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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第一篇】
女性位什麼不寫鄉土
關鍵字： 女性、 經驗、 空間、 敘事、 文學生產、 性別
區隔
本文將從作家個體經驗與城鄉的關係、文學生產機制對城鄉
空間的偏好以及城鄉敘事與性別等三個大方向，討論為何麼
女作家對鄉土書寫的興趣偏低。 本文的分析對象雖然以台灣
女性書寫為主， 也會參照其它中文書寫區域的女作家和十九
世紀中期美國女性文學潮， 尤其是幾個女性鄉土書寫熱出現
時的歷史條件。 我要論證不管是經驗論、 生產機制和敘事
傳統裡，都市空間皆與女性位置較為親近， 除非在特定的狀
況下。女性書寫的空間偏好一直受到內外緣結構的重重限
制，空間的性別區隔始終銘刻在女性的現實與書寫之中，儘
管我們習而不察。

【第二篇】
空間、身分與敘事
關鍵字： 空間、敘事、身分、 族群、階級
空間意象跟身分認同結合的歷史悠長，悠長到我們誤認是自
然而然的連結，忽視並難以察覺這些文學原型的脈絡性。從
台灣文學文本例證中，我們可以看出每一個時代有其側重表
述的空間以及意義連結，而這種集體想像跟當時代的社會文
化生態關係密切，不管是其再生產、折射、逃避或批評的關
係。身分論述中較常聚焦的性別、族群、階級、國族、性
向、宗教、年齡等，前四項則輕重不一地交互出現，因為彼
此是國族論述建構中關係緊密的不同面向。其中性別雖然一
直是熱門的身分議題，由於已在我其它篇章討論過性別政治
與空間和文本的關係，本處不擬重複。本文將從三個面向析
論。第一部分是身分的空間屬性，包括階級與族群的。第二
部分則討論從第一部分衍伸出來，當身分屬性跨界時的美學
作用。 最後則回到破題時點出的身分根源的本質性問題，從
原鄉再現與消失間的弔詭深究空間與身分政治的辯證。

中文關鍵詞： 【第一篇】 女性位什麼不寫鄉土 關鍵字： 女性、 經
驗、 空間、 敘事、 文學生產、 性別區隔 【第二篇】 空
間、身分與敘事 關鍵字： 空間、敘事、身分、 族群、階
級
英 文 摘 要 ： First essay:
Why Women Writers Reject Rural Literature──
Thinking from Taiwan
Key Words: woman, experience, space, narrative,
literary production, sex segregation
This essay aims to find some clues in this big maze
and trace the structural connections between women＇s
writing and space.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disinterest of women in rural writing from three
aspects, personal experience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 the interests of literary productions toward
urban and rural regions, and gender nature in
narrative of city and country. Although the primary
focus is on Taiwanese women writers, this article
also considers women writers from China and Hong
Kong, as well as American women＇s literature of the
mid nineteenth century, particularly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at inspired regional literature. It
tends to prove that the position of women is closer
to urbanity, regardless of whether it is evalu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iricism, literary
production or narrative tradition, unless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e spatial preference of
women＇s literature has been constrained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ructures. Sexual distinctions of space
are always inscribed in women＇s reality and writing,
even though it was not noticed.
Second essay
Space, Narrative and Identity
Key Words: space, narrative, ethnical and class
The space, constructs our habits, subjectivity and
identity；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element to
construct the narrative. The person＇s spatial
experiences could represent in the text, and the
spatial images in the text could construct the

person＇s identification. From the Taiwanese fiction,
we can discover certain patterns between the identity
and space.
This essay is going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
among space, identity and narrative. It focus
ethnical and class in identity study, with the
concern of region and locality.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return to the framework of narrative
theory, in order to ponder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and spatial debates. Within the mata-discourse of
narrative tradition and the material condition of
literary production, how could the relationships of
identity and space are imagined, represented and
reproduced? Is there any space to break through, to
construct another form of narrative esthetics?
英文關鍵詞：

woman, experience, space, narrative, literary
production, sex segregation space, narrative,
ethnical and class

女性為什麼不寫鄉土
范銘如

本篇論文將是一盆冷水，潑向為女性書寫暨研究的成就興高采烈、甚至認
為不需要再為此費心的同行們。很抱歉。題目並無誤寫，女作家確實不喜歡寫鄉
土題材的小說，儘管女性常常跟土地、自然這些傳統隱喻連結。此處所謂的鄉土
泛指一般概念的鄉下，如小城、 鄉鎮、 農村、漁村、聚落或部落等等。這當然
不是說沒有個別的女作家從事鄉土類型的創作。耳熟能詳的代表範例至少包括蕭
麗紅、凌煙、陳淑瑤、蔡素芬、李昂、施叔青、鍾文音、 陳雪等等，我的同事
們甚至我自己都做過部分作家的相關研究。1 但我們若逐一檢視就不難注意到，
即使是上述作家， 除了蕭麗紅與陳淑瑤， 以都會文化為書寫背景的比例都遠遠
超過鄉村。放大到台灣文學史的脈絡來看，這個現象格外觸目驚心。十幾年前當
我開始爬梳台灣女性小說的發展淵流時，我嘗試以一般台灣文學史的分期為經，
平行地對比出同時期女性小說的特徵，她們與男性主流文學的類同與差異，以此
來建構出台灣女性「自己的文學」
。在研究的過程中， 我注意到女作家人數有些
不尋常的起伏。在以新近遷移來台的外省女性為主、偏向寫實形式的四、五○年
代，作家數高達百人以上，進展到現代主義興盛的六○年代時，新進文壇的（外
省加本省籍）女性寫手卻銳減至十人以內； 我認為肇因於台灣女作家對現代主
義美學的隔閡陌生所致，部分也是因為戰後本地女性教育人口還未全面成長，文
學養成的時間還不夠久，創作人數大幅下滑倒也合理。到了又是寫實主義形式抬
頭但以鄉土素材為內容的七○年代，真正以鄉土題材成功進軍文壇的大概只有兩
人，2 而且創作數量不多，以致於我無法專立一章女性鄉土小說去對照台灣文學
1

專論女性鄉土小說的單篇論文，舉例來說， 邱貴芬， ＜女性的「鄉土想像」
：台灣當代鄉土
女性小說初探＞，收入《仲介台灣‧女人》
（台北：元尊文化，1997）
，74-103；楊翠，＜文化中
國‧地理台灣──蕭麗紅一九七○年代小說中的鄉土語境＞，
《台灣文學學報》7（2005 年 12
月）
，1-41；劉亮雅，＜女性‧ 鄉土‧國族──以賴香吟的＜島＞與＜熱蘭遮＞以及李昂的《看
得見的鬼》為例＞，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9（2009 年 10 月）
，7-36。
2
此處我指的是蕭麗紅和謝霜天。 陳若曦、 施叔青、 季季和李昂雖然也寫過鄉土背景的小說，
但她們都是屬於現代主義時期即已進場，不算純粹以鄉土文學叩關的作家。至於黃娟與曾心儀這
1

