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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虹影生平簡介與研究動機 

 

一、虹影生平簡介 

虹影，本名孫虹英，1早期進行創作時曾使用老虹、火狐三娘為筆名，1962

年 9 月 21 日出生在四川重慶南岸的貧民窟，父親為航行於長江上的水手，母親

是搬運工人。她一生的關鍵時刻有三，一是 18 歲生日當天發現自己是母親的私

生女，二是 27 歲至北京魯迅文學院與上海復旦大學中文系就讀，三是 29 歲到英

國留學，與文藝批評家趙毅衡結為連理，並開始在倫敦安居立業。2  

虹影誕生在「大饑荒」結束後的封閉壓抑年代，成長於「文革」荒漠，小說

作品正式在文壇上嶄露頭角，正值文學題材與技巧不斷尋求突破與創新的「新時

期」，後來移居英國，又面臨中西文化衝突的問題。虹影說：「每個人的命運，都

與歷史相關。……我寫的書，《飢餓的女兒》、《K》、《孔雀的叫喊》……都印照

著歷史，印照著童年。」3或許正由於兒童與青少年階段處於充滿斑斑傷痕的年

代，痛苦的成長記憶隨著時間的淘洗、選擇與重組，成為日後創作的特殊養料，

成年之後與地下藝術家小團體廝混多年的滄桑經歷、進入學院體制接受高等藝術

教育的薰陶，以及國際旅行的豐富見聞，再加上受人惡意曲解、歧視的非婚生子

女身份，虹影的創作從一開始便從邊緣出發，播放出不同的聲音，而這別具風格

的書寫姿態獲得國際矚目，目前多部長篇小說被翻譯成多國語言4，中國、台灣、

                                                 
1艾敏：〈中國女兒的靈肉苦旅〉，《亞洲週刊》第 11 卷第 38 期（1997 年 9 月 22 日-28 日），頁 79。 
2 虹影曾用四個十年回顧自己的生命史，第一個十年是童年，她感到自己是個多餘的人，第二個

十年是求學階段，跟生父相見，卻不願相認，現在後悔莫及，第三個十年是為藝術而流浪的漂泊

時期，開始拼命寫作，最後一個十年是在海外用華文寫作闖出一片天，見〈虹影對紅狐說自己〉，

收入《火狐虹影》（臺北：九歌出版社，2004 年），頁 7-8。筆者在全面閱讀虹影的小說後認為「發

現自己的身世真相」、「接受學院體制內外的藝術刺激」，以及「遇到真正的心靈伴侶，寓居海外」

是三個最為關鍵的人生與創作轉折點。 
3 張潔：〈成長小說 如影如虹〉，《人民論壇》第 8 期（2003 年），頁 55。 
4 虹影在接受張潔訪問時說：「我的書在全世界已被譯成二十五種語言」，見〈成長小說 如影如

虹〉，頁 55。張濤的訪問錄中提到虹影已有三部長篇小說被翻譯成十六種文字，在歐美、以色列、

澳洲跟日本出版，見〈虹影：我為我的愛人寫作〉，《朔方》第 10 期（2005 年），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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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等地都曾頒發文學獎項肯定其成就5，但虹影一直以中國女兒自居。 

 

二、研究動機 

虹影 21 歲那年以詩人身份拿到文壇的入場券6，趙毅衡曾說詩是虹影的血

肉，小說是她的藝術7，虹影說自己先是詩人，才是小說家或作家。8左手寫散文，

右手寫小說，用鼻尖啄琴鍵，彈奏出詩歌的虹影9，總喜歡在小說中穿插自創的

短詩，並用帶有濃厚抒情詩意的文句描寫景物，讓敘述語調更富靈動的節奏感，

早期的中短篇小說鎖定女性的隱密經驗，刻意追求脫離常人生活體驗的心理變

異，以渲染詭秘的奇幻色彩，不久便拋棄實驗手法，在長篇巨構中營造恢弘的時

空背景、曲折的情節鋪陳，與性格鮮明的人物造型。這些讓人眼花撩亂，開發無

窮想像力的小說總和叛逆、爭議、野性、辛辣等形容詞連在一起，或許正是由於

「不成規矩」、「任性而為」的自由聯想10，評論家對虹影的小說總是感到難以定

位與歸類。11 

虹影是一位不斷向自己挑戰，向社會挑戰，也向讀者挑戰的作家，她的私生

活跟推陳出新的小說創作總是在中國引發一連串爭議，在 2004 年到 2006 年間，

中國已經出現了 14 本以虹影小說為研究對象的碩士學位論文，從研究方向的多

                                                 
5 虹影於 1989 年獲重慶建國四十週年重慶文學獎；1991 年獲英國華人詩歌一等獎；1992 年獲臺

灣《聯合報》第十四屆新詩獎；1994 年獲《作品》全國新詩大賽獎；1994 年獲紐約先鋒文學雜

誌 Trafika 國際小說獎；1995 年獲臺灣《中央日報》第七屆小說獎；1996 年獲臺灣《聯合報》第

十七屆小說獎跟《中央日報》第八屆小說獎；1997 年獲臺灣《聯合報》讀書人最佳書獎，見《阿

難》（臺北：聯合文學出版社，2002 年）附錄之得獎記錄，頁 338。 
6 虹影於 1980 年（18 歲）開始創作，1983 年 2 月（21 歲）於《重慶工人作品選》二期上首次

發表作品〈組詩〉，見《飢餓的女兒》（臺北：爾雅出版社，1997 年）附錄之創作年表，頁 357。 
7趙毅衡：〈虹影打傘〉，《文學自由談》第 1 期（1996 年），頁 71。 
8小水：〈虹影，九條命的貓再寫上海〉，《中華兒女》（海外版）第 5 期（2005 年），頁 71。 
9 虹影：《蕭邦的左手》題記，上海：學林出版社，2005 年。 
10 趙毅衡說虹影「拒絕樣式因此小說不成方圓，無視邏輯所以詩越發怪誕……率性而為，似乎

要寫出個百分之一百的非自我。」見〈虹影打傘〉，頁 70。 
11 陳曉明說：「對虹影的寫作，人們拿不定主意……虹影沒有參照系，他的參照系都超出文壇常

規經驗範疇。」見〈專業化小說的可能性——關於虹影《K》的斷想〉，《南方文壇》第 3 期（2002
年），頁 34。蕭晶亦曾為此下了精彩註腳：「也許，多年以後，修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時，人們不

