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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記憶與遺忘的罅隙 

 
 

第一節、研究動機： 

為什麼是他們三人？為什麼是記憶？ 

 
  其實我一直懷疑我有早發性帕金森氏症。我總是丟三落四忘東忘西。很多迫

在眉睫的要緊事總在 deadline 前才慌然想起。或者日常裏極為細瑣的蛛絲馬跡，

總在重要的回憶片刻不復想起。像老舊電影院中等待膠卷換片的空檔，一幕理直

氣壯的獨白。然而弔詭的是，某些年深月久的記憶卻像一枚老繭，隨侍在側，提

醒我光陰死去活來的痕跡。愈是想記住的，愈是以叫人尷尬的速度忘記；愈是想

遺忘的，卻愈是陰魂不散揮之不去。 
 

關鍵詞：黃文鉅，廿七歲，青春漸趨黯淡的罅隙。擅遺忘。記憶如泥淖。 
 
擺盪在選擇性的記憶，與創造性的遺忘之間，我彷彿是馬戲團裏演技最差、

笑容最糟的小丑，顫危危地，在過去和未來的空中纜繩上，既不前進也不後退，

就這麼全身乏術地僵在原地。台下眾人忍不住笑了開來，我也跟著笑。笑聲空洞，

有一種蒼涼。才發現原來我的記憶向來沉默無聲，同時伴隨著無可救藥的失憶。 
 

我開始發現，原來我天天都在告別，在經歷一些小小的、形而上的死亡。我

總是以為自己可以永遠在場，可以凝視每一幢風景，直到筋疲力盡。 
 

事實不然。當渴望在場的瞬刻，我就已經不自覺地缺席了。曾經以為書寫的

力量所向無敵，後來才發現，一切的真實都不可用文字替代。所謂的「用書寫頂

住遺忘」，不過只是聊以慰藉的理由罷了。 
 
往事不可追。愈是渴望藉由文字印證，或者緬懷一些決定性的什麼，才發現，

書寫根本無法確切替我們挽回些什麼。書寫回憶的當下，回憶便倒數計時，從腦

海中逐次分崩離析了……普魯斯特的《追憶逝水年華》、昆德拉的《笑忘書》，豈

不都堅韌地展示了與記憶拔河，終歸是無由救贖的吧──哪怕假借了多麼全盛的

文明，騰挪了多麼巨大的虛心。如同在霧裏失途，未來不復可見，周身只剩下暈

闊的潮氣。那些傷傷痛痛，夾在記憶及遺忘的縫隙間，如怨靈，百般自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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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若，對於記憶／失憶的命題如此心有戚戚，那是因為我的生命基調裏，存