史裏七○年代的鄉土文學。雖則有些納悶，我卻不疑有它。反正五○年代女作家
們開創出來第一波的婦女寫作黃金年代暫時落幕， 八○年代的女作家們很快就
贏來了聲勢更加浩大的第二波黃金年代。八○到九○年代間以都會生活、身分議
題為主的大量女性創作人才，無論在寫實、現代或後現代等各類形式實驗遊刃有
餘， 從文學市場到學院口碑上都大獲成功。適逢本地女性主義運動與國際性女
性主義/文學論述相繼在台灣蓬勃發展， 三方加持之下女性文學及其研究獲得了
正典化的地位， 一舉將台灣文學界扭轉成女人天下的盛況。 直到二十一世紀第
一個十年，鄉土文學又以後鄉土文學的新形式重新稱霸台灣文壇，我赫然發現，
此一類型的寫作者全是男性； 從八○年代以降歷二十年培育出堅強的女性書寫
世代竟然在後鄉土文學潮中面臨後繼無人的窘境。台灣文學史上兩次女性書寫的
黃金年代都被鄉土文學終結。台灣女性寫作的黑暗期促使我去思索，此空白的兩
頁或者不僅只是歷史性的偶然。
帶著這個疑問轉而檢視其他華文寫作區，我發現，重都會、疏鄉土並非台
灣女性文學獨有的現象。香港女性小說家從西西、鍾曉陽、李碧華、黃碧雲、陳
慧，以迄更年輕一代的謝曉虹、韓麗珠等人，無一不是以都會元素見長，罕見書
寫鄉土題材。 就連近一百年歷史的中國大陸現代女性小說， 擅寫鄉土的作家也
寥寥可數。 一九四九年之前， 專以描寫農村經驗或鄉野生活風俗習慣見著文壇
者雖有如蕭紅、梅娘、羅淑、羅洪、白朗等東北或左翼陣營女作家，但以總人數
來看比例仍舊不高。中共建國以後號稱無產階級專政，農民與鄉村一躍而成知識
分子學習謳歌的對象，下鄉是知青必要的訓練過程甚或是懲罰的手段，鄉土一度
變成了文學的主旋律。七○年代後期改革開放，意識型態的管控鬆動，女作家又
紛紛轉向都市風華，即使仍有部分篇幅著墨於田野鄉俗。雖然無法做出一個具體
的統計表列，總的來說，台港中三個不同地理區域的女作家，不拘一時一地，對
鄉土書寫的興趣偏低，應該是一個沒有爭議的文學趨勢。
兩位常常被評論者跟鄉土文學陣營掛連一起的作家，她們的小說內容其實是以寫都會為主的。下
文我談到後鄉土文學時期缺乏女作家也是指以此文類揚名立萬的新人，而非那些於九○年代即已
成熟知名的較資深女作家。
2

不爭的現象卻是令人不安的傾向。我可以想像長期以來輕視女性文學的陣
營見獵心喜， 斷章取義地引述女性主義批評家的內幕觀察，重彈女人「就是視
見狹窄」 、
「貪圖虛浮奢華的物質文明，不關心廣袤的社會土地」之類的陳腔濫
調， 或者訕笑嘲弄個一句，原來女人要建造的房間不過是這種小豪宅啊。捍衛
女性書寫的同僚則可能會翻出更多寫鄉土背景的女作家人數或文本拉近城鄉的
比例，以技術細節的爭議質疑命題的可信度── 要是我就會這麼做。不管是針
對那一方的陣營，我都必須鄭重申明，我並沒有贊成或反對都市主義（urbanism）
的預設立場；城鄉題材或描寫的空間幅員大小類型更與作品和作家的宏不宏觀、
偉不偉大沒有本質性的關連，無涉其藝術評價。城鄉比重的失衡如果是一個現行
女性書寫的特徵，令我感到興趣的是造成這個傾向的緣由。捫心自問，我不認為
這篇論文能夠提供充份完整的答案，因為它牽涉到性別與空間、書寫與空間，以
及性別、書寫和空間三者之間的連動關係，而不管是我個人或是女性主義文學批
評在結合空間研究上的累積還相當有限。 明知是瞎子摸象，本文仍期許在偌大
的問題迷宮中擲下幾條線索，為女性書寫與空間的結構性勾連留下一些思索的足
跡。我將從作家個體經驗與城鄉的關係、文學生產機制對城鄉空間的偏好以及城
鄉敘事與性別等三個大方向進行討論。 本文的分析對象雖然以台灣女性書寫為
主， 也會參照其它中文書寫區域的女作家和十九世紀中期美國女性文學潮， 尤
其是幾個女性鄉土書寫熱出現時的歷史條件。 我要論證不管是經驗論、 生產機
制和敘事傳統裡，都市空間皆與女性位置較為親近， 除非在特定的狀況下。女
性書寫的空間偏好一直受到內外緣結構的重重限制，空間的性別區隔始終銘刻在
女性的現實與書寫之中，儘管我們習而不察。

牆 1、女性經驗的城鄉差距
發想本文命題的最直接、也是必須的起始點應該是回到女性文學批評的源
頭──經驗說。女性與經驗曾是我們認為女性文學最寶貴的價值之一， 不僅因
為文學保留了不記載於歷史的女性經歷與心聲，更是我們主張女性文學與男性主
3

流文學不同、因此有必要獨立標誌出來研究的立論所在。那曾是蕭瓦特在《自己
的文學》裏震聾發聵的觀點。吉爾柏和古芭修正了過度實證主義的傾向，同時也
注意到了現實空間中性別區隔經驗對女性創作者及其美學修辭的影響。《閣樓中
的瘋婦》曾提及由於女性不被允許太多的戶外活動，因此造成女性文本中幽閉恐
懼症(claustrophobia)和曠野恐懼症(agoraphobia)的兩種傾向。3可惜多數女性主義文
學批評家學者，對空間經驗與文學再現的議論多聚焦於女性與室內(domestic)的面
向，拆解所謂家中天使的假面甚或跳接到女性與消費文化的議題，尚未擴大去討
論性別身分與土地、敘事的結構性關聯。尤其經過強調「差異化」經驗的黑人女
性主義者、 女同志女性主義者、後殖民女性主義者、以及強調建構/解構說的法
國女性主義者、後現代女性主義者和酷兒女性主義者等後起論述的強力挑戰後，
經驗論顯得破綻百出而不再是批評論題。 然而不管側重哪一種身分談經驗， 或
者主張經驗是先於、後於、或僅存在於話語文本中， 經驗是反映、 折射、 反
涉、或再現，現實經驗與文本總難脫間接迂迴的蛛連， 無法完全抽離架空。 譬
如吉爾柏和古芭未及深談的曠野恐懼症，女性主義地理學家就提醒我們正視社會
空間裡的女性經驗。羅斯(Gillian Rose)點出女性受制於空間不平等的限制正是社
會空間中階層化和性別化的再版，曠野恐懼症即是典型的例子。4 戴維森(Joyce
Davidson)用一本書的篇幅來解釋女性對自我與空間關係的認知造成了一種邊界
危機，一旦暴露在社會規範的女性活動範圍之外就會擔心自己會被排斥甚或攻
擊，焦慮著得趕快躲回家中或其他私人領域。這種性別化的空間隔離無疑形成另
一種「地理衣櫥」
，也是區分出許多女性的「戰慄地理」的主因。5因此，經驗說
雖然不是毫無缺點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遺產，至少在女性書寫對城鄉偏好的命題