得不面對這樣一個『難題』：一個出格、離經叛道的女人的文學，在這個波瀾不興、大師缺席的

新世紀小說界，令人無法歸類，但同樣震撼人心。」見〈論虹影作品中的女性意識與現代化思想〉，

《學術論壇》第 9 期（總第 176 期，2005 年），頁 155。 



 - 3 -

元就可發現虹影在小說取材跟思考面向上的豐碩成果，但仔細檢閱這些學位論

文，卻發現整體呈現出文本取樣偏頗與論點鬆散的傾向。近幾年來，虹影在中國

名氣漸增，2000 年，被中國權威媒體評為十大人氣作家之一，2001 年，被中國

圖書商報評為十大女作家之首，並給予「脂粉陣裡的英雄」封號，2002 年，被

新浪網評為中國最受爭議的作家，這些跟她自剖身世、官司纏身，以及長篇小說

接連問世有關。然而在台灣，虹影卻藉由獲得《中央日報》與《聯合報》的文學

獎，更早地引起了臺灣文學界的注意，她說：「我的『成名』最初是在臺灣，然

後是在歐洲。在大陸，我只是一個邊緣的、不太受注意的作家。」12她最為感念兩位

台灣文壇前輩，一位是隱地，一位是朱西甯，前者慧眼獨具，幫她出版了三部膾

炙人口的長篇小說，後者則高度推崇她的藝術表現。虹影早期的中短篇小說由三

民書局以合集形式面世，長篇小說則獲得爾雅、聯文、九歌等知名出版社的青睞

與宣傳，但評論狀況卻呈現嚴重反比，長期以來只有屈指可數的單篇書評與作家

報導，直到 2007 年才出現林岳伶的《虹影小說研究》，這本具開路性質的碩士學

位論文，以虹影在 1997 年到 2005 年間發表的七本長篇小說為研究對象，包羅了

作家的成長背景、創作歷程，以及小說的主題意識、人物形象、人物關係和敘事

美學，對虹影的生平經歷和階段性長篇小說進行了概括式的基礎研究。 

虹影的每一部長篇小說均以女性作為主角或敘事者，勾畫出不同身份的女性

在相異的時空環境當中，與其他人物千絲萬縷的聯繫糾葛，而此思考角度與風格

絕非憑空誕生，回溯之前的中短篇小說作品，實不難發現遠因與源頭。截至目前

為止的前人研究，雖然已注意到「女性」是值得開發的討論議題，卻僅止於浮光

掠影式的概述，或用女性主義的預設框架擇取某些特色，缺乏將人物形象、情節

安排、敘述手法與時代氛圍進行整體觀察的細緻探究。本文希望能突顯虹影的女

性創作觀點，並結合海外女作家的文化衝突意識，將研究範圍擴大到短、中、長

篇小說，運用更為開闊的視角，開發其中的性別議題與美學技巧。 

 

 

 

 

 

                                                 
12阿琪：〈與女作家虹影的對話〉，《時代潮》第 4 期（2001 年），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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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文獻回顧與檢討 

 

一、中國與海外地區 

 

（一）訪談錄與作家報導 

隨著傳播媒體日新月異的快速發展，大眾跟作家接觸的管道也更為多元，透

過傳統面談、電子信件或網路聊天室的互通有無，文學編輯與記者為我們留下許

多關於虹影的訪談紀錄，其內容大多集中於談論虹影特立獨行的裝扮、豪邁爽朗

的個性、創作的特殊嗜好、海外作家的文化身份認同、《K》與《飢餓的女兒》

所引發的官司風波、小說的自傳成分、河流意象等，而虹影亦會藉此表達自己的

創作理念，這些與虹影的散文隨筆參看對照，可以幫助我們更加了解作家的生活

點滴與藝術觀點，成為詮釋小說的參照指標。散落於各報章雜誌的零星介紹文字

與唯美沙龍照也被大量複製、轉載到小說的封面、封底、附錄，以及文學相關網

站13，形構出作家作品的重要宣傳環節，這是文藝進入大眾化、通俗化時代的整

體趨勢，也是新世代創作者操弄文化符碼的慣用手法。 

 

（二）書評 

陳曉明是較早關注虹影小說的評論家，他用「女性白日夢與歷史寓言」來形

容《女子有行》14，巧妙而精確地描繪出虹影小說的實驗性格，在這部文化幻想

三部曲中，虹影不只運用將回憶、現實與夢境恣意轉換、並置的敘事策略，傳遞

女性敏銳的生命質感，更試圖回應各種歷史事件與當代的敏感議題。羅承麗從女

性主義的視角分析第一部曲，指出小說採用了後現代主義的拼貼敘述手法，展示

中國男性集體無意識中多妻制霸權的變相殖民型態，以及女性在瞬息萬變的社會

中抵抗父權的極端姿態15，然而羅承麗只看到小說表面激烈昂揚的熱鬧場面，卻

                                                 
13 虹影自己亦經營了一個頗具規模的部落格：http://blog.sina.com.cn/m/hongyinghongying，裡面

有大量的照片、著作介紹、生活速寫與創作心得等。 
14陳曉明：〈女性白日夢與歷史寓言——虹影的小說敘事〉，收入《女子有行》（臺北：爾雅出版

社，1997 年），頁 353-359。 
15羅承麗：〈致命的飛翔——評虹影的《康乃馨俱樂部》〉，《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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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略了羅織其中的「無奈」與「質疑」。 

《飢餓的女兒》獲得中外學者如潮水般的佳評，最重要的原因是這本書的「真

情實感」深深打動人心，李潔非說：「在書中，我第一次感到作為一個 60 年代出

生者的生命質地的復原——是『復原』，而非遮蔽、塗抹或變形。」16李敬澤亦

說：「生於六十年代初的人現在都已人到中年，他們也許會像我一樣被這部書所

震撼。」17 由於和這段苦難拉開了時間與空間的距離，虹影用十分冷靜理性，

甚至老辣嚴酷的筆調回憶一位少女的成長徬徨18，更從側面展現了一代中國人處

在思想與文化劇烈衝突當中的無依無靠，漂泊與尋根成為六○年代知識份子的普

遍生存狀態，因此葛浩文說：「這本書固然說的是一個年輕姑娘與她的家庭的事，

但也屬於一個時代，一個地方，在最終意義上，屬於一個民族。」19也因此劉再

復、張慶輝、趙華和柳建偉，同時指出《飢餓的女兒》超越了九○年代過度沈溺

形式與技巧的私人化、軀體寫作潮流，用現實主義的古典手法，開創出新時期女

性文學的更大格局。20  

「饑餓」是串穿《飢餓的女兒》的靈魂思想，其本質雖然是苦難、不幸、傷

                                                                                                                                            
第 19 卷增 1 期（2004 年），頁 46-50。 
16李潔非：〈生於 60 年代〉，http://www.xishu.com.cn/channel/wenxue/hongy/cy01_03.htm。 
17李敬澤：〈一部堅韌的書〉，http://www.xishu.com.cn/channel/wenxue/hongy/cy01_04.htm。 
18李敬澤認為「虹影的筆觸森冷、脆硬」，見〈一部堅韌的書〉。葛浩文認為「《飢餓的女兒》最

