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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邁向域外的語言 

──九０年代前後 

 
 

一、起源的現代性：翻譯與模仿政治 

  本文名為〈肉與字：九０年代的死亡與自殺書寫〉，基本上是以九０年代前

後作為文本論述的場域，以書寫作為作家肉身存亡的憑藉，探論其背後的語言本

體論。因此，釐清整個文學史縱軸在這一時間點上發生了什麼樣的質變與量變，

具有其重要性。尤其「書寫」作為現代主義用以抗拒現代性廢墟、接管崩毀神衹

的上帝位階，作家也可視為是現代性裡的某一種「神」類。問題是當文本發生的

場所被換置到台灣（或近代東方）這樣一個混雜了現代性、帝國主義及有其後殖

民遺債必須償還的國家，書寫、文本與現代性信仰，將有其自我的一套流變歷程。

我這裡所說的並非意指歷史抑或文學史上夾雜了各式現實政治訊息所干擾的一

種本然史實，而是；現代性在東方既已成為一種必然的遲到1，那麼，對西方現

代修辭的斷代模擬與主義時程的壓縮、汰換、與建構（或崩解）將不是最重要的

核心2──那將是「內容」而非「姿態」；換言之，我要在這裡指出的是整個現代

中文語言面對與現代性接軌及其告別其舊時間屍體的震撼時，首先產生的一種

「本能態度」。 
  二十世紀初的戰爭場景能為「語言」這種擬人化的姿態作出極佳的隱喻。若

想像空襲的投彈如暴雨降落，在遍地橫躺的屍骸間一觸即發，聞聲者無不抱頭逃

竄。在戰火燎嘯的瘋狂場景中，這可視為面對災難襲來時螻蟻人類的絕對本能。

佛洛伊德稱之為「求生」。我認為「語言」在面對現代性災難襲來，將舊時間與

所謂現代時間擘裂開來的那道橫溝時，亦將會產生其自我本能，以護住其茍延殘

喘的基本盤面。問題是，這將會是一種什麼樣的姿態？「姿態」發為「形式」，

又會如何地直接發疹於語言表面的修辭皮膚上，成為其癥狀？換句話說，如果我

                                                 
1 這基本上是整個學術圈的共識。包括陳芳明、黃錦樹、王德威、邱貴芬、劉紀蕙等人皆在這個

論點的基礎上展開各自的論述體系。 
2 對於修辭時程的快速進展與嚴重壓縮，在張誦聖的論述裡即已提及。見張誦聖〈現代主義與台

灣現代派小說〉，《文學場域的變遷》，台北：聯合文學，2001，頁 29。但我認為這將不是本文所

關注的重點。也就是說，重要的不是「中文」這個嬰兒在長成過程中發生的畸變──畸變固然是

重要的語言現象，但我想要回溯到最早：如果真有這一「中文」嬰兒的存在，它甫出生就面臨了

必然的災難，其伴隨生命機制所產生的本能將會是什麼？這一本能是不是主導了其後的修辭畸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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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同意史碧娃克所說的，修辭是語言最直接的身體，那麼，這一修辭身體所呈現

出的形式、態度甚或病症，將最深刻表達其身體內部的自我防衛機制。如同我在

緒論的研究進路中所提到的，作為西方現代性經驗的落後者，中國面對戰爭及其

所挾帶而來的龐大文明一夕崩潰的死亡場景──文化意義上的死亡：文言文的潰

散。儒家支柱的傾圮。聖賢之書的貧瘠與乏力；肉體上的死亡：戰死的無名塚。

屍體。破敗的家園廢墟。如同巴塔耶所言，凝視著死亡屍體及其中漸滲透出的狂

暴力量，從而否定、拒絕甚至畏懼死亡，「精神之生」──某一種主體「我」的

形成方從其中油然而生。換句話說，中國的「現代主體」是在死亡的凝視與否定

中誕生的；它的主體建構奠定在巴塔耶式的同質化系統之中；而它的寄寓場所被

轉嫁到的正是「語言」這一場域之中。 
  在這樣的前提下，翻譯可視為語言閃避災難、護住語言身體的一個防空洞。

最重要的其實是，它提供了讓「中文」這一經脈下的語言一個求生的巢穴；在這

個巢穴裡，面對舊時間與文言文抑或孔家店信仰的崩盤，「中文語言」啟動了它

自身的保護機制，也是作為現代中文誕生之際所與生俱來的求生本能：那就是─

─「模仿」。非常弔詭地，在西方，「模仿」是語言的根源。在柏拉圖的模仿論裡，

工匠依據「桌子」的概念，鑄造出了「桌子」的現實實體，是為第一重的模仿；

而語言作為「模仿的模仿」，則重現了桌子與概念。但是，令人驚異的是，在近

代台灣（抑或中國；實屬不清），或者說作為西方現代性追隨者的東方，在翻譯

的巢穴裡，被隱然啟動的「現代語言」的機制，竟還是「模仿」，這意味著什麼？ 
  觀察一個普遍性的文學現象即可明白。承接了晚清五四的翻譯餘震，無論是

中國也好，台灣也罷，「新語言」的身體在反覆地試驗、鍛鑄與詰屈聱牙的發聲

之中──去習慣一種「新的聲音」；「白話」的聲音，一種日常的聲音；「我手寫

我口」。這不是一個單純的語言汰換行動。更重要的是，當「書寫」嘗試去捕捉

現實的聲音，基本上它早已滲透進了一種模仿的本質。問題是：「模仿」什麼？

我認為可以從兩個層次來看，一是模仿別人（西方）的現代話語身體，一是模仿

整個現代情境。其一牽涉到翻譯中的文化政治問題。這在整個晚清到民初甚至六

０年代的現代主義時期皆無法迴避。藉西方他者的話語身體，填補自身的匱缺。

張錦忠認為這是邊緣文學最顯著的特徵3。但是我在這裡要提醒的是，相對於第

一個層次裡牽涉到自我與他者的文化交換行動，第二點──模仿「現代情境」，

我認為其中涉及到「中文」語言本體上的自我深化，其程度遠較前者來得影響廣

泛而深遠。 
  必須知道，從文言跨越進白話的世界，非但現代用語或西方產物的名稱進入

了書寫，更重要的是，「語言」拒絕再和落後的古中國傳統掛鉤，直接摹寫當下

的「語音」。這段話裡有兩個關鍵的概念，一是聲音，一是當下（「現在」）。而統

攝這兩個概念的基本上就是「模仿」。若我們同意文言文作為一種現實、當下的

生活情境被轉換過的某種雅語，它的修辭身體總是用古老語言的屍體作為現在語

境的棲所，那麼，白話文將可視為是修辭身體對當下語音的一種直接、有力的模

                                                 
3 見張錦忠〈翻譯、《現代文學》與台灣文學的複系統〉，《中外文學》第二十九卷第五期，頁 21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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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換言之，「中文－白話文」的起源基本上就是一種模仿的政治。我覺得非常

