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亡時代的香港書寫： 

以趙滋蕃《半下流社會》與邱永漢《香港》為例 

	
翁智琦	

 

提要 

本文以 1950 年代的香港書寫為比較座標，觀察趙滋蕃《半下流社會》與邱

永漢《香港》這兩部以香港為故事背景的小說之異同。本文指出這兩部作品都映

照了五○年代在香港的流亡者複雜圖像。兩位作者都具備右翼的文化背景，但是

他們的文學作品所反映出來的流亡者生態卻不能僅從這一角度來思考。再者，本

文要探究兩部作品中展現出來的「反」之意涵以及「	 他者」之形象。《半下流社

會》與《香港》都屬流亡文學的範疇，小說也寫出他者的形象。這種他者形象是

不被接納的，意味著他們受到排擠或者有所抵抗。本文將這些排擠與抵抗，視作

文本的「反」。通過「反」，「他者」的形象同時也得以被表現。這雙重的目的是

希望能為文本的詮釋找到平衡。因為它們或許反共、反國民黨、反資本主義，但

並不全然能被簡化為某種論述而歸之。也許在承認這些文本的反共、反國民黨、

反資本主義之餘，也要關注它們跟反的一方偶爾交錯的痕跡。 後，本文則是要

去考慮兩部作品的出版環境與文本產出的後續緣分。希望透過文本內緣與外緣的

交叉比對，能夠構築較為立體的文學作品與時代觀察。	

	
關鍵詞：流亡文學、冷戰、趙滋蕃、邱永漢	



一、 前言 

本文以流亡文學為參照議題，試圖有別臺灣島內的反共大調。透過趙滋蕃《半

下流社會》與邱永漢《香港》的比較課題，討論冷戰時代中作家被迫流亡的香港

故事。從他們的作品中，得以窺見流亡者自身乃至其同代人的命運。也得以傾聽

來自海外的冷戰心音。	

戰後，在充滿動亂、極端動盪的五○年代，臺灣與香港兩地，都是英美國家

反共陣線的一員。當時的臺灣因為國共內戰實施戒嚴令，香港卻因中英鴉片戰爭

協定而成為華人得已自由出入的地方。在冷戰結構下，香港的身份因而顯得特

殊。一方面，它是被割讓、被長期租借給外國人的地方，象徵著中國民族的恥辱；

另一方面，又因為它對外開放的有利條件，成為不同政治力量互相連結、角力的

空間，幾乎是盧瑋欒所說的「左右逢源」（2013）。帝國主義將香港及沿海租界視

作侵佔中國利益的跳板，而革命力量與受政治迫害者則以香港為串連或避難的空

間。香港既接受過逃避國民黨壓迫的共產主義者，也容納過大量反共產政權的人

士。	

在如此動亂時代中的文學產出，大多是受政治力催逼而生。文學一旦被政治

深刻介入，常常是啞巴吃黃蓮。但是在五○年代的香港書寫中，文學卻弔詭地自

有所得。這也是張誦聖於〈臺灣冷戰年代的「非常態」文學生產〉中所提及的一

種「始料未及」（unintended consequences）（2011）。始料未及的成果反映出流亡

文學，也開拓了冷戰時代的東亞文學場域議題。它是流亡者與流亡地的因緣發

展。從流亡文學觀察它投射出的時代圖像，不僅照見殖民地歷史命運的乖舛，更

有助於理解香港文學的轉向。陳智德指出：「五十年代的香港小說透過南來者的

夾縫處境以及『遺民空間」的政治隱喻，完成戰後香港文學的另一種文化轉折」

（2011：9）。論者在此雖是討論南來文人所寫的香港故事，但若要論及流亡，自

然不限從中國大陸移居的南來者。自臺灣流離星散的遷徙者也有所謂流亡到香港

的文學產出。香港既是特殊時代的相對性自由空間，理當會有多方的流亡之聲。	

本文以流亡為名，香港為文本的地理空間，討論作家被時代推擠而成的作

品。在這樣的時代浪潮翻湧下，被視為反共作家的趙滋蕃與鮮少被文壇注意的邱

永漢都因擁有流亡香港的經驗，而各自以文學作品《半下流社會》（1953）、《香

港》（1956）為自身乃至同代人的命運留下見證。	

本文工作之一，是要指出這兩部作品都映照了五○年代在香港的流亡者複雜

圖像。兩位作者在輿論看來都具備右翼的文化背景（一個被譽為反共作家，一個



則以資本主義為信仰），即便如此，他們的文學作品所反映出來的流亡者生態卻

不能僅從這一角度來思考。	

再進一步，本文工作之二，即是要探究兩部作品中展現出來的「反」之意涵