3

Sandra M. Gilbert $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53-54.
4
Gillian Rose, Feminism and Geography：the Limit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5
Joyce Davidson, Phobic Geographies: The Phenomenology and Spatiality of Identity (Ontario:
Queen’s University, 2003), 144. 另可參見 Liz Bondi and Joyce Davidson, “Situating Gender” in Lise
Nelson and Joni Seager eds., A Companion to Feminist Geography (Malden, MA: Blackwell, 2004),
21-22.
4

上，社會空間分工所造成的性別經驗絕對是必須思考的重要層面。
從最基礎的空間區隔談起，女性不寫鄉土的原因跟現實環境裏女性跟鄉土
的隔閡脫離不了關係。 諷刺地，女性常被稱為大地之母， 甚至露骨地將女性身
體比喻為等待播種生成的田畝或沃土，女性不僅不擁有土地， 通常農村裏的女
性完全從事耕作實務的也不普遍。 她們從事的比較傾向家務後勤如養雞養鴨或
者是輔助性的農務，田地上真正的耕耘收割還是男性的勞動，除了少數客家女性
以外。6 一般印象中，原住民族女性跟土地原野的關係似乎應該比較密切，但就
原住民文學的描述裏觀察，外出狩獵捕獲的所謂勇士也幾乎都是男性的專利，原
住民女性負責的也多是在部落領地的烹煮編織等家務。換言之，即使是在鄉村、
荒原、山林這類廣大遼闊的曠野，女性被分配到的領域皆是偏向家屋聚落等較具
有室內性質的空間。地理空間的性別隔離有時是法律明文規定， 有些是靠不成
文的社會法則或代代相傳的民俗傳說讓某些場所成為單一性別特區。 例如礦坑，
一向是男性的專屬。造船廠、煉油廠、戰地等近年來才陸陸續續允許女性涉足。
7

陸地上多的是女性的禁地，至於大海，那從來就不屬於女性。在華人漁業文化

裏，女性登上漁船會帶來不幸是流傳已久的禁忌，直至今日都還是。既然女性漁
夫非常罕見，女性文學裏尚未出現過一本海洋小說實不足為奇。
城鄉文化的差異同樣反應在對性別主體的義務要求上。一般說來，鄉村的
人口是由大家庭或家族群組織的網絡結構，親屬朋友往來密切人與人認識交往長
久或頻繁、情感的聯繫緊密，產業結構和生活方式的改變較為遲緩， 因此家族

6

相較於其他族群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文化，客家女性必須農事家務內外兼顧、參與勞力勞
動的程度最高，分擔甚至承擔一般屬於男性的耕樵畜牧工作。參見張維安，＜客家婦女地位：以
閩南族群為對照的分析＞，收錄於徐正光、 彭欽清、 羅肇錦主編，
《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文建會，1994），2 43-70。
7
以台灣 1980 年代的狀況來說， 性別隔離最嚴重的產業類型主要在礦業、石油、運輸及運輸工
具修理等業， 詳見張晉芬、蔡瑞明編，
《台灣全志˙卷 9 ˙社會志──勞動力與勞動市場篇》
（南
投：台灣文獻館，2006），156-161。1978 年到 2006 之間，「農林漁牧業」和「工業」裡性別隔
離的現象仍然持續， 其間「運輸、倉儲及通信業」的男性比例高達 77%。參見嚴祥鸞，
《性別
與工作：社會建構的觀點》
（台北: 巨流出版社，2009），35-36。 當然， 工作場所的性別劃分
絕非台灣及華人勞動市場的孤立現象。西方社會的勞動性別區隔及其成因，參考 Mona Domosh
and Joni Seager, Putting Women in Place: Feminist Geographers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01), 58-63.
5

甚或地方傳統較易維持保存。這樣的人際網絡與生態比較強調集體性，對於個人
化的或現代化的、另類的變化接受度緩慢，甚或有封閉和保守的傾向。加入性別
的角度觀察，所謂的家族和地方傳統文化不僅是父權意識的取向，它的實踐和維
護本身就是仰賴婦女付出更多的責任；尤其當女性嫁入夫家，她的生活和情感的
支援系統更是直接置於夫系的親友脈絡中。小從家庭的祭祀大至民俗節慶， 主
持儀典的多是男性專利，而這最神聖莊嚴的光輝背後則是家裏甚至鄰里老老少少
的婦女們為了烹煮祭品牲果的行前準備料理、禮成後食品的分派或加工再製、衣
物和器具的籌備清洗、事前和事後環境的清理佈置、賓客的接待等等，付出無數
的時間和勞力。對於現代（職業）女性而言，大家庭或大家族雖然可能比核心家
庭的支援網絡來得強， 相對的要求與限制也來的更多，壓縮個體的發展空間。
都市的文化特徵則是人口組成複雜、家庭組織弱化、社會階級與種族分隔、
人際關係疏離冷漠；它對新興文化資訊的流通快速而且接受度大、生活方式與景
觀多樣化、工作機會和種類選擇較多，與傳統斷裂且不穩定。從台灣社會的發展
實例證明，台灣女性的勞動力並非集結在傳統的農業或非正式部門， 反倒是在
位居都市或都市邊緣的（跨國投資）製造業工廠提供女性參予就業市場的機會，
從 1960 年代開始吸引大量女性勞動人口急速從鄉村外移。8 都市的流動性和對
異質文化的包容度，剛好提供另一種匿名性的可能，對重新摸索建構主體發言位
置的現代女性的接受度也來得高。對於亟需從傳統經濟模式和意識型態中掙脫的
女性而言，無疑是允許個體得以從重重身分束縛中鬆綁的新空間。它的負面代價
是社會秩序的混亂對女性人身安全的保障更低，個人化傾向也造成物質和情感支
援上的缺乏。弔詭的是，城市對女性容或是充滿了危險可能的場所，但是城市女
性的存在本身對男性就代表了莫大的威脅。女性在公共領域的現身即是一種新時
代的表徵。 大街上的摩登女子既散發著性的誘惑迷媚，又預示了傳統性別劃分
的鬆動以及婦德淪喪的可能。城市裡的女性，
「就像人面獅身，是奇怪的異己， 謎

8

張晉芬、蔡瑞明編， 《台灣全志˙卷 9 ˙社會志──勞動力與勞動市場篇》,141- 155.。
6

樣的存在」，威爾森( Elizabeth Wilson) 指出。9 然而她進一步論證，雖然女性在
都市可能遭受到被凝視、被汙名化、被騷擾等等危險，都市同時具備許多隱形的
方式讓女性藏匿；此外，城市沒有太過嚴密的階層化秩序，較鄉村給予女性更多
的自由以及主體發展的機會。她駁斥漫遊者（flâneur）是男性專利的看法，強調
女性也能作為積極主動的漫遊者悠遊考察街道都會的文化實踐。現身與隱形的雙
重文化特徵提供給城市女性不同的自由，儘管是伴隨著各式危機的曖昧的自由。
10