有趣的是，作為被模仿者的「語音」，基本上和台灣國族政治的變遷是密不可分

的。從日據時期的日語開始，到本土語言的台語，以及其後國民政府來台後的北

京中文語言，話語的聲音與現實的國族權力與複雜的政治現況幾乎同步。三０年

代由黃石輝等人發起的台灣話文論戰可視為對話語聲音的場域爭奪4。但這不是

我所要談的重點。我想指出的是，模仿基本上可視為是「新中文」起源處的一個

重要特徵；在現實的因素上，是「非模仿不可」──以之在現代性侵入的災難中

確保自我的求生之道。而在語言本體意義上（尤其它作為一種新語言形成時的重

要參與要素），它也成為「新中文」內部重要的語言政治。 
  王德威曾經在討論梁啟超仿西方譯作而寫的烏托邦作品《新中國未來記》時

指出，此類對中國願景的改寫基本上仍服膺一種線性時間觀，將西方經驗不自覺

地放置在中國未來的科幻想望中，其根本的姿態仍是落後的。而這種藉由翻譯鑄

造出來的虛幻烏托邦政治，也成為毛澤東時期政治書寫的始祖5。王德威以梁啟

超的例子提出了中文小說中政治與敘事間嚴密的共謀、掛鉤和策劃關係。但我認

為問題應該擴延得更為廣泛。或者說，在中文決定以「白話」的身體支撐著某種

日常語音的摹寫而開始它「新中文」的旅程，它必然早已無法迴避其自身的政治

性：模仿一種「現實」。這種模仿確立了它勢必朝向某一程度文以載道（無論載

的是什麼「道」──）的軌道靠攏。換句話說，它的修辭身體將作為一種政治的

居所──無論是哪一種「政治」。 
  因此，寫實主義作為承接五四或台灣新文學運動後的一個長期傳統，將和這

種文學本體內部的模仿政治密不可分。它可視為一種文學本體內部的「模仿無意

識」。尤其在作為有其抗拒論述之任務的殖民地台灣，文學書寫和現實政治的要

求幾乎從來沒有脫鉤。而令人吃驚的是，假設我們同意這經由「翻譯」處誕生出

來的、挾帶著「模仿論」血緣的新中文，無論更換了任何一種修辭身體，它在語

言本體論的根本上都是「模仿」的。換言之，落後感揮之不去的殖民地或後殖民

地台灣，無論代代更換了哪一種修辭，「時差」作為「模仿」的文化驅力與根源，

其基本上都可以稱之為一種普遍的「寫實主義」──一種對「事實」的翻版與印

刻，這裡將引發一個弔詭的問題是：那麼，最令人感到其中悖反差異的，應是六

０年代的現代主義──它面臨了其自身身世定位的問題。 
  眾所周知，現代主義與寫實主義在西方無論是作為表面的修辭，抑或其各自

所信奉的美學核心價值，都是兩種完全相反的傳統。但是，在台灣文化場域這個

特殊的生態域中，佔據大寫位置的「模仿論」──普遍論意義上的「寫實主義」

卻囊括了小寫的、作為單一修辭斷代出現的「現代主義」，這其中具有什麼樣的

弔詭性？換句話說，「現代主義」是不是也是這種大寫模仿論下的一環？仔細檢

查《現代文學》的立意與其出發點將會發現這個問題仍圍繞著「翻譯」與自身詞

                                                 
4 三０年代的台灣話文論戰也可視為是對「當下」現實的場域爭權。為某種「現在」規範其霸權

位置與範圍；以「台灣話」的聲音。 
5 王德威〈翻譯「現代性」〉，《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台北：麥田，1998，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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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擴充的形式補強打轉。為人所熟知的〈發刊詞〉之一段作如是言： 
 