以及「	 他者」之形象。《半下流社會》與《香港》都屬流亡文學的範疇，既是流

亡，必有不被接納的緣故。不被接納往往意味著受到排擠或者有所反抗，兩種因

素在文本中都各有所見。筆者將之視作文本的「反」。通過「反」，「他者」的形

象同時也得以被表現。這雙重的目的是希望能為文本的詮釋找到平衡。因為它們

或許反共、反國民黨、反資本主義，但並不全然能被簡化為某種論述而歸之。也

許在承認這些文本的反共、反國民黨、反資本主義之餘，也要關注它們跟反的一

方偶爾交錯的痕跡。	

本文工作之三，則是要去考慮兩部作品的出版環境與文本產出的後續緣分。	

兩者 初發表的園地與語言都不同：《半下流社會》以華文寫成，由美新處轄下

的亞洲出版社出版；《香港》則是以日文寫成，先發表於日本《大眾文藝》後又

刊於《文藝春秋》雜誌。兩者的閱讀群以及作者在文壇的相關活動都是本文在進

行文本詮釋的重要背景。	

香港作為一割讓租借地，誠如周蕾的創傷邏輯（the logic of the wound）觀察：

它象徵著中國民族的恥辱（2001）。但另一方面，它由於是冷戰時期西方陣營的

殖民地，又代表著相對自由的城邦，也因此成為各方勢力的集散地。輾轉流亡至

港者，多是家國與時代的遺民。他們在紛亂中遷到香港，使得香港有形無形地也

跟著承載了流亡者對於時代的焦慮與困頓。這一批流亡者在香港暫時或者永久安

頓（本文的兩位討論對象屬於暫時安頓），離散與在地的經驗激發了他們對於身

份定位、認同危機、居住空間乃至現實政治的矛盾思考。	

大環境的變動使然，流亡者夾處於新舊時代╱家園之間。他們的心理質地變

化便造就流亡時代香港空間的文化意涵，這也是開啟香港文學文化轉折的關鍵因

素。流亡者的生活空間往往指向混亂與變動，在這裡便形成冷戰時代的另個始料

未及。羅永生在《殖民無間道》指出，香港社會的主體性於此逐步地被建構起來

（2007：72）。也就是說，香港的戰後發展不僅貫穿了冷戰經驗，更在國族權力

之間，錯綜複雜地發展出自己的政治社群意識。因此，這段混雜的時代夾縫，不

僅是地方空間關係再造的關鍵，還是影響後來香港社會運作的重要歷程。	

Doreen Massey 在王志宏編譯的〈政治與空間�時間〉裡針對政治涉入空間與

時間的認為政治涉入的混雜涉及了移位、自由與可能性的元素（1995：131）。使



得香港作為流亡者的空間，其實也是政治化的空間。因此，如何在政治化的空間

裡找出當中的複雜作用，便是本文重要的課題。	

流亡文學在香港曾因其濃厚的難民色彩而被論者有過誤差的解釋。比如黃康

顯在〈從難民文學到香港文學〉中評判流亡文學是「不具香港特性的文學」（1996：

70）。王宏志在〈我看「南來作家」〉也將流亡文學視為「歧視之作」（1997：32）。

換句話說，流亡文學曾經有過一段污名的、被誤解的時期。論者認為流亡文學僅

是過渡性的類型作品，在文學（史）意義上並不扮演積極角色。然而無論文學書

寫地方呈現怎樣的景觀思考，作品的出現便是時代的證據、是歷史的產物。更重

要的，它是以具體的存在為當地文學提供往後成長的養分。不管是以肯定之姿鼓

勵，抑或否定的方式推擠，身為研究者，對於這點都無法揮手否認。	

	

二、 激進的浪漫革命：趙滋蕃《半下流社會》	

被定位為反共小說家的趙滋蕃（本名趙資藩，1924～1986），因為父親在德

國柏林大學任教的緣故，童年在德國成長、學習。抗戰時期回到中國，歷經數年

軍旅生涯。後因國共內戰，輾轉流浪至香港。曾任香港《中國之聲》週刊社、《人

生》月刊編輯，亞洲出版社總編輯兼《亞洲畫報》主編。1964 年 9 月，因以《重

生島》描寫罪犯的非人道生活，被港英政府遞解出境，移居臺灣。曾以筆名文壽

在《中央日報》撰寫專欄雜文，後任教於東海大學中文系，致力於文學批評理論、

文藝教育的傳播直至終老。	

趙滋蕃在香港時便以《半下流社會》盛行臺港兩地。在 1955 年一次由中國

青年寫作協會所策劃的「十萬青年 喜閱讀文藝作品測驗」的票選活動中，《半

下流社會》進入 受歡迎小說的前十名。應鳳凰對此活動的目的，有所分析：	

	