在著想記又記不住，想忘又忘不掉的宿命。在這樣矛盾的節點，我想起了詩。詩

帶來永恆，帶來光和希望。當然，詩也必然帶來消殞，黑暗和幻滅。整個大學時

代，我汲汲營營寫詩，渴望在詩裏備忘更多人生風景。唸了研究所之後，我忽然

再也寫不出一首詩來。如果不是因為江郎才盡，恐怕就是因為，我在詩裏偏執地

看見了消殞，黑暗和幻滅。 
 

在這個進退失據的過渡期，我寫不出詩但大量讀詩。某個機緣剛好讀到零雨

（1959-）的《木冬詠歌集》。一度在她的詩裏，讀到了巨大的黑暗能量。她用詩，

和自己的記憶辯證，像女巫。她用詩，作繭自縛，像箱女。我頓時覺得莫名共鳴。

我把她所有的詩集找來讀，彷彿河遇到了岸，風箏靠近了天空。我忽然想要研究

這位詩人的記憶書寫。一位詩人的創作歷程，勢必緊密勾聯著她的生命情境。從

八○年代開始書寫迄今，每個斷代都隱瞞著、同時也透露著詩人的弦外之音。 
 
接著，我用同樣的出發點，去探索我極為喜愛的詩人夏宇（1956-）。我發現

了許多珍貴有趣的奧義。再來則是鴻鴻（1964-）。之所以決定以他們三人為出發

點，除了他們是《現代詩》相當重要的三位詩人之外，我更在他們的詩裏，看見

了真實不欺的面對──面對大而殘破的記憶，以及泥足深陷的失憶。我想，人生

最難得的，莫過於心虛地，面對自己吧。不論是自己和歷史之間的關係，或者自

己和他人之間的關係，乃至自己和自己的日常相處的關係……每一個當下，轉眼

都將成為記憶的累積，那猝閃即逝的吉光片羽，並非單靠文字的備忘就能保證永

恆不忘。 
 
夏宇對於語言的敏銳思索、鴻鴻對於日常生活的體察、零雨對於生存奧義的

叩問，在在令人印象深刻。從最早期至近期的創作裏，他們除了延續長此以往的

思索，同時也深化了意在言外的記憶體悟。記憶的範圍如此寬廣，應該說，任何

題材任何意象，無不可以構成記憶的一部份。他們三人的記憶，除了私密的情感

指涉，同時還包涵了歷史遺留下來的傷痕遺緒，乃至未來進程的展望。 
  

夏宇對於語言的細心摸索，濫觴於愛情互動的殘忍寫實，到後來發展成旅

行、哲學、音樂、舞蹈……種種藝術的串聯大會。零雨一開始即展現了相當存在

主義式的哲學叩問，企圖以詩來省思現代人的生命，和日常。然而她的主體涉入，

卻不純然是現代主義式的保持距離，而是置身其中的戲劇展演（特技家族、小丑、

扮裝人），這種後現代性的特質，則和夏宇、鴻鴻接近。同樣出身戲劇系的鴻鴻，

四本詩集的命名，各別關注了主體對於音樂、旅行、日常生活、戰爭的命題，其

詩的後現代性，同樣也和夏宇、零雨有所接近，都呈現出一種主體涉入其中的自

我齟齬和矛盾。這恰好也呼應了簡政珍所談到的「後現代精神」，具有多重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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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雙重視野的特色1。 
 