      ……我們得承認落後，在新文學的界道上，我們雖不至一片空白，但至 

少是荒涼的。……我們感於舊有的藝術形式和風格不足以表現我們作為 

現代人的藝術情感。所以，我們決定試驗，摸索和創造新的藝術形式和 

風格。6 

 
  此段發言可視為整個《現代文學》與六０年代現代主義運動的起點。基本上

延續了晚清五四以來「翻譯」作為「新中文」補充的脈絡7。換言之，它的本體

基調仍是建立在一種模仿政治的基礎上：一種「再現」──無論是「再現」了寫

實抑或弔詭的現代景觀。但是，我想在這裡提出的是，被黃錦樹視為「本土現代

主義起源8」之端點的六０年代現代主義運動，也並非省油的燈。最重要的是，

銜接在五０年代的空白文字獄之後，創作的形式面臨龐大的匱缺，而使《現代文

學》甫一創立，其翻譯工程與書寫者的創作本身便有極為自覺的緊密關係。這種

自覺反而逼退了「模仿無意識」的「模仿論」──書寫有極大部分確實建立在直

接而明確的「模仿」上──竟從而暴露了語言的本質。 
  「有意識的模仿」在歐陽子、白先勇與王文興等《現代文學》核心作家的作

品中皆有跡可尋。甚至也在《現代文學》裡表達了各種對翻譯文體的看法與自白。

誠如王文興在日後接受訪問時作如斯言：「……我一直都在模仿。……我也模仿

過莫泊桑、海明威、康拉德。到今天我還脫離不了模仿，今天也許不是有意的模

仿，不過總是會有從前作家的影響。9」王文興或許可視為《現代文學》集團裡

對語言、書寫與模仿的本質最有自覺的作家。在他的作品裡最常被論者評述的恐

怕也正是語言形式的問題。但我認為《現代文學》作家群裡將書寫裡關於「模仿」

的本質結合個人記憶、性別與家國認同的技士，當屬白先勇。一方面，作為修辭

身體上的一種模仿，創作語言直接鑄融了紅樓夢傳統與西方意識流手法，而同時

另一方面，白先勇並不像王文興那彷彿潔癖式地剔除了作者在文本裡的現身蹤

跡，反而頻頻投入個人身世記憶與性別經驗的書寫。他的寫作根本上是以「模仿」

（修辭作為模仿的具現）承載「模仿」（現代性經驗作為語言的再現對象）──

兼具舊酒新瓶的形式主義與抒情主義者，而作為這一模仿意義下的終極再現對

象，毋寧是「父」的概念。 
  可以看到，無論是《孽子》裡新公園層次清晰可辨的「父國」，抑或《台北

人》裡「中國」作為父不在的意識流想像，白先勇的「父」幾乎霸佔了其個人寫

                                                 
6 〈發刊詞〉，《現代文學》第一期，1960.03，頁 2。 
7 如白先勇就在日後陳述《現代文學》的發起因素時談到《現代文學》的發起根本上是有感於中

文的不足與落後，必須延續五四向西學習的求新精神。但基本上白先勇這種談法和同為現代主義

集團的王文興是不同的。王文興基本上是反對五四的文字改革，其中有其個人對理型中文的一種

信仰。 
8 黃錦樹〈本土現代主義的起源？──論台灣戰後現代主義世代〉，《跨領域的台灣文學研究學術

研討會論文集》，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2006。 
9 單德興〈王文興談王文興〉，《聯合文學》第 3 卷第 8 期，1987.06，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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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生命的幾本重要文本。曾秀萍在專書《孤臣、孽子、台北人：白先勇同志小說

