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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韻《櫟樹的囚徒》的死亡美學與家族女書1
陳怡安*
摘 要
中國女作家蔣韻於《櫟樹的囚徒》中，敘述范氏家族從興起到離散、消亡的過程，
並描繪了 10 位以上主要人物的死亡：男性皆死於意外；女性則死於自殺或他殺。作者
以悲劇性的浪漫頌歌禮讚家族的離散與消亡，並回歸整個家族歷史――省視時代變遷
中女性在家族內所佔據的不同位置以及死亡在文本中的意義。女性以「逆視」回應男
性的凝視，而男性的死亡暗示家族由盛轉衰的過程；其次，著力於時代流變對於女性
的影響以及女性主體面對家族、社會在嬗變之際所展現的精神氣度與因應方式，在文
本中隱隱可見一處由眾多女子心靈集聚而成的世界，唯有身具濃厚陰性氣質的成員才
能抵達；最後，討論「死亡」造成的傷痛，如何銘刻並影響親子互動以及個體與家族
間緊密又疏離的關係。范氏女子以一種穿梭在死亡與失樂園間的能力修補了她們的恐
懼與創傷，展現以死向生的生命追尋以及家族故事的挖掘。

關鍵詞：蔣韻、櫟樹的囚徒、死亡美學、女性家族書寫

1

*

本文題目的「女書」以「女」作為所有格式的形容詞，用以指稱女性書寫的家族故事，而不同
於中國江永地區的「女書」文字。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收稿日期：102.04.29；通過刊登日期：102.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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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國女作家蔣韻（1954～）於《櫟樹的囚徒》2敘述范氏家族從興起到離散、消亡
的過程，故事時間橫跨清末至中國文革後，歷經四個世代的人物故事，並描繪了 10
位以上主要人物的死亡：男性皆死於意外；女性則死於自殺或他殺。范家成員隱然有
一種共同的命運，因流動於成員血液裡的脈動而有的厄運。范家人具有詩人的氣質以
及亡命之徒的氣魄，以天真詩意的態度面對命運的擺弄，死亡是他們表演的舞台，輝
煌而浪漫的死亡是他們生命裡的旋律，以悲劇性的浪漫頌歌禮讚家族的離散與消亡。
蔣韻藉由書寫死亡的美學使死亡的傷痛轉化成悲劇式的生命完成。書名「櫟樹」是范
「我的櫟樹，是麻櫟」
（3）
，這種樹又稱柞樹、橡樹，
氏家園的象徵3，作者在序中說道：
她曾在母親的家鄉中看到漫山遍野的麻櫟樹，由此開展她的家族書寫。
「囚徒」則是指
被侷限在家族命運之中的成員，在後文的討論裡，將會看到作者以女性作為主要憐惜
對象的表徵。
文本的敘事時間與故事時間並非同步而有序列上的逆反與交錯。故事分成六章，
第一章是家族第四代的外孫女天菊描述自己 7 歲以後至少年時期的經歷，時間約末在
1960 年代；第二章則是第三代的女兒蘇柳在文化大革命被囚禁時「追憶」幼年在沃城
樸園的經歷以及未曾見過的祖母、大娘與大哥的故事，故事的時間跨度自清末到 1930
年代國民政府軍閥時期；第三章是第三代的媳婦賀蓮東回述自己在樸園的生活與見

2

3

《櫟樹的囚徒》在中國由廣州的花城出版社於 1996 年 11 月出版，未有序，以一句話為前言「獻
給我最親愛的祖母和外婆」
。台灣麥田出版社出版於 2003 年 10 月，書前併有〈序：櫟樹和其
他〉
，作者說明他的創作動機是因為青年時的一次個人遊歷，來到了母親的家鄉，伊水河畔，
由此這塊土地便滋養了他對家族故事與傳說的想像，成為她寫作本書的動力。由此，可見作者
以自身的家族故事為基礎，創作了這部女性家族史的作品。本文引用的版本為蔣韻，
《櫟樹的
囚徒》
（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 年 10 月）
，為求閱讀便利，引用文本時一律直接於文句後標
注頁數。
王春林以為櫟樹有兩重寓意，一是山林、自然精神的象徵，二是樸園的象徵。筆者以為此說有
可商榷之處，文本中寫到每個范家女性皆是一棵樹，這是從家族樹林的寓意出發，但在范家不
是每個女性皆具有山林與自然的氣質，可見下文討論；再者蔣韻在前言說明櫟樹是她母親家鄉
的樹；根據文本中對家族女性大量的摹塑，櫟樹是范氏家族的象徵無疑，而家族樹林是由一個
個的家族成員，尤以女性為主要份子，以突出女性在家族中的價值與意義。王春林，
〈女性生
命的詠嘆──評蔣韻長篇小說《櫟樹的囚徒》
〉
，
《小說評論》1997 年 02 期，頁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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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約從軍閥時期到 1949 年前；第四章以蘇柳聲音描繪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被囚禁十年
的心理歷程；第五章與尾聲則分別回到 1949 年與文革結束，由天菊統整家族與人物的
結局。透過三個女性分別從觀照母族、夫族與父族的角度鋪展范氏家族的四代故事。
本文想要討論女性多重敘事觀點與結構交織下的家族樣貌。
漢民族的家族是圍繞著血緣男性所組成的家庭而聚合、延伸且重視輩份的系譜，
女性以附屬的地位被包涵。4家族由多個家庭組合而成，因此包含橫向的關係連結與縱
貫的血脈傳承，由於具有在時間縱軸上橫向開展的特質，書寫家族故事可視為一種家
族史的紀錄。石曉楓（1969～）以為八○年代初中國進入「新時期文學」的開展階段，
歷經文革十年，
「
『家』的結構性早已蕩然無存……關注焦點著力於文革期間帶來的親
情迫害與心靈創傷；對於家庭成員間的內部問題，尚無暇顧及」
。5然而中國當代書寫
家族故事的男性作家在文革後很長的一段時間中，他們關注仍然是家族外部的社會文
化語境對「家族」存在的影響，家族內部成員的聯繫是他們鮮少注目之處。曹書文（1964
～）以為中國當代家族小說承繼現代家族敘事的傳統而走向創新，著重家族倫理的理
性反思與文化眷戀；其研究指出八○年代家族敘事以英雄傳奇、反思改革與家族間關
聯的主題為代表，而九○年代以後的當代家族小說將革命大家庭的發展興旺與舊家庭
的日趨衰落作為敍事的重要內容。6綜合以上所述，在中國八○年代以後作家的筆下，
家族成員的之間的關係與互動更多地是為了象徵與表現大時代的社會文化語境，家族
敘事的過程與結果著重展現中國當代氛圍中所以為的歷史進步觀點，所表露的是家族
中掌握相對話語權力一方的思考脈絡。
中國當代的女性書寫在文革結束後到八○年代初期，浮現出朦朧的女性個人意
識，但仍掙扎於文革單一陽性話語的邊緣，試圖突圍；八○年代中期，
「代言式話語」
4

5
6

陳其南，
〈
「房」與傳統中國家族制度：兼論西方人類學的中國家族研究〉
，
《家族與社會—台灣
和中國社會研究的基礎理念》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年 2 月初版）
，頁 131~132、
143~144。女子一旦成婚便脫離原生家族，成為另一家族中的人。因婚姻關係而產生連結的妻
族與母族不見記載於家族譜系。
石曉楓，
《兩岸小說中的少年家變》
（臺北：里仁書局，2006 年 7 月）
，頁 9。
曹書文以《紅高粱家族》
、
《古船》與《罌粟之家》等文本作為各年代不同主題的象徵作品。並
指出現代中國家族小說敘事的三種類型為：父子思想觀念衝突為結構中心的啟蒙敘事、以家族
與民族矛盾為主題，注重民族反思的文化敘事、時代發展與家族頹敗的敘事語境中，注重知識
分子心理演變的個人心史敘事。曹書文，
《中國當代家族小說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12 年 3 月）
，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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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女性小說的敘述主流，作家一方面想要描述女性的內心，另一方面更要符合社會
語境，以避免爭議與指責；一九八四年十二月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文
學的創作自由被公告提出，之後，個人的聲音才正式出現；九○年代，女性的敘述主
體始得到極大的擴張。7八○年代末期，中國的女性作家開始致力於家族歷史的探索，
尋找到建構女性歷史譜系與文化血脈的敘事題材，這與女性話語的發聲、獨立與逐漸
受到重視的社會氛圍呼應，從關注個人到尋找自我來源所形成。
「女性」家族書寫在文學與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具有特殊性。隨著社會文化的發展，
女性主體意識逐漸提昇，對於參與並進入公共領域表現興趣，並以言說作為摸索與建
構自身歷史的方式。從女性立場書寫家族歷史打破了傳統的家族價值觀，彰顯女性個
體存在的必要性與意義。
「家族」便沿著女性個體開展的關係向外延伸，家族中女子們
的關係也成為被注視、處理的網絡，包含婆媳、妻妾、妯娌等不具有血緣聯繫的人物。
1988 年，鐵凝（1957～）
《玫瑰門》可視為文革後當代女性家族書寫第一人。文本以
第三人稱敘事者從女主角蘇眉的目光開展對外婆司猗紋以及家族的描述，並以文化大
革命時期中北京一條胡同內的幾家故事穿插其中。司猗紋作為貫串全書的靈魂人物，
一生困守於家庭，是蘇眉極端恐懼並想要逃離的對象，因為她害怕自己的人生會成為
外婆的複製品。作者關注家族內部尤其是女性成員的經驗、內心掙扎與彼此間的互動，
並描述女性個體發展自我意識與成長時所面對的挫折和痛苦，與寫作時的社會氛圍相
應。1996 年，蔣韻出版《櫟樹的囚徒》
，展示極為清晰且繁複的女性家族成員系譜，
注視每個女性成員的內心，並描繪每個個體身處於不同家族位置中所面臨的問題及應
對方式，呈現家族中女性成員的無奈處境與努力尋找自我的過程。2000 年，徐小斌《羽
蛇》以個人囈語式書寫佐以大量神話象徵，試圖上溯女性家族系譜的最前端，時代跨
度自清末到文革後，承繼蔣韻《櫟樹的囚徒》中的浪漫筆調、時代書寫，解剖女性人
物內心在現代性疏離與家族傳承間的困頓。相較於男性家族書寫中強烈的家國同構意
涵以及社會變動的歷史感，女性作家的書寫除了表涉家國間的同體關係，更凸顯家族