再者，夏宇、零雨、鴻鴻同樣對於旅行、音樂、電影、戲劇、繪畫、古典、

西洋文學藝術……廣泛涉獵（夏宇和鴻鴻皆出身於戲劇系，鴻鴻同時是劇場導

演）。這自然是八○年代後的書寫，有別於六○年代的最大特色（尤其是旅行）。

後現代性的文字場域，促進了跨領域的多元文化整合，因此，日常生活不再是單

向流動的思考，轉而充滿華麗複音的交響，乃至眾聲喧嘩。如此就不難理解，為

什麼三位詩人的創作，能夠受到各方關切。 
 

是以，本文之所以將夏宇、零雨、鴻鴻置諸同一系譜來考察，除了外緣性的

同盟關係──自《現代詩》、《現在詩》以降的文學社群──尚因其內緣性的書寫，

率皆十分深刻地透過反諷、寓言的本色和技巧，重新洞察了歷史記憶的去脈來龍。 
 
當夾處在八○年代的戒嚴囹圄裏，詩人如何透過作品撥開「歷史的迷霧」，

以重現「記憶的真實」。詩在書寫和虛構之間，隱晦迂迴其來有自。主流話語對

於歷史的彰顯或遮蔽，除了突顯意識型態的主體性之餘，尚且強行竄改了弱勢族

群的記憶。 
 
當歷史不再是歷史，記憶也不再成為記憶。歷史失效，記憶勾銷，所有非主

流的話語都淪成了海市蜃樓。夏宇等人的後現代書寫，最大貢獻即在於他們挑戰

了官方體制的單一歷史，而不光只是嬉戲、拼貼等膚淺的玩意兒。後現代所強調

的「非同一性」，對於主流話語具有解套的作用。 
 
到了八○年代末以至九○年代，戒嚴之風雖遠，然而傷痕如影隨形，歷史的

遮蔽並未因解嚴而撥雲見日。因此，零雨、鴻鴻等人的書寫，在戒嚴後遺症的情

況下，持續紹繼了後現代性的路數。後現代的「多重視野」正應由此角度切入，

方才具有可看性。 
 

夏宇、零雨、鴻鴻三人在思索歷史記憶之際，其寓言主體分別呈現出失語、

虛無、交鋒的狀態，這些狀態都指涉著反諷的極限，某種程度上也對於戒嚴時期

以降的主流話語進行了回應。記憶的技藝，並不只是為了反映歷史的荒誕，至為

要緊的是如何撥開歷史的迷霧，重見記憶的「真實」。 
 
記憶的技藝，作為一種涉入黑暗的工具，委實有其必要性。是以，歷史記憶

                                                 
1 簡政珍：〈前言──後現代的雙重視野〉，《台灣現代詩美學》，頁 143-159。簡政珍引述哈琦玟

的說法，認為後現代主義的重要精神是雙重視野。「批判與共謀的雙重性使後現代主義不是單方

面一廂情願的『毀滅行為』」。「在後現代的時空裡，自我反思與自我探問，將後現代雙重視野帶

進較高的哲學層次。在這樣的層次上，後現代的精神呈現結構中的解構，解構中的建構；在表象

無意義中顯現意義。一方面，存有日趨罔無，另一方面，在日趨消散的存有中書寫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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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成另一種人人嫻熟的技藝（craft），謊言真理孰是孰非都不那麼重要了。抒

情主體不再執著於寓言的形塑，也不再迂迴曲折地影射國家機器的話語桎梏。戒

嚴的傷痕已漸結痂，抒情主體深深明瞭，唯有先涉足語詞的「亂世」，方能抵達

「盛世」。 
 

第二節、研究進路 

 
本文的研究進路，主要希望以三位案例詩人的文本為最基本的出發點，進行

詩的分析與探索，並適度佐以西方文學理論。本文並不希望理論先行，更不願將

理論主體掩蓋敘述主體，而導致喧賓奪主的走向。 
 

任何理論「旅行」（traveling theory）到「他方」之後，都會形成某種程度的

去脈絡化和在地化。因此，本文的理論闡述，將只是作為思考的觸發點，原則上

要以一種延伸思索的方式來幫助考察、深化詩人的文本解讀，使詩例的分析能更

加系統化、理論化。並且，透過理論的思索、筆者對於詩的感發，從而擦出新的

火花。 
 

（一） 後現代相關及詩學論述 
 

本文將斟酌使用相關的後現代理論，以及後現代詩學的論述。諸如

Jean-François Lyotard、 Harold Bloom，以及簡政珍、楊小濱、奚密、王德威、

李歐梵等人的論述，配合本文案例的文本作進一步的分析。 

 

夏宇、零雨、鴻鴻三位崛起於八○年代的詩人，被歸類為後現代詩人。言雖

如此，相關後現代理論僅供作為一種參照文本的依據，後現代詩人仍有某些程度

的現代主義、浪漫主義書寫。而其他攸關詩學理論的見解，則可提供本文站在前

行既有的論述脈絡，加以深化、延伸。 

 

（二） 心理學、精神分析 
 

  本文將使用 Jacques Lacan、Slavoj Žižek 等人的理論，分析夏宇、零雨、鴻

鴻的詩作中，有關於記憶／失憶書寫的辯證部份。在選擇性的記憶和創造性的遺

忘之間，勢必具有某些微言大義的暗示，或者欲說還休的曖昧餘地。三位詩人在

經歷戒嚴傷痕的歷史之後，如何看待舊往歷史的包袱，並且展望當下及未來。甚

至於，詩裏的記憶書寫，又是如何釐清曾經遭到遮蔽的真實，而在真實還原的當

口，抒情主體又是以何種態度來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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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宇、零雨、鴻鴻三位詩人不約而同觸及了精神分裂的書寫，而詩裏的主體