論》10裡即已將同志身份的孽子與家國破碎的孤臣處境做出「父」／「中國」的

連結。而我認為若從模仿論的角度看來，白先勇作品裡「父」將可視為其語言模

仿論裡那消亡的、無法捕捉、卻又始終不斷被「模仿」之宿命所再現的一種概念。

它可視為是一種大寫的古中國魂──記憶的糾纏與回魂；也可以視為整個現代文

學模仿論行至六０年代的一個重要的頓足。必須知道，父魂的回返不是一朝一夕

之事。如果將五０年代書寫反共文學中的承載對象直接與「中國」做出鏈結，那

麼這個修辭斷代基本上乃是圍繞著父及其背後所在龐大歷史的中國形象作為模

仿的根源。這幾乎是整個五０、六０、甚至延燒到七０年代的一種共同磁場。或

者我們也可以說，基於模仿論所展開的書寫政治基本上就無法與父親、家國甚至

整個陽具系統脫鉤──它根本上是一套符號化、進而實質運用於政治的書寫系

統。配合國家文藝政策與歷史記憶的走向，五０年代的反共文學一手鑄造了一尊

供奉於閨閣之中的中國神像，它延續了文學本體裡模仿、再現的固著本質。但重

要的是，它和六０年代最大的差異在於後者的模仿媒介（語言）被刻意引渡進來

的他者（西方翻譯）所撞擊，翻譯、父魂、他者的關係便在修辭身體裡愈趨緊張。 
  如同傅柯所言，翻譯像一道越界而來的光束，穿越渾沌的黑暗，為伸手不見

五指（也是喻指）的漆黑帶來光明，但同時也使光界以外的黑暗陰影更為清晰可

見。「他者」在六０年代的現身便有此況味。越界更為清楚，而「模仿」更為自

覺，同時，那身處在模仿論深處的幽黯身影──父親／中國，其色澤則更為濃麗

稠黑──換句話說，「被模仿者」的身影因模仿行動的自覺反而更為突顯。在現

實的意義上來看，《現代文學》的核心集團確實以菁英份子為主，同時又多為外

省族群，皆有一代移民來台的父親，不消提近代台灣史上複雜的中國－台灣認同

史之流變，「父」是語言板塊所承載、仿寫的對象已可想而知。白先勇將可視為

模仿論裡極具自覺、又投身其中的一種極致。但是，必須注意的是，西方他者的

驟現──尤其是「現代主義」這幾乎悖反了寫實模仿之現實的書寫形式，將會帶

給中文語言一個陌生的、扭曲的、新穎而又無法再與父魂搭配的、新的「修辭身

體」。王文興是白先勇外的另一個例子。他基本上仍在語言的模仿本質上從事寫

作，但卻對新鑄造好的語言身體與「父」之魂魄間的不搭嘎感到尷尬。翻譯衝擊

了書寫者語言本體意義上的模仿論關係，因此才會有七三年《家變》裡「父」的

離家。 
  論述的角度可以拉得更遠，王文興在《家變》裡對「父」與「傳統中國」的

抗拒，是否可以單純地視為個人理念託付於書寫的一種再現，亦即是前此所論述

至今的語言模仿論之一環呢？我以為不然。若將《家變》視為純粹作者個人對傳

統中國與家庭結構論述的負載──即一種前述所提及的普遍性的「寫實主義」，

那將忽略了翻譯在這個時間點上所扮演的角色，同時也略過了《家變》乃至後來

《背海的人》的語言暴走。我認為王文興基本上仍在實踐著個人的模仿論，只是

他已無法饜足這作為模仿之軀殼的話語身體。「父」在《家變》裡的形象遭受到

                                                 
10 曾秀萍《孤臣、孽子、台北人：白先勇同志小說論》，台北：爾雅，2003。 



 38

「兒子」的叛變與虐待，它一方面顯現出修辭身體受到西方他者的撞擊而產生的

激烈扭曲，而另一方面──卻也更提示出了中文模仿論以來的「無意識模仿」下

所搭建起來的親屬結構，面臨了喻指喻依之鏈結的鬆脫。 
 

二、語言、君父、親屬結構 

  《家變》與《孽子》皆成書於六０年代的翻譯浪潮之後，可視為是一九六０

年起被《現代文學》這場翻譯餘震激烈撞擊的後遺。「父」的概念清楚地出現在

七三年的《家變》與八一年的《孽子》中，同時成為修辭所抨擊抑或掙脫又復返、

愛戀的對象。但此時語言本體裡的模仿論起了躁動的喧聲，並不僅僅只限於和翻

譯行動所帶來的文化衝擊有關。劉紀蕙討論六０、七０年代書寫裡大量的「中國

符號」就曾例舉：包括楊澤的〈漁父〉、〈拔劍〉、〈彷彿在君父的城邦〉、羅智成

〈那年我回到鎬京〉、林燿德早期作品〈掌紋〉、〈文明記事〉，中國符號大量現身，

和當時的政治與國際情勢形成弔詭的互補結構。七０年代的國際形勢包括保釣運

動、退出聯合國、中美斷交等，外來的衝擊之劇可想而知。她引楊照的論述作如

斯言：「如果五、六０年代是靠政治意識形態建構神話的時代，七０年代就是艱

苦東挪西湊努力調整、維持神話的時代。11」劉紀蕙並做出這樣延伸的論述：「如

果我們說，八０年代開始一連串信念的瓦解，七０年代就是瓦解之前勉強支撐此

神話的最後階段。12」中國符號的大量刻用、猶疑、漸趨排拒，可視為七０年代

的重要情調。三三詩社與神州詩社被劉紀蕙視為本土意識趨醒時，為自身孤兒情

境尋找「君父」的一段重要歷程。 
  中國符號與本土意識的場域爭奪，幾乎成為學術界在後來詮釋八０年代中期

以後的後殖民抑或後現代論述的一個前提。如陳芳明將國民政府所主導的大敘述

歷史視為再殖民，而歷經了七０年代的符號鬆綁、到解嚴後的漸趨開放，八０年

代中期後便可視為後殖民主體自我建構的開端13。也確實，解嚴後文學場域出現

更為紛雜的書寫面向，各種文本──政治的、科幻的、同志的、酷兒的、原住民、

後設、後鄉土等各式題材，簡直目不暇給14。多元的喧聲乍然四起，中國、君父、

單一歷史與敘述被視為抗拒論述的對象，並且每每成為「後」者所欲群起攻訐的

陽具中心集團。換言之，現實的、實指意義上的「父」者在此被敘述的分歧所挑

戰。但這並不是我在這裡所要討論的主題。 

                                                 
11 楊照〈發現「中國」──台灣的七０年代〉，收於楊澤主編《七０年代：理想繼續燃燒》，台

北：時報文化，1994，頁 132。 
12 劉紀蕙〈台灣文化場域內「中國符號」與「台灣圖像」的展演與變異〉，《孤兒、女神、負面

書寫──文化符號的徵狀式閱讀》，台北：立緒，2000，頁 4。 
13 陳芳明〈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

後現代》，台北：麥田，2000，頁 41-64。 
14 林燿德曾經就八０年代後的小說依意識型態分為七大類：左翼統派政治小說、右翼統派政治

小說、後鄉土小說、獨派政治小說、女性主義小說、原住民自覺小說。見林耀德〈小說迷宮中的

政治迴路──「八０年代台灣政治小說」的內涵與相關課題問題〉，《當代台灣政治文學論》，鄭

明娳主編，台北：時報，1994，頁 13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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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在這裡將論述的鏡頭拉得更遠。正是五０年代（甚至更早──）以來，

君父被視為語言模仿論裡的重要固著對象，歷經六０、七０年代文化、國際與政

治現實上的他者擦撞，從而加劇了「父」之形象的躁鬱生產；到八０年代中期以

後，面對新解嚴時代的來臨，文學場域進而轉型為一個撻伐父屍的流刑地，這裡

面實有語言親屬劇場的連續演出。楊照談及自己在八０年代讀到楊澤的〈彷彿在

君父的城邦〉作如斯言： 
 
    原來長期以來我渴望著一個有君父高臨統治的環境，權威然而溫柔的君 

    父。……我和父親的隔絕也許有著比代溝更複雜、深沉的理由。這個懷 

    疑做起點，我一步一步走離七０年代，以及那個長久失去、彷彿拾回、 

    卻又無從確知的君父城邦。15 

 
  問題是真能步出這彷彿陷五里霧中的「君父城國」？又該要步向何方？八０

年代中期後的大量反陽具、父權、性別等中心敘述的文本，都必須要面對的一個

問題是：文學難道不需償還那自翻譯現代性以來的模仿論遺債嗎？尤其當載物及

道的實指功能，在反共文藝政策後加劇地與整個中國想像的烏托邦做了強烈的連

結──甚至更早；早在「翻譯－白話文」誕生之際，模仿論早已和君父的命運緊

緊綁縛，糾結纏繞而無法鬆脫。新文學運動時期如此，三０年代話文論戰如此，

反共文藝策略如此，左翼如此，右翼如此，現代主義亦如此。它可視為一組共犯

的密謀結構──父與字的共謀；「語言」只有一個定義：父親的話語，它宰制作

為「兒子」書寫的命運：凡提起筆，就必定寫下「父的語言」。更深化地說，模

仿論的終極內化將會是這樣一個令人驚異的事實，那就是──「父」即書寫。 
  這個結論逼使我們必須重新檢視解嚴後名之為後殖民或後現代的文學場

域，整個陽具去中心的文學平台，竟也不過是一場早已為「語言－父親」所安排

好的撻父劇場！？必須知道，「君父」的意義並不僅僅存在於想像的中國形象與

國家整體認同這種實質的隱喻之中。早在時差決定了新中文語言的傾刻開始，模

仿論堅實而又強烈的喻指結構在敘事中確立了自身的語言性質，君父早已統馭了

整個語言親屬關係的結構，在語言本體論中確立了自身的王國，而使其麾下的作

家皆無一逃脫其父者的咒詛預言與嚴密監控。 
  於是，我們將會發現，同志、科幻、政治、左翼、原住民、酷兒、甚或後鄉

土、後現代等等每被學界論者爭奪後殖民抑或後現代旗幟的後八０文本，在這樣

的前提下將根本沒有逃脫出書寫本質裡最大的那位「語言父神」的操控，而仍在

模仿論的平台上廝殺捉對，捕父者之幽魂而進行殺戮──而這一切其實根本盡看

在大寫語言父者的眼中，惹其嗤笑。這個語言劇場在九０年代駱以軍的〈降生十

二星座〉裡有非常精準的演出：一個在文本裡重複被指派去殺父親的女兒春麗、

和作為其實站在電玩螢幕外的真正父親的操控者。〈降生十二星座〉承接了駱以

                                                 
15 楊照〈「彷彿在君父的城邦」〉，收於楊澤主編《七０年代懺情錄》，台北：時報文化，1994，

頁 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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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個人對於書寫與語言本質焦慮的那本《紅字團》，其透視整個中文語言本質裡