透過救國團全省分支團部，得以深入臺灣各縣市及大專院校，以票選之

名，開卷有益，行推廣戰鬥文藝之實。（2007：36）	

	

可以說，「十萬青年 喜閱讀文藝作品」的票選活動實可視為 1955 年戰鬥文

藝運動的 高潮，而《半下流社會》幾是反共文學代表佳作。其人其作的魅力更

是跨及臺港。從一則趙滋蕃來臺訪問的報導中指出：	

 

趙氏此行係應青年救國團之邀，返回祖國作兩週之訪問。昨日在基港曾接受救國



團、青年寫作協會，以及自由中國藝界人士之熱烈歡迎。午後拜訪救國團，由胡

軌副主任接見。今日上午將至碧潭遊覽，午後參觀台大，師大等處，明日拜會各

文教機構，後日出發參觀各軍事學校，並遊覽日月潭等處，然後轉赴金馬前線訪

問。趙氏並將應台大及淡江英專同學之請，分別作兩次公開演講。（聯合報訊：

1956） 

	

從報導中可見趙滋蕃不僅以《半下流社會》成為暢銷書作家，與以國民黨為

指導單位的文藝界之關係也十分友好，更是當時青年學子的文藝偶像。根據關海

潮在《聯合報》的報導，趙滋蕃的小說曾經造成盜版猖獗，流行廣大（1981）。

但是對趙滋蕃的文學相關研究，卻幾乎被遺忘。周芬伶指出：「原因可能是在臺

灣文學找尋主體與認同的過程中，趙滋蕃甚少書寫臺灣本土經驗，以及他反共立

場過於鮮明有關。」（2006）可以想見，趙滋蕃的文學史地位是微妙的。他曾因

寫出「政治正確」的作品享譽文壇，後又因「政治不正確」的作品被移送臺灣，

更被臺灣文壇遺忘許久。	

幸而九○年代後，學界的討論逐漸打開舊時代的既定枷鎖。近年來已有論者

紛紛為文重新討論趙滋蕃的文學位置與作品意涵。如周芬伶〈顫慄之歌──趙滋

蕃先生小說《半下流社會》與《重生島》的流放主題與離散思想〉從反流放、反

離散的角度說明趙滋蕃小說中的反叛性與現代性及其創作美學（2006）。張瑞芬

〈趙滋蕃的文學創作及其時代意義〉一文中條理分明地陳述出趙滋蕃的文學活動

與其創作與時代的意義（2006）。陳建忠〈1950 年代臺港南來作家的流亡書寫：

以趙滋蕃與柏楊為中心〉則以臺港的南來文人為座標，從趙滋蕃和柏陽的作品來

開啟區域研究的比較視野（2010）。陳智德〈一九五○年代香港小說的遺民空間：

趙滋蕃《半下流社會》、張一帆《春到調景嶺》與阮朗《某公館散記》、曹聚仁《酒

店》〉（2011）將香港的遺民空間文化史與文學案例相互呼應。陳芳明於《臺灣新

文學史》談論 1950 年代的反共文學時，特別介紹了趙滋蕃及其作品：	

	

真正使人懷念的反共文學，大多是沒有獲得官方獎勵的作品。當時流傳最

廣的反共小說之一，是趙滋蕃所寫的《半下流社會》。（2011：304）	

	

