藉以實行愚民政策。當現代化政策為農村帶來嶄新的樣貌時，龐大的商機也滲入丁莊，

造成人心變異的浩劫。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的進入，雖然改善農民們的生活環境，讓他

們住好的房子、買好的洗髮水，物欲滿足了，卻沒帶來任何更多更正面的助益，甚至

未啟蒙他們對於身體論述最正確、最先進的觀念。此時，威權政體的盤算，結合資本

主義文化邏輯的操弄，極其諷刺地，本應對立的馬列主義竟與昔日敵手資本主義把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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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歡，共同創造最現代化的城市榮景，刻意透過美化的宣傳把賣血給神聖化、正當化

與國族化，卻持續冷血地運行「血牛政策」，不斷榨乾貧困血牛的所有血液。獻血的血

牛，除了感激政府的德政之外，他們依舊輕賤、耗損自己的身體，抽出過多的血液，

蠟黃的臉孔與發昏的徵兆，依然無法引起他們的重視。小說在此似乎顯露出排拒現代

化的觀點，陷入現代性弔詭與矛盾的論調，不免顯現盲點。當作者一心排斥現代化力

量進駐的同時，是否同時思考現代化的進入，是否可能啟動醫療與社會救助模式的進

駐，可能改變原鄉的命運。若僅將原鄉想像或建構為一成不變的客觀物，可能封閉莊

民延續生存其他的可能性，強勢引導讀者從環境決定論的角度思索中國的未來：愛滋

病是否是世紀絕症，這不是關鍵，重要的是：病源在中國出現了，而中國可怕的政體，

把傳染病變成了世紀絕症、集體絕症。我們不會遺忘作者匠心獨運的美學設計，是如

何透過冤屈的亡靈聲口，託述死亡慘劇，藉著宏偉的悲劇結構，探索現代化中國難以

逃離的重大難關提出深沉的呼告：中國的歷史不斷重複著可怕的悲劇，終結丁輝象徵

的貪婪帝國，根本無濟於事；因在經濟力量與政治動員的結盟下，輕忽國民的傲慢政

權，會持續斷送無辜的人命。小說以超拔的悲劇形式，探索當代中國的恐怖的歷史危

機，成就斐然。     

《丁莊夢》藉由捐血的傳播途徑，牽連複雜的政治、經濟、民生、社會與人倫網

路多層關係，認為愛滋病不是個人主義式的「淫亂之症」，也不必透過性關係傳染，極

有可能透過國家機器不當的運作，把單純醫學的災難擴大成國家子民的集體災難。小

說以疫病論述，堂堂介入國族論述、政經論述與歷史論述，凸顯愛滋病在中國已成為

「集體絕症」人禍災變的始末內因。     

五、病患的意義 

在《天河撩亂》與《丁莊夢》兩篇作品中，同樣利用「先果後因」的敘述方式，

注視愛滋病患的最後人生，刻劃病人在肉體與心理上的孤絕狀態。小說中，藉由「不

健康的身體」，凸顯病患多重的意義：除了生物身體具有醫學教育的意義，凸顯世紀之

症的傳染途徑，以性愛的關係或賣血的途徑，嚴重威脅了人的生命之外，還將病弱的

身體作為符號，成為家國政策的受體，甚至成為悲劇結構必要的組成元素。本文認為

這兩篇關涉愛滋病患的小說，不只塑造了兩個身體的世界，疾病的世界，生命回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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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探索的世界，也塑造了兩個政治隱喻，兩個家國的世界，兩個悲劇的世界，在文