的終極仇人──「父親」，使他登高一呼，站上了九０年代這一傲視了模仿論的

語言高位，幾乎扭轉了整個中文語言的本質。拒絕「父親」，拒絕模仿論裡最重

要的概念：還魂與激活，而使他其後邁向「母親」處的那部死亡旅程《遣悲懷》，

將在在把他的書寫推向了語言的域外。這不是一個偶然的發生。八０年代作為九

０年代中文漸漸脫卸模仿論枷鎖的前哨，有其關鍵的轉圜。甚至──還要更早；

早在《家變》的虐父與父親離家的場景之中；早在三三詩社振聲疾呼胡蘭成與神

州中國的想望以及其後面臨的龐大殞落之中；甚至，還一路震幅跌宕到了二００

０年那本被黃錦樹稱之為「悼祭之書16」的《漫遊者》；它的開場白是這樣的：「父

親不在的這兩年多，我始終無法找到適當的言語文字來描述這前所未有的處境和

感受……17」講這話的人是朱天心，而她語言模仿論的失效竟發生在死者──父

親朱西甯的肉體消亡後才赫然一次迸洩開來。 
  《漫遊者》寫在父的死亡後，語言的喻指彷彿被撬開的符碼，失去時間的鏈

結而漂浮四散。從三三時期的中國信仰，到八０年代漸漸面臨了自身寫作事業的

轉型，九０年代始發強悍的政治之言，朱天心根本上是踩踏著父的語言與喻指一

路走來的──無論是情感信仰意義上的中國與父者，抑或書寫環繞著模仿論概念

中心的語言父親，「父」根本上是深化滲透進她的語言材質與敘事對象中的；到

二０００年的《漫遊者》始發覺：父不在了。再無路可走。語言本體裡模仿論的

板塊走到了盡頭，書寫者宛如面臨了失語的懸崖，失怙也將是失語的開始。但我

以為姐姐朱天文其實更早就在她的文本裡預演預告了這套父亡的祭儀。朱天心曾

在她的《漫遊者》裡這樣敘述姐姐天文面對父親死亡時刻來臨前的冷靜鎮定：「天

文說出很恐怖的話，她說人死了就是死了，不會再有什麼，……她覺得『死亡是

一件很私密的事，無法當著即便是兒女的他人面前發生。』18」我以為相較於朱

天心《漫遊者》裡驟臨「父」之概念所負載的肉體與語言死亡時的雙重失落，所

顯現出來的一種和前此作品極具斷層落差的憂鬱語言，朱天文其實早已有備而

來。正因為老早預知了父親將死（某種意義上的也是語言親屬結構之死；模仿論

之死──），於是在作為真切的父親肉體消亡來臨前，因早已洞視自身將面臨一

切語言與信仰瞬間消潰的失怙情境，而不惜在更早之前的文本裡乾脆啟動了她那

無父無母的自我防衛機制──九四年的《荒人手記》。 
 

三、域外烏托邦：荒人文本與無性生殖 

  《荒人手記》成書於一九九四，以其文本的特異形式和同志題材掀起文壇一

陣喧然大波。尤其是來自同志運動者的批判如劉亮雅、朱偉誠、紀大偉等人，皆

認為朱天文在此書中所呈現刻板的男同志形象，對九四彼時初啟動的同志運動乃

                                                 
16 黃錦樹〈悼祭之書〉，收於朱天心《漫遊者》，台北：聯合文學，2000，頁 6-25。 
17 朱天心〈「說明」〉《漫遊者》，台北：聯合文學，2000，頁 26。 
18 朱天心〈《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漫遊者》，台北：聯合文學，2000，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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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大斲傷。問題是，同志及其主體性是否真是《荒人手記》寫作之時的主軸或