7

陳淑梅在其著作中的第一章「承襲與改造：女性話語的浮現」討論 1978-1980 年度初期的女性
書寫，該章標題以及小節標題「喬裝打扮」即點出當時的女性書寫狀況。第二章探討 80 年代
中期的代言式書寫，點出女性作家在為主流道德政治語境服務的同時，又想要關注女性內心的
猶疑。陳淑梅，
《聲音與姿態：中國女性小說敘事形式的轉變》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1
年 7 月，頁 21-3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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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女性個體意識的存在、認同問題及個人與家族的聯繫，更為關注家族成員間的人際
互動與親人的存在。
《櫟樹的囚徒》中跨四代的敘寫幅度，人物的死亡為作者不得不面對的課題，但
是相較於其他中國當代女性家族書寫的作品，如：鐵凝《玫瑰門》
、項小米《英雄無
語》
、張抗抗《赤彤丹朱》
、葉廣岑《狀元媒》等，蔣韻對於死亡大量且細緻的描述是
少見的。曾有學者注意到蔣韻作品裡的「死亡」
，然而討論不夠全面，如：岳引弟〈死
亡也是一種美麗──評讀蔣韻長篇小說《櫟樹的囚徒》
〉8以為作品中表現出死亡的美
麗意象，而「櫟樹」是輪迴不斷地家族生命，但對於人物的死亡沒有完整性的探討；
徐豔蕊〈死亡與故鄉──蔣韻作品中的現代性主題〉9發現作家作品中大量的非正常死
亡，對於諸多作品進行概略式的點提，提及文本時僅以古典的懷舊氛圍為印象；郭劍
卿〈以死亡與故鄉為表徵的蔣韻小說〉10僅就蔣韻《失傳的遊戲》短篇小說集中的兩
篇作品進行簡要的解析，並總結以為蔣韻小說中大量描寫死亡是為了控訴時代的暴
力：
「個人在時代面前是渺小無力的，但至少還有選擇死亡的餘地」
。筆者以為這些不
足以表達作者書寫家族女性死亡的企圖。死亡之所以具有審美的價值，在於它可以充
分展示某種較之生命更可珍貴的真與善的價值，以及藝術作為對現實生活的提煉與概
括可將死亡的醜轉化為藝術的美。11死亡可概分為具體與抽象的兩個層次，在藝術的
創作中，二者相互補充以達到深度的美學展演。
「家族」為多代子孫的聚集體，詞中隱
含著世代輪替的意味。文本不只刻劃了敘事者所處的時空，於祖先的經歷與逝去皆投
以非凡的熱情與關注，
「死亡」是作者深刻處理的主題，而這樣的主題在故事中呈現
出什麼樣的意涵？男性與女性的死亡是否有所象徵？人物的死亡方式與歷程是否能夠
與女性書寫家族的方式有所對話？作者以女性的角度書寫家族史，如何與由男性血脈
所建構的家族系統進行辯證？本文以時間縱軸作為觀察脈絡，以上述問題作為切入研
究與分析的角度。
8

9

10

11

岳引弟，
〈死亡也是一種美麗──評讀蔣韻長篇小說《櫟樹的囚徒》
〉
，
《山西廣播大學電視學報》
第 29 期（2002 年 3 月）
。
徐豔蕊，
〈死亡與故鄉──蔣韻作品中的現代性主題〉
，
《當代作家評論》2005 年第 1 期（2005
年 1 月）
。
郭劍卿，
〈以死亡與故鄉為表徵的蔣韻小說〉
，
《玉溪師範學院學報》2010 年第 7 期（2010 年 7
月）
。
陸揚《中西死亡美學》
，
（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 9 月）
，頁 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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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附上「范氏家族人物關係簡圖」12供參考，以便閱讀。

二、逆視男性世代的淪落
文本雖從女性的視角描繪家族故事，且男性人物較少，但男性作為家族的核心，
是敘述者不曾忽略的事實。有研究者以為蔣韻在《櫟樹的囚徒》中，呈現出三種男性
人物書寫模式：缺席的家長（父親丈夫）
、理想男性缺失以及精神危機。13筆者同意蔣
韻書中具有這些書寫現象，但以為作者不是讓男性以樣板化的方式出現，而是著意在
人物形象與結構美學上的塑造，在世代承繼的過程中，某些美好的特質或精神逐漸被
磨損，同時隨著社會時代的變遷，人的行為也會依此有所改動；另外，不認為精神氣
質的薄弱是范家男性面臨的危機，而以為這是一種映襯女性主體意識的方式，范家女
性對於精神的重視以及生命本源的追尋是其特質。
文本中，女性如何書寫男性的存在是本節討論的焦點，擬以范氏家族的祖孫三代
福生、先琴與耕生為觀察對象，福生的長子——虎子——因其奇特的早逝原因與家族
位置而置於後文討論。

12

13

斜紋底表示范家男子，淺灰底框標注故事中的主要敘述者；虛線表示婚姻關係，實線意旨直系
親屬。其中，范福生與范先琴皆妻妾成群，而范福生更是有多位女兒，為求簡要僅列出故事中
主要人物。從圖中可見，作者所描繪的不只范氏一族，更將出嫁女兒的家庭納入系譜之中。
郭劍卿，
〈蔣韻小說研究〉
（天津：天津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
，頁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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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雄詼諧謝幕
在蘇柳的「追憶」中，父親范福生一手建立了日後范氏家族的榮景。他原本身為
樵夫卻因不甘被親戚看低而投身草莽，後從綠林好漢化身為販賣毛皮的商人並響應武
昌起義，又從辛亥革命的義軍蛻變為北洋軍閥的走狗（69-74）
。蘇柳以描述父親、
「想
像父親」
（75）的方式，讓過去的父親應其敘述來到她的身前，同時她也透過述說確認
了自己身為范家女兒的身份，蘇柳的主體性應自身的「召喚」14而生，並與范氏家族
有強烈關聯。范福生死時蘇柳只有三個月大，她是怎麼樣獲知父親的故事呢？文本給
了幾個線索：一是范家的奶媽與僕人，二是她的嫂嫂賀蓮東，三是她的母親，另外則
是因為「在無數的交待材料中我必需面對父親」
（60）
，在文革期間的囚禁過程中，她
必須向人交待家世與她的父親。由此推想范福生在蘇柳的記憶中是不固定而流動的
「存
在」
，是藉由他人言說和自我想像的混合物。
在賀蓮東的敘述裡，唯一與公公范福生接觸的回憶是：公公請媳婦出面代為緩和
他與兒子先琴僵硬的氣氛，因為他要續弦一位十九歲的年輕妻子。事件中，福生出場
的背後是一幕繼母與兒子、婆婆與媳婦之間的權力拉扯，蓮東作為妻子與媳婦，在兩
代權力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福生的在場與否並不是被關注焦點。在蘇柳的「記憶」
與蓮東的敘述中，福生都極少在家，
「家」於是成了范家女人們悠遊與爭艷的場所，
「公
公在和不在，她（關莨玉）都能把日子過得歡聲雷動」
（149）
，尤其對於范家的女主人
而言，男人的存在與否不能左右她的生活態度。
范福生的死亡在蘇柳與蓮東的記憶中，是一場嬉鬧式的表演：
人家告訴我父親死於一個謀殺。有天他在坐車奔赴沃城的路上，被人打了黑槍。
子彈從父親的前額射入，十分準確。母親說看上去你爹就像長了三隻眼睛。這
使我想起劈山救母中的二郎神。但是誰會從正在奔駛的汽車前方開槍呢?這真是
一個謎。
（60）
死於暗殺的公公，子彈洞穿了他的前額。想來那殺手是個神槍手，彈無虛發，
14

阿圖塞以為「所有意識形態都通過主體這個範疇發揮功能，把具體的個人呼喚或傳喚為具體的
主體」
。引自阿爾都塞著，陳越編，
《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頁 364。按：阿爾都塞在台灣一般譯為阿圖塞，Interpeller/Interpellation 可譯為「召
喚」
、
「傳喚」
。此處是對此語詞的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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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槍結果了一個英雄傳奇。
（168）
關莨玉對女兒說起丈夫被槍打死時像長了「三隻眼睛」
，愉快笑鬧式的氛圍先於
哀傷的心理。此描述使得蘇柳將父親的死與神話人物結合，但孩童的直觀思考：
「誰
會從正在奔駛的汽車前方開槍」
，卻讓原本看似崇高人物的死亡在謎題的纏繞下喪失
對其隕落的哀嘆。蓮東讚嘆公公的偉業與家族地位，她對於「神槍手」的想像讓「死
亡」成為近似街談巷語、說書評斷的談資。語境（context）是喜劇性語言形成的關鍵
因素，需把一句話置於上下文的整體脈絡及其形成的語境中，才能發現一句話的喜劇
性意義。15以英雄的神話傳說作為語境的一部分，英雄錯愕且莫名的死法，形成了第
一重對照；對殺手身份與心態進行嚴肅的揣摩，則使英雄之死顯得可笑而充滿戲劇性。
其後，先琴籌辦父親的喪事極盡奢華之能事，請了 108 個禪僧、108 個全真道士為父
親超度解冤，在他誓言為父報仇的話裡，只有「娘的我非大辦不可！」
（170）這句話
是真的。范福生的死亡成為范家最為繁麗的嘉年華，紛飛的紙錢可以染白陽春三月中
的通衢大道，送葬隊伍裡數不清的哭聲，「動地驚天迴腸盪氣，是給千百人的一個
哭。……眾目之下的哭，帶了表演性」（172），水陸道場、扶靈還鄉成為一場盛重其
事的「哀悼表演」
，似乎范家擎天支柱的死亡對於家族來說與其是大事，更是一種表徵
家族榮光的演出。
因為福生在家族中的地位，促使這場盛會的成形。有學者以為死亡觀念與為死者
舉行的儀式皆是立足於活人與現實世界的需求，一切喪儀、喪俗的功能是死者為生者
服務。16福生死亡後，先琴成為范家家主，男性血脈的承繼並未斷絕。要讓家族血脈
延續，就必須好好的為死者告別，活人才能心安的享受往後的生命。作者在繁華的場
景之後隨即安排敘述者蓮東以兩三句話語呈現這場儀式的「最終畫面」
，福生那座被澆
鑄了水泥的墳塚在 1950 年被中國共產黨政府炸掉了，屍骨拋撒滿山滿野，但當時范氏
家人已經顧不得收拾並為此傷感，他們要面對新時代來臨的課題。死者在喪禮儀式過
後，便不再為生者所注視，死亡在世俗中的功能性已經削減，使得福生的死呈現出極
為濃厚的詼諧意味與戲劇性。
范福生創建范氏家族，從清末的底層百姓、響應起義的改革者，最終參與民國初
15
16