這個論點她在十年後的三篇系列文章裡依然沒變，尤其對於女性漫遊者的主張

反覆重申。11 麥道威爾(Linda McDowell)延伸了上述的觀點，討論城市空間與性欲
特質及逾越性別劃分的關聯。她並補充說明女性人身安全的憂慮不只發生在都
市，鄉村或鄉村邊緣等開放空間同樣是恐懼地景， 特別是對於那些弱勢的種族
而言。12
身為性別主體，城鄉空間文化對女性的誘因有差異，身為創作主體， 城市
對女性創作者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利多。藝術創作畢竟是需要大量自由時間和空間
的個人活動，有時會有抵抗現實甚或叛經離道的再現；何況女性創作本身就不是
傳統體制所鼓勵的， 即使不是違反傳統， 保守而且強勢的意識型態對女作家並
非有利的環境。出生於雲林二崙的鐘文音就曾在訪談中坦承她喜歡住在台北甚於
家鄉，因為在鄉下，「你就是一個結構體」、「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強烈到讓你覺得
好恐怖」
。她觀察到，身為年輕女性在鄉下無處可去，跟一個男生出去就全村知
道甚至可能被傳得很難聽，連獨自散步都會遇到許多人噓寒問暖。反之，都市允

9

Elizabeth Wilson, The Sphinx in the C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7.
同上註。其他類似的觀點可參見 Liz Heron, ed., Streets of Desire: Women’s Fictio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ity (London: Virago, 1993).
11
參見 Elizabeth Wilson, “The Sphinx in the City Reconsidered” “The Invisible Flâneur” “The
Invisible Flâneur: Afterword” in The Contradictions of Culture: Cities, Culture, Wome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1).
12
她引述英國地理學家的研究指出，民眾對各種開放空間包括都市公園和半荒野地區都表達了
擔心遭受性侵的觀點，女性通常是擔心自身，男性則擔心女性親友， 但實際上青少年男孩才是
最容易在公共空間遭受人身攻擊的群體。 而且白人女性對英國鄉間雖有安全上的疑慮， 黑人的
鄉村經驗更是充滿恐懼感，因為鄉村的種族和國族的歧視較高。 詳見 Linda McDowell, ”In Public:
the Street and Spaces of Pleasure” in Gender, Identity and Place: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
(Minne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163-9。
10

7

許像她這種非常注重個體性的女性創作者，獨立地「做任何機能性的活動」、讓
她「自由的存在」
。13固然，有些女性創作者喜歡並適合鄉鎮的文化生活。親屬朋
友往來密切的大家族人際網絡某些時候能夠提供家務、經濟或情感上的安全後
援，只不過這些網絡可能同時織就無形的顧忌，特別是當書寫內容事涉道德爭議
以及傳記性色彩之時。都市組織型態的疏離性在某種程度上或許讓女作家，做為
性別以及職業的雙重新興身分，更加孤立無援，與此交換而來的則是書寫上的鬆
綁。 此外，都會的發達經濟與密集人口的培植較多文化機構，如報社、出版社
與書店，聚集更多文化人口， 讓文學社群得以群聚形成資訊交流技術觀摩和相
互支持的網絡， 之於創作者在在皆是有形及無形的資源。衡諸於國際大都會， 如
巴黎、 倫敦、 紐約、 東京， 長久以來皆能吸引許多國內外文學家或藝術家長
期短期居留，其間道理絕非崇尚虛榮如此簡單。陳雪曾經在演講中談過為什麼在
台中鄉下成長、工作、甚至已出版小說的她後來選擇來台北居住。她覺得如果她
繼續留在她熱愛的故鄉，將會逃不開原生家庭的束縛； 而她結識的台北文友給
了她很大的幫助與鼓舞，得以在類似的艱困環境中彼此打氣、切磋討論創作理
念。14可以想見，對於需要靠文字謀生的女作家來說，文化機構的資源與志同道
合的文化社群絕對是家庭以外重要的支持力量。經濟上的意義只是最基礎的，其
間形構出關於文學形式內容的意識論述體系對於文學潮流亦有相當的影響，正向
與負面或兼有之，第二節將另行討論。
除了性別的因素， 再加入整體環境和階級等外在條件考慮，女性跟鄉土的
疏離有其難以撼動的物質基礎。 台灣雖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被歸類在開發中國
家的行列， 但是台灣的都市化程度很高。就居住在五萬人以上的都市人口計算，
比例從 1951 年的 21%、 1961 年的 40%、 1971 年的 55%，到 1985 年已突破 70%，

13

詳見，黃宗潔，＜附錄四：鍾文音訪談紀錄＞，
《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
的探討》（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321-344。
14
參見佐渡守紀錄整理，＜駱以軍、陳雪、顏忠賢：文壇「三支雨傘標」之友誼萬萬歲＞，
http://blog.chinatimes.com/openbook/archive/2011/07/08/760725.html.
8

至 1991 年更有超過四分之三的台灣人口是居住在都市地區。15就比例原則估算，
都市裡寫作人口的比例自是比鄉村寫作人口高。身處這麼一個高度都會化的環境
中，寫作者對城市素材，包括建築景觀、人物、行為和心理、事件、語彙，都有
更多貼近的觀察與掌握能力。 同理，在現代化腳步更快、都市化程度更高的香
港，香港文學的內容幾乎等同於都市文學，女作家書寫都市題材的傾向比台灣還
明顯。且因香港不管是殖民時期和特區時期都不容許有國族想像的空間，城籍更
取代了國籍變成為香港人的國族身分想像，不論是稱呼「我城」
、
「浮城」
、 「狂
城」或「失城」。16 從實際批評的角度檢視香港文學史，為數不多的鄉土文學代
表作家同樣是男性。即使在剛剛由二戰摧殘中復甦緩慢邁向都市再造的五○年
代，所謂港島第一代的女性小說家們選樣的多是都會特徵和其間男女互動的題
材， 譬如從代表作家之一鄭慧的小說篇名，
《啟德機場上的傳奇》(1954)或《女
子公寓》(1954)，都會特色之強調即可窺一二17，遑論香港全面國際化後的當代女
作家們。
更何況，文學女性本來就是中產階級，對勞力工作的經歷不深。她們的出
生背景也多是公商階層。 一一調查誠屬不易， 但我們不妨從兩本主要女性小說
家選集裏收錄的作家背景做一個抽樣性的觀察。根據筆者從相關記載和訪談中的
調查統計，
《島嶼女文聲──台灣女性小說讀本》選入十三家， 全部都是中產階
級家庭出身；
《日據以來台灣女性小說選 》上下兩冊選入小說家共計二十人，出
生農工家庭的只有兩人18。中產階級家庭的女性， 即使是生長在鄉下地區， 通
常（被允許）活動的範圍或能親近觀察到的工作社群屬性相對局限。她們的家庭

15

詳細統計資料， 參見陳東升、 周素卿編，
《 台灣全志˙卷 9˙社會志── 都市發展篇》（南
投：台灣文獻館，2006），36-41。
16
參見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收錄於《如何現代，怎樣文學？》
（台北：麥田
出版社，1998），279-305。
17
詳見袁良駿，＜夏易與港島第一代女小說家＞，
《香港小說史》第一卷（深圳：海天出版社，
1999）
，191-214。關於香港鄉土派作家可參看其中第七章，＜香港鄉土派佳作──《窮巷》＞，
頁 165-179，以及第十章，＜港島鄉土派的第二梯次──舒巷城、 海辛、 金依等的早期創作＞，
頁 215-229。
18
江寶釵、 范銘如主編 《島嶼女文聲──台灣女性小說讀本》
（台北:巨流，2000）
；邱貴芬主編
《日據以來台灣女性小說選 》
（上）
（下）
（台北：女書店，2001）
，這兩位作家是陳若曦和季季。
9