分裂，當有相當深刻的言外之意。藉由記憶／失憶的梳理，將有助於理解抒情主

體如何擺盪在選擇性的記憶和創造性的遺忘之間，進行一場記憶的盤整。 
 

（三） 空間政治 
 
關於空間政治的部份，本文企圖挪用「文化地理學」（cultural geography）的

概念，以探討文本如何創造所謂的「文學地景」（literary landscapes）、「文本地景」

（textual landscapes），在這個空間樣態的形塑過程之中，勢必隱涵了某些特殊的

寓言。換言之，藉由現實之中對於空間的感觸，進而在作品裡進行描摹，本身即

具有相當程度的弦外之音。空間政治與記憶是密不可分的關係。 
 

因此，本文試圖透過空間理論，對於案例文本中的場景描寫進行分析。尤其

在後現代高度資本發達的時期，這些詩人對於空間的不同觀照，更可有助我們理

解作家在思索文學和社會之間的關係。 
 
諸如夏宇有許多關於旅行場域的詩，其中除了展現後現代資本興盛所帶來的

旅行熱潮之外，夏宇更關注的是旅行本身的意義。 
 
零雨不斷重複書寫的房間、火車、島、城、箱子，以及各個旅行的空間移動，

即揭示了他對於某些空間型態的執著或好奇，透過她所形塑的空間，身體又是如

何生出相應的配置之道，與之安在。 
 
鴻鴻的空間主要也是以旅行的場域為主，到近期則演變為政治寓意較為鮮明

的特質，以批判美帝國主義的武力征伐。 
 
三位詩人對於空間政治的思索，各有其所欲指涉的意旨。透過這些文本的考

察，或可更加清楚地發現後現代性裏的空間所象徵的權力結構關係，以至於有別

於現代主義時空的相關書寫。 
 

第三節、文獻探討與回顧 

 
關於夏宇、零雨、鴻鴻受到論者評述的部份，本文先藉由考察各詩選的編纂

作為出發點。《新詩三百首》2、《二十世紀臺灣詩選》3、《天下詩選 1923-1999

                                                 
2 參見張默、蕭蕭編：《新詩三百首》（上、下）（臺北：九歌，2002 三版）。 
3 參見馬悅然、奚密、向陽編：《二十世紀臺灣詩選》（臺北：麥田，2005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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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4皆同時選入了夏宇、零雨、鴻鴻三家詩作。《台灣新世代詩人大系》5只