佴榮本，
《笑與喜劇美學》
（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 年）
，頁 241。
張銘遠，
《生殖崇拜與死亡抗拒》
（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1 年 3 月）
，頁 279。

182

蔣韻《櫟樹的囚徒》的死亡美學與家族女書

期亂象根源的軍閥體系。他的奮鬥與選擇成為范家安身立業的起點，他的投機與奸猾
表現卻也成為范家日後衰敗的隱患，他的人生經歷隱喻著某種堅韌求生謀利的意志與
當時代的動盪紛爭，而他的死亡在看似喜劇性的幽默「表演」中，是否暗示某種無奈、
某種意志的淪喪、某個時代的消逝，在時代齒輪運轉下的犧牲者或見證者。他的墳塚
最終在 1950 年──中國的政權轉換後──炸掉了，散落的屍骨已激不起族人的情感，
因為新的時代即將到來，而逝者已矣。范福生的一生是民末清初時代流轉的縮影，卻
草草被新政權否定，時代與國家忽略他。他的死亡映照其一生的奮鬥，使人感到滑稽
與辛酸。

（二）紈褲卑微下台
范先琴在福生死後，成為范家當時唯一的男丁，以鮮明的紈褲形象出現。他為了
逃避繼母離開家，沃城樸園，留下妻子、女兒；在父親死後大肆花錢裝修家園，卻不
追查殺父兇手；在小妾為了救他而死後，竟藏匿起來；1949 年中國新時代來臨，他卑
躬屈膝，白日以嚮往改革的教師面貌出現，夜晚又暗暗享受資本式的生活。先琴沒有
范氏家族先祖（含女性）的果敢剛毅，反而顯得猥瑣且鄙陋，故事中他最為強硬的態
度展現在因妹妹芬子私奔而起的追殺。最後，他因過去的污點入獄，跟隨考古隊在廣
大內陸中遷徙遊走。文本裡，范先琴背著洛陽鏟的形象比其紈褲風格還要早出現在敘
事時間的序列中，早於故事時間內的情節發展。第一章天菊口中的落寞形象，已暗示
著范家男子在整個家族的文本敘事裡，是逐漸淡出的。
范先琴是文本中唯一未死的男性，但他的某個部分卻早已「死去」
。作為一個浪蕩
敗家子，可以理解他的首鼠兩端。他以為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便是作為范家大少爺的
時光。他自認為范家血脈傳承的正統，不能容忍妹妹芬子敗壞家族的名聲，他的陽剛
表現來自於傳統社會文化賦予家族嫡長子的權力，一旦時代的巨輪轉動、政權變換，
他的地位隨之喪失後，便失去「理直氣壯」的陽剛性，在作者筆下被時代與政治環境
所「去勢」
。過去追殺芬子與其情人的魄力，轉變為鋃鐺入獄的下場，他意志消沈無所
事事，最後只能背著洛陽鏟「考古」
、緬懷過去的榮光。范先琴無疑是被時代拋棄的失
敗者。
范耕香是故事中范家最後一代唯一的男性，曾由先琴的前妻賀蓮東扶養。1960 年
代後期中國政府的對內政策，范家被歸屬於被百姓們鬥爭的對象，耕香為了能更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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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的聲音與權力靠攏，選擇帶頭到蓮東的小屋進行查驗，在家徒四壁中仍然想盡辦法
大肆破壞與搜撿，迫使蓮東自砍手指以取下被變形關節卡住的紅寶石戒指。陶國璋
（1955～）以為人的自我意識為了避免面對死亡，從而希望讓自己成為群體的一份子，
因為被人認同者是最安全的，只要願意去做那些其他人都願意做的事情，使得人在道
德秩序陷入混亂的時代，都以對方為避難所，努力忘記自我的獨特性，混雜在潮流中
向最低限度的共同標準靠攏。17即使耕香對死亡的恐懼迫使他拋棄個人良知與親人，
死亡依舊猝然來到並使人感到不堪，
「他死於一次洪水，為了搶救公社落水的小豬崽，
他獻出了他卑微的、自虐的、狂熱的卻又是高尚和自尊的生命」
（288）
。對耕香的死亡
越是以誇耀般的形容，越是突顯不堪且笑鬧式的結局。親情在他的生命裡，遠比不上
順應群眾力量來得有價值，他願意以生命相搏拯救公社的豬崽，這種「為公」的勇氣
與祖父福生落草為寇、響應革命的英雄氣魄相比，頗有趣味。
范耕香相較於其父先琴，更為強烈意識到時代與政治的變動，積極附和社會政治
運動。耕香毅然決然地捨棄家族、過去自我以及某種家族的精神傳承，甚且殘忍地對
待並攻擊扶養他長大的舅媽賀蓮東，這一切換來的卻是他的死亡。背棄范家與范家女
性的耕香，想要將某種社會政治力量轉換為自己的權力，卻被此龐大的力量碾為塵泥。
死亡有重如泰山之義也有輕如鴻毛之感，耕香的結局無疑屬於後者，作者顯然有意暗
示喪失范家奮鬥精神的男子，即便想盡方法無所不用的依附於時代社會前進的行列
中，卻因為失去生命的核心價值而無法安身立命。
范家男子的人格與氣質自福生以來，在世代傳延、時代社會的變遷中逐漸淪落。
女性敘述者冷眼直述此種淪落的狀況。男子在家族中稀少而珍貴，但他們的行為與結
局卻一個比一個使人感到唏噓。女性因為范家男子而匯集成群，她們是「他」的母親、
妻子與女兒，由男性血脈建構的血緣關係是牢不可破的束縛。作者選擇以「外孫女」
和「媳婦」作為敘述者，是一種對男性血脈所羅織的家族網絡的突破與逆反。外孫女
天菊是范家女兒蘇柳的私生女，傳統上是不入范家與張家（蘇柳夫家）的族譜之中，
是徹底與男性血緣脈絡所建構的家族系譜脫勾的人物；媳婦與夫家未具有血緣關係，
而文本中還安排蓮東與丈夫范先琴離婚，使她脫離了范氏家族，再回觀范氏家族的衰

17

陶國璋，
〈死亡與自我意識：從尼采酒神精神看自我同一性》
，梁美儀、張燦輝編，
《凝視死亡
──死與人間的多元省思》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5 年）
，頁 163。

184

蔣韻《櫟樹的囚徒》的死亡美學與家族女書

亡；女兒蘇柳是敘事順序中的第二位敘述者，具有范家的血緣，但是女兒在傳統的「家
族」概念中，是不被承認具有繼承地位，成婚的女兒更是被排除於家族之外。作者所
安排的三位女性敘述者鬆動了原始的家族定義，也是女性家族書寫中具有建構意義的
手段與方式。
過往女性往往成為男性「凝視」
（gaze）的對象，是經由男性的想像與視覺塑造出
來的形象，缺乏自我主體建構的能力。女性家族書寫時常為了突顯女性價值而忽略由
男性建構家族的事實，鮮少投注眼光於男性們的身上；或者過於強調男性英雄神話，
站在陽性位置審視家族經歷，二者皆未形成性別對話的場域。18《櫟樹的囚徒》的女
性敘述者，旁觀范福生、范先琴與范耕香三個男性的「死亡」
，不僅透過他們的生命與
時代、社會進行辯證，也是女性敘述者與家族男性的對話。家族原本是父子相繼而成
的型構，作者透過描述范家男性一代不如一代的死亡方式與結局，鬆動了家族成型的
基礎，原本封閉固著的家族概念也得到某種突圍的能量。男性處於被觀察的位階是否
能對婦女於家族中的地位與身份產生變動的力量，將於下文進一步討論。作者未讓這
些女子以激進的態度對男性與家族進行批判，而是回歸整個家族歷史，省視在時代的
變遷中女性所佔據的不同位置，女性以「逆視」回應男性的凝視。

三、時空語囈與陰性書寫
時代變遷與空間的移轉對於家族延續及人物的影響在此綿延數代的敘事文本中隱
然可見。男子作為家族核心，時代必然會在其身上反映出相當的影響，與此呼應的是
范氏男子世代精神氣質的淪落。作者著力於時代流變對於女性的影響以及女性主體面
對家族、社會在嬗變之際所展現的精神氣度與因應方式，在文本中隱隱可見一處由眾
多女子心靈集聚而成的世界，唯有身具濃厚女性/陰性氣質的成員才能抵達。西蘇（H
élène Cixous, 1937~）以為每個人都可以在自身找出兩性的存在，而婦女遠比男子更向
雙性開放，她們的心中有一座完整的世界，一個泯滅所有差異的空間，也是陰性書寫