背景並沒有提供她們熟悉鄉土生態文化的有利環境。換言之，鄉土素材並非是她
們唾手可得、理所當然的材料。
我跟反經驗論的批評家同樣清楚，縱然有了上述種種實證資料的佐證，經
驗論的解釋還是無法滿足我們。首先，台灣的都市化以及作家階級性的問題男女
皆然，為何男作家就能突破「環境的限制」而女作家就只能受限？ 而且就算都
會環境對女性創作者相對友善、文學女性的出生地或成長過程中缺乏鄉土經歷，
在遷移便捷頻繁的現代社會，城鄉之間的往來流動停駐可謂輕而易舉，創作者不
僅能夠階段性選擇居住地區，還能夠透過各行各業的媒介資訊參訪認識自己從未
身歷其境的地方。最關鍵的是，經驗論無法完全解釋藝術創作的問題。因為創作
雖有經驗因素，更有藝術家自覺性的選擇和表現。有時候最親近切身的故事未必
容易駕馭，或者創作者不想處理自己最熟悉的素材，因此有鄉土經驗的人不見得
對此題材感興趣或表達得宜。相反的，非鄉土出身的人反有可能充滿好奇與興
致，經過一段時間的田調或生活，就能刻劃出動人深刻的鄉俗風情。譬如說海派
文學的代表張愛玲一向以描寫上海和香港繁華見長，到農村體驗一段時日後成就
了反映農村問題的小說，而出生鄉村的陳雪和鍾文音出道時都先以都市現代女性
的主題揚名， 直到創作的中後期才開始書寫她們童年的鄉鎮經驗。
但是這些原來醉心都會題材的女作家為何出現鄉土轉向？ 理由恐怕不只
是創作者個人美學考量如此簡單。熟知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讀者都知道，張愛玲為
什麼突然去寫她不熟悉的農村風景？1949 年中共建國後在左傾壓力下張愛玲曾
經短暫的去浙江鄉下參加土改工作隊見識了農村生活，1952 年逃往香港在美新
處的資助下，把她原本是迎合中共的鄉野田調題材寫成批評共產黨施政的反共小
說《秧歌》(1954)和《赤地之戀》(1954)。同樣的，陳雪與鍾文音的鄉土作品出現
在台灣本土論述及其相關文獻資料著作成為書市顯學的二千年以後。我們當然不
能推論說《秧歌》不是作家個人政治信念而是為了符合冷戰時期美國的反共意
識，也無法確定如果張愛玲繼續留在大陸，
《秧歌》最後會不會變成一本宣傳政
令的左派小說；同理也可以假設， 陳雪《橋上的孩子》(2004)《陳春天》(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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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鍾文音《短歌行》(2010)《傷歌行》(2011) 的鄉土書寫只是遲早的事， 跟時代
潮流不必然有關。但是這幾個案例出現的時空背景卻隱隱指向，經驗如何呈現、
何時呈現，皆與文學生產的機制脫離不了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經驗論只能提供
基礎而非充分的理解面向，我們必須把性別與空間的討論推到的文學生產的層次
進行另一重的爬梳。

牆 2 、文學機制的城鄉偏好與女性創作
許多研究都指出，現代小說跟城市的興起關係密切，跟女性作為讀者以及
作者都息息相關。伊恩 · 瓦特（Ian Watt）在《小說的興起》指出， 十八世紀英
國文學訴求的對象是與日俱增的大眾讀者， 而這群讀者的成長在城市中最顯而
易見， 包括許多有錢有閒卻不被允許涉足屬於男性活動和娛樂的中上階級女
性。自從王公貴族不再是文人的主要讀者與贊助者以後，作者與讀者之間的距離
就被出版商填上。 做為作者與讀者的中介， 書商對文學主題與形式具有一定的
影響力。19 瓦特也指出， 隨著倫敦城市規模不停的拓展、 人口持續的湧入，不
僅都市與鄉村的生活方式產生極大的改變， 都市內部也發生了繁複的分區現象。
都市景觀看起來相似，實際上個人的經驗都不盡相同， 「在這個佔地極廣、包
羅萬象的大環境裡，每個人都只能體會到其中的一部分 」
。20小說猶如城市秘密
的報導或者生活指南，引領讀者穿透冰冷嚴峻的建築高牆透視街頭巷尾的實況，
在仿若目睹中將片面、隔閡的都市經驗連貫起來。既然主要的閱讀人口集中在都
市，而都市的閱讀人口又喜歡、需要都市的題材，出版編輯和出版社絕不可能忽
略市場因素。 先不論作家本身是否也受都市題材吸引，出版機構或文化社群既
已取代傳統的親屬網絡成為部分或主要的經濟情感支援系統，作家很難背道而
馳，何況是沒有太多職場選擇又依靠煮字療飢的女作家。 概括而論，我們幾乎
可以斷言文化媒體和讀者偏好都市題材，連帶對女性書寫的內容有相當的影響，
19

艾恩·瓦特（Ian Watt）
，魯燕萍譯，
《小說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Novel）(台北: 桂冠，1994)，
33-62。
20
同上註，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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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少數受政治力或特定因素的年代。從幾個中外文學史中女性鄉土書寫鮮明的
時期，可以歸納出一些共同條件。
放眼世界文壇，女性參與鄉土書寫最蔚為風潮、最為研究者津津樂道的一
段約莫是十九世紀中後期，尤其是內戰過後(1861-1865)，美國鄉土女作家的湧
現。這是美國文學出現大批女作家的時期。 她們紛紛以區域性的文化生活為題
材，運用真實的地理場景， 以在地的人物角色、服飾、方言和習俗，寫下地方
色彩濃厚的作品， 產生了許多知名的代表作家。 最被稱譽的莫過於寫出《湯姆
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的史杜威女士（Harriet Elizabeth Beecher
Stowe），她不僅是刻劃了美國南方附近的景觀， 還因為描述批評了黑人在白人
統治下遭受的種種不人道待遇，間接催發南北戰爭、 解放了黑奴。此外還包括
Kate Chopin、Mary Hallock Foote、Mary E. Wilkins Freeman、 Sarah Orne Jewett 和
Grace King 等人。因此在美國文學史中，鄉土寫作(regional literature)，或者泛稱
地方色彩寫作(local color writing)，一直是女性抒寫自己獨特經驗和挑戰權威的途
徑之一。21提奇 (Cecilia Tichi)就主張，女作家運用鄉土主義做為一種空間，探索
女性生活的領土，故而這種領土必須理解為是有意識的「女性自覺的鄉土」 (the
“regionalism” of female consciousness)。在討論鄉土文學時性別應是一個重要範
疇。22可惜的是，這個文類強調地方現實又允許比較簡短的、速寫式的敘事形式，
使得它在文學位階上常被貶抑為次級的、二流的文學，甚至僅僅是「家務寫實」
(housework of realism)。女性鄉土書寫的藝術和價值並未被充分承認，頂多僅僅是
認可其中文化保存的功能而已。23
為什麼女性/鄉土文學會被認為是次級文學牽涉到的原因很多， 此處不擬細