學史或疾病文學上皆具有重要的價值，此節將深入探索兩篇作品的文學價值、侷限與

意義。 

這兩篇小說雖有部分共同點，差異點也不少。從小說的指涉時間看來，《天河撩亂》

與《丁莊夢》先後指涉了影響台灣或中國社會具體不同的歷史時刻。一篇指涉台灣五

○年代發生的白色恐怖事件，跨越至九○年代民主開放的時代背景；另一篇則指涉中

國從九○年代初，大力號召推動經濟改革，幾年後，在河南省爆發愛滋村幾乎滅村、

農民集體感染愛滋病而死亡的重要大事件。61兩篇小說都以無比沉重的態度，嘗試從

虛構中探索歷史，顯現從虛構中建構真實的企圖。 

此外，更大的差異，應在於兩篇小說賦予愛滋病不同的政治隱喻。創造隱喻常常

是文學家得天獨厚的專利。文學中的疾病書寫，常常成為一個重大的變故與重要的隱

喻，賦予特殊的警戒或意義；尤其是傳染病，往往涉及「傳染病學」中病源、宿主與

環境的複雜面向，作品常利用疫病傳播途徑牽連的社會網絡，來強調個人──疾病──

社會特殊複雜的三角關係。 

《天河撩亂》描寫疾病的內容雖稀少，賦予身體的意義卻相當豐富。《天河撩亂》

描寫最多的，不是愛滋病的可怕與痛苦，著力最深地，竟是從身體的脈絡，追蹤個人

探索及愛欲探險的過程，打開與不同個體，建立不同的性愛關係的奇險經歷；更由此

拉出晦暗不明的家族記憶、歷史禁忌、身體監控與國族傷痕千絲萬縷的關係。小說中

的疾病書寫，有意地將罹病當做啟動揭開國族傷痕與歷史真相的一個契機，具有重要

功能。如此看來，小說看待愛滋病時，未把它當成「世紀絕症」或「淫亂之症」看待。

小說繼續挪用愛滋病具有暗示死亡的意義，認為這將成為政治受難者難以逃離的可怕

命運。此外，由於愛滋病源，在小說中是透過性接觸所傳播、感染，顯然強化及增衍

「愛滋病」新的意義：疾病成為人從政治集體意識突圍，進行探索自我的身體／感官

                                                      
61 法國《解放報》記者皮埃爾．阿斯基﹙Pierre Haski﹚2002 年率領記者，在河南愛滋村現場採訪

後，發表了一篇報導〈警告〉﹙Avertissement﹚。內容指出，河南愛滋村的農民，從九○年代開

始，在地方官員鼓動下興起賣血生意，延續十年的賣血生意，最後讓大量居民感染愛滋病而死

亡。居民被「世紀絕症」判死刑，在這個可怕事實的背後，實與中國耀升為超級強國的十年經

濟輝煌時期同步。這些悲慘的農民，也可說是被輝煌的十年判死刑的。《大紀元》2002 年 1 月

16 日報導。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2/1/16/n164238.htm。擷取時間：2011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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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必要嘗試，所留下的重要印記。而此印記，也成為禁制時代，不得不進行的

自主行動，與政治有微妙的轉換關聯。 

《丁莊夢》則利用今昔對照，探索依違在政治、文化與人倫枷鎖下，極為窘困的

苦難環境，展現人們與疾病搏鬥最素樸、最原始的樣貌。兩篇小說皆以龐大完整的結

構，從不同角度探觸愛滋病患的問題，不濫用災難，不虛耗同情心，卻將此議題做了

更大廣度的挖掘，讓人耳目一新。在呈現疾病與想像疾病上，不斷挑戰我們所熟悉的

一切，包括對黨國政治神話的拆解，對疾病全面的檢視，在悲劇美學的創新上都有深

入的表現。 

如何看待我們這個時代或多或少經受的苦難，是理解當代文學的鑰匙；過去，我

們沒意識到悲劇寫的是社會危機，現在，我們通常看不到社會危機就是悲劇。62兩篇

小說從關懷生命的角度，「借身體病」窺探「政治病灶」，寫出深入探索歷史傷痕的悲

劇小說。兩篇小說皆觸及歷史事件，更以特殊的符號體系，向我們展現歷史敘事，並

不再現它所描述的事件，它告訴我們如何思考事件，賦予讀者對這些事件的思考以及

情感價值。63受到白色恐怖牽連的受害者，成為自我流放、飄零離散的異鄉人，在探

尋自我與情慾時染上愛滋，這是對台灣極權政治所鑄下悲情歷史的回應與終極呼告。

響應政府賣血政策的子民，加入以身體報國的神聖行列，卻因針筒污染集體感染，造

成莊民的滅絕，這是對中國威權政治只顧歌功頌德、不能反省改造的殘忍國體，提出

最冷靜的批判。 

總結說來，兩位作家透過臺灣與中國的家族故事，利用不同的隱喻及悲劇形式，

創造了風采各異的愛滋病小說。《天河撩亂》以刻意撩亂的時空，探索帶有荒原意識與

離散情境的生命史，穿透四十年晦暗不明的家族糾葛與政治易變，尋得安身立命之道。

作者給了時澄一個重要的任務，從一個情欲化的身體，最後成為一個靈修的身體，利

用佛性與神性的體會，釋放了歷史的重擔、性別的謎團。他在經歷了倫理的依違與身

心的離散過程後，從家族歷史的迷障破繭而出，從而發現了生命的出路，寬容地接受

一切傷害。小說把自我尋覓的艱辛與樓蘭王國的消逝、漂泊之湖的異動，作某種程度

                                                      
62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丁爾蘇譯，《現代悲劇》（Modern Tragedy）（揚州：鳳凰出