18

如鐵凝《玫瑰門》
、徐小斌《羽蛇》等書中的敘述者鮮少將目光放在家族中的男性身上；項小
米《英雄無語》則以父系的英雄事蹟作為主題；張抗抗《赤彤丹朱》雖分別探討父系與母系家
族故事，但少見兩性間的積極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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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所謂陽性書寫本質上不同的因素。19陰性書寫無法定義，但它的源頭來自於母親，
來自於婦女自身的聲音。
《櫟樹的囚徒》溯源范家先祖以陳桂花為起始，緊扣女性成員
的悲歡生死與精神氣韻，暗向陰性書寫的特質靠攏。文本中的母親形象是果敢堅毅的
陳桂花、是熱情飽滿的段金釵與關莨玉、是所有的范家先仳，也是范家女子心念的陽
山伊水，她們型塑出來的空間先是陽山伊水的自然山林，而後以紅塵俗世為揮灑生命
的所在。
范氏家族的記載始於晚清時期的陳桂花，福生的母親；福生的父親未出現於故事
中。以母親作為家族書寫的起源，對以父親作為傳遞知識與象徵家族權力的傳統進行
了顛覆，是對男性主導社會觀點的改造。觀察文本中世代間的權力關係的描述，母親
的比重大於父親。民國初年，福生為了金錢權勢在外奮鬥，較少出現在家庭關係的敘
述中，段金釵與兒子們（尤其是虎子）相依為命；蘇柳出生後三個月，父親亡逝，由
母親關莨玉和舅媽賀蓮東扶養長大。在第三代與第四代裡，天菊是蘇柳的私生女，父
親另有婚姻，她與祖母共同生活，經歷中共的十七年時期與文化大革命，後來雖然與
母親和繼父的家庭同住，但天菊的聲音關注與母親、舅媽等其他家族女性的互動；憫
生、憫梅、春姐與父親先琴疏遠，即使是作為男性血緣繼承者的耕香，也沒有父子互
動的場景。家族中的女性關係，尤其是直系傳承的關係成為作者意欲表達的某種象徵。
作者如何藉由書寫女性生命與時代變遷呼應，在女性困守於「家族」之中，從女
性主體生命的自由選擇作為敘說歷史的方式。歷史是正典，擁有至高權力且不容改變。
新歷史主義學派提倡者海登懷特（Hayden White，1928～）以為歷史也是一種敘事文
本，具有流動的解讀性。除了有主流的、官方的正規歷史，還有被邊緣化的、從屬的
意識形態存在。歷史是既定的事實無法被磨滅，但歷史的紀錄與流傳卻是選擇性的呈
現。20可以這麼認為：歷史的呈現端賴歷史學家的選擇與性格，他們選擇部份事件、

19

20

埃萊娜‧西蘇（Hélène Cixous）
，
〈梅杜莎的笑聲〉
，顧燕翎、鄭至慧主編，
《女性主義經典》
（臺
北：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年 10 月）
，頁 88、93。倒數第二句引自托莉‧莫（Toril Moi）
著，王奕婷譯，
《性/文本政治：女性主藝文學理論》
（第二版）
（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5 年
9 月）
，頁 139。
「大凡歷史著述必定包含若干史料，以及詮釋該史料之理論性觀念，而借敘事文體統籌二
者……凡史著均自有其內層結構……此結構於未經批判之先，即已為人認定為某類歷史詮釋應
有的典範。」因此，可以說懷特在擁護歷史真實性的條件之下，承認歷史具有某種既定的編撰
性、詮釋性，而且依史家的身份、觀念而有所不同。見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著，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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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解釋，並以此串連各個事件，就成為撰寫於史書上的「歷史」
。那麼作家不也可以
選擇事件並加以串連，完成主體對「歷史」的解釋與呈現。
《櫟樹的囚徒》並未著墨於
歷史事件，而以書寫女性生命中的困頓與時代的變遷進行對話。如同孟悅、戴錦華所
言：
「女性所能夠書寫的並不是另一種歷史，而是一切已然成為的歷史無意識，是一切
統治結構為了證明自身的天經地義、完美無缺而必須壓抑、藏匿、掩蓋和抹煞的東西。」
21

作者非要彰顯個體之於世界、社會的渺小，而是選擇呈現女性主體在家族的侷限中展

現所能達到最高限度的自由以及書寫或敘述家族故事所能達到最完整的境界。
在家族直系血脈的合縱外，另有一種傳遞於范家女性間，非關血緣的精神氣質的
「遺傳」
，大致可分為兩大群類：自然氣質與紅塵風格，二者非截然相對而同以堅韌且
充滿女性自我意識的內在精神為依歸。前者本文稱之為自然子民，後者總結為紅塵女
兒，以下分類討論。

（一）自然子民的末路
陳桂花作為家族的精神制高點，是自然派的起始，
「我們家眼睛的源頭來自個共同
的女人……祖母陳桂花」
（76）
、
「父親的眼睛酷似祖母。但那只是一種形式上的相似，
父親的眼睛是塵世的眼睛，五光十色，物欲橫流」
（81）
。這種精神氣質不以子息血脈
為傳遞的標準。作者安排以死亡顯示陳桂花的生命高度，使用高亢熱情的筆調歌頌其
死亡：
祖母陳桂花雙眼被官軍利刃剜出的時刻，太陽轟然墜地。一萬隻金鳥狂飛而去。
血噴湧而出，汩汩有聲，流成了血河……我家絕世美景隕落的日子天地為之動
容……無數隻亂腳踩上去的一刹，眼睛發出爆裂的聲響、像灌漿的太豐滿的果
實，汁液四溢，種子橫飛。那是孕育的綿延不絕的聲響，落地生恨，迴盪百載
千年。……祖母咒罵著一路出山……是生命的絕唱……祖母縱身投入伊河的美
景永存在我心中。
（79-80）

21

安譯，
〈序言〉
，
《史元：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意象》
（臺北：麥田初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
12 月）
，頁 xxvii。
孟悅、戴錦華，
《浮出歷史地表──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研究》
（臺北：時報文化出版，1993 年 9
月）
，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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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官能性的形容詞呈現桂花死時的壯烈激昂；以讚嘆「生」的語言描繪「死」
，
這是范氏家族中最精彩的死亡。陳桂花為不透露兒子的行蹤而死於前來剿匪的清朝官
兵手上，從容赴死的姿態與美學式的死亡意境成為范氏一族死亡的先驅者。死亡意境
是一種價值觀的體現，它一方面受制於人類普遍的價值原則、倫理範疇；另一方面也
展現某一民族、文化圈、歷史境遇乃至個人情感所選擇的價值觀、宗教、倫理、哲學
所包涵的價值概念。22人們求生時，大多採用生殖的手段；人們求延續時，則往往以
死亡作為手段。23在原始的部族中，年長者為了不成為年輕人的負擔，常常以自殺來
保存後代的延續可能。除此之外，需要考量中國文化的死亡價值觀中強調的天人合一
境界，而捨生取義則是此思想體系中生命理想的最佳歸宿與自我道德的最高完成。24陳
桂花充滿野性與天地山林共振動的死亡的意義展現於此，這不應僅僅視為延續家族血
脈必然作為，而是母親在自身與孩子二者間所作的生死抉擇。她的死亡是自由意志的
最高表現，作者以與山林共生的語言文字描述她的消逝，是自然之女隕落於時代中政
治（官匪）權力鬥爭下的犧牲。在清末動盪不安的社會裡，
「官」
「匪」的分界並非截
然明確的，作亂地方的匪徒可能在不久後便成為創建國家的革命者。陳桂花的死亡延
續了范福生的命，日後他從綠林好漢搖身變為響應武昌起義的義軍，與母親的抉擇不
無關係。陳桂花的死亡暗示著一個時代與帝國毀滅的前哨；其所象徵的范家女性獨有
的精神氣質，因其死亡而提升到最高點，永存於未曾蒙面的孫女心中，與所有具有獨
立意識的范氏女子心中美好且原真的自然空間相連。
陳桂花的死亡過程來自於孫女蘇柳的想像，而蘇柳的聽聞則必來自於范福生轉述
給其妻段金釵並經過范家女性的渲染誇示。蘇柳隔著香煙望見祖母懸掛在樸園祠堂中
的畫像，頭戴翠簪珠玉、身穿墜滿牡丹花的琦羅裙，與原本山野婦人的形象大相逕庭，
這是由父親所創造出來的祖母。生者依照自己心中所冀望的形象塑造死者，一方面再
度顯示喪儀與祖先祭拜是為了服務活著的人，另一方面也顯示出生者對於過往歷史的
塗抹與修改，福生不願承認自己過去的綠林身份。因此，蘇柳試圖「還原」先祖母燦
爛奪目的生命光輝，描述她在山林間自由奔放的熱情身姿、在生命隕落的剎那間與天