除了肯定《半下流社會》是反共文學的代表作，陳芳明對趙滋蕃的文字也頗有讚

譽。認為他的文筆是反共作家中的佼佼者。	



《半下流社會》取材自 1950 年代初香港調景嶺難民生活經驗。故事敘述一

群以文人王亮為首的流浪漢，自中國流亡到香港的苦難故事。他們聚集在香港筲

萁灣並將自己喻為「半下流社會」，在時代夾縫中重啟生活（1978：34-5）。	

這群流浪漢生活窘迫，但始終不因貧困而下賤。他們個人各司其職互相扶

持，集體創作、貢獻所學，時常於晚飯後一同討論哲學、政治、經濟諸多議題。

與其說他們是流浪漢，也許稱他們為窮困的知識份子還來的恰當。為了賺取稿費

充當公共基金，李曼（王亮女友）抄寫下每晚的討論，並具名投稿刊登。李曼因

故成為文學明星，卻也因此離開王亮，陷入奢華的風暴中。李曼的離去重重打擊

王亮，也影響半下流社會的士氣。風塵女潘令嫻的加入則為王亮以及整個半下流

社會帶來另個黎明。故事 後以一場大火燒毀筲萁灣木屋。小說安排了沉淪與上

升與沉淪兩條對比鮮明的主軸。沉淪的人（李曼）含恨而終，上升的人（王亮為

首的半下流社會成員）歷經種種磨難仍能悲憤自持，並決心要以半下流社會的毅

力與精神影響著下一代，永遠為自由真理戰鬥不懈。	

「半下流社會」出自小說角色酸秀才一語：「半下流社會沒有上流社會的自

私、冰冷，也不如下流社會的喪失理想。既遠離上流社會，又接近下流社會，是

一個和諧的社會試驗室。」酸秀才點出了以王亮為首的「半下流」流亡社群，事

實上是批評了上流，同時又拒絕了下流。酸秀才的發言是喻示著對於香港這個流

亡空間的不滿。「半下流社會」沒有上流社會的自私冰冷，也沒有下流社會的喪

失理想。它是一個理想象徵，也是縮影。因此他們用「半」，企圖將自己從香港

的處境中抽離，讓流亡的疏離經驗轉化為更積極的自我定位。半下流社會的現實

便是認清「白晝與黑夜是交替的；光明與黑暗是淆混的；希望與失望是糾纏在一

起的；理想與現實是並存的。」（1978：52）這樣矛盾的人生情境，在相互勉勵

支持下，形成這群半下流社群的共同意識。等於說，遠離母土中國所生就的苦憶，

在半下流社群裡，不再是如夜行鬼魅般的生活陰影，反而成為生活意識的實現。	

他們用更為積極而激進的浪漫情懷來重新建構一個政治社群：屬於王亮及其

流亡同代人的半下流社會。如此的人生戰鬥理想，也呼應了作者移居臺灣的「流

浪漢哲學」所言：「滾動的石子不長苔，流浪的行業不聚財。身懷百技，隨遇而

安，適應性強，而永遠囊空如洗，名利不縈於心，勇於遺忘。」（1980：1-2）或

者也可以說，半下流社會的社群意識，是柔性戰鬥的階級意識，他們以「正義與

理想」為社群的共名，控訴著流亡者的生存困境。趙滋蕃在《流浪漢哲學》是這

樣說得：	



	

在一個社會裡，如果把貧窮當作罪過，則法律與良心是衝突的；社會正義

與社會理想是不並存的；這社會根本不是敗壞的，墮落的。事實上，窮人

要活下去，這是我們的權利；讓窮人在生存中，繼續改善生活方式，這也

是社會的義務。難道窮人連住天台都犯法嗎？難道窮人不是人嗎？

（1980：43） 

 

這樣的腔調其實十分接近左翼文學的口吻，並且進一步凸顯出《半下流社會》在

反共時代格格步入的特性。時勢使然，左翼文學曾是歷史上被消音的存在。論者

往往以為左翼文學太過激進、天真而不具文學的藝術性，但是向來重視文學自主

性、藝術性的反共名家夏濟安在美國版《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序言中卻持平討論

左翼文學： 

 

在西方文學的左翼文學發展中，左翼文學的衰退是因為作家邁向更成熟的

發展，但是在臺灣與中國，左翼文學的衰退卻是因為政治的壓迫，這樣的

情形造就出悲慘的結果：國策文學成為時代文學的主流。如今看來，雖然

早期的左翼文學都因為將農夫、底層階級描述的太過美好而顯得天真，容

易與社會現實脫軌，然而如今那些優秀左翼流派作品中所展現的嚴肅性，

以及對於社會正義的熱情是值得懷念的。（1999：511） 

	