標準意識型態？又或者朱天文其實藉同志之意符在書寫裡實踐了一點別的「什

麼」？我以為恐怕是後者。如同黃錦樹所言，朱天文的書寫脈絡自胡蘭成處的抒

情美學一路延伸深化進個人的文字信仰，歷經了《世紀末的華麗》裡肉慾被昇華

為情慾，轉而實踐在文字這一物質化的──另一種「肉」的軀殼之中19，「肉」

從根本的意義上被代換為「字」。這也使整部《荒人手記》是那樣毫不猶豫地掀

開了她個人寫作的底牌：書寫乃為「我在」而已。「我寫故我在」的宣言某種程

度揭示了朱天文將個人存在的肉體完全託付於文字運作的信仰，從而造就了《荒》

書裡一片華麗而蒼涼的文字戀物廢墟。那麼，一個弔詭的問題在這裡出現了：為

什麼必須以「同志」作為實踐的再現對象？為什麼沒有延續《世紀末的華麗》裡

以異性戀為主軸的戀物脈絡？神姬之舞的起舞者為何必須顯靈附身於「同志」之

肉身作為軀殼？我以為《荒人手記》實有朱天文個人語言論上的本體觀──她的

語言去生殖化的無親屬關係。 
  眾所周知，三三詩社作為七０年代大量生產中國符號論述的集團，之後面臨

八０年代整個政治環境的反撲。本土意識高漲之際，朱天心從早期閨秀天真的爛

漫（小女兒式？）語言轉為袁瓊瓊所批評的「苛刻少恩」，可以見到父的體系在

語言裡從某種先驗信仰的烏托邦王國漸趨崩解。到八０年代末期的《我記

得….》，「父」與「中國」的實質隱喻不再出現在文本敘事之中，改而以另一種

方式現身──政治小說。《我記得….》以後一系列政治批判的書寫作品，可視為

不讓鬚眉的朱天心撿拾崩潰後的「父」之碎片、將之存放安置的唯一場所。模仿

「父」的語言，模仿論的結構更為固著──因為那是唯一的「父」：語言。也可

以反過來說，正因為節節敗退的「父」從文本烏托邦被逐一擊潰，失去摹寫對象

的女兒於是自敘事中漸漸退縮，退回到唯一父在的場所：「語言」之中；而這一

「語言」是非「政治」不可的。《我記得…》後的政治小說朱天心可說是傾其筆

力在鞏固其僅剩的語言父親之王國，直到《漫遊者》，「父」的肉體在現實中真正

死亡，語言面臨潰散，巾幗女兒面臨了兩種形式的喪父──語言的與肉體的──

書寫者這才化書寫為漫遊，自模仿論的固著王國裡晃盪走出，宛若遊魂。「父」

縱橫朱家姐妹的書寫歷程，不僅限於早期大中國父者的魂在與信仰，同時更深化

進語言本體論的莖脈之中，自成一套語言的親屬結構。相較於朱天心的晚熟──

必須到「父」真實肉體的崩垮後才驚覺語言與肉體的共謀，其姐朱天文幾乎早在

九０年代初期即已為父亡後的語言鋪排了逃逸的退路。我認為《荒人手記》以同

志隱喻現身的策略在根本上是回應了朱天文逃逸語言親屬關係的版圖。《荒》書

建構出一幅同志群像的色情烏托邦，以同志漂浮外於異性戀的親屬結構──「航

向拜占庭」： 
 
    航向色情烏托邦。那些環繞地中海，遠古遠古多如繁星的不知名小國， 

                                                 
19 黃錦樹〈神姬之舞：後四十回？（後）現代啟示錄──論朱天文〉，《謊言或真理的技藝──

現代中文小說論集》，台北：麥田，2003，頁 180。 



 42

    連神話都沒能傳下來的，終結者。我們是親屬單位終結者。20 

 
  這段宣言可視為《荒人手記》語言本體論的核心，藉同志無有繁衍、瞬間即

逝的性慾驅力與構圖，抵銷語言模仿論中的父子關係。必須知道，無論從《家變》、

《孽子》、〈彷彿在君父的城邦〉、八０年代後則有〈將軍碑〉、〈降生十二星座〉

等等，圍繞著語言中心的父親展開的書寫，根本上是將「模仿者」──亦即書寫

者，視為承接父親意志的兒子。兒子寫作出父親的語言，此時的寫作在根本上就

是一場語言的生殖過程：「父」生「子」；「概念」與「文本」的互控與對決。翻

譯的模仿論主導了整個中文在其後展開的近百年間都無法閃躲的是語言負擔了

交配繁殖的功能；一種及物的功能──各式各樣的「物」：家族、國族、性別、

鄉土、科幻、異色……種種，凡為「物」者皆無一不能載之。文字的及物因此根

本可視為是語言生殖的性交──交配之後，必繁衍其後代，構造出居語言中心的

「父」與書寫文本的「子」的鏈結。語言的族譜，歷經了寫實主義、反共主義、

現代主義、鄉土文學甚而後現代浪潮的代代繁衍，到九四年的《荒人手記》，竟

也終於面對了「兒子」的疲乏？《荒人手記》與其說是一部男同志群像的情慾記

事，倒不如說是一群自弒其父的語言孤兒。在《荒》書裡，沒有生殖、繁衍與後

代圖像，印證了朱天文後來在面對父親朱西甯死亡時的話：「人死了就是死了，

不會再有什麼。21」這不僅僅是她對父亡的感想，同時也是她語言本體論的根本

核心：一切書寫都僅發生於瞬間，沒有留存的後代；如同性交之於同志孤兒，瞬

間迸現，剎那立即消逝無蹤。語言親屬關係是縱軸的：父與子的垂直鐵律，但同

志的性交卻是平行的、往橫軸處無盡漫漶開來的：「你將離開你的男人，一個，

或一個又一個……22」 
  於是，《荒人手記》裡宛如繁花盛開的男同志群像，將可視為語言的延異單

位，也是朱天文逃逸語言中心的路線──從模仿論的父子關係中逃逸，航向語言

自己的域外──那個遠在一切親屬關係外的色情烏托邦。因此，語言從這裡開

始，呈現不斷地自軀殼溢出、自意義氾濫、朝向無有終止的符號漂流。最顯著的

隱喻是那張朱天文綿延不絕幾可延續到世界盡頭的色彩週期表： 
 
    鯨鬣紅，城上閃閃鯨鬣紅。嘴初紅，養來鸚鵡嘴初紅。水底紅，初日圓 

    圓水底紅。蠻錦紅，窄依短袖蠻錦紅。桃毀紅，妝成桃毀紅。撥刺紅， 

    驚鼓跳魚撥刺紅。剪來紅，清香拂袖剪來紅。獸焰紅，松火紅，宿燒紅， 

    大谷紅，腮上紅，後霜紅，躑躅紅，海綃紅，舍利紅，宮花寂寞紅。……23 

 
  如同朱天文所言，書寫此時乃是「逃避開文字的邏輯，連符號性也摒棄掉，

文字成了萬花筒碎片，組合為繽爛景觀。我放逐其中忘返，純粹的色感花園，如

                                                 
20 朱天文《荒人手記》，台北：時報，1994 年初版一刷，2000 年二版七刷，頁 65。 
21 朱天心〈《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漫遊者》，台北：聯合文學，2000，頁 167。 
22 朱天文《荒人手記》，台北：時報，1994 年初版一刷，2000 年二版七刷，頁 67。 
23 朱天文《荒人手記》，台北：時報，1994 年初版一刷，2000 年二版七刷，頁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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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蒼蠅之複眼所見的世界裡營飛。24」符號成為以供漂流跳躍的板塊，德希達式