收錄了夏宇一家。《新詩讀本》6則只選了零雨、鴻鴻二家。《現代百家詩選（新

編）》7則只收了鴻鴻一家。需要聲明的是，在此以詩選作為考察，只是提供一個

參考依據。畢竟，詩選的編選背後，有相當複雜的運作機制。本文並不指望全靠

詩選的編纂，作為三位案例詩人的絕對判準。但在上述眾多詩選當中可以發現

到，三位詩人雀屏中選的機率皆相當高，由此至少可看出他們在詩壇受到肯定的

情況。 
 

再來，若要仔細探討八、九○年代詩人作品中的歷史記憶，如何產生有別於

前行代詩人的變異行徑，勢必要置諸後現代性的共時性框架來考察。 
 
楊小濱在〈解讀兩岸當代詩的後現代性〉裏，曾將夏宇、零雨、鴻鴻、林燿

德置諸此框架來談，並對應其詩作反應的特色，分別定位成「後主體」、「後歷史」、

「後神話」、「後現實」。楊小濱對於當代詩的後現代特色和定位，予本文多所啟

發。就歷史方面，相較於現代主義的反歷史姿態，後現代詩無疑具有後歷史的傾

向，儘管對現代性的歷史反思不如大陸詩那樣峻切，但同樣具有質疑歷史和自我

消解的功能。就主體方面，現代主義詩對現實的批判是處於一種有距離的態度，

抒情主體是在一個更高的位置，而後現代詩之所以具有反諷意味，即在於它將主

體置身於現實之中以進行批判。就歷史神話方面，現代性歷史模式是童話／神話

模式的一種，而後神話的企圖則往往藉由一種嬉戲的方式瓦解這個模式的價值本

身8。 
 
此外，本文所挑選的案例之中，鍾玲9、李元貞10、李癸雲11等人率皆將夏宇

置入女性主義的框架來探討，而陳柏伶《據我們所不知的──夏宇詩研究》12算

是目前研究夏宇的箇中翹楚且獨出機杼者。不論是用女性主義或者後現代主義的

論述框架去探討夏宇，都表現了彼時的歷史現實對於主體思考的境況。夏宇在八

○年代的出現，在當時一片抒情閨秀為主的美學風格中，確實掀起一大震撼。 
 
女性從主體、符號、到國家機器的囹圄推翻，在在都有劃時帶的寓意。然而，

陳柏伶擺脫了傳統原有的寫作框架，用一種幾乎是「類夏宇」的散文筆法來論述

                                                 
4 參見瘂弦：《天下詩選 1923-1999 臺灣》（I、II）（臺北：天下遠見，1999）。 
5 參見簡政珍、林燿德編：《台灣新世代詩人大系》（上、下）（臺北：書林，1990）。 
6 參見蕭蕭、白靈編：《新詩讀本》（臺北：二魚文化，2002）。 
7 參見張默編：《現代百家詩選（新編）》（臺北：爾雅，2003）。 
8 參見楊小濱：〈解讀兩岸當代詩的後現代性〉，《歷史與修辭》，頁 64-76。 
9 參見鍾玲：《現代中國謬思──台灣女詩人作品析論》（臺北：聯經，1989）。 
10 參見李元貞：《女性詩學：台灣現代女詩人集體研究 1951-2000》（臺北：女書文化，2000）。 
11 參見李癸雲：《朦朧、清明與流動──論台灣女性詩作中的女性主體》（臺北：萬卷樓，2002）。 
12 參見陳柏伶：《據我們所不知的──夏宇詩研究》（臺南：國立成功大學中文所碩士論文，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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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另一種後現代體式的創作？）屬於「她的」夏宇。也因此，夏宇彷彿衝

破了重重藩籬，有了不同於「官方說法」的解讀和可讀性。陳氏的手法，某種程

度上來講，是嶄新對話的開展，也是一種後現代性的具體表達（姑切不論這樣的

方式是否能被學術體制接受，不過光看她的摘要、緒論、結論，乃至於通篇文本

流動的詩意感性，無疑也是對原有學術語言的質疑或者反諷？） 
 
鄭慧如《身體詩論》則藉由身體對於各個斷代的詩人進行分析。夏宇被歸類

一九八○年代，「以身體為認知視角」的範疇，「詩人把身體當作角度，取代一九

七○年代身體在詩中的立場作用，引領詩人朝向真切的自我認知……大量女詩人

的身體詩作導出了自來台灣新詩未開發的題材，像月經、懷孕、生產……等切身

的身體際遇。」13鄭慧如對女詩人的詮釋，仍未脫上述鍾玲等人的基本觀點，同

時也未能跳脫女性主體思考的框架。主體論述在歷史脈絡上有其貢獻，卻也因此

未能跳脫侷限，致使視野的開展不夠全面宏觀。 
 
再者，鄭氏的研究，全聚焦在身體詩作，然其篩選的案例卻未能全面。諸如

零雨的詩作，全然不見被探討於一九八○或九○年代的論述脈絡裏，然而零雨對

於記憶的思索，有其獨特之處，何以不選其詩為分析對象？關於這點，其實不只

鄭氏，包括以上幾位研究者，皆對零雨論之未深，甚至付之闕如。零雨的第一本

詩集《城的連作》雖然晚至九○年代才出版，事實上，其創作早在八○年代中、

晚期即漸露端倪。 
 
林怡翠在《詩與身體的政治版圖──台灣現代詩女詩人情欲書寫與權力分

析》14同樣也透過女性主義的觀點來分析夏宇、零雨等人，雖然論述更為細緻，

藉由女詩人對身體的情欲和權力關係的辯證作為出發點，但同樣也流於某個概念

先行的框架。筆者認為，這極有可能是因為夏宇詩作太容易附會於理論，而相反

的，零雨詩作中的女性主體不太明顯，加上詩風捨抒情而就知性15，有時難免予

人趨於中性或陽性的感覺，故而諸多論者（不論男女）可能會為了避免論述主體

的特質難以突出，或其中焦點脈絡的扞格，故寧可捨之而不用。 
 
本文的觀點，頗同於楊宗翰的說法，「她的詩作雖不乏識者的觀注，批評家

們（男女皆然）卻自動跳開其中豐富的性別／性慾閱讀可能，咸認為是『標準的』

                                                 
13 參見鄭慧如：《身體詩論》（臺北：五南，2004），頁 141-142。 
14 參見林怡翠：《詩與身體的政治版圖──台灣現代詩女詩人情欲書寫與權力分析》（嘉義：南