反共的戰鬥文藝是時代的主調之時，文學創作有時會配合政治正確而陷入言

不由衷的窘境。但是《半下流社會》卻能夠在時代給與的「反共」框架中求新求

異，實數難得。它強調要追求社會正義的熱情，要展現生活的崇高與嚴肅性，相

當具有左翼色彩。本文認為這樣的文學表現其實也直接鬆動了文學史所賦予它的

「反共之右」。因此，若是要以反共小說為辨識符號，那麼《半下流社會》事實

上更趨近於一部有所變形的反共作品。能夠在反共框架中表現出不那麼反共的特

性，筆者認為是作品本身 重要的歷史亮點。	

《半下流社會》是文學史上的反共小說名作，但卻也不是一部徹底的反共小

說。論者慣用反共文學為座標去認識《半下流社會》及其同代作品。本文希望用

另一種方式出發，去討論作品的另外面向。因此，不妨將《半下流社會》視為書

寫流亡者在充滿冷酷考驗的異境空間之下，如何帶著理想求生存的一部樂觀政治



小說。在作品中，屬於正向能量的理想、樂觀、積極面向，都來自半下流社群成

員對生活苦難的受容態度。如果將之與作者後期的文學論述相形比較，可以發

現，《半下流社會》作為趙滋蕃的文學處女作，其實已然宣告了作者終其一身以

創作與論述實踐的美學理念。如趙滋蕃在談論文學之美時，參照美國諾貝爾文學

得主福克納（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的一段演說內容所指出的：	

 

我相信人將不會只是忍受，他遲早總有勝利的一天。人是不會死亡的，這

不僅因為人在一切生物中，聲音永不竭盡，而是因為人有一個靈魂，能夠

同情，犧牲與忍受。（1978：34-5）	

	

《半下流社會》構建了一個具激進浪漫情懷的政治社群，社群成員之間有共

同意識。自中國流亡後，半下流社群成為他們新的家國。這個家國歷經酸秀才的

死亡、李曼的離開與自殺以及故事 後的調景嶺大火等種種磨難。作者 後仍給

予讀者在悲悽中始終保持樂觀、充滿希望的場面：「兩具棺材同時出殯，兩輛靈

柩車分別載運了李曼和潘令嫻的遺體。在山坡上合葬的新塚，小丫頭從那墳上抓

起一小撮黃土裝進她那裝著泥土的牛皮信封內。而王亮則是堅強起來，重新點燃

希望地迎接接下來的人生。」也許人會被生活淘汰，但只要訴諸於社群意識的延

續，就能不被歷史淘汰。這也許就是《半下流社會》在冷戰時代，在戰鬥文藝成

為口號之時，對於主流所做出的抵拒。	

劉紹銘在《香火相傳：1926 年以來臺灣小說選集》的〈序〉中言道：	

	

從 1949 年後到 1950 年代末期之前，（臺灣）都沒有嚴肅而值得的文學作

品產出，因為政府「反攻大陸」的口號往往被逃難來的中國人解讀成，不

僅只是表達他們「要回家」的決心，更是堅定的提醒臺灣並非他們的家。

因此，儘管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何時可以搭上下一班回家的飛機，他們始

終視自己或多或少像是在機場的「過客」。（1983：2） 

	