成功之處，在於其情感不外溢的敘述風格」，見《飢餓的女兒》序，頁 2。白燁說：「就我的感受

而言，這部作品稱得上奇特乃至奇異，這種特異之處，一是作品的敘述手法的老辣與冷峻，二是

作 品 所 講 述 的 『 成 長 』 故 事 的 嚴 酷 與 冷 雋 」， 見 〈 成 長 的 真 相 〉，

http://www.xishu.com.cn/channel/wenxue/hongy/cy01_06.htm。 
19葛浩文：《飢餓的女兒》序，頁 2。 
20 劉再復說：「我愈來愈不喜歡刻意玩語言、玩技巧、玩『詩意』、玩『寓言』的小說，因為不

喜歡這種創作流向，我甚至想極端地提出『返回原始』的主張。文學的『原始』即文學的初衷是

『有所感而發』……在這種期待下，看到《飢餓的女兒》這一擁抱時代抒寫時代的作品，看到充

溢於作品中作者對苦難時代那種準確的、具體的、令人歎息不已的描摹與感受，我真的心情難以

平靜。」見〈虹影：雙重飢餓的女兒〉，http://www.xishu.com.cn/channel/wenxue/hongy/cy01.htm。

其實陳曉明早在評論《女子有行》時指出虹影已慢慢收斂先鋒的實驗色彩，轉而以明晰與寫實的

風格取代，見〈女性白日夢與歷史寓言——虹影的小說敘事〉，頁 358。關於這種寫實筆法的觀

察，亦可參考張慶輝：〈時代的細部——讀虹影《飢餓的女兒》〉，《讀書》第 9 期（2001 年）；趙

華：〈直面靈魂的書寫——評虹影《飢餓的女兒》〉，《濰坊學院學報》第 3 卷第 1 期（2003 年 1
月），頁 118。柳建偉指出《飢餓的女兒》的獨特性在於「一個另類寫作者重歸古典之後，筆下

所綻放出的平常性的、平民性的。堅實而周正的、帶有永恆觀賞性的風景。還有它可能引發的，

對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文學如何重讀的思考。」，見〈另類寫作者重歸古典——虹影《飢餓的女

兒》的獨特性〉，http://www.xishu.com.cn/channel/wenxue/hongy/cy01_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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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等負面的代名詞，但張慶輝認為饑餓能激發出堅韌的人性，因此也可成為人類

文明進步的推動來源與創作活力。21王德威說：「當饑餓作為一種文學表徵時，

它也形成一套形式學(typology)；這套形式學內容包羅廣泛，從自然災害造成的

饑荒到意識形式造成的『饑荒革命』，不一而足。」22劉再復便注意到創作的歷

史脈絡，指出書中呈現了「食飢餓」與「性飢餓」的雙重飢餓23，袁珍琴則站在

個人的情感立場，指出母女兩代與異性之間的愛戀是性解放、性衝動，不是讓人

飽受痛苦折磨的性飢餓24，然而由於思辨層次缺乏更廣闊的相互連結，反而流於

扁平的單音。在饑餓的宗旨之下，許多評論者也進行了比較研究，阮南燕將《飢

餓的女兒》與方方的《風景》互相參看，25指出六六承襲自母親的「叛逆」性格，

透射出虹影對女性悲劇命運的嚴肅思考26，朱德東和袁豔將《飢餓的女兒》與《犯

人李銅鐘的故事》、《粥宴》並列討論27，但流露出過度機械的唯物觀與政治教化

意味，楊劍影則從少女成長小說的角度來觀察《飢餓的女兒》與《情人》之間的

相似性28，然而只對照出情節的雷同安排。 

在藝術手法上，周山丹從「敘述視角」跟「敘述時間」進一步觀察《飢餓的

女兒》跟以往自傳寫法的不同之處29，指出為何這本書在「真實」之外，讓人讀

起來更有「故事味」。凌逾用西蘇的「陰性書寫」剖析《飢餓的女兒》30，「書寫

自己」確實是陰性書寫的中心精神，但這個隸屬「後結構主義」支派的法國精神

                                                 
21張慶輝：〈時代的細部——讀虹影《飢餓的女兒》〉，《讀書》第 9 期（2001 年）。 
22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說新論》（臺北：麥田出版社，2004
年），頁 205。 
23劉再復：〈虹影：雙重飢餓的女兒〉。 
24袁珍琴：〈生命隱私‧女性命運‧歷史劫難——虹影《饑餓的女兒》之多維解讀 〉，《西南民族

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 7 期（總第 179 期，2006 年），頁 109-112。 
25阮南燕：〈邊緣視閾下的都市人性——方方《風景》與虹影《飢餓的女兒》比較〉，《當代文壇》

第 6 期（2002 年），頁 70-71。 
26阮南燕：〈對生命本真的還原和超越——虹影《飢餓的女兒》解讀〉，《邵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

學報》第 23 卷第 6 期（2001 年），頁 57。 
27朱德東、袁豔：〈走出飢餓——《犯人李銅鐘的故事》、《飢餓的女兒》、《粥宴》之現代解讀〉，

《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雙月刊）》第 21 卷第 2 期（2004 年 4 月），頁 109-113。 
28楊劍影：〈記得當時年少——《飢餓的女兒》與《情人》之比較〉，《萍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第 1 期（2002 年），頁 74-75+85。 
29周山丹：〈女性自傳故事的另一種講法——評虹影《飢餓的女兒》〉，《當代文壇》第 5 期（2001
年），頁 38-39。 
30凌逾：〈「美杜莎」與陰性書寫——論虹影小說《飢餓的女兒》〉，《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

學版）》第 3 期（2004 年 6 月），頁 56-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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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女性主義理論是站在「反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立場上發言，強調顛覆二元