22
23
24

顏翔林，
《死亡美學》
（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 年 10 月）
，頁 13。
同註 16，頁 289。
同註 11，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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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同共，展示陰性特質中無邊際的慷慨（generosity）形象，這種藉由想像修復的「再
現」也隱隱指出家族中女性個體向上游尋找精神典範的方式。
透過蘇柳，作者指出范氏家族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精神傳承者是陳桂花、虎子與段
金釵。這三人皆為山林殉情，而山林則是范家承繼母性精神的女子對於回歸樂園的暗
喻。
山林女兒的段金釵生養出了具有同樣陰性氣質的虎子。虎子與豹子（先琴）兩兄
弟的氣質分屬兩類，後者極為喜愛沃城與樸園、熟悉城市與繁華，但虎子不然。虎子
不能忍受從陽山邊、伊水畔移居到沃城樸園，以為這是一座牢籠，他嚮往自由與無拘
束的生活但被父親、家族所束縛，終以 15 歲的少年之姿抑鬱病逝，這是另一種形式的
自殺。他死前「雙頰如花、豔如桃李」
（122）
，作者使虎子以「俊美如少女」
（124）的
姿態結束生命，破除了社會性別（gender）的界線，陰性的特質原本便可為兩性持有，
無關生理性（sex）上的限制。美少年隱隱位於兩性間的模糊地帶，
「他」青春、美麗
為人所欣羨，因此美少年的死亡容易使人感到生命的殘忍與不待，然而「他」也易凋
零，只要沾染了成年男子的習氣，美少年所憑恃的優勢即告失去。死亡可以永恆地保
存美少年，使「他」的美好被時間凝結。父親象徵家族的至高權力者，決定以城市文
明取代自然山野作為家族延續的依靠，否定個體具有的主體性，虎子的死亡是對陽性
價值觀的抵抗。不同於弟弟范先琴（豹子）
，敘事者從來不以「大名」稱呼虎子，讀者
並不知道虎子的正式姓名，他在故事中永遠以山林兒女的姿態存在，而不被歸類於范
氏家族的父子相承系譜之中。依照故事時間的流動與敘事者的暗示，虎子應死於北洋
系軍閥混戰之際，此時范福生已擠身社會中位高權重的階層，是眾人巴結的對象，但
段金釵與虎子不適應這樣繁華卻又被男性權力所圈囿的生活範圍之中，屢屢尋找突圍
之法卻又莫可奈何，虎子死前說：
「人為啥要建一個城，把自己關起來？……咱生來不
是那殼子裡的人，殼子會使咱們憋屈而死。」
（123-124）
。透過具有陰性特質的美少年，
女性敘事者隱約地表明被父姓家族宗法囿禁的反抗，虎子是范氏家族在城市站穩腳步
正是成勢以後的第一位死亡者。作者藉由這段虎子之死的描述，使生理性別產生流動
的可能，生理男性朝向陰性/女性特質靠近，展現了陰性書寫橫跨兩性的面向，以完成
作者對於范氏家族中女性精神血脈代表人物的塑造。
敘事者如此描述段金釵與其他世家大族女子們的不同：
「她們生來分屬兩個世界，
她們的世界是牢籠般的四壁，而她的世界是江湖和天空。」
（103）段金釵嫁與范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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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自由自在地生活在陽山伊水旁，她的男人在外拼鬥，她則在
家鄉教養子女，這是傳統男外女內的關係，卻不是一種純然封閉固著的空間意識，因
為她生活在沒有圍牆的自然山林之中，不受嚴格的范氏家法所束，更因為陽山山寨是
她參與築造、棲居的家園。艾莉斯‧馬利雍‧楊（Iris Marion Young，1949～2006）以
為「家」具有多樣性意義，對女性而言不完全是壓迫性的存在，家中的物件以及空間
本身，都承載並且沈積了重大的個人意義。25在陽山上，她可以傲然地巡視她所築造
維護的家園，她是山寨裡的女王（93）
，而不僅僅是范福生的妻子而已。段金釵以為只
有「虎子是他的兒」
（125）
，因為她們都是山林的兒女。金釵在虎子死後，接獲過往綠
林時期結拜義兄的死訊，她不想成為過往山林記憶中唯一的倖存者，她要為生命裡最
美好的時光與精神悼念，於是吞食鴉片自殺。鴉片使她肚子劇痛而笑容扭曲的死去，
死時繁花盛開為她壯行，這是另一場從容赴義，赴的是她心中對自然山林的節義。虎
子與段金釵做了一個與陳桂花不同但又相似的抉擇，維護心中所堅持的精神道義。此
時約是 1920 年代末正值軍閥混戰時期的尾聲，作者不寫混戰對於范氏家族的影響，而
是側寫因牽扯進軍閥戰爭的六哥的死亡促使段金釵做出自殺的決定，從而掀開了范氏
家族史的一頁。男性為了爭奪權力而發起戰爭，為了鞏固權力而築起城牆，將其認為
的所有物包含女子圈禁於內，擁有自我的意識的女子不甘於被約束，以死亡/自殺來嘲
諷男性狹隘的權力慾望以及戰爭的無謂牽連與必要性，成全她們心中所嚮往、追尋的
精神道義的最高完成。
死亡是人存在的一種方式及意識與符號現象，而語言是人類存在的家園，又是藝
術的媒介與載體，它構成了藝術的有機體，可以貫穿藝術的死亡意境，使得死亡意境
是語言與符號的展示。26文學透過語言媒材的構設，可以直逼現實情境以及別為理想
國度。27因此書寫死亡可以是人類思想情感的比喻或象徵。在文學作品中，自殺是個
體自由意志展現的極致。死亡是精神通向彼岸世界的風帆，引導心靈走入絕對自由的
宮殿；相對地，活著是不自由的，因為承擔著物質、知識、道德種種的拖累。28因此，

25

26
27
28

艾莉斯‧馬利雍‧楊（Iris Marion Young）
，
《像女孩那樣丟球》
（臺北：商周，2007 年 1 月）
，
頁 235-246。
同註 22，頁 13。
周慶華，
《死亡學》
（臺北：五南出版社，2002 年 2 月）
，頁 187。
同註 22，頁 27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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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成為令人嚮往，可以跳脫出身處世界牢獄之中的終極方式。29文學作為一種藝術
的表現，可以將死亡從醜的姿態扭轉為美的感受，因此，死亡在文本中並不能直接與
倫理道德勾連，而更應該注意藝術表現手法中的人格實踐、意境與精神的價值超越。
對於范氏家族中承襲自然派精神血脈者的三人，她們的死亡是一種對生命本真意義的
實踐與完成。
死亡作為所有人類必然的結局，它的意義應該是揭示生的價值：
「死亡不僅關係著
個人的生命，也牽掣著社會、民族、國家興衰盛亡，牽掣著這個世界的過去、現在和
未來。」30人物在絕境之中必須做出生與死的兩難抉擇，這個當下的選擇與人物的過
往歷史相關並影響了他的未來，個人無法獨立存在於社會世界之外，因此其生命必與
之相聯繫。蔣韻透過女性敘事者之口，揭示女性在家國同構框架下的掙扎與努力過程，
嘗試突破圍籬，以還原女性的真實自我。死亡也可以作為推動敘事情節的關鍵性要素。
死亡總是在時間維度裡展開人物於空間中發生的事件過程，尤其在敘事型藝術作品
中，死亡是具體情節在時間空間範圍裡的運動；在總體事物的發展過程與宏觀的情節
結構中，死亡是諸多有機環節的重要一環，往往是形成情節變化、敘事變更的重要標
誌，由它構成故事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的機緣，許多文本裡均體現了死亡意境作
為敘事結構功能的藝術價值。31前文提及范家男子的淪落，家族女性成員觀看核心人
物死亡時顯露的諷刺與嘲弄意味，他們的死確實促使范家故事情節的推動，尤其突出
其在時間綜軸上的變化，從興盛到衰亡；范氏女子的死亡則彰顯婦女在家族網絡中，
無論外在生活空間與內在世界的流轉，或者時代齒輪運轉的背景置換，她們追求自由
且熱烈的生命經歷。

（二）為愛自絕的紅塵女兒
生長於范氏家族中，具有自主意識的女子們雖不同於嚮往自然山林的先烈，然而
二者心中皆有一座遺世獨立的世界，這處空間既是山野也是塵世，代表著婦女心中橫
跨兩性而以強烈陰性特質統御的力量。敘述者蘇柳以為段金釵的死亡迎來了關莨玉的

29

30
31

「死亡具有兩重性：第一，他是一種令人嚮往的解脫，因為世界乃是牢獄；第二，它是一個可
怕的陰影，因為死者不能復生。」同註 11，頁 104。
同註 11，頁 92。
同註 22，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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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來（129）
，同時暗示：民初的動盪局勢在看似平穩的狀態下蘊藏著更大動亂的降臨。
關莨玉作為傳統婚姻關係中的續弦，是家族的新女主人，她為這個家族帶來不同
於過去的面貌，一種在紅塵中享樂、裝扮的平庸風情，是女性在家族中展現自我的另
一種可能，且稱之為紅塵風格。這是一種以樸園為中心，看似相對於自然山林，但其
實有所沿襲的空間。關莨玉的加入是文本中范家空間轉換的交錯點，也是時代齒輪中
運轉的隱喻；後來，先琴的妾室小紅承接這樣的精神積極將歡樂的氣氛吹進范家的每
個角落，影響其它女子。
這群女子中，小紅最先死亡。小紅以虔誠的信仰與乾淨的心靈打動了賀蓮東原本
對丈夫妾室的抗拒，小紅信奉天主，視先琴為帶領她脫離苦難日子、妓女生活的上帝
使者，是良人也是兄弟，最終以身體為他擋下子彈而亡。小紅為妓時，肉體曾遭遇非
常之暴力與拘禁，但她在心底保持了一畝乾淨、相信良善的園地，並以精神的超脫與
自由想像作為抵抗外在壓迫的支柱。她在死前對先琴說：
「我在天國等你」
（201）
，信
仰與天國是她內在自由精神的具象化展示，這也成為她不懼怕死亡的因由。基督教文
化以信仰讓信徒克服對死亡的恐懼，以「復活」彰顯主的存在，在《舊約》中且強調
現世生活的享受。32小紅因信仰而熱愛紅塵俗世並且積極樂觀生活，也因信仰使她義
無反顧地為愛犧牲，並將此視為對先琴的奉獻。羅洛梅說：
「愛是死亡與不朽的混合孕
33

生之物。」 愛與死互相依存，愛的快樂與悲傷並非取決外在、所戀愛的人的動向，而
是發生在個體內在心理的辯證。34愛的不朽性有時需與死亡相互辯證才得顯現。小紅
在為愛的犧牲中感到由衷的快樂與滿足，一方面是因為宗教信仰所給予的力量，另一
方面也是內在愛欲（Eros）驅力所影響。小紅自願選擇死亡以實踐對自由與愛情的追
尋。此刻的時代背景約略是軍閥混戰結束後的國民政府時期（敘述者永遠以暗示的方
式告訴讀者關於時代背景的幾許蛛絲馬跡）
，但中國內部的情勢依舊動盪不安、暗潮洶
湧，暗殺的手段成為小紅喪命的因由。敘事者賀蓮東聽聞小紅的死訊時說：決定個人
命運的「是遠在我們之上的力量」
（200）
，這股力量是時代、是社會、是國家，也包括
妓女小紅對先琴的跟從。男性中心體系要求女性的服從時，從未思考過女性的個人意