21

詳見 Sherrie A. Inness and Diana Royer, “Introduction” in Sherrie A. Inness and Diana Royer eds.,
Breaking Boundaries: New Perspectives on Women’s Regional Writing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97), 1-16.
22
Cecilia Tichi, “Women Writers and the New Woman” in Emory Elliot, Martha Banta and Houston A.
Baker eds.,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598.
23
詳細的說明參見，Stephanie Foote, “The Cultural Work of American Regionalism,” in Charles L.
Crow ed., A Companion to The Regional Literature of America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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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與反駁，本文有興趣的是什麼樣的歷史條件讓女性參與鄉土書寫， 而且以後
就沒有類似的機會。 根據坎貝兒(Donna Campbell)推論，地方色彩文學興起約有
幾大理由。 南北戰爭的爆發使得美國人知覺到區域間的差異， 而交通和傳播技
術的進步打破區域間孤立的狀況，讓原本分隔的國民有意願也有技術跨區了解其
它區域的風土民情。此外，工業化和都市化的發展使得中產階級懷舊、 渴望想
像「純粹」
「真實」的美國及其過去。鄉土文學摹寫的在地人事、舊時俚俗既是
地方意識的抬頭，更是國家想像的重構工程。24 《打破疆界：女性鄉土書寫新觀
點》的編者認為，這樣的文化歷史氛圍帶來了市場需求和潛在的經濟收入，讓遠
離東部文化中心的作家們能以他們後院的故事晉身文壇，獲得出版的機會。地方
性的需求解放了文學企業單一的知識系統來源。使得處於鄉野又沒有太多出門機
會的女作家也能以身邊見聞發表，書寫各色各樣的女性角色與女性社群的經驗關
係，抒發自己對主導文化的意見。社會和地理邊緣的位置反倒形成某種有利的文
學資產。25由十九世紀美國女性鄉土文學出線的背景看來， 文學出版機制與地緣
性有密切的關聯。 不僅與作者本身居住地理位置有關， 對於文本描寫的地點也
有優劣偏好，並且偏愛的就是文化中心的周邊，通常就是都會區。當政治或文化
的條件產生某些質變時，其他較不為注意的地區才會被青睞。特別是國族意識與
鄉土意識似乎有某種連帶的相生循環，前者激發後者，後者強化前者。
另外一個可供參照的類似案例是中國三○年代中期後出現的女作家鄉土書
寫潮。中國現代文學從二○年代到四○年代之間產生兩批傑出女性作家，她們跟
當時的男性同行一樣，成長或居住在兩大主要的文學出版中心── 北京與上
海，共同建構後人稱為京派與海派的不同文學風格。二○年代以北京為基地的女
作家多描述天子腳下的京城今昔，卻也因為其重視鄉俗庶眾的生活風俗，再加上
現代都市化的程度不如上海的(殖民)色彩強烈，筆者個人認為，文本內的城鄉分
野並不特別明顯；四○年代以上海為據點的女作家書寫的多是十里洋場的浮世
24

Donna Campbell, “Realism and Regionalism” in A Companion to The Regional Literature of
America, 100-106.
25
同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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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 都會特質鮮明。26三○年代因為日本開始展開侵華行動激起中國人民的愛國
意識， 強調民族興亡或革命戰爭的文學潮流， 跟突出個人取向甚或性別意識的
女性文學有所隔閡，批評家一般視為中國女性文學中輟或轉向的時期。27恰是在
這個階段， 大量描寫農村題材的區域文學出現了。李歐梵指出，城鄉劃分一直
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顯著特徵。從清末開始，知識分子就從城市生活中汲取養分，
據此表達社會意見、發展成五四新文學的形式，但是居住在都市的文人們總是把
熱情和理想投注在鄉村。特別當日本在 1931 年開始展開侵略，造成東北失守以
後，具有濃厚農村色彩的區域文學逐漸興起， 以其澎湃的政治意義席捲文壇， 描
繪東北鄉村為書寫背景的作家紛紛獲得青睞。28 先是挾著「東北人民向征服者抗
議的里程碑作品」
《生死場》(1935)奠定小說基業、最終以具有童年傳記色彩的《呼
蘭河傳》(1941)攀上藝術巔峰的蕭紅。其次則是以東北鄉土民情見長的梅娘，竟
然在東北被佔領時期能在書市得到大眾支持，和專寫上海都會女性愛戀的張愛玲
共列為「讀者喜愛的女作家」(1942)。作家本身的藝術成就自是首要條件，被日
本侵略引起民族情緒的中國讀者渴望目睹失土、想念江山的懷舊情緒也是無法被
排除的重要因素。此外，非左翼的女作家如羅淑和羅洪的鄉土小說也是出現在國
家意識高漲的三○年代中後期。二○年代以＜莎菲女士的日記＞(1928)中女性自
覺和情欲自主驚動文壇的丁玲同樣也是從三○年代開始、特別是 1936 年進入陝
北農村的解放區、轉向她的鄉土書寫系列＜我在霞村的時候＞(1941) ＜夜＞
(1941)。29 不管是因為國族危機或是政治信念，此階段女性書寫中大量出現的鄉
26