對立的理性思維，轉而以較為流動、破碎、細瑣的語言形式來表現女性最隱微的

感觸，凌逾顯然忽略了小說的寫實手法與理論之間的齟齬，因而造成了誤解，反

觀虹影早期帶有先鋒色彩的女性小說，形式與內容都企圖鬆動、拆解宣傳父權思

維的宏大敘事，應較為接近陰性書寫。 

《K》是虹影最引人爭議的小說，不同的意見主要交鋒於「中西方文化衝突」

與「性描寫」。王德威肯定此書在題材挑選上的用心，重新翻寫現代文學史的一

段浪漫傳奇，確實讓小說大有看頭，但在歷史氛圍與兩性情慾的對話上，卻沒有

發揮水乳交融的適當調和。31陳曉明將《K》高捧為商業性與藝術性兼具的「專

業化小說」，不僅在人物、結構與敘述節奏的掌握上十分出色，更在一般常規小

說描寫男女通姦關係中加入中西方文化衝突的元素。32黃咏梅認為 K 是一個女性

烏托邦的代碼，顛覆了男主動女被動、西方強勢東方弱勢的既定文化認知，成為

「模糊性別差異模糊文化差異的工具」。33身處性風氣較為保守的新加坡，陳志

銳認為《K》是在禁慾風氣中的縱慾之作，高度肯定虹影描寫性、愛與革命的藝

術成就，並稱許對中西文化刻板印象與父權思維的顛覆作用。34《K》因官司糾

紛而一度改名為《英國情人》，許琦認為《飢餓的女兒》符合西方人對東方既定

的「苦難」想像，而《英國情人》則從更宏觀的視野探討西方人眼中的東方。35

王澄霞對「東西文化碰撞」提出質疑，指出所謂的文化衝突只聚焦於「性」與

「愛」的辯證，然而東西方文化的情、愛、性觀在各自的文學傳統中都可發現反

證，根據真人真事改寫小說，似乎有滿足讀者與作者的偷窺癖好之嫌，對《玉房

經》的詮釋更與歷史實情相悖。36《K》所引發的兩極反應突顯了題材的爭議性，

也展現不同的文學傳統、社會環境與學術訓練視角，影響讀者感受的歧異面貌，

這是解讀《K》的挑戰，也是文學有趣之處。 

疲於奔命的官司訴訟期間，虹影用受創的心靈寫下了《阿難》，李潔非從「傳

                                                 
31王德威：〈李昂，快看！〉，《聯合報》第 48 版（讀書人版），1999 年 6 月 21 日。 
32陳曉明：〈專業化小說的可能性——關於虹影《K》的斷想〉，頁 34-35。 
33黃咏梅：〈一個符號的隱喻——讀虹影小說《K》〉，《南方文壇》第 3 期（2002 年），頁 36。 
34陳志銳：〈在縱欲與禁欲之間：在新加坡偷窺虹影的《K》〉，《蕉風》第 493 期（2004 年 11 月），

頁 112-118。 
35許琦：〈「風月寶鑑」照亮身份追尋的里程——對《英國情人》的一種華人亞文化理解〉，《世界

華文文學論壇》第 2 期（2005 年），頁 45-46。 
36王澄霞：〈試論虹影《英國情人》及其「東西方文化碰撞」之偽〉，《華文文學》第 1 期（總第

72 期，2006 年），頁 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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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宗教觀」與「現代性」觀看此書，指出「阿難」在展現個體存在的危機感之外，

更象徵走向現代性以來，全體中國人在精神上的「無歸」與「懸空」狀態37，張

艷霞從「人性」與「移民」角度切入，指出阿難的個人成長歷程透露出虹影對個

人慾望和人性的關懷，並且透過異國愛侶的戀情對文化衝突作了反思38，這兩篇

分析都呈現出過度籠統與溢美的傾向。徐素萍用「兩難」的概念來分析《阿難》

的「人物形象」與「敘事技巧」39，女性敘事者「我」的作用與人物的掙扎徬徨

是此篇文章的巧思所在，然而將語言風格的多重呈現也看做「兩難」，實有牽強

附會之嫌，所謂「兩難」是指主體無法在兩好或兩壞的選項裡立判最有利的方向，

敘事手法的靈活運用是為了形成眾聲喧嘩之特殊效果，應無關兩難。 

上海對虹影來說意義非凡，不僅給予她最具系統性的文學養成與藝術刺激，

也提供她豐富的創作素材，1994 年的〈近年余虹研究〉與〈康乃馨俱樂部〉便

以上海為空間背景，但虛構與幻想的意味較濃，千禧年之後，虹影以民初老上海

為場景，陸續推出「重寫海上花」三部曲。張煒煒從「女性白日夢」、「失鄉與原

鄉的追尋」及「女性自我發現的遮蔽」來談論《上海王》的敘事策略跟人物形象40，

王倩用感性的筆調簡介《上海之死》的故事內容，結尾時突出「狐步舞」意象，

迷離炫目的舞步呼應著書中風姿萬千的人物與撲朔莫測的情節，41王文艷則運用

「新歷史主義」跟「女性主義」，在「女性對歷史的顛覆作用」與「反女性本質

化敘述」兩大觀察視角下提出許多珍貴創見，然而對於兩部小說的缺陷卻一筆帶

過，未做申論，殊為可惜。42陳思和指出《上海魔術師》用外來語、江湖語改造

普通話，比用南方方言融入普通話更能體現出上海的語言風貌，甚至讓人聯想到

三○年代穆時英、劉吶鷗的小說。43 

《綠袖子》延續《K》與《阿難》的異國情調，在動亂的年代裡刻畫一對混

血兒的忘年之戀，蕭晶指出這部小說結合英國民謠與漢學詩風，唯美地展現了人

                                                 
37李潔非：〈為何去印度——對虹影《阿難》的感思〉，《南方文壇》第 6 期（2002 年），頁 55-56。 
38張艷霞：〈讀虹影新作《阿難》〉，《當代文壇》第 5 期（2003 年），頁 113-114。 
39徐素萍：〈試析虹影小說《阿難》中的多重兩難〉，《世界華文文學論壇》第 2 期（2003 年），頁

63-66。 
40張煒煒：〈海上繁花又是夢——試析虹影新作《上海王》〉，《河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7 卷第 2 期（2005 年 6 月），頁 71-74。 
41王倩：〈日落之前，狐步上海〉，《中國圖書評論》第 7 期（2005 年），頁 32-33。 
42王文艷.：〈誰是歷史真正的主角？——試論虹影近期的小說創作〉，《世界華文文學論壇》第 2
期（2006 年），頁 38-41。 
43 陳思和：〈《上海魔術師》與語言魔術〉，http://blog.sina.com.cn/u/46e98efa010005y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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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至真至善，呈現關注民族邊緣人的悲憫情懷，開創出全新的文本視域44，莊

園則認為《綠袖子》順應當代大眾文化的甜、軟、輕哲學，成為一本包裝精美但

內容空洞的通俗愛情故事，這是少數對虹影小說提出較為中肯的負面評價者。45

李滿花和張煒煒分別針對《孔雀的叫喊》與《白色的藍鳥》進行個案分析，但均

訴諸於簡單的人性慾求。46  

 

（三） 專題研究 

相較於單篇書評，對虹影小說創作進行較為宏觀研究的專題式文章，質與量

均不甚高，大致可區分為對小說內容的研究跟小說技巧的研究。對小說內容的研

究，可分為「人性」與「女性」兩大取向。「人性」取向方面，任觀品認為虹影

小說的一個基本主題是展示普通人在極度艱難境遇中的生存感受，列舉並討論了

三種常見的極端境遇：戰爭境遇、飢餓境遇、自我搏鬥境遇，其觀察敏銳而富創

意47，尚琳琳關注作家的成長歷程與移民經驗，將虹影的創作概括為「探索人性

歸屬的旅程」48，蕭晶用「現代化思想」分析虹影的小說，但推論過於草率，概

念亦界定不清。49「女性」取向方面，胡志峰著眼於文本的整體氛圍與人物的行

為表現，指出「文化」和「情愛」是虹影長篇小說意義層面的兩大支柱50，王俊

秋將「追尋」視為虹影創作的特殊情結，集中探討「母愛」與「性愛」的情感追

尋，其中女性的堅強與反抗精神是一切的發動力51，王文捷認為虹影的小說經常

通過「若有似無」的詩化語言，在精巧的結構和特殊的感覺中演繹女性生命的某

                                                 
44 蕭晶：〈唯美與詩性的翅膀在飛——從《綠袖子》析虹影小說的邊緣情境意識〉，《廣西梧州師

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22 卷第 2 期（2006 年 6 月），頁 20-23。 
45莊園：〈傳媒時代的愛情故事——關於《綠袖子》的文本分析及其炒作前後〉，《華文文學》第 6
期（總第 65 期，2004 年），頁 69-71。 
46李滿花：〈性別超越和人性復歸——評虹影新作《孔雀的叫喊》〉，《世界華文文學論壇》第 2 期