版傳媒集團，2007 年），頁 197；56。  
63 海登．懷特（White, Hayden），陳永國、張萬娟譯，《後現代歷史敘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2003 年﹚，頁 181。  



 
 
 
 
病患的意義：談《天河撩亂》及《丁莊夢》的家族／國族紀事與身體  

175 

的比附，驚心動魄，最為可觀。在《丁莊夢》中，作者安排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殺子場

景。這樣的安排，仍回應了對生命價值與政治倫理的最基礎要求，讓「良知者」阻撓

變異世界的進駐，手持利器，終結丁輝象徵的貪婪帝國，這扇黑暗無邊的慾望城門，

讓現代化與財源薰染的醜惡與貪婪之心，消失在丁莊。而這致命的一擊，不是單純以

命還命的因果鎖鍊與償還，而是以更決絕的姿態，捍衛了倫理的擔當與堅持。 

二十世紀初，愛滋病已不再是宣判死刑的致命疾病。64人們與愛滋病搏鬥了三十

年，到 2012 年時，愛滋病患的病情已可得到控制，可以像慢性疾病一樣，透過藥物的

治療，就可以抑制病情。65不久的將來，新藥與新技術的誕生，甚至可能預防疾病的

發生。愛滋病曾經是二十世紀末最可怕的疾病，影響蔓延到全人類的政治、道德、經

濟與生活，成為全人類首要的危機。現今透過小說的敘述，回首這段醫療史與人類災

難，仍具有重要的意義。這兩篇小說不執迷於病理學的探索，反以冷靜的眼光，透過

兩種不同的傳染途徑，探勘了兩段政治歷史，以疾病的特性，建構了政治隱喻，從身

體角度探索國族的危機。兩岸作家最終不約而同，從斑駁的國族傷痕與頹圮的身體廢

墟中，直視死亡，卻依然頑強地重建並捍衛人類依存的精神堡壘，值得嘉許。 

                                                      
64 為了對付 HIV 病毒，病毒學家開發出「反轉錄酶抑制劑」，讓病毒的「反轉錄酶」失效，病毒

就無法增殖，同時人體的免疫細胞就可以正常的活存，維持生命。畑中正一，葉亞璇譯，《流行

病毒如何讓人致命》(臺北：晨星出版社，2010 年)，頁 51。   
65 雞尾酒療法的發現與抗病毒藥物技術的提升，都讓愛滋成為可控制的疾病，能夠有效地預防傳

染。何大一博士發明的「雞尾酒療法」已在美國達到「母嬰阻斷」的功效，成功地將母嬰垂直

感染比率降為百分之 0.5，何大一計畫將把愛滋防治計畫的治療方式，引進大陸中國河南，可說

是一個最令人振奮的好消息。劉敏娟，〈何大一成功阻斷愛滋母嬰垂直感染 慈濟有意推廣〉，《中

廣新聞．新聞速報》 2011 年 9 月 12 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society/130503/132011091100745.html．擷取日期 2011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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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 of Patients: 

On the Family / State Chronicle and Body of  

Milky Way is Dazzing and Dream of Ding Village 

Yu-li Tang＊ 
Abstract 

Two novels, Milky Way is Dazzling by Wuji Wen and Dream of Ding Village by Yan 

Lianke focus on the specific significance of AIDS as a disease. Tackling the problem of 

AIDS patients by skillful combinations of the centennial epidemic with immesurable 

political influence, the two novels combine the natural body with the man-made body 

(sexual body or body of blood-donation) so as to form an inescapable tragic fate. This paper 

thoroughly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atients in four part examines. Centering on 

politics and politicized body, the first part examines the construction, interference and 

discipline of the body by politics, discussing the complicated implication of the politicized 

body in terms of political theory and body discourse. The second part addresses the 

metaphor of AIDS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white terror by way of a close reading of Milky 

Way is Dazzling in which sex /venereal disease and the authoritative politics are reciprocally 

metonymic and are both fatally horrible things which are assumed to be tragically destined 

for two generations of Taiwanese. The third part discusses the metaphor of AIDS and 

authoritative politics with the intention to highlight the changing course and cause of AIDS 

into the so called collective fatal illness in mainland China by way of a close reading of 

Dream of Ding Village in which the populace's conception of the body is changed by the 

power of the authoritative politics of mainland China in the course of the blood donation 

movement. The fourth part conclusively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two novels in 

that they present the nation-state disaster of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in a tragic manner 

and represent an effort to reflect history and inquire into politics. 

Keywords: Wu Jiwen, Yan Lianke, AIDS, Body Discourse, National Politics, 

Disease-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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