32
33
34

段德智，
《死亡哲學》
（臺北：洪葉文化，1994 年 8 月）
，頁 124-135。
羅洛‧梅（Rollo May）著，彭仁郁譯，
《愛與意志》
（臺北：2001 年 4 月）
，頁 141。
同前註，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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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作者有意為傳統以男性為核心的家族中的女性增添血肉，
「愛」是其中神聖不可言
說的精神，藉此反襯出前者的殘忍與虛偽。
為愛而死的還有芬子（福生的庶女）
。為了和私心愛慕的畫家私奔，在與憤怒的兄
長爭吵中被殺身亡：
「她縱身一躍的霎那真像豹子一樣凶狠又美麗。她毫不羞恥地把她
赤裸的身體展示在暴行面前。她肌體閃閃發光，燦若閃電，美不勝收」
（241）
。敘事者
天菊歌頌女體為愛捨身的美麗，展示婦女如何以血肉之軀表達自身的聲音與向家族的
抗爭，赤裸的身軀是芬子「愛」力量的具象。天菊讚揚未曾蒙面過的芬子姑姑的因愛
而生的美麗與巨大勇氣：
「她周身潔淨，像水中濯洗過的一塊玉石。……她堅如磐石地
把守了（畫家）唯一的去路」
（236）
，芬子為愛向哥哥范先琴所代表的家族抗爭，即使
她明知所跟隨的男人並不愛她（畫家愛慕小紅的後娘──寡婦關莨玉）
，愛欲仍驅使她
面對死亡威脅時奮不顧身，在威脅與恐懼中證明她的愛情之美。小紅與芬子並不考慮
所愛慕的男性是否「值得」她們付出性命，她們所追尋的是心底對自由與愛情的想望。
作者在描繪二者的死亡以充滿花朵的意象為背景，並描述女子為愛而流的鮮血「宛如
解凍的河流流過冰雪覆蓋的沈靜的土地」
（242）
，白雪中的鮮紅刺痛了觀者的眼睛。小
紅與芬子在以愛與鮮血彰顯其以死向生的生命價值。與她們相比，范家後兩代男性缺
乏鮮明的個性與生命力，也沒有心中所堅持的目標與精神。
關莨玉出生世家，她成為續弦是因為范家需要增添門楣上的光彩；她的死亡是中
共建國新時代來臨的門檻。她背負著比過去范家女子更重的身份禁錮：
「只要有風光排
場……日子就還是繁華似錦的好日子」
（152）
，不論這個家族是否已顯露崩落的跡象，
她被范家設定的功能是維持住范家外表的華麗。不論丈夫福生是否在家，她在樸園中
的生活都能過得歡聲雷動；即使丈夫過世，樸園常高朋滿座充斥著她的朋友。背負著
夫族的約束，她在被侷限的範圍裡盡可能地將生命揮灑地有聲有色。關莨玉的死亡與
她喪偶後的私密戀情有關，因為范家女主人的身份使她不能公開追求自己的愛情，她
贊助情人秘密逃走，卻發現繼女芬子隨之私奔，一怒便把二人的去向告知先琴，從而
導致他們的死亡。此內疚被她壓抑於心底，最終於 1949 年穿著嫁衣「把自己懸掛在一
個時代的門口」
（253）
。中國建國新時代的到來，推翻一切舊時代的人、事、物，當范
氏男性還在為存活與生活享受煩惱時，關莨玉的死，絕決地成為「一道流血的傷口」
（253）銘刻在時代的門檻上與范家的歷史中。天菊描述未曾見過的外婆在自殺前的一
個晚上，想起了她一生中唯一的愛情與激情。關莨玉的一生奉獻給范家，維持樸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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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鬧與華美是她的使命，樸園與范氏家族屬於舊時代，既然她的使命是撐住范家的體
面，那麼穿著嫁衣，為它殉身，既是「寧絕靜止的熱鬧」
（252）極致，同時也是一種
諷刺：當范家男人都不男人了，女子反而替范家的去留作下了決定；范家得到的是關
莨玉的身，而她的心只為自己而活。死亡是自由意志的終極表現。
范氏家族的女子一代代地揮灑生命，在原本圍繞著男子建構的系譜當中，描繪出
一個由女子組成且跨越兩性的世界，訴說女性的生命經驗；當范福生將家族的根據地
從陽山遷徙到樸園，隨之紮根的女子的世界樣貌從自然山林式轉移至在紅塵俗世享受
並且積極實踐其認同的生命意義。這三位女子以生命訴說女性在壓抑下的抵抗以及試
圖從家族網絡中掙脫出來的努力。以女性敘事者述說婦女自身的欲望以及所思所想，
呈現出由女性敘述聲音與視野建構的家族史景象。女子生活在文化積累成形的家族體
制中，雖不得不以依附的身份形成關係網絡的牽連，她們的生命有自己發光發熱的能
量。不論是屬於自然之子的陳桂花、段金釵與虎子，或是在滾滾紅城中為自身愛欲奮
鬥的小紅、芬子等人，她們的死是以極為強烈的生命熱情與精神自由的追尋為象徵。
成為范氏家族日後傳人追尋的標竿，也銘刻成後人心中難以抹滅的傷痛。前言曾述「櫪
樹」是作者母親家鄉之樹，也是范氏家族的象徵。文本名《櫪樹的囚徒》從三位女性
視角講述每個范氏家族成員的悲歡離合，而每個成員（男性與女性）終其一生皆無法
脫離出家族的範圍，他們/她們是囚徒也是牢頭，這是身為家族一份子無法避免的命
運。在此看似無解的規則中，女性成員以精神的出逸建構屬於自身的逍遙所在。

四、記憶與死亡創傷的對話
親人的死亡往往帶給家屬極大的心理傷痛，有些傷痛長久蟄伏於人心，並間接影
響個體與他人的關係，在文本所建構家族網絡中，這樣的遺害特別呈現於世代的承繼
之間。茲以三位女性敘述者為觀察對象，查看因親人「死亡」造成的傷痛，如何銘刻
並影響親子互動以及個體與家族間緊密又疏離的關係。
文本中唯一以賀蓮東為敘述者的章節名「天國之門」
，文本中的「天國」指涉的是
死亡的國度，描述角色面臨生存與否的緣由與抉擇。蓮東以冷靜的口吻講述與天菊的
會面，從而開啟她講述與回憶范家的故事，以死亡悼念回不去的樸園。
蓮東對於公公福生的死是詼諧式的打趣，並由此點出樸園裡眾人對家族支柱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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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淡漠與麻木，只有她驚懼公公的強勢原來只是「畫上的大樹」
（168）
，埋伏著范家即
將頹敗的信號。蓮東面對丈夫新納妾──小紅，起先以出走之姿表態她的抗拒，蓮東
想要依靠自己女師的學歷獨立生活、脫離樸園，然而小紅來訪與其深談並解開心防，
最終使她做出返回樸園決定的是小紅之死。蓮東為此許下願望：「來生讓我們做姊妹
吧，真的姊妹」
（202）
，蓮東和小紅是彼此相知的敵人，因為她們具有相類似的靈魂，
銘刻在范氏家族重要女性成員精神血脈裡的傳承。蓮東和丈夫先琴為了逃離暗殺，短
暫遁走陽山，在敘事者蓮東意識到自己「再現」過往的當下，她發現陽山成為她永世
掛念之地：
「
『避世』是多麼奢侈的一種人生選擇」
（203-204）
，陽山不是她的家鄉，卻
是一生難以忘懷的所在：
「我知道有什麼東西丟在了這裡」
（205）
，這便是山林對她的
號召。婆婆關莨玉與蓮東年歲相當，同樣面對丈夫的浪蕩而獨守空閨，她們彼此理解，
蓮東違逆丈夫先琴的意願與莨玉深交：
「我們彼此走入，有了一個同伴」
（152）
。蓮東
發現莨玉的出軌，並為莨玉感到憂慮，因為樸園不會接受莨玉的「背叛」
、家族無法容
納德行有失的未亡人。蓮東是唯一目睹並由衷理解家族女性死亡抉擇的敘事者，她以
冷靜卻溫情的聲音重回現場。
蓮東承繼范家的女性精神血脈，並具有直觀現實的特質，這是她與關莨玉、蘇柳
的不同之處。她願意為新時代的來臨而低頭，並保有內心的堅韌，認為關莨玉「把自
己吊死在新時代的門口」
（173）
，蘇柳無法承擔過往家族的印記、人生的殘酷以及新時
代的冷漠無情，最終瘋癲。賀蓮東感嘆災難的種子早已根植，
「再現」家族衰頹的過程，
當下一代盡力拋去所有家族記憶的同時，她身負延續的責任，交棒給天菊，由天菊開
啟對家族故事的追尋，而最終希望故事和傳奇能像繽紛的花朵盛開在家族之樹上。蓮
東哺育過蘇柳，將她視為自己的孩子，因此痛感於蘇柳遭遇的殘酷經歷，當蓮東初次
與天菊見面時，她以為：
「我孩子的閨女回來了」
（138）
，這是追尋范家故事的起點。
文本第一章，蘇柳與張松川結婚並育有一子一女，張建國與張建紅；此時蘇柳 7
歲的私生女天菊因父系家人們的去世，投奔母親與繼父，但她與新家庭的關係極糟，
天菊因尿床被母親要求獨自搬至廚房邊的陰暗小間生活。文革時的某日，母親蘇柳爬
上Ｔ城最高的煙囪意圖自殺，後來放棄轉而被政府單位囚禁十年，她的離開對子女造
成影響並導致兒子意外身亡。蘇柳的求死與家族中一連串的死亡有著莫大的關係，文
本的後續章節敘述范家的歷史記憶以及後來的經歷，逐漸揭開家族中的「死亡」對個
人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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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柳並未真實經歷過父親范福生的死亡，他死的時候她只有三個月大。但是父親
奇異的死亡方式在她心中形成一個謎，她想像父親是被躲在樹上從天而降的殺手殺
死，
「這就是我憎惡樸園的理由。因為樸園裏到處是樹。到處是樹。到處懸掛著埋伏與
死亡。」
（60）蘇柳與范家同輩的表姊妹一同生長，只有她沒有父親，作者藉由描述孩
童時期的蘇柳對樹的憎惡，帶出此事在她心中留下的傷痕。少女時期的蘇柳並非真的
瞭解死亡，對她來說父親的「死亡」意味著「沒有」
（永遠不在場的）父親，她是被父
親遺棄的女兒。孩童對於死亡的認識是從描述他人「你不在了」的概念開始，並由此
產生「我被拋棄了」的感覺，使孩童心中的安全感產生摧毀或動搖。35由於蘇柳並非
真實經歷過父親的存在，因此「沒有父親」對她而言未造成巨大傷痛。她十分害怕母
親關莨玉靠近任何的樹，甚至囓咬母親以阻止她。對蘇柳來說，母親是她孩童以至於
成長時期心中最大的信賴，她無法想像母親的消失。莨玉在樸園營造出的歡笑氣氛讓
蘇柳以為家族就是這樣的面貌，直到她 15 歲時，母親自殺。以男性為核心的家族醜惡
毫無保留地展示在她面前，她從此切斷了與家族的聯繫。
少女時期的蘇柳以為只有外力才能傷害母親使她消失，因此，母親猝然的死亡所
造成的創傷遠比父親來得巨大。她的價值觀一夜崩毀，這促使她後來離開家族，終身
不曾復返。心理創傷的痛苦源於無力感，在受創當時，受害者壟罩在無法抵抗的力量
下而感到無助，創傷事件摧毀人們得以正常生活的安全感，讓人們覺得無法掌控世間
的人與事，也失去與此間的關聯性。36此後蘇柳不再與家族聯繫，也不曾告訴兒女有
關自身的家族故事。受創症狀通常有種傾向，就是斷絕與創傷源頭之間的連結，而另
「母親的死預示著
外走出自己的一條路。37蘇柳在此心理作用下切斷了與家族的聯繫，
我從此不可能再和這世界上任何一個人建立真正深刻的關係」
（61）
。喪母之痛使蘇柳
的安全感以及世界社會的聯繫產生阻絕，連帶地使她與自己的兒女也無法產生緊密地