（2005 年），頁 47-79。張煒煒：〈只和陌生人說話——解讀虹影的小說《白色的藍鳥》〉，《名作

欣賞》第 8 期（2006 年），頁 53-55。 
47任觀品：〈虹影：展示與傳遞極端境遇下的生存感受〉，《楊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6 卷第 3 期（2002 年 5 月），頁 29-31。 
48尚琳琳：〈靈魂的昇華——談虹影的創作〉，《世界華文文學論壇》第 2 期（2003 年），頁 67-70。 
49蕭晶：〈論虹影作品中的女性意識與現代化思想〉，頁 154-157。 
50胡志峰：〈文化中為救贖的情愛——虹影長篇小說的母題〉，《甘肅聯合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22 卷第 1 期（2006 年 1 月），頁 30-33。 
51王俊秋：〈在生命慾望中浮沈的女性——虹影小說的情感追尋歷程〉，《吉林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第 46 卷第 3 期（2006 年 5 月），頁 15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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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困境52，雖然聚焦於女性自身的慾望與本能等內在層面，但虹影把女性的生活

空間、生存歷史與社會現實進行了有機融合，與林白、陳染的純粹私人化體驗有

所不同53，余文博運用「女權主義」解析虹影長篇小說中的女性意識，54然而站

在早期英美女性主義爭取婦女權益的立場，用強勢的女性形象與蒼白的男性形象

反轉傳統父權思維的同時，又複製了二元對立的理體中心模式，無法關注到文本

透露出來的其他聲音，蕭芹從「女性關照」、「愛情與性」、「苦難與逃亡」來整理

虹影小說的創作主題55，但流於文本內容簡介，缺乏新的見解。 

虹影小說的敘事技巧十分豐富，某些書評已有所探討，但對此提出專題式研

究的文章只有三篇，任觀品觀察虹影描寫極端境遇中的生存感受時，呈現出「片

斷化書寫」、「雙重敘述視角」和「心理化景物描寫」三種手法56，唐興和以「詭

秘而犀利」來形容小說鋪設懸念的技巧，但大致不脫陳曉明的意見57，趙君運用

結構主義歸納虹影小說的敘事公式，但只呈現出純粹形式的分析，沒有進一步說

明其中的特殊意涵為何。58 

 

（四） 學位論文 

2004 年到 2006 年間，中國出現了 14 本以虹影小說為研究對象的碩士學位

論文，這些研究成果可分為兩大取向，一種取向是針對某個主題，分層或分類剖

析虹影的小說，另一種取向是對虹影的小說提出若干自己較感興趣的研究面向。

王俊秋的《虹影小說的追尋情結解讀》從「生命追尋」、「道德追尋」與「情感追

尋」來討論糾纏於虹影小說中的「追尋情結」。余芳的《論虹影小說的流浪意識》

探討「流浪意識」在虹影創作歷程中的形成原因，以及在小說情節、人物關係與

                                                 
52王文捷：〈性別對立下的幻夢性反抗——論虹影作品中的先鋒性表象〉，《理論界》第 5 期（2004
年），頁 270-272。 
53王文捷：〈性別與現實：女性對存在的求證——虹影作品女性慾望化敘事論〉，《理論界》第 1
期（2005 年），頁 149-150。 
54余文博：〈虹影小說創作中的女權主義思想〉，《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2005
年），頁 101-106。 
55蕭芹：〈論虹影小說的創作主題〉，《華文文學》第 2 期（總第 73 期，2006 年），頁 61-64。 
56任觀品：〈虹影：展示與傳遞極端境遇下的生存感受〉，頁 31-34。 
57唐興和：〈詭秘而犀利的另類——淺談虹影小說的敘述風格〉，《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第 12 卷第 1 期（2003 年 1 月），頁 98-100。 
58 趙君：〈結構意蘊：「流散」作家虹影小說的「敘事語法」〉，《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29 卷第 6 期（2005 年 11 月），頁 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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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流意象上的呈現，最後指出相較其他九○年代女作家的「逃避意識」，虹影的

流浪意識更有種「尋根」的積極意義。周晶的《嬗變與超越——虹影小說的另類

女性表達》，站在女性主義的立場，分從「詩性的凝煉」、「智性的諦視」與「隱

性的對話」三方面討論虹影小說中對女性跟人性的呈現，然而將虹影的女性意識

拔升到人性的高度來檢視，反而埋沒了虹影小說中專屬於女性的豐富特質。 

王文豔的《跨越疆界——全球化語境下的虹影寫作》從九○年代邁入國際商

業化的中國社會環境出發，援引新歷史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等新興理

論，針對《一個流浪女的未來》、《阿難》、《孔雀的叫喊》跟《K》進行「全球化」

的「個案分析」，論述條理清晰，提出許多頗為深刻的觀察，但由於只專注於技

術層面，流露出以理論檢驗文本之機械痕跡，而各文本之間缺乏比較性的對話空

間，也似乎無法透顯出虹影對於全球化的一貫關注與其中的微妙變化，至於對

《K》的官司風波，以及《飢餓的女兒》的自傳性質提出批判，雖然呈現出更為

開闊的研究視野，但與全球化之關係卻值得再商榷。 

劉婧婧的《多元空間中的文化衝突與文化反思——虹影小說論》從中國邁入

現代化後所呈現的多元文化環境觀看虹影帶有異國情調的小說創作，指出小說的

內容呈現出人物面對身份認同的困惑，因此想尋找精神家園的「文化突圍」，小

說的敘事技巧則在受到西方文化思潮的影響，以及對市場需求的回應之下，呈現

出「東方主義」式的奇觀景象。孔祥偉的《嚴歌苓、虹影歷史敘事之比較》將嚴

歌苓跟虹影視為海外新移民女作家的兩個類型，比較兩人的生平背景、創作歷

程、海外生活經歷，並援引文化身份的概念分析兩人在小說中對歷史的想像角度

與敘述策略，指出相對於宏大的歷史敘述觀點來說，兩人都採取個人化的歷史敘

述姿態，然而嚴歌苓偏向「文化反思」的角度，虹影則偏向「女性慾望」的角度，

因此在歷史背景之下所表現的人性也有所不同，嚴歌苓是現代啟蒙色彩式的「理

性」人性訴求，虹影則呈現出後現代跟女性特質的「非理性」人性觀，兩者都在

異域色彩與文化衝突的題材上開拓了小說的內容，然而卻也不免流露出東方主義

式的情調。 

單冬的《脂粉陣裡的英雄——虹影作品論》以「飢餓的女兒」、「流散的精神

家園」、「行動的女權主義」，以及「重寫筆記小說」綜觀虹影的小說創作，並適

度援引嚴歌苓的小說作為詮釋參照。李慧穎的《虹影小說創作論》，探討虹影的

小說創作歷程，勾勒出「飢餓」和「追尋」兩大主題意識，並分析其中的敘事手

法與創作心態。唐莉的《生命，愛慾與孤獨——論虹影小說的創作執念》，以「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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餓」、「慾望」、「逃離」、「愛慾」與「孤獨」五個關鍵概念對《飢餓的女兒》、《女