二○年代的文學研究會寫出第一波鄉土文學的作家清一色是男性， 京派中鄉俗地域色彩鮮明
的作家也屬沈從文、 廢名或老舍等人，凌淑華和林徽因較淡。四○年代標榜農村問題小說的山
藥蛋派大將更全是男作家天下。 京派的城鄉分也不明顯的原因，根據張英進的研究推論，在現
代中國的文化想像中，北京與上海被形塑成兩種不同文化價值的城市。相較於上海代表現代性和
商業文化，北京則代表傳統唯美主義， 而且是一個包裹在大自然的城市， 鄉村價值與親密溫暖
的人情保存在這座古都之中，是一個結合鄉土中國和現代中國的象徵。參見張英進，《中國現代
文學與電影中的城市》（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95。
27
例如孟悅、戴錦華著，《 浮出歷史地表》（台北：時報出版社，1993），177； 劉乃慈《第二/
現代性》（台北： 學生書局， 2004），262-263。
28
李歐梵，＜走上革命之路（1927-1949）＞，
《現代性的追求》
（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
，339-342；
383。
29
左翼陣營中書寫鄉土素材的尚有葛琴、草明以及同屬東北女作家群的白朗。關於上述作家的創
作屬性、歷程及年表，詳見盛英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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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比例應該跟國家民族的處境脫離不了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以普羅大眾為念的左派作家相對的當然著墨於鄉土農工的作品為多， 基本
上在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後就確立了文藝為工農兵
服務、訂下了鄉村價值至上的政治路線。30 中共建國後一連串整肅知識分子的政
治運動，作家們動輒發放偏鄉勞改、 向農民學習，文革期間知青下鄉更蔚為政
治正確的成長歷程。 在左派意識型態掛帥之下， 所有的文藝機構媒體偏重鄉土
題材自是不言可喻的現象。 文革過後出現的反思小說，傷痕文學等類型， 因為
描寫之前下鄉改造的經驗，不論是二戰前就成名或是在共和國時期崛起和成長的
老中青三代女作家，背景還是多在農村僻壤打轉。 一直到八○年代文藝箝制的
力道較為鬆綁，性別議題以及城市題材已不再是禁忌，大批新生代的女作家們又
開始重拾都會主題。而且獲得廣泛矚目的成功作品， 在學術界或在市場上的， 多
是女性的都會愛情的類型， 例如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1979)、池莉寫實
武漢人情的《不談愛情》 (1990) 、王安憶《長恨歌》(1996) 的舊上海女性、 新
衛慧《上海寶貝》(1999) 的上海前衛女人等等。
同樣受到政治力影響、但城鄉偏好相反的例子出現在台灣。 二戰後台灣脫
離日本殖民，四年後國民黨因國共內戰失利撤離到台灣，帶來一批不喜歡中共政
權的移民。由於台灣本地作家才開始學習中文，新遷入的移民就成為文壇主導的
力量，其中大量的女性知識分子把握當時文化勢力重新盤整的空檔結集成第一波
女作家潮。然而剛剛移民的作家並不熟悉台灣的鄉土民情，再加上畏懼左派思想
的國民黨政府從來就不喜歡無產階級的題材、更提防左翼文藝再次現身台灣， 所
以台灣鄉土背景的小說一直到六○年代後期才陸續出現、七○年代成為主流。31這
些原無政治意圖的鄉土文學很快引起政治上的兩極效應。懷抱台灣民族主義或嚮
往社會主義文藝的批評家們視之為真正的文學，他們的熱情擁護卻讓國民黨政府
1995)。
30
李歐梵，＜走上革命之路（1927-1949）＞《現代性的追求》，384-385。
31
鄉土題材在五○年代台灣文學中其實是常見的背景， 但此鄉土描寫的是中國大陸的而非台灣
的鄉村風土。 一般稱此種文學為「懷鄉文學」
， 此處的鄉， 是放在更廣的故鄉的概念上理解，
城鄉意識並不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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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覺到其中的顛覆性並予以警示降溫。 鄉土文學在政治壓力下旋即銷聲匿跡，
至少在檯面上。長期與國民黨關係友好的主流媒體，在有意無意間拉抬不一樣的
文學新聲。 適逢八○年代的台灣經濟發展成熟、 國際化的經貿和技術文化的頻
繁流通加速催化台灣的都會文明以及社會結構的調整，而戰後在中文教育體制下
成長的台灣女性知識人口剛好茁壯成為各行各業的新力軍。因此，都市題材與女
性議題順勢躍為時代的文學熱潮， 擅長寫這兩者的女作家也在這波浪濤中結集
為第二波女性文學潮。九○年代中後期，台灣意識逐漸抬頭。中央和地方政府都
投入不少資源進行台灣歷史文獻和影音資料的整理建置、學術界和文化出版機構
對在地素材越來越有興趣。鄉土，再一次成為小說的寵兒，而且躍居優勢的主流
論述。台灣女性真正大量投入鄉土題材的書寫即是這個時期了。不少原本是以都
會女性題材見長的女作家回過頭去講述家鄉的地理文物或家族的人物歷史，只不
過這個類型的主力還是以男性為大宗。從台灣文學發展來看，女性看似對政府較
無威脅感的邊緣性，剛好都變成政治角力時的間接受益者，女作家能夠一展長才
剛好也都在文學媒體及出版機構需人孔急的時候。 換句話說， 當文化版塊在轉
變調整中產生空缺時往往是女性從邊緣攻進中心的最好時機，而女性書寫中的重
城市輕鄉村的偏好恰是文化機制青睞的部分因素。儘管如此，鄉土題材變成文化
媒體主流的時候，即使是在國家體制與公立甚或私人出版機構的興趣取向達成一
致的二千年後，女性雖然會有較為積極的鄉土書寫表現， 總不如都會類型的活
躍精彩。
爬梳上述幾個例證，我們似乎可以發覺媒體生態的偏好對女性參與鄉土寫
作有相當的影響，至少是在發表能見度上。承平時期，出版文化媒體對自己所在
的位置周邊地區──通常就是閱讀銷售對象聚集的都會區域──的興趣反而高
過其他地區。但是當國族意識抬頭時，以政策或市場力直接間接影響文化生產
時，鄉土背景的文本出現的比率相對增高。至於台灣的「鄉土」指涉的是中國地
區或是台灣地區的，端看主導論述的是傾哪一邊的國族。在國家體制和市場機制
的取向同謀合流於鄉土的時候女性書寫才會加入，兩者分流時則女作家通常趨近
16

文化媒體偏愛的都會路線。我無意在以下有限的篇幅中進行究竟是女作家愛寫都
會然後被媒體喜愛或是媒體愛寫都會然後女作家投其所好的前後因果、或者文學
生產下藝術自主性的比重等等不會有結論的爭辯。我並不認為市場因素能夠全然
解釋女作家的城鄉偏好，否則再怎麼說國家機器總比出版機構影響力深遠，以利
益論怎麼看都算選錯了邊。相反的，鄉土書寫與國族隱喻既然關係緊密，女性主
義批評家當然會想起吳爾芙沉痛的宣言「女性沒有國家」
，32進而推想是否因為兩
者在意識形態上的連結，使得女性在對國族疏離、缺少鄉土歸屬感的狀態下，連
帶導致女作家選擇題材時的心理距離？只是這個可能性，本文不擬從心理學而是
回到敘事傳統來討論，畢竟不管是書寫城鄉或所謂的國族隱喻，都是依靠語言文
字的表述。除了種種外緣的物質環境結構，內緣性的敘事傳統和象徵體系更是不
可或缺的考量。我們必須再推進第三個面向，探究有沒有甚麼創作上的因素導致
女作家自覺或不自覺地選擇書寫都市素材？女作家會覺得城鄉書寫是性別劃分
的嗎？ 她們是否認同這樣的話語位置？

牆 3、 城鄉敘事與女性
回到文學內部的結構，批評家們不妨先站在創作者的立場揣度一下， 都市
文學和鄉土文學哪一種比較容易上手？ 一般反對鄉土文學的理由之一， 是認為
它具有的許多地域性特質，包括方言、俚語、腔調或地方風俗習慣等等，會在文
本的表意和溝通傳播上形成障礙， 不利於普遍讀者的閱讀甚或國家文學的形成。
換言之，從寫作和閱讀的角度來想，就是意味著鄉土書寫和理解需要的門檻較
高，它要求語文的、歷史的或地理的特殊文化性知識底蘊做為基礎。而都市，明
明也是隸屬於某個地區，它的地方色彩卻鮮少被指責為是都市文學的缺陷。 顯
示都市的特質中有一種標準化的趨勢，這種標準正是去地域性。都會語言通常就
會是國語，與學校教育和主流傳媒使用的官方說寫語文一致；都會文化，尤其是
32

Virgin Woolf，Three Guineas (New York &London: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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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跟國家主導意識型態文化相近，通常是向國家機器認可甚或推廣的所謂「國
際化」的普同性標準看齊，比較容易讀寫和了解。反觀鄉土語言，動輒包含大量
口語和尚未經過標準文字化的母語、是歧異的、小眾的、 陌生化的； 鄉土文化
更是隨著區域迭變而產生或大或小範圍的特徵、實踐與傳承，非當地人難以掌握
分辨。不論是修辭語彙或是故事地點的文化脈絡，皆非學校教育和主流傳媒能夠
教導傳播的，必須仰賴寫作者自身更多的琢磨和考究，然後還得通過在地與非在
地兩方讀者的考驗認可。對創作者不啻增加許多額外的負擔。舉例來說，像陳雪
表示，她在出版過數本短篇長篇小說後開始動念想寫自傳性的《橋上的孩子》
，明
明是身邊無比熟悉的夜市菜市場的景物人群， 「卻找不到合適的詞彙來描述」。
鄉土文學先驅的王禎和對台灣語言（方言和外來語）的處理， 給她給大的借鏡，
此外還得去詢問親友，「問不到的就去查字典辭典」。33 連已經有不少出版經驗
的小說家都不容易描述鄉土，何況是尚在摸索起步的資淺寫手。因此，雖然批評
論述裏一向貶低鄉土書寫，視為格局狹隘、形式簡單而文學位階較低，在實際操
作上，有地緣特徵的題材反而才是不易掌握的空間，書寫閱讀的門檻較高。
再者，從文學的發揮度上考慮，城市聚集人口的特性以及日新月異的變動
性本來就提供無數可能的故事， 充滿衝突或妥協的想像。城市的各種現代化的
設施和景觀使得一個類似的（古老）故事原型，碰撞出許多時代性的變化和銓釋。
一則對創作者是比較容易旁觀或獲得靈感的場所，二則在小說中將背景設定在都
市能容許的故事類型以及內容亦相對寬廣些。不管是單純地記述光怪陸離的奇人
異事、渾世傳奇， 或是企圖將文本主旨延伸至傳統與現代對照，南與北、東和
西的地域間差距的對比，國內與國外、本土化與全球化矛盾折衝等宏觀議題的討
論，都市提供的原料都相對豐富多元。
面對城鄉題材的抉擇，男女創作者的處境容或相似，性別做為比喻在敘事
傳統裡的作用卻有鮮明的差異。在現代文學的象徵裏，女性與都市常常有異曲同