劉紹銘所討論的「過客」情境事實上也適用於香港。香港向來被南來文人視

為是斷裂的、暫時的時間與空間。但是，本文認為《半下流社會》卻展現了另一

種過客的心態。故事中的半下流社群成員，僅有一部分人搭船到臺灣跟隨當時被

認為是正統的中華民國政府。王亮卻帶著另一群流亡者，到港口送別，然後重新



回到調景嶺的半下流生活秩序裡。「過客」心態已悄然被王亮這群流亡者的選擇

轉化為新的在地認同。他們心懷社會正義的理想，在自己的半下流烏托邦中追求

生命的熱情。	

身為半下流社會發言人的王亮，扮演著領導、大哥的角色。社群成員若有任

何疑難雜症都會找上王亮商量、諮詢。王亮於半下流社會的意義也許就如同趙滋

蕃與調景嶺流亡者的關係。周芬伶曾在一次演講「流放作家傳記書寫與研究」中

描述趙滋蕃在調景嶺時是扮演兄長的角色，時常對身邊朋友有所提攜與照顧。由

於任職於美新處轄下的亞洲出版社，趙滋蕃的薪俸與調景嶺朋輩相較之下豐厚許

多。他總是將現金收於抽屜，誰有需要便直接取用。（2013）	

王亮對於生活正義的追求，也可以反映在趙滋蕃以《重生島》寫出罪犯被非

人道對待。但也因為這樣，趙滋蕃觸怒了港英政府，於是於 1956 年 9 月搭乘四

川號郵輪抵台定居。值得注意的是，趙滋蕃曾為亞洲出版社主編，也是反共名家。

因此，他雖寫出港英政府不鍾意的故事，還是能被反共陣營接納。小說中的王亮

繼續在半下流社會中如英雄般地發光發熱，趙滋蕃則在政治正確與不正確的潮流

中飄盪。他被記起多次，但也被遺忘多年。	

半下流社群喻示了一個理想的國度，成員為維持社群的正常運作，無不盡心

竭力。但是，跟集體理念對照，個人理念顯得無所適從。如，脫離半下流社群的

李曼被社群成員視為「不再真實於真實」（1978：104）。同樣位於流亡空間的《香

港》顯現出另一幅強調個體在遺民異境的流亡者圖景。	

	
三、 弱肉強食的政治邏輯：邱永漢《香港》 

被日本媒體譽為股票神仙、賺錢之神的企業家邱永漢（本名邱炳南，1924

～2012）也是文學者。在邱永漢傳記《我的青春．臺灣	 我的青春．香港》中，

提及了他接觸文學的歷程。當時就讀臺北高校時期的邱永漢，因為受西川滿影響

而寫詩、短篇小說，並自掏腰包印製文學同人誌《月來香》（1996：22-23）。1950

年代開始在日本發表小說，以中篇小說《香港》一作獲得日本文學獎直木賞的殊

榮。在 1950 年代發表的作品裡，邱永漢描寫了活在戰前殖民地的臺灣人之悲哀、

戰後臺灣的混亂。邱的日語小說刻劃了日治時期、國民黨來臺初期、香港冷戰初

期的社會。如今這些小說大都已有中譯本，然而卻始終未受到文壇的重視。	

岡崎郁子在其專書《臺灣文學──異端的系譜》中，以「戰後臺灣文學的原

點」完整章節討論邱永漢的文學並賦予其極高的評價。雖然岡崎郁子對於邱永漢



小說中的金錢至上主義感到厭惡，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文學家的邱永漢的確曾

認真地寫下許多被論者譽為「日語能力非常優秀」的作品。岡崎郁子甚而指出，

邱永漢的文學與當時使用日語的臺籍作家如張文環、吳濁流相比，其「寫作短篇

小說的表現力是出類拔萃的」（1996：100）。	

《香港》先是刊登於《大眾文藝》8 月至 11 月號，隨即獲得第 34 屆直木賞

的肯定，也開啟該獎項中首位外國作家（邱當時仍為中華民國國籍，1980 年入

籍日本）的獲獎紀錄。值得留意的是，《香港》的閱眾為日本讀者。在日本的華

人以日文創作批判港英政府統治下的香港，對日本讀者來說也許是一件痛快而安

全的事。	

日本因敗戰而經歷七年（1945～1952）的美軍佔領時期。五○年代的日本出

現反美國基地的激烈抗爭，反美國、反西方、反帝國主義的聲浪充斥著日本社會。

仇美之餘，同樣是同盟國成員的英國勢必也受到波及。對日本來說，美國既帶有

侵略我國之惡，也有對戰勝者的崇拜。誠如東京大學情報學教授吉見俊哉所言：

「過去在佔領期的美國，對某些人是解放者，對某些人是征服者；是欲望的對象，

同時也是恐懼的理由。」（2013：15）日本對美國的愛恨情仇，在無法言明之下，

便轉往其他對象進行情感投射。香港作為港英政府殖民地，是當時日本黑市商品

重要來源城市。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帝國與資本主義的象徵。《香港》一作正好

提供日本讀者一個曖昧情緒的投射管道：能夠把自己的痛苦投射在香港貧民身

上，並跟著主角安全地痛罵帝國與資本主義。本文認為，這也許是《香港》能夠

獲獎的原因之一。	

不過，《香港》雖獲得獎項的肯定，卻未讓邱永漢一躍而成得以讓作品在報

刊連載的文學家。可以說，日本文壇婉轉地拒絕了小說家邱永漢的進場，無論日

本文壇或者臺灣文壇皆不買邱的帳。時不我與，邱永漢只得擱置起寫小說的筆，