子有行》、《英國情人》和《阿難》進行內容分析。張馨凌的《跨文化語境下的女

性寫作——解讀虹影小說》，從後殖民主義跟女性主義兩大理論觀點分析虹影的

長篇小說，指出其中帶有「東方主義」色彩的內容安排與敘事手法，以及「女性

意識」在女性人物形象跟公、私兩種空間的轉換中呈現出何種面貌，最後將虹影

定位為流散作家跟女性主義作家。陳廣寧的《女性書寫與文化關照的交結——虹

影長篇小說精神意蘊探討》，從虹影小說中的女性視角與全球化語境出發，分析

長篇小說中的「性別意識」、「文化衝突」、「身份認同」與「家園守望」。 

張卉的《惟一者虹影，與她的神——虹影小說的四個關鍵詞：原罪、苦難、

慾望、故事》，從「原罪意識」、「苦難意識」、「女性慾望」跟「故事性成分」探

討虹影的小說。任小玲的《荊棘叢中的超越——虹影小說創作論》從「女性人物

形象的剖析」、「跟張愛玲小說的比較」，以及「哲學與宗教意識的表現」對虹影

小說進行解讀。余文博的《論虹影的小說創作——以長篇小說為例》則從「女權

主義思想」、「悲劇精神」、「神秘主義傾向」、「後現代敘事策略的運用」來分析虹

影的長篇小說，其分析的面向較能突破以往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見解。從單冬

到余文博的研究成果均缺乏一貫的關注視角，導致論點零散。 

14 本論文各從不同角度對虹影的小說進行了主題式與概觀式的研究，提出

了一些獨到而有趣的見解，然而也可看到主題重複率高、取樣對象多偏好晚近發

表的長篇小說、參考資料出處標示不清，以及對既有學術成果缺乏詳細整理與檢

討等問題，而對於女性主義、女性意識、女性慾望或女性形象的相關討論，大多

只是作為論述的部份關注面向，或者集中討論異性戀的愛情互動關係與性慾呈現

方式，《K》集性別跟文化衝突問題於一書，是最常被討論的代表作，有鑑於此，

本研究希望能在掌握更為完整而全面的研究基礎與文本上，用更為開闊的視野探

討虹影小說中「女性情／慾」的豐富面貌。 

 

二、臺灣地區 

虹影的〈六指〉、〈飛翔〉跟〈蛋黃蛋白〉在 1995 至 1996 年間獲得《中央日

報》與《聯合報》的文學獎，朱西甯說她：「才氣與功力兼美」59，劉紀蕙認為

                                                 
59朱西甯：〈才氣與功力兼美〉，《中央日報》副刊，1995 年 3 月 11 日，收入《帶鞍的鹿》（臺北：

三民書局，1996 年），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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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筆調成熟，文字老練」60，她的小說、詩集與雜記從此開始打入台灣的出版

界，然而文學批評界對其豐碩的創作成果，至今只回應了屈指可數的書評。《飢

餓的女兒》面世後，朱西甯在《中央日報》副刊上連載三天〈寫自己？寫自傳？——

看虹影的《飢餓的女兒》〉61，除了再次肯定虹影的寫作功力之外，更讚賞這本

書在開闊宏觀的視野之下，運用了較為寫實的手法達到雅俗共賞的效果。 

《K》、《阿難》與《鶴止步》出版後各獲得兩篇書評。凌性傑沈浸於《K》

的文化幻想中，指出「史實與虛構，我們解碼跟還原，並從中獲致以快樂為原則

的愛慾及美的趣味」62，彭小妍從小說人物視角的選擇與色情想像切入，指出《K》

裡的中國，「是洋人心目中的中國」。63石曉楓認為《阿難》所涉及的題材十分豐

富，在時空的跨度與身份認同的糾結之中，讓敘事者、創作者跟讀者都得到了「想

像的救贖」64，范銘如指出「文化尋根」跟「種族融合」是貫穿《阿難》全書的

兩大議題，但對新興議題的掌握還需進一步焠煉。65對於《鶴止步》重寫筆記小

說的實驗手法，林秀玲欣賞虹影的奇情巧思66，劉苑如則指出虹影的功力不只在

於幻想之「盡情」，更在能合理營造故事，達到「近情」的效果。67 

除了較為專業性的書評之外，《聯合報》、《民生報》、《中國時報》與《聯合

文學》曾對虹影進行專訪，簡介其小說創作，而虹影在《阿難》跟《上海王》出

書時都曾親自來臺參與宣傳活動，於 2004 年的國際書展與李昂聯合演講「情慾

書寫的特質與反響」68，並應誠品書店之邀，與郝譽翔展開對談，其中亦多涉及

                                                 
60劉紀蕙：〈靈魂的傷痕〉，《聯合報》副刊，1995 年 11 月 20 日，收入《帶鞍的鹿》，頁 116-117。 
61朱西甯：〈寫自己？寫自傳？——看虹影的《饑餓的女兒》〉（上中下），《中央日報》副刊，1997
年 7 月 25-27 日。 
62凌性傑：〈愛慾寶鑑——虹影《K》中的「真相」與「想像〉，《國文天地》第 16 卷第 1 期（總

第 181 期，2000 年 6 月），頁 61。 
63彭小妍：〈誰的視野？寫給誰看？——虹影與西洋觀點的中國評——《K》〉，《中央日報》22 版

（中央閱讀版），1999 年 8 月 9 日。 
64石曉楓：〈想像的救贖——評《阿難》〉，《中央日報》副刊，2002 年 6 月 3 日。 
65范銘如：〈遠行者的難題——評虹影《阿難》〉，收入《像一盒巧克力——當代文學文化評論》（臺

北：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5 年），頁 103-108。 
66林秀玲：〈述異志怪，魔幻寫實——評《鶴止步》〉，《聯合報》地方版（讀書人版），2004 年 2
月 1 日。 
67劉苑如：〈近情乎？盡情乎？——評《鶴止步》〉，《中國時報》每週書評版，2004 年 3 月 15 日。 
68 相關報導見〈台北國際書展／周六邁入活動高潮 國內外作家簽名總動員〉，《東森新聞 ET 速

報》，2004 年 1 月 30 日，http://www.ettoday.com/2004/01/30/11088-15786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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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情慾的書寫問題69，可見台灣文化界對虹影小說的關注面向。林岳伶的《虹