的無限延異，正是一個又一個同志軀殼的身體，也是朱天文用以實踐她那潔癖式

無法訴諸符徵化肉體的情慾，唯一的託寓場所。於是，書寫成為一場無父的無性

生殖，沒有及物的交配，更缺乏父系中心的控管，唯一運作著這無盡書寫的正是

──神姬：「我寫，故我在」；書寫者。 
  《荒人手記》在九四年出現，可視為現代中文一個重要的碑記。為異性戀者

朱天文所寫就的這部同志小說，和同時期的同志運動做出區隔；不是去挑戰父權

中心的異性戀體系，而是──藉由同志這一族群的異質性，實踐中文語言的域外

逃逸工程──逃向那敘事幾近零度、而話語鎖鏈皆秘密撬開的語言烏托邦。《荒

人手記》對不久之後即面臨喪父之痛的朱天文而言，根本就是一部她個人的「預

知死亡紀事」──預言了「父亡」；語言上的「父不在」──而使整部文本皆呈

現出一片斷代絕後的死亡佈景。在這個佈景裡，只有書寫者作為唯一的有機物，

憑藉著「寫」的動作，運轉符號的跳躍，從而保證了自身的存在。此時的書寫會

不會是她個人的祭儀？──祭拜亡父、中國、逝去的七０年代、胡蘭成與個人的

青春……一切一切的喻指與亡物，而神姬最終所召喚而來的或許也根本不是那座

黃錦樹的「胡蘭成」神像，而是──空白的「我」：語言自身的對體。 
  這裡牽涉到一個現代中文轉型時期的自我探問。必須知道，模仿論裡的書寫

者「我」，對應於欲捕捉的「父」，其「兒子」的身分儼然確立起來。語言的起源

──或者說：現代中文的起源，根本上是藉由父的座標來定位其自身的。正是透

過複製的生殖，承擔由「父」之處溢出的種種衍伸；書寫作為模仿的翻版，語言

則作為父親的遺精。荒人卻恰恰相反。荒人自語言的同質性鎖鏈中逃逸，宣告自

身的失怙，某種意義上也是作為書寫者的朱天文，憑藉作者個人意志，撲殺文本

中的語言父親，荒人文本於是呈現一片符號的浮木。荒人與中文都必須重新面對

的問題是：如果「我」沒有「父親」，那麼，「我」又是誰？「我」──作為名之

為「中文語言」者，「我」乃為何而生？被誰而生？誰才是「我」真正的「父母」？

又或者，根本不存在這樣一個生殖的親屬結構──「我」乃是周之祖棄，從宛如

神話的巨人腳印中誕生？無從得知父母？ 
 

四、女神、巫覡、書寫祭儀 

  劉紀蕙在談到七０年代末「君父」概念的鬆動，以及其下所揭示曝露出來的

孤兒的斲傷，進而去探究八０年代中期後台灣文學場域的平台上一片祭祀、揮別

「君父」神衹、代之以「女神」之舞的文化圖像。劉紀蕙以林懷民為例，指出他

八０年代的舞台轉換在這個特殊的文化轉型脈絡下，有其重要的代表性： 
 
    ……他從早年《寒食》中那種倉倉黃黃試圖尋根不著的赤子無奈，那種 

    如同介之推般「抱木而燔死」的忠誠，逐漸轉向女神再生力量的召喚。 

                                                 
24 朱天文《荒人手記》，台北：時報，1994 年初版一刷，2000 年二版七刷，頁 89。 



 44

    女神文化可以協助台灣脫離早年的孤兒文化，放棄父祖的追尋，而採取 

    遊戲之姿起舞，以成熟女人的方式，轉換身分與面貌，挑激起新的創作 

    慾望，孕育新的文化生命。《九歌》便是林懷民正式揮別古典中國神衹、 

    召喚女神文化的儀式。而當林懷民有意在舞台上呈現女神圖像的時候， 

    我們發現他傾向倚賴東方宗教中具有升值力量與原始大地之母的女神 

    語彙。25 

 

  劉紀蕙認為林懷民的《九歌》是一場訣送「君父」之神的祭典，同時也是被

揭露了孤兒身分的台灣文化主體轉而迎向母神懷抱的、尋求撫慰的發軔。劉紀蕙

對「君父」的虛構與不在根本上與後來的王德威、黃錦樹所提出的「魂在論」可

視為同一脈絡26，然而，和王、黃兩人專注於「魂」與「字」的糾結纏繞，劉紀

蕙轉入女神符號的生殖圖像中，試圖將八０年代末赫然失怙的文化主體進行「托

孤」。這是一場什麼樣的授受儀式？她的論述顯然著眼的是女神原始而內化的在

地性──一種真正的、肉體的「在」──相較於「父」的「不在」；女神代管那

從未現身的、永遠被恆置於起源處的「君父」，哺育「孤兒」，使孤兒主體「去孤

化」：她說「八０年代中期以降，台灣新文化試圖開展一個具有女神孕育生機與

自我更新創生的文化，以脫離孤兒文化；......27」換言之，更深化到語言本體

的論述，我們可以說女神文化基本上是一種試圖重新激活「君父」概念下僵死的

文化主體的一種策略；它可視為是前去打破模仿論裡無差異的「父－子」重複，

強調書寫與創作的差異與更新。 
  但是，正如劉紀蕙自己所說的，女神文化亦有其盲點。強調本土女神文化的

同時，必也面臨到鞏固女神系統時其內部存在的陽具父權衝動，展現出戀物的窒

礙28。我認為這其中的關鍵正在於「生殖」。我認為劉紀蕙討論到女神對孤兒創

傷的處理，透過林秀偉、陶馥蘭等女性舞者的作品如《甕中乾坤》、《蓋婭，大地

的母親》、《世紀末神話》、《生之曼陀羅》等大量強調原始母獸與男女交媾的場景，

甚而如《大神祭》裡對早期原始生殖圖像的膜拜，以「生殖」作為女神「托孤」

的具體養育路線，其實根本上是難以逃脫「女神」終究登上「君父」的帝基，成

為佩戴母之面具、實為父之替身的符號驅力。必須知道，在模仿論的語言親屬關

係中，概念作為起源，產下文本，根本上是透過同質性社會的生殖結構來進行操

作。換言之，當語言孤兒擺脫父的控管，進入到女神體系，領受性慾的、肉體的

原始驅力，卻也難保這樣的性交不會重蹈生殖覆轍，使孤兒文本再度成為新的「君

                                                 
25 劉紀蕙〈台灣文化場域內「中國符號」與「台灣圖像」的展演與變異〉，《孤兒、女神、負面

書寫──文化符號的徵狀式閱讀》，台北：立緒，2000，頁 11。 
26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後遺民寫作》，台北：麥田，2007，頁 48。黃錦樹〈技術革命、偽知

識與中國書場──環繞《小說稗類》的對話〉，《謊言或真理的技藝──當代中文小說論集》，台

北：麥田，2003，頁 246。 
27 劉紀蕙〈台灣文化場域內「中國符號」與「台灣圖像」的展演與變異〉，《孤兒、女神、負面

書寫──文化符號的徵狀式閱讀》，台北：立緒，2000，頁 13。 
28 劉紀蕙〈台灣文化場域內「中國符號」與「台灣圖像」的展演與變異〉，《孤兒、女神、負面

書寫──文化符號的徵狀式閱讀》，台北：立緒，2000，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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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重又啟動了模仿論的機制。於是，一個問題在這裡出現：究竟孤兒與女神