35

36

37

Robert Kastenbaum 著，劉鎮鐘、鄧博仁譯，
《死亡心理學》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
年 9 月）
，頁 86-87。
Judith Herman, M.D.著，施宏達、陳文琪譯，
《從創傷到復原》
（臺北：遠流出版，2004 年 4 月）
，
頁 67。
同前註，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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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聯。38受創者因為自我感的基本架構受損而痛苦，他們處理親密關係的能力被既期
待又怕受傷害的矛盾情緒危害，過去的認同感也會面臨永久性地毀壞。39母親的死亡
成為蘇柳拒絕回憶過去的關鍵，也使她拒絕接受過去的一切，包含任何的精神傳承，
這使得她在文革十年的煎熬中「充滿絕望」
（223）
，認為「永遠不可能使這個世界潔淨」
（223）
，最終成為女兒天菊口中「黑夜中的告密者」
（271）形象。即使如此，蘇柳成
為連結女兒與范氏家族的節點，血脈、親情以及傳承藉此移轉。
蘇柳逃離范家，在漫地的改革聲中，與一個響應共產黨號招的青年戀愛，而後青
年以蘇柳的出身和背景會妨礙他的前程以及已婚為由拋棄她，這時蘇柳已有孕，生下
女兒後丟給男方的母親收養。遺棄范家女子精神傳承的蘇柳，追尋另一個男性的權力
象徵，但男性不可靠，只是倚仗外在的美好形象誘騙無知少女，使她相信他表現出來
的形象，一旦淪落便萬劫不復。作者嘗試以隱喻的方式揭露男性家國政治的虛偽狡詐，
暗喻共產黨的美好形象只是一種包裝，只是為了得到他所需要的東西，為了利益他可
以翻臉無情。蘇柳因其出身背景與未婚生子的前科，在文革中遭受無數的災難，而她
因卻乏堅定的內在，導致精神幾乎崩潰。作者安排蘇柳擔任自身故事的敘述者，由天
真爛漫、抽滿想像力的少女聲音逐漸變為歇斯底里、滿心猜疑的語調，此變化使讀者
心驚。文革結束後，蘇柳始終抱著一堆曾經是鋪蓋的爛棉絮，即使被女兒天菊丟掉，
她還會再揀回來：
「被我扔掉的鋪蓋卷兒，在陽光燦爛的房間它就像一隻怪誕的動物的
屍體，散發出腐爛的臭氣。」
（267）破鋪蓋是文革十年的象徵，永遠殘存在蘇柳與天
菊的生命中並發出腐爛氣息始終縈繞。少女蘇柳死了，轉而活著的是一具被政治與社
會殘害的行屍走肉。蘇柳的故事結束於女兒天菊的口中：
「十六歲的母親以為只有沃城
只有昔日才是她的樊籠……但天空並不是我母親的家」
（272）
，蘇柳棄絕過往，斬斷生
存的養分，致使她跌進外頭更大的牢籠而無法逃脫。作者以為所有的過去都有絕對的
存在必要性，但並非歌頌家族的偉大，而是指出人不能拋捨過往，因為這樣，會使人
成為無根的浮萍，人必須要從過往提取生存的養分，尤其是傳承於家族的陰性精神力
量。

38

39

蘇柳的傷痛，除了來自親人的死亡，也來自初戀情人的背叛。母親死後，蘇柳隨即奔亡他鄉，
18 歲的她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一個已婚青年熱戀，發現懷孕後，情人拒絕娶她，後來領養了
蘇柳。接二連三的打擊與創傷使她更難與人，尤其是至親有更深刻的聯繫。
同註 37，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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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菊來到繼父的家庭，是因為奶奶身亡、叔叔病重不久人世。父族的喪亡凸顯出
母族的存在，
「我 7 歲的時候失去了祖母。然後我來到了這個北方城市。」
（18）前文
提及，孩童對於死亡的概念是先產生被遺棄的感覺，這份感覺延續至天菊成年，她依
然「看得見那個叫天菊的孩子怎樣沿著鐵軌想走回 7 歲以前的過去」
（18）
，想要回復
到從未被遺棄、具有安全感的狀態。她剛與母親同住時會尿床，母親要求她搬至廚房
旁的小屋，往後「七年的時間裡，做飯的油煙和炭火氣充填了我的肺部」
（18）
，這種
驅逐與隔離發生在蘇柳是天菊唯一可依靠者的關係中，母親是她與此在世界產生關聯
的接觸點。就另一種層面，天菊因為年幼無謀生能力而成為這個不歡迎她的家庭的囚
40

徒 ，母親成為她的獄卒。所以當蘇柳表現出自殺的動作時，天菊期待母親能夠如其所
願，以便讓她獲得自由；同時，母親的求死，使她再度感到被親人遺棄的憤恨與絕望：
她這個母親做得是多麼糟糕。她先是讓我不明不白地來到人世，然後，她又背
棄了我們全體。當她最終站在了那個高高的煙囪上時，她和我們恩斷義絕。
（57）
蘇柳沒死但被囚禁，對於孩子們的意義是相同的：母親不見了。天菊失去了繼續
留在這個家庭的理由，選擇離開向遠方前進。此時，只剩下未曾蒙面的舅媽賀蓮東，
這由母系血脈所連繫起來的關係，成為她投靠並且停留的地方，
「我母親是我們共同的
一個島嶼。我終於找到一個和我有著某種聯繫的人」
（39）
，文本自此開起了范氏家族
歷史與故事。
14 歲的天菊原本並不預期返家，她的目的地是在遙遠的西南方草海邊——只見過
照片的表姐憫生——孩童眼中的世界邊境。被母親遺棄的天菊，只剩下夢想可供支撐。
天菊的夢想不是遠方的草海，而是 7 歲以前有奶奶、叔叔疼愛的生活，那是她一生經
歷中最安穩的時候，也是一段回不去的記憶。世界的邊境提供無限想像，成為她離家
的目的地。旅途中她投靠過表姐憫梅，再行到沃城——母親家族的所在——被舅媽蓮
東所挽留。至此，她才發現母親所屬的范氏家族早已在未曾會面之前便已深刻地影響
了她的生命，是她不想記錄卻又不得不面對的歷史，
「追問來歷會使我痛徹心肺。」
（58）
蘇柳從未告訴她有關沃城樸園、范氏家族的隻言片語。與舅媽賀蓮東的會合，開啟天
菊敘述一切故事的起點。對家族歷史故事的溯源、對家族女子的追念，取代了她心目

40

「兒童因無謀生能力而成為囚徒」
。註 36，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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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草海，成為她往後一生無法擺脫的問題，因為她在世間只剩下此一可攀附的關係。
賀蓮東知曉家族一切的故事，是范家陰性精神的傳承者：
「她清晰無比地認識了自己
『客
居』的身分。她小心翼翼地在世界的邊上在時代的邊上找到了自己微如芥粒的位置。」
（261）時代是洪流，世界是巨大的牢籠，唯有內心清醒堅定另成一方世界的人了解個
體客居於世的狀態，從而選擇自己的生存或者死亡。蘇柳重新複述舅媽所說的故事，
透過思考與敘述體認到自我主體與家族有著無法切斷的緊密聯繫。她藉由描摹范氏家
族與人物的故事，對自我的位置進行「召喚」與再置，藉由「回歸」范家，在其中的
女性身上找尋支撐內在的精神力量。
屬於段金釵這一脈的家族人物，她們以對記憶中闔家同樂的山林為一生的追念，
當他們隨著范福生搬至沃城後，過往的記憶成為再也回不去的樂園。歸屬於關莨玉一
脈的人物，她們期待樸園可作為安身立命之所在，但卻因男性的背叛與約束使她們發
現自己生活在「失樂園」中。二者皆以「死亡」作為她們回歸樂園的手段，天菊這麼
描述她們：
我們家族的女人，她們有多少是用「死亡」這種方式擺脫了生命的困境。她們
選擇死來保存了生的自尊。她們是一些美麗而易折的喬木，構成我們家族樹林
的重要景觀。
（265）
天菊的聲音表明對「自殺者」既同情又不贊同的態度。她因為親人們的「死亡」
而流離失所，所以稱呼她們為「美麗易折的喬木」
。
「櫟樹」在文本中具有多重寓意，
是范氏家族的象徵，因其所定居的樸園中遍植此樹41；也是這些選擇以死亡解脫生命
困境的女性。蘇柳因為父親的死而以為樹象徵著死亡。前言中曾引用蔣韻的說法，指
出櫟樹是范氏家族的象徵，而離散與消亡是范氏家族整體的命運。三位敘事者對范家
所抱持的情感與敘述態度，這三人皆被死去的至親所遺棄，使她們終身活在死亡的陰
影之下，從而使「死亡」與消散成為文本揮之不去的基調。
天菊為三位敘事者之一，但作者意欲讓她成為「完全」操控全文的敘述者。范家
的故事因她的追尋而揭露，也由她寫下結局。
〈尾聲〉中，以天菊的視角、第三人稱的