影小說研究》是目前臺灣第一本研究虹影其人與其作的碩士學位論文，採用較為

傳統的生平介紹與文本分析研究方式，概括地呈現了虹影長篇小說的創作歷程、

文本內容與寫作技巧，然而也留下大量可待開發與深化的詮釋空間。 

 

第三節  研究路徑、範圍與架構 

 

一、研究路徑 

長年旅居海外的虹影，雖然屬於「新移民作家」一員70，然而自願出國且生

活安定的她畢竟不像前行代移民作家背負著融入新文化的重擔，也不像新生代華

裔作家必須憑藉傳說來緬懷祖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快速腳步，虹影能自由往

來於倫敦、北京、上海與臺北，開闊的視野跟跳動轉換的時空場景，讓她的小說

與其說是「尋根」，不如用「旅行」來描述更為精確。虹影說自己在西方，仍堅

持用母語寫作，目的就是希望與華文世界保持交流，她甚至只在意華文讀者的反

應71，對於這位恆久以長江女兒自居的中國作家與其作品，我們仍應從中國的現

代女性小說創作脈絡來考察較為允當。72 

                                                 
69 對談內容見〈虹影 vs.郝譽翔——現代女子的古典回歸〉，《誠品好讀》2004 年 3 月號，

http://www.eslitebooks.com/reader/200403/index.shtml。 
70 所謂「新移民作家」是指二十世紀七○年代末至八○年代初，由於留學、工作、經商、投資等

各種因素移居海外，使用華文作為創作工具的作家，其作品內容多表達移居國外的各種生活遭遇

與心境等，見吳奕錡：〈尋找身份：論「新移民文學」〉，《文學評論》第 6 期（2000 年），頁 68；

〈「新移民文學」中的另類寫作〉，《濟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 23 卷第 4 期（2001 年 7 月），

頁 87。 
71張潔：〈成長小說 如影如虹〉，頁 55-56。 
72陳曉明將五○年代末及六○年代初出生的一批作家稱為「六○年代出生作家群」，他們是知青

作家群之後的歷史斷裂產物，不論在文學主張、審美觀念，以及意識型態的表現與思考上都與父

兄輩大異其趣，雖然他們的年齡相近，對文藝的感受也有某種共通的傾向，但其關注的題材面向、

語言風格、敘述方式等卻仍有許多細緻的區別，大致可以劃分出兩組群體，一為八○年代末期追

求語言及敘述方式實驗創新的先鋒派群體，另一為九○年代描述現實社會狀態與個人生活體驗的

晚生代群體，虹影被歸屬於晚生代書寫姿態當中最具挑戰性的女作家行列，見〈超越與逃逸：對

「六○年代出生作家群」的重新反省〉，《河北學刊》第 23 卷第 5 期（2003 年 9 月），頁 112-119。

陳曉明的描述與定位是指剛踏入中國文壇，尚未到倫敦定居的虹影，然而追蹤虹影二十餘年來的

創作，所表現出來的關懷焦點一直沒有脫離中國，因此本文仍將虹影的小說創作放置於中國的文

壇發展脈絡來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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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女作家的女性意識覺醒於追求西化與現代化腳步的五四文化運動

年代，女作家以綺麗秀美的文字詠歎著母愛、人性跟愛情，「自由戀愛」是女作

家擺脫封建家庭束縛，建立獨立人格的最佳途徑，然而走出父權的陰影，進入由

丈夫掌控的家庭，女性依然難以獲得充分發展的空間，女性的壓抑跟委屈透過或

溫婉或激烈的文學手法表現出來。三○年代到文革爆發前的六○年代，國際戰

爭、國共內戰與中共建國的歷史變局，不斷動員女性加入榮耀國家民族的宏圖大

業，女性的書寫也必須歸順於「為人民服務」的理想。直到改革開放的新時期，

女作家豐沛的創作活力才又獲得抒發的機會，繼傷痕、反思、尋根主題與先鋒、

新寫實技巧的文學潮流後，九○年代的「女性文學」創作隊伍來勢洶洶，如雨後

春筍般持續締造佳績。 

在日益蓬勃發展的市場經濟，社會價值觀念的快速轉變，全球化、資本主義

化與大眾通俗化等浪潮衝擊下，九○年代的女性小說家筆下，包羅萬象的題材紛

紛出籠：積極尋求愛情與男子漢的理想形象、遭受情傷的勇敢振作姿態、職業婦

女肩負工作與家庭重擔的困境、女強人旺盛事業心所造成的「雄化」傾向、日常

市民生活的瑣碎敘事、女性的歇斯底里等73，其中「身體書寫」或「個人化寫作」

是最引人注目的特色。跟虹影同一輩的陳染、林白、徐小彬、海男對個人的私密

經驗、記憶與夢境等進行細膩描繪，深入剖析女性的內心情感世界，標榜個人即

歷史，以抵抗男性的話語體制，較為晚近的新新世代衛慧、棉棉則大量消費舞廳、

咖啡店、卡拉 OK 等都會空間意象，讓打扮前衛時髦的青年男女漫遊其中，用原

始的身體獵取即時的強烈快感，折射出一幅世紀末的頹廢與華麗圖像。74這類創

作風氣，引起了評論界的注意與某種程度的肯定，卻也被指出過度狹隘的弊病，

女性封閉於有限的空間裡進行「自我發現」，走到極致，切斷與外界社會網絡的

                                                 
73 五四時期到新時期的女性小說發展樣貌，較為簡略的概括性描述可見周海波、孫婧：《尋找失

去的天空——中國現代女性文學論》（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年），頁 15-16；王豔芳：

《女性寫作與自我認同》（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年），頁 58，較為詳盡而全面的介

紹和分析可見喬以鋼：《多彩的旋律——中國女性文學主題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年），頁

15-177；任一鳴：《中國女性文學的現代衍進》（香港：青文書屋，1997 年），頁 29-206。 
74相關討論可參考董小玉：〈私人性的慾望化的「個人」寫作論略〉，《重慶教育學院學報》第 13
卷第 4 期（2000 年 12 月），頁 44；王繼鋒、王吉正：〈試論我國 90 年代的女性文學創作〉，《濟

南大學學報》第 12 卷第 5 期（2002 年），頁 46；劉希雲：〈20 世紀 90 年代女性文學的文化姿態〉，

《中華女子學院山東分院學報》第 2 期（2003 年），頁 47；張立群、王瑾：〈類後現代敘事與 20
世紀 90 年代女性「個人化寫作」〉，《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第 25 卷第 5 期（2005 年 9
月），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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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聯繫，也會同時宣告「自我毀滅」。75 

虹影說自己天生與女權主義不謀而合76，在談到女性看待男性的三種類型時

時，她發表了一番深刻的看法： 

 