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15 參見楊小濱：〈書面訪談錄──楊小濱專訪零雨〉，收入零雨《特技家族》（臺北：現代詩季刊

社，1996），頁 162-163。訪談中，零雨自剖對於「女性」的意識很晚才能體會。對於性別方面

的認識，也過於渾沌而天真。不過卻也因此在寫詩之時，能回歸到最基本的人的狀態──單純從

「人」著眼，未曾考慮性別。再者，零雨還表示，純粹的「女性詩」無法取悅自己，她無疑希望

能從更寬廣的詩或美學的角度來談詩，對於詩本身而言，會較有助益。由此番談話，亦可客出零

雨的詩觀及其創作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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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主義作品，知性與超現實手法云云就成了他們一再提及的切入點……我常常

覺得這種談法會把問題弄窄了。作為一個『持不同意見者』，我能體會這些批評

家對建立『女性詩』傳統的努力與籲求，也極為佩服。但在醒目旗幟下頭總有一

塊擺脫不去的影子……。」16這也就是為何，本文企圖回到八○年代的夏宇，重

新將其置入後現代性濫觴的框架來進行一次回顧、梳理。其後九○年代初期的零

雨，又是如何將這個後現代性的特質，展露在她對於記憶的觀照，這亦是本文將

其獨立挑選出來作為案例的主因之一。 
 

相較於夏宇、零雨的女性主義框架，鴻鴻的論述並不多。不論是前輩詩人瘂

弦或者黃粱對於鴻鴻早期詩作的評價，都以一種生活美學的角度來切入。瘂弦認

為在鴻鴻一輩的詩人美學裏，「詩也許只是表現你們怎麼生活的策略之一，你們

甚至不用一個固定的身分來為自己定位，那樣寫許太累了，太重了，你們是好多

身份的人……」因為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問題最少、最小的時代，也不迷信使命感。
17黃粱在評論鴻鴻《黑暗中的音樂》裡的四首時，也談到了其詩「內在形式──

奠基於生活的幻想──其中深藏之美；以及外在形式──結構修辭的思索──所

展現的意義。」18相較於八○年代前，各個斷代所面臨的種種意識型態或歷史包

袱的創傷，鴻鴻這一輩詩人的關注，顯然有了劇烈轉向。 
 
然而，並不代表這一輩的詩人欠缺主體性的思考，以及對現實的批判。在楊

小濱看來，鴻鴻就相當擅於以戲劇專長，在詩中營造某種「突降」（bathos），來

製造反諷式的結尾，並在看似充份嬉戲性質的過程中，瓦解了現代性華而不實的

歷史神話19。 
 
弔詭的是，從早期作品一直到近期（2006），鴻鴻的整個寫作姿態，忽然有

了決定性的轉變。他彷彿開始「迷信」使命感了。甚至不惜以詩作為「土製炸彈」，

引爆充斥現實的欺壓、不公與醜惡。於是乎，詩不再是一種「生活」的方式，而

躍變為一種「對抗世界」的方式。詩不再只是單純的生活浪遊、行旅、音樂、布

爾喬亞的日常雜瑣而已了。本文亦企圖站在此番基礎，回應鴻鴻詩作風格的轉

向，在後現代性的框架中，有何特殊意義。 
 
奚密〈詩人之死──當代中國與台灣的詩與社會〉剖析了兩岸詩人的肉體、

乃至心靈之死的議題。在談到生於五十年代中期至六十年代的年輕詩人時，認為

他們「冷漠、懷疑、與悲觀的態度在八十年代後期愈趨明顯。相對於他們的長輩，

                                                 
16 參見楊宗翰，〈零雨的啟示──關於台灣現代詩中性別議題的思考〉，《創世紀詩雜誌》120 期，

1999 年秋季號，頁 111-118。 
17 參見瘂弦：〈詩是一種生活方式──鴻鴻作品的聯想〉，收入鴻鴻：《黑暗中的音樂》（臺北：

現代詩季刊社，1993），頁 i-iv。 
18 參見黃粱：〈尋水──析論鴻鴻的四首詩〉，《想像的對話》（臺北：唐山，1997），頁 86。 
19 參見楊小濱：〈解讀兩岸當代詩的後現代性〉，《歷史與修辭》，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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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批人沒有經歷過戰爭、大遷徙、或大規模的社會動盪。同時，他們享受九年免