該保持何種距離？該如何安置戀母衝動？去生殖化？另一個延伸出來的問題是

──倘若君父與女神皆無法「扶孤」，作為現代中文語言「孤兒」的主體，又該

藉由何種策略來自我扶植？有沒有一種自力的方式──以既不倚賴「父」亦不仰

仗「母」？ 
  這個問題牽涉到一個和我們前此一直在談的──與模仿論平行的論述。如前

所述，中文──現代中文──自甫出生以來，總是藉翻譯與語音結構建立起來的

「父」迴力定位自己。作為宿命的「兒子」，它承擔了超載的（至少是超過文學

本身所能負荷的）政治性與及物性，從而使它作為過度的「普通語言」，而遮蔽

了其作為非傳達、溝通性質的「文學語言」。語言裡始終存在著「父」的陽具驅

力，符號化本身就是父之權威的彰顯，而導致即使八０年代中期的這些書寫如何

引渡女神的性慾驅力，書寫一旦面臨符徵化，孤兒與女神的性交就蛻變成為生

殖，又再度步上了父系語言的後塵。這是中文語言作為「孤兒」的伊底帕斯魔咒

了罷？對「父親」生殖預言的恐懼使他踏上離家的道途，而最終卻也無法逃離陽

具語言的咒詛，弒父娶母，語言生殖的圖像再次重啟，女神也將成為語言父親的

共謀。這也是我在前述討論到八０年代中期後的文本表面看起來是朝向多元、去

陽具中心的平台，實則根本沒有脫離最終語言父神的決定論。可以看見，八０年

代中期以後的這些多元書寫，歷經了父神傾圮、母神重建、固著，轉為本土意識

的自我戀物、神像再度回籠，而陽具中心的空缺又再度為新的權力機制所霸據。

生殖圖像著眼於語言的意義生產，它的危機將會是──保留了語言的皇位，不斷

會有新的價值即位登基，從父神、女神甚或直至全球化的現今，盤踞於其上的恐

怕早已是資本主義之神。 
  唯一的策略可能不是生殖；而恰恰相反是──拒絕生殖，將意義的迴路閉

鎖，將女神無限推延至性交的彼端。我認為八０年代中期以後，作為語言模仿論

的顛覆，以及中文自身「去孤化」、尋找其作為現代語言主體的意志，朱天文《荒

人手記》核心的無性生殖將具有一個整合性的意義。《荒人手記》和劉紀蕙討論

的林秀偉、陶馥蘭等人的女神作品同樣具有以舞姿召喚語言神衹、接掌「父不在」

後的語言體系的特質。不同的是，雲門的女神圖像意味著與新國度土地的肉身結

合，孤兒遂行其戀母衝動，與女神性交，從而實踐了生育、綿延的新語言親屬版

圖（儘管在模仿論的意義上來說，這仍然是舊語言親屬關係的複製──）。《荒人

手記》卻不然；「父亡」作為書寫的開端，正是語言擺脫「孤兒」之身分──不

再與「父」或「母」對位，而是「中文」作為自身主體的開始。藉由同志無親屬

關係的符號表──或用朱天文的話「連符號也不是」──符號驅力的衝動永遠在

意義的延遲之中，文本的歡愉得以連續為符徵化瞬間的高潮。 
  如前所述，《荒人手記》作為八０年代中期後、九０年代初語言自反運動的

冰山一角，並非唯一。它可視為中文語言面臨實質意義上的父亡、過渡到模仿論

中「父」之概念的鬆動、甚至是語言生殖結構的底牌終於亮出後，它將必須回答：

「中文究竟如何可能？」如何在抽離了父的駕馭與母的戀慕後，還能作為一種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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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親屬關係的語言而生存？一種「域外」的語言；一種非語言的語言；它規避了

生殖的意義終止形式──即使在面對解嚴後女神抑或母者的大量現身，也絕不受

其引誘，將戀母衝動化為巫的祭儀之舞。書寫者的位置於是等同於巫覡。「荒人」

可視為「巫覡」的圖像之一。它召喚的是那被壓抑的「中文」；是「中文」這一

語言誕生之初，即已不斷溢出、卻又被「父」的收編所忽視的「意義的外流物」；

是模仿論激活體系外的──死亡。廢墟。殘骸。屍體。非魂在的──語言的「物

性」。 
  朱天文不是唯一的個案。甚至，也不須延遲到九四年；早在八０年代中期，

每被視為後現代開山始祖的張大春，其實已然在他的文本歷程裡演繹了一次他個

人面對「父亡」、卻又無法藉由「母」之子宮遂行生殖，而自動放任其意義鎖鏈

凍結的語言劇場。書寫者成為父屍圖騰的守靈者，而文本遂成為一片恐懼生殖而

強制墮胎的嬰靈百慕達。張大春可視為八０年代中期後持續延燒到九０年代後的

語言模仿論極佳的反動者，其中卻又挾帶著他個人對中國君父的頻頻戀棧回首與

尷尬的訣別之姿。他的寫作基本上是擺盪在父屍圖騰與母親子宮的甬道間，無有

生殖出口、亦企及不了絕對的語言域外。張大春可視為八０年代中文語言自反運

動的一個關鍵轉圜，從他的語言弒父工程開始，寫作脫離了傳統及物的政治性價

值，寫的將會是──什麼是「書寫」與「語言」本身？而同時，當書寫者弒殺模

仿論中的語言父親，他必然也會面臨到敘事的自殺、以及作為書寫者自身身分的

失格──不再是「兒子」，而是：全然的「巫」，從而揭示了書寫與自我肉身之間

的緊密關聯。創作年代非常接近的駱以軍，在他八０年代末的詩作〈棄的故事〉

裡也早已精準地以周祖棄的隱喻詮釋了他個人生命情境與語言美學的劇場演

出，幾乎可視為《荒人手記》及其所處的八０年代末、九０年代初共同的氛圍：

現代中文──或者，長久以來被定論為所謂「後現代中文」者，正開始經歷其底

層板塊的躁動與游移；這個不安是來自於將「父」逐出語言的國境後，書寫──

不管是「兒子」抑或「女兒」都必須面對到的：去尋找語言自己真正的「源頭」

──當然那可能根本是一片什麼也沒有的絕對空白。《荒人手記》沒有出發的，

在其後的《遣悲懷》中，駱以軍都替朱天文上了路；其為語言尋找「我從哪裡來」

的方向，根本上皆是朝向母親的「子宮」。在母之處，駱以軍要問的是：「無父」

的生殖與書寫是可能的嗎？作為書寫者，「兒子」要如何重新認同語言裡的「父

親」？如何「及物」？如何重新啟動自身的寫作？書寫與生殖，在駱以軍的死亡

劇場裡，有個人語言轉折、信仰的真實演出，甚至連他的那部最接近語言親屬關

係之隱喻的家族史書寫《月球姓氏》，都將和同時期推出家族史寫作的郝譽翔、

鍾文音、甚至後來的陳玉慧發生區隔。將《月球姓氏》放在駱以軍全部作品的整

個語言演繹劇場中，清楚的「父」與「子」與「母」的隱喻，都可以對位、建構

出他個人寫作語言一套全新的親屬系譜。換言之，《月球姓氏》不是用語言去寫

了家族史，而恰恰相反地，是以家族史演繹了語言與書寫的本身。 
  在以下的篇章中，我將討論四位八０年代中期、延伸到九０年代後的作家及

其文本，以及他們各自的書寫展演。稱其為書寫展演而不稱其為書寫，乃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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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的前提下，文本的及物性功能是失效的；作家──書寫者，作為「中文語

言」的自我演繹與起舞，將以其肉身形式作為寫作的絕對姿態，展演文本的域外。

這個姿態，在黃國峻與邱妙津的書寫中，最終都被實踐為一種肉身的自殺，尤其

是二者都奉行對各自女神的禁慾行動，而使其書寫將是一種絕對的祭獻。肉身作

為書寫的行動軀殼，當然也是祭儀的獻牲之一。他們是「父不在」後的另一條女

神路線──或許可以視為是一條絕對的「文本路線」：無性生殖者的域外逃逸線

索；或許也是「現代中文」這一語言主體終究卸載那過分沉重負荷後的撥雲見日

──實踐以作家的屍體；而這也是極為昂貴的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