第一，極端女權主義的看法。說這是因為社會是男人控制的，各行各業對

女人的歧視，有意漠視女人的成就，壓抑女人受教育求發展的權利，這社

會是一個男人的大陰謀團體，專門設計出來壓迫女人。我個人不屬於這一

派；第二，修正式女權主義立場。說這是因為男權社會幾千年，把女人的

社會角色固定化了——圍在臥房、產房、廚房裡。而女人們也把自己的角

色固定化，認為外面的世界本來就是男人的世界。一句話：被男人奴役慣

了，就甘於自我奴役。這麼說，女人的苦惱至少男人要付一大半責任。我

聲明，本人屬於這一派，我站出來要求男性社會對歧視女性負責；第三，

前女權主義或非女權主義。說這根本原因是男女生理體能不同，自然導致

的社會分工，女人要負責生育，男人就要負責生產；女人要負責養撫，男

人就要負責禦敵；女人要負責瑣碎具體的家事，男人就得擔當家國大任，

從事數學哲學的抽象思維乃至終極超越，就必須是男人的任務；女人只能

管管油鹽醬醋。打翻醋，還讓男人小看。我當然拒絕做這「沒出息」派。77 

 

Feminism 在台灣翻譯為「女性主義」，中國翻譯為「女權主義」，女性主義是「複

數」的，由於採取跟經典、大師對話的姿態，女性主義發展出龐雜的派別，各有

不同的主張，甚至相互辯論不休，然其共通的核心思想都在揭示並改變父權（中

國常與「男權」混用）體系的二元對立結構，讓女性從社會文化的各種權威論述

中獲得解放78，虹影所主張的「修正式女權主義立場」正是如此。對於女權主義

                                                 
75 王豔芳對「身體書寫」所引起的評論效應，進行了較為豐富的介紹與整理，見《女性寫作與

自我認同》，頁 167-185。 
76張潔：〈成長小說 如影如虹〉，頁 55。 
77 虹影：〈我們如何改變男人世界〉，收入《火狐虹影》，頁 74-75。 
78 唐荷在介紹各流派的女性主義文學批評理論之前，揭示了各理論的基本預設立場：「雖然女性

主義文論包括各種不同的理論方法，但是各種理論之間有一個共同的基本假設，那就是婦女在社

會文化中遭遇了結構性的不平等。女性主義批評家認為，性別差異所帶來的不平等是一個現實，

其蹤跡也銘刻在文學文本的生產、接受與文學歷史之中。而女性主義文學批評與理論，在對這個

性別不平等根源的探究與中止婦女壓迫的文化改造工程中，扮演了一個重要的角色，不管扮演的

方式與途徑是如何。」見《女性主義文學理論》（臺北：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年），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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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夸其談的虹影，在小說中也對女性身體的感官刺激、月經來潮與懷孕前後的生

理變化等有所關注，卻不囿於完全個人式的「身體書寫」，而是企圖與外在社會

結構，甚至不同的文化脈絡進行對話。 

一般討論虹影小說中的女性相關議題，多著重於男女異性戀之間的激烈情

愛，或復仇女神的誇張姿態，甚至標舉出較為負面的男性形象，以彰顯作品中的

女性（權）意識，然而如果將視角放寬或調整一下，便會發現虹影小說當中對女

性的刻畫與描寫遠比這些面向來得更為開闊與寬廣。本文所關注的「女性情／慾」

意指女性對自我和他者的情感和慾望流動方式，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虹

影身為女作家的創作視角與書寫手法，第二層次是虹影創造出來的虛構世界中，

女性人物的形象，以及女性人物跟其他人物的互動模式，第三層次是研究者身為

女性的閱讀立場。 

在全面閱讀虹影的小說創作之後，會發現有些相似的主題在不同的文本中重

複處理，並且呈現出同中有異的豐富面貌，採用創作時間先後來切割整體小說發

展的主題特色與藝術思想，會淡化甚至泯滅了其中相互呼應的有趣特質，因此本

文打破傳統線性的創作分期研究路徑，將虹影的所有小說創作視為一整全的有機

體，選取其中跟「女性情／慾」相關的小說文本進行「議題式」的考察，並適度

援引女性主義、精神分析、敘事學、東方主義、身份認同等當代思維進行詮釋，

以利開展出女性情／慾的內涵、敘事模式與書寫技巧。在細讀文本，以及掌握作

家生平、創作觀點的基礎上，本文將虹影小說中的女性情／慾歸納為「親情」、「愛

情」跟「女性情誼」三個面向，其中可看到作家透過筆下的小說人物，站在「女

兒」和「女人」兩種身份的立足點上展開多采多姿的聯想。 

 

二、研究範圍 

本文以虹影在 1992 到 2007 年間集結出版的小說為研究基礎，首先將所有文

本依創作時間跟發表時間先後製作成「虹影主要小說著作一覽表」（見附表二），

再依照「親情」、「愛情」、「女性情誼」三個研究面向選定分析底本，由於中國出

版的簡體版本有刪改、毀禁之虞（見附表二之註），因此以臺灣所出版之虹影小

說為閱讀底本，製作成「小說底本出處」（見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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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架構 

 

本文各章標題與內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   緒論 

簡介虹影生平，說明研究動機，回顧並檢討筆者現階段所掌握的研究資料與

成果後，提出本文所採取的研究路徑、範圍與架構。 

第二章   若即若離的親情 

從「我是誰？」的問題意識，觀看虹影如何在文本中以「女兒」的身份處理

「成長」所帶來的種種問題及其藝術表現手法，並分從母女跟父女兩組親子關

係，探討女兒眼中的雙親形象，以及對雙親的不同依戀情感，而尋家與離家的痛

苦掙扎，則交織出對家國的特殊認同想像。 

第三章   悲劇色彩的愛情 

虹影由「女兒」轉變為「女人」的寫作立場後，以親歷跟耳聞的經驗為基礎，

思考並表現異性戀男女的愛情，不論結局如何，其中總是充滿著掙扎、波折與阻

礙，瀰漫著令人感到憤慨與哀傷的悲劇情調。早期的中短篇小說關注「性別對

立」，揭示男性對愛情的逃避行為、輕率態度與醜陋嘴臉，並以女性生理身體所

展現的自然慾望，以及身體隱喻所引伸的陰性書寫策略進行反抗，較為近期的中

長篇小說則將焦點由男性對女性的單向離棄與壓迫，轉移至男女雙方的「身份衝突」。 

第四章   女性之間的情誼 

面對「女兒」逐步蛻變為「女人」的生命歷程，虹影的書寫貫穿著對姐妹情

誼的瞭解跟關注，依照「性意識」的有無，可以將這些女性之間的互動分為兩大

群落。無性慾望的兩個女孩或女人，在命運的安排下，發展出濃淡不一的情誼，

而萌發性意識的女同性戀情誼則在建立、成型跟終結的過程中，伴隨著與男性的

糾纏與對抗，展現了值得商榷的性別討論空間。 

第五章    結論 

從虹影的三股創作資源談起，將其小說定位於中國九○年代的女性小說家創

作脈絡中，歸納出「大氣」與「霸氣」兩大特色，並總結其藝術成就與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