費的國民教育（絕大部分的年輕詩人具有大學以上的學歷），可說是台灣經濟起

飛的首批受惠者。然而，上述那些情緒從何而來呢？」20同時，奚密還列舉了零

雨等人為例說明。 
 
零雨第一本詩集《城的連作》，同樣以「城」為命名，卻非歌頌城市文明，

而是一種批判，代表了「圍困與壓迫」21。這種思索，一直延續到近期的詩集《關

於故鄉的一些計算》，仍不斷迴響著。零雨在詩中的抒情主體，總是孤絕、冷漠、

黯然、蕭索、悲傷，人的身體游走在城市這個空間裏，彷彿是永遠被囚禁在一個

巨大而閉鎖的箱子裏，不見天日、不得救贖。 
 
哪怕旅行在不同的國度裏，甚或穿梭的陌生離異的空間（車廂、島、房間、

舞台、旅店、籠子、電梯、街道……），這些國度和空間皆模棱兩可、如出一轍，

叫人昏眩難耐，是以，這些空間的關鍵詞竟又如同帶有死亡隱喻的「棺材」了。

如同奚密所言，「最可怕的還不是詩人與外界的隔絕，而是在習慣了有限空間的

徹底孤獨後，她已沒有意欲或勇氣出去和外面世界建立關係。這種孤獨與自我封

閉奇怪地為她帶來某種安全感與慰藉。」22又如楊小濱所提及的，「零雨詩裡的

後現代性既不是對現代性時間的斥責，也不是對它的讚美，而是一種置身其中的

反諷……『後歷史』的主體並不是站在歷史過程之外，而是置身其中才審視了自

我的尷尬。」23 
 
從最具體的身體、空間、旅行思索，乃至時間、形上詞語的牢籠掙脫，在在

都宣示了九○年代的詩人們，所面臨的又一場新困境。雖然不同於既往詩人所經

歷的大規模戰爭、遷徙、動盪，不過新一代的詩人要突破的，無疑是更加無目標

性的、接近遙望海平面般空茫的本質。 
 
換言之，他們所欲對抗的「什麼」，不再是清晰易辨的宏觀敘事。雖然他們

同樣執著於質疑現代性的進程，甚且愈演愈烈。三位詩人著急地想要在漂流無定

的後現代空間中，尋找到自身的定位，以及重建人際關係的屬性，否則似乎就只

剩死亡一途，或者一味放任自己，呈現某種自暴自棄卻又不甘一死的矛盾決心。

三位詩人的敘事開展，多半以自身的圓周為出發點，推己及人、及社會。幅員最

廣遼者，當推 2006 年以降鴻鴻一系列的反抗詩學。 
 
然而，在此之前，夏宇、零雨、鴻鴻三人在詩裏，不斷地抵禦著時間的勢如

破竹，並企圖偷天換日，反溯歷史，以備忘記憶；在崎嶇的浪遊旅途中，辯證自

                                                 
20 參見奚密：〈詩人之死──當代中國與台灣的詩與社會〉，《現當代詩文錄》，頁 246。 
21 同上註，頁 253。 
22 同上註，頁 253。 
23 參見楊小濱：〈解讀兩岸當代詩的後現代性〉，《歷史與修辭》，頁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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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歷史記憶間的關聯，從而指涉了終點為永恆匱缺的烏托邦；而對於黑暗意識

的書寫，則攸關著在長徒跋涉的過程中，詩人與黑暗若即若離地短兵相接，從而

展現了與舊往歷史記憶的拔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