轉而開始寫作投資股票的文章，逐步邁向「大企業家」的道路。	

《香港》寫出了冷戰時期的香港作為一流亡空間的景象。《香港》描述一名

命運乖舛的臺籍青年賴春木，出生於一個半漁半農的村落。歷經公學校、嘉義農

林學校後，大東亞戰爭爆發。日本政府以徵用為拓殖公司雇員之理由，將賴春木

派遣至菲律賓，而後成為美軍的俘虜在戰爭結束後被遣送回臺。原本要回到原來

的拓殖公司工作，卻又因國民黨接收委員安插了自家大小的職位，因而被革職。

賴春木與其他被革職份子組成了反政府的組織，又因事跡敗露而被迫逃亡香港，

以為能在香港重新開啟新生活，卻是面對更甚於臺灣的殘酷生存考驗。春木如同



難民般落腳鑽石山，原先冀望能依靠臺籍富商李明徵，未料傳說中的富商李明

徵，竟是居住於貧民窟，其貌不揚、個性狡猾的老李。以為能在香港開創一番新

天地的春木頓時之間再次失望，而面對在香港的生存問題，春木冒了許多風險，

甚至從事了欺詐的生意。使得春木的內心不時出現掙扎的情緒。	

即使 初是以政治思想犯之理由離開臺灣，對春木而言，理想的國度仍是那

由知識份子所致力打造的政治之夢。因此，當春木在尚未見到同樣來自臺灣的洪

添財時，就因友人周大鵬提及洪也是因政治因素流亡到香港之時，春木立即對於

洪添財的「知識份子」、「政治亡命」事跡留下深刻的印象。春木甚至憶及故鄉時，

想起他的伙伴之一被示眾槍決的場面，竟覺起伙伴的幸福：	

	

他的伙伴之一被穿上寫著「共匪」的紅色背心，載在卡車上，從這條街到

那條街遊街示眾。這位朋友是臺灣南部屈指可數的大財主的兒子。假使他

是共產黨，而且凡是有錢人都樂意成為共產黨，這個社會早就成為更理想

的社會了。無疑的，他恐怕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被穿上紅色背心，恐怕到最

後仍以為在做惡夢。於是，到了今天，可以說儘管他在台北車站前面的廣

場，在眾人的環視下被槍決，但還是比春木更為幸福。（1996：49）	

	

一方面，春木認定社會的理想狀態是抵達共產社會，另一方面，身陷殘酷泥

窟的春木對於伙伴尚未對自身處境有所體認時即被處刑，投射出身為一知識份子

的原罪，也即是，知的越多，苦難便越多，從這裡，也可看出作者邱永漢對於理

想與知識份子是有所致意的。	

與《半下流社會》相似，《香港》也間接構建了一理想的國度，而且這個理

想城邦是可以通向共產主義的：	

 

「生為人，必需要有錢。」老李環視四周說：「假使不能成為有錢人，就

要做共產主義者。」（1996：141）	

	

只是，雖然共產主義是條理想的道理，邱永漢對此並未描繪出左派革命的宣

言。就算角色的思考都是從階級意識出發，但是共產社會的抵達是有條件的。它

必須是在無法成為資產階級的情況下的選擇。也就是說，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的

前提條件就是得在缺乏經濟資本的狀況下。然而一個共產主義者，是不具備「人」



的資格的。因此，《香港》所展現出來的流亡者認同，反倒趨向於一種「生存」

的認同。《香港》的流亡者認同是關於「哪裡有路哪裡就是認同」的自我定位，

是這樣如動物般的生存本能驅使才是《香港》所展現的認同。如同李明徵在茶樓

與一群高等難民（小說中指的是上海人和北京人）為伍時，提醒賴春木的話語：	

	

也許在不久之前，這些人（指茶樓中那些從中國逃出的右派高等難民）還

是國粹主義者。也就是說，會成為左派的人也會成為右派。在窮鄉末路時

人都很類似。我輕視這種人，但不責備這種人。因為我也不曉得多少次想

依靠別人生存哩。（1996：141）	

	

事實上，《香港》與《半下流社會》相同，兩部作品對香港皆未展露出好感。

盧瑋鑾說過「香港的憂鬱，在於人們總不忘挖她的瘡疤」（1983：3）。然而在流

亡文學、難民文學的時代風潮中，《香港》也同諸多香港的南來文人作品一般，

建構了有關殖民想像、土地經驗的特定時空圖像。身為時代流亡者的邱永漢，藉

由《香港》，反映了自身的流亡命運，小說無疑如同作家自畫像一般，帶有部份

自傳性格與色彩。	

相較於充滿激進浪漫情懷的《半下流社會》，邱永漢的《香港》雖也談論難

民問題、生存問題，然而《香港》當中的弱肉強食邏輯是受到肯定的。而《香港》

的中譯版本也在其封面頁以及書封上以李明徵的話語為題詞：	

	

我們沒有任何保證，非得靠自己的能力活下去不可。我們得到的自由是滅

亡的自由、餓死的自由、自殺的自由，都是屬於沒有資格做為人的自由。

只有錢，錢才是唯一可靠的東西。（1996：88）	

	

《香港》當中，處處皆是人為了 基本生存而掙扎的難民形象，因為當時聚集在

香港的，大都是因應時局的流亡者：	

	

眾所周知，香港這個地方沒有國民黨，也沒有共產黨。其實這個鑽石山也

有國民黨的敗戰將官住在一起，但大家都是沒有差別的難民罷了。（1996：

17）	

	