41

此說王春林曾提及。王春林，
〈女性生命的詠嘆──評蔣韻長篇小說《櫟樹的囚徒》
〉
，
《小說評
論》
，1997 年第 2 期，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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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向文本內的敘述接受者42埃利克——作者擬定為天菊的異國丈夫——傾訴她的
生命歷程與家族故事。虛擬的外籍丈夫是作者對范氏家族的嘲弄：當男性自以為是構
築家國中心的同時，范氏家族的女性已經由絕決的自由意志展現脫離家族牢籠的狠
絕；當中國男性汲汲營營於爭奪並鞏固自身的權力時，女子已經將目光拋向海外，顯
示更廣大的視野關懷。追尋生命本源、探索內在自我作為敘事聲音的表現，其根本是
因為「死亡」所引起的一連串影響。海德格把人定義為「向死的存在」
，認為「此在之
（Desein）
）的有限
可能的存在，向死存在」43。視死亡為人之存在（他稱此為「此在」
性之顯現：作為有限性存在，人是必有一死的；死亡是人之存在的最重要特徵。44生
命其實是一個邁向死亡的過程，人自呱呱著地以後，便是一天比一天更接近死亡，怎
樣面對死，其實也就是怎樣面對生的問題。45《櫟樹的囚徒》中三位敘事者是倖存的
遺族，
「死亡」對他們的意義與感受比一般人還要強烈。她們從死亡的陰影中找到先人
遺留的價值，然後以此面對生命裡的挑戰與衝擊。
在眾多范家女人死亡所呈現的意象中，隱隱可見「失樂園」的傷感。比如自然系
的遺民因為遠離山林而嚮往回歸，在俗世生活的女子渴望安身立命且愛情自由的所
在。樂園的追尋是文學創作中的重要主題，
「失樂園」則是對已然失去的樂園有所追懷
進而思歸的表述。46樂園可視為一至善的境界，具有靜態、懷舊、出世、獨善其身等
特點。47因其獨善其身，由此每人心中的樂園想像是有差異的，但總是人們心底對於
最為美善地方的代稱。失樂園因其曾經為人們所「擁有」復又失去，導致人們心中感
到憾恨並於有限的生命中展開追尋。范家的女子們追尋，因天菊的「返家」而「再現」
。
再現並非真實的重現，而是依照敘述者對過去事實的詮釋與認知經由語言加以呈

42

43
44

45

46

47

敘述接受者不同於隱藏讀者。
「敘述接受者是敘事文內的參與者，是虛構的。」
「暗含讀者（隱
藏讀者）引申作品之中，充當作品的全面接受者，而敘述接受者是敘述者的聽眾，與敘述者相
依存。」引自胡亞敏，
《敘事學》
（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04 年 12 月）
，頁 54、55。
海德格，
《存在與時間》
（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1999 年 12 月）
，頁 271。
劉國英，
〈解構死亡—現象學的進路及其蛻變〉
，梁美儀、張燦輝編：
《凝視死亡──死與人間
的多元省思》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5 年 9 月）
，頁 29。
張穎珊、何敏賢，
〈死亡與自我意識：從尼采酒神精神看自我同一性》
，梁美儀、張燦輝編，
《凝
視死亡──死與人間的多元省思》
，頁 339。
歐麗娟，
〈唐詩裡的「失樂園」──追憶中的開元盛世〉
，
《漢學研究》第 17 卷第 2 期（1999
年 12 月）
，頁 218。本文為作者博士論文的改寫。
同前註，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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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過程。天菊透過敘述家族故事，挖掘埋藏在其體內傷痛的來源。創傷的再體驗也
〈尾聲 漫遊
許是提供一個征服它的機會。48文本的描述確實顯現出作者的此種意向。
者〉裡天菊的聲音以第三人稱的視角觀看自己的過往追尋：
她無力到達那個地方。那是她的夢想所在。她一步步朝她的夢想迂迴前進……
她永遠不可能到達草海……不能走向它是一個宿命，就像人類再不能走向伊甸
園。
（286）
她在通往草海的路途上與母親的家族不期而遇，使她知道自己的命運，也是她
後來與異國丈夫遠去的原因（286）。天菊心中的樂園在探索的過程中，從夢想的草
海轉向至家園，但親人與家族的消亡，使她的想望再次落空。表姐憫生的死訊更是
讓她的夢想整個幻滅，
「隔了千山萬水總也到達不了的草海，在表姐故事的末尾處像
血海一樣輝煌。」
（288）天菊後來選擇離去，是因為追尋自己心中的「天邊」
，亦即
心中的樂園與家園。但這卻是一所流放的「家園」
，她與母親家族的女性一樣，處於
永恆的失樂園。

五、結語
蔣韻《櫟樹的囚徒》以連串的死亡堆砌出范氏家族的故事。作者描繪范家三代陽
性/男性的死亡暗示家族由盛轉衰的過程以及男子們在家國劇變的時代洪流中隨波浮
沈、缺少主體自覺與能動力，透露女性敘事者的嘲弄：身為家國核心的男性不僅無法
掌握自己的命運，缺乏生命意義的他們即使對時代卑躬屈膝，依然被棄如敝屣；他們
的「死亡」鬆動了其在家族系譜中原本悍然的位階，男性生理血脈作為聯繫家族關係
的一環，卻比不過陰性精神血脈的傳承來得綿遠流長。
蔣韻以濃筆激情描繪家族女性/陰性的死亡，以死亡作為個體生命意義發揮的極
致。死亡只是她們的選擇而不是無奈的終點，表露女性追求生命自主的意願，並與男
性之死形成對比，這些承繼范家陰性精神氣質的女子未在時代的巨輪下喪失自我的控
制，死亡雖然是她們脫離固著家族的方式，但不是她們無奈的選擇，更不是面對時代
巨輪的消極抗爭，她們或自殺、或為心中的道義理想捐軀，活得熱烈、死得燦爛。作
48

同註 36，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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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浪漫性的筆調書寫女性的死亡，除了襯托出男性的猥瑣，也凸顯了女性面對生死
抉擇時，決然的神氣與凜然的美感。書名中的櫪樹象徵范家，囚徒則是被范氏家族侷
限住的成員，但范家女子在家族之外更有一片獨屬的世界，是作者所營造。文本中的
陰性空間最終指向婦女心中想望的失樂園/家園，這處地方未曾有歧視差異，是最本初
而純粹的原鄉，在此，范氏女子修補了她們面對親人與自身死亡的恐懼與創傷，並有
能力展現以死向生的生命追尋與家族故事的挖掘。
若將范氏家族一連串的死亡與時代社會的轉動勾連，將家族小說視為家國同構的
緊密性呈現，那麼可以得出：蔣韻藉由無法與完整生命切割分離的「死亡」
，探討生命
的價值與意義、尋求女性個體在家族圈囿的範圍中向外叛逃的可能方式、追問渺小的
個人如何在時代巨輪下散發出充滿熱力的生命光輝；女性和男性截然不同的經歷與選
擇，控訴以男性作為中心的家國政治的可笑、虛偽與鄙瑣，人不可能徹底脫離家族的
範圍，也不可能甩開時代家國的影響，但是這些龐大的力量卻不能完全掌握統治一個
人的內心世界，微如草芥的個體可以憑恃堅定的內在精神，面對外在的一切紛擾壓力，
而作者將這股能量賦予了范家的女性。作者著力經營文本豐富的故事性，而盡力減低
時代背景的存在感，文中不曾出現「建立新中國」
、
「文革」等政治性的字眼，而改以
1950 年作為表徵；除此之外，文本中不見任何明確的政治事件，透過女性敘述者的聲
音重現當時家族成員的行為，比起歷史性的社會變動，她們更關注親人。這樣的隱匿
表現，不會是畏懼政治的壓迫，而彰顯了陰性個體對時代巨輪的旁觀。經歷過的一切
總會在生活中留下痕跡，受過的苦難必定會在生命裡銘刻傷痛，但只要有顆堅定的內
心，堅韌的陰性氣質精神總會引領受難者走向開闊的未來。死亡經由作者藝術性的創
作轉化後，所興之美，足以與生之昂然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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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esthetics of Death and Female Family Writings in
Jiang-yun’s The Prisoners of Robur
Yi-an Chen＊
Abstract
The Chinese female writer, Jiang-yun, depicts the rise, the scattering, and the decline of
the Fan family. She also portrays the death of more than ten main characters: all the men
died of accidents while the women either committed suicide or were murdered. Praising the
family’s scattering and decline with tragic, romantic tones, and recollecting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women have occupied with the changing times, the writer views women’s gaze as
the “counter-gaze” in response to men’s gaze, and hints at the fact that the men’s death is a
transformation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In addition, when it comes to the evolutionary
changes of times, the writer centers on the influence on the women brought by the changes,
as well as on the women’s spiritual attitude and response to the family. In the text, there is a
world constructed by the women’s spirits, where only those who exude strong feminine
temperament can reach.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umas resulting from “death”, and
considers how traumas shape, affect the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as well as the close and
alienat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family. With the ability of shuttling
between death and the lost paradise, the Fan’s women recovered from danger and traumas,
which reveals their pursuit of life from death and uncovers the family’s story.

Keywords: Jiang-yun, The Prisoners of Robur, The Aesthetics of Death,
Female Family Wri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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