身處於時代的夾縫，賴春木的心境是複雜而矛盾的，而這樣的心境或多或少也可

以說明香港的處境。羅永生便說：「對不少香港人來說，冷戰對抗下周邊地區的

政治高壓，正是促成人們遷到香港的原因，因此，香港人的冷戰經驗，脫離不了

逃離、遷徙，在戰爭的大氛圍下找尋機會。所以，冷戰的歷史經驗對香港人來說，

是充滿矛盾的，既是對抗也是逃離對抗。」（2007：265）	

這段討論香港文化位置的論述，也適用於小說的情況：賴春木對於金錢至上

主義的香港社會的態度、對於經歷二二八事件之後的臺灣社會的態度。這種「既

對抗又逃離對抗」的姿態，反映在《香港》中即成為從異地遷徙至香港的，生活

於半下流社會中的難民流亡生涯。	

賴春木離開國家意識機器運作得正火熱的臺灣，來到了冷戰打斷反殖民思考

的香港。看似他來到一個去政治化的新天地：各方的流亡者，各種意識形態，左、

右派的鬥爭，全集中在香港。然而筆者認為，去政治化的香港，其實與亞洲的其

他地區，如臺灣、韓國、越南、日本等地一樣，都充滿著政治化的課題。雖說冷

戰環境使香港對於殖民主義的反思暫且擱置，然而冷戰環境更加強化了香港的殖

民主義。等於說，殖民主義利用了冷戰環境，反而強行維持了香港的「去政治化」。

邱永漢的《香港》縱然未有太多不同意識形態的深刻描寫，卻也從難民的 低生

活標準：「求生存」的態度中，照見在這個披有「去政治化」軀殼的地理空間裡，

潛藏著更多政治性的課題（如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二戰之後的日本對國際補給

品的仰賴、左翼話語的消聲）。	

《香港》一作確立了邱永漢的文學地位。但是，在得獎之後，只有月刊雜誌

來邀稿，沒有一家報章來約他寫連載。邱永漢雖以日文為書寫語言，但是他的小

說故事都發生在日本讀者陌生的國度，難以構成閱讀吸引力。從這個角度來看，

大概就能解釋何以邱永漢雖懷有文學夢，卻還是將筆轉向金融時事評論。若是想

要在日本文壇繼續活躍，勢必得觸及日本文化社會的事物。由此，邱永漢開始在

創作議題上轉型，並進而逐步成為文化觀察、經濟評論的代表作家。曾經，文學

是邱永漢的人生夢想，但在屢次嘗試後，邱選擇了另一條能讓自己更亮眼的舞

臺。這或許也是賴春木及其同代流亡者對生活所作出的回應：「因應時局只能先

求生存」。只是，故事中的賴春木是留在香港茫茫地等待未來，邱永漢則是離開

香港（其後期又移居香港則是以經濟發展為考量），在日本的評論界與企業界拓

墾出自己的一條康莊道路。	

	



四、 結語 

在兩部皆帶有作者自傳色彩的《半下流社會》與《香港》中，我們不僅看到

一個描繪流亡者的文學作品，如何銘刻出流亡之地的殘酷異境。也看到了在香港

這個看似去政治化的地理空間，由於它的生存挑戰太過嚴厲，反而凸顯了其政治

化的一面，也就是本文所說的流亡空間。 

《半下流社會》構建了一個具激進浪漫情懷的政治社群，社群成員之間有共

同意識，無論人如何被生活淘汰，只要訴諸於社群意識的延續，就能不被歷史淘

汰。這也許就是《半下流社會》在冷戰時代，在戰鬥文藝成為口號之時，對於主

流所做出的抵拒。甚且，身為反共文藝的代表作品，《半下流社會》卻在反共框

架中以具左翼色彩的社會正義關懷思維提昇自身的文學意涵，是不完全反共的反

共小說。	

《香港》一作寫出二二八事件之後的臺籍知識份子流亡到香港的生存困境，

以及居於冷戰結構下的「緩衝空間」──香港──的其地其事面貌。不同於反共

文藝的「正確」論調，《香港》訴諸弱肉強食的大自然生存法則。本文認為，在

殘酷異境的時代，也許這樣的書寫，更能凸顯流亡者的人生事實。	

在冷戰的年代，反共復國的主題是時代的主旋律，趙滋蕃與邱永漢分別以《半

下流社會》和《香港》見證流亡者的面貌，有別於臺灣島內的反共大調，《半下

流社會》和《香港》得以讓我們重新再傾聽來自海外的冷戰心音，不再想像單一

的左右對立，因為在表面的冷戰底下，左與右的關係，比想像中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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