33

黃筱威記錄整理，＜在文學裡創造新世界──紀大偉對談陳雪＞，
《印刻文學生活誌》第 3 卷
第 2 期(2006 年 10 月)，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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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作用。發軔於一九二○年代前後的台灣和中國現代文學，都是在殖民統治和
帝國主義的威脅中力圖自我改造的現代性追求之一。這種因應外來強權的現代性
追求既迫切又憤慨、 既自卑又自大、 新舊文化的拉扯擺盪中充滿張力與矛盾。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從英國文學中城鄉概念與形象的演變中觀察到感覺結
構的世代差異，34 但在中文現代文學裡基本上並無太大的起伏變化。再現於台
灣或中國現代文學想像中，鄉村代表的多是傳統的文化價值、敦睦和諧的生活和
質樸的心靈，都市則象徵外來政治與經濟的入侵、 浮華虛無的生活和道德淪喪
的淵藪。就像城市與鄉村常被比喻為現代/外來與傳統/固有，文本裏男性與女性
也有類似的二元對比。 女性與女性作家不管在台灣和中國往往都被視為現代性
的表徵之一， 都會裏的女性更是時代的指標， 象徵新舊時代糾紛、 解放的自
由、 主體的追尋、 各種關係身分的重界定。通常鄉村裡的女性不是被封建傳統
壓迫、等（不到）現代男性救援，如楊華＜薄命＞的愛娥表妹（1935）、呂赫若
＜月夜＞的翠竹表妹（1943），不然就是艱苦卓絕還堅守傳統婦德的黃春明的神
女白梅(1967) 或王拓的聖母金水嬸(1975)。35男作家格外喜歡描寫都市裏的女性做
為沉淪的、墮落的批判羔羊，著名的都會壞女人例如白先勇的尹雪艷（1965）、
陳映真的唐倩（1967）。36台灣文學裡性別與空間的雙重形構，跟張英進從中國
現代文學研究裡得出的觀察相去不遠，
「『另類』現代女性（無論是離婚女人還是
舞女，或二者兼有之）代表了一個文化生產場所，在那裡，性別成了現代都市敘
述中最棘手的問題之一。城市的想像總是透過女性形象表達的，或是刻寫在女性
形象中。而女人實際上是對現代城市進行表現、文本創造、敘述構造的基礎。」

34

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呂赫若，＜月夜＞，收入呂赫若著、林至潔譯呂，
《赫若小說全集》
（台北：聯合文學，）
；楊
華，＜薄命＞，收入楊華等著，葉石濤、鍾肇政主編，
《薄命》（台北：遠景，1979），1-17；王
拓，＜金水嬸＞，收入《金水嬸》
（台北：九歌出版社，2001），195-254；黃春明，＜看海的日
子＞，收入《看海的日子》
（台北：皇冠，2000），10-78。
36
白先勇，＜永遠的尹雪艷＞，收入《台北人》（台北：晨鐘出版社，1983）
，1-22；陳映真，＜
唐倩的喜劇＞，收入《唐倩的喜劇》
（台北: 人間出版社，1995）
，x-xx。有關男作家筆下都會惡
女的群相，參見平路，＜都會中沉淪的「♀」＞，收入鄭明娳主編，
《當代台灣都市文學論》
（台
北：時報文化，1995），207-22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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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說，現代女性的想像往往也是透過和置於城市文明中來形塑。
身兼被描述定位的客體以及書寫的主體，現代女作家早已不甘聽憑一家之

言， 都市女性故而成為女作家爭取自我發聲與形塑的一級場域。除了都市發展
還不成熟的六○年代以前，自六○年代中後期以降台灣女作家描寫女性都會生活
與處境的趨勢愈來愈強，到了女性意識抬頭的八○年代幾乎全是這個類型的天
下，一直到二十一世紀都沒退燒。都市女性的問題和現代女性的問題似乎是同義
詞。她們筆下的女性形象亦變換萬端、難以化約概括。都市、 女性 、現代性三
者做為文學的符徵與符旨常常是鍊接滑動的關係，互為轉喻或隱喻。女性與都市
的連結， 除了歷史性的發展進程接近， 不可否認的， 兩者的某些文化特徵是
有可類比之處，例如個人化、流動性、鬆動傳統等等。在敘述話語中的位置相似，
兩者相加更有表裡相乘的強化效果。都會女性作為現代女性自我表述的形象有其
文化歷史與象徵體系的脈絡可循，可以說是倒置話語(reverse discourse)的順勢行
使。只是，顛覆與複製的界線從來都不是牢不可破，性別空間化的再生產過程中，
亦須提防是否重新落入刻板想像的二分窠臼陷阱。
既然男女作家都喜歡寫都市裏的女性， 從現代文學的發軔至今累積出來的
敘事傳統，即使單從女性文學本身，已不容小覷， 對繼起的書寫者當然形成一
定的影響與局限。一般公認男作家中最擅長描寫女性的當屬白先勇，他的女性短
篇，不是《台北人》(1971)就是《紐約客》(2007)；女作家當推是張愛玲， 雖然
張愛玲也有農村的經典，然而大家心知肚明最愛的還是她的上海女子百態。受到
張愛玲影響的台（港、中）陣容浩大的「張派」女作家延續的莫不是女性輾轉都
會的處境心緒。38 放大些看，台灣文藝界裏受歡迎的外國女作家， 例如早期的
吳爾芙、 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或者算上當代的瑪格麗特艾特伍 (Margaret
37

張英進，
《中國現代文學與電影中的城市》，267。
張愛玲對台灣女作家的文學影響， 參見王德威，＜「女」作家的現代「鬼」話──從張愛玲
到蘇偉貞＞，收入《眾聲喧嘩》（台北：遠流，1988）
，223-238；張誦聖，＜袁瓊瓊與八○年代
台灣女性作家的「張愛玲熱」＞，收入《文學場域的變遷》（台北：聯合文學，2001），54-82；
邱貴芬，＜從張愛玲看台灣女性文學傳統的建構＞，收入《仲介台灣˙女人》
（台北：元尊文化，
1997）
，15-36。台港中受張氏文風影響的作家， 詳見王德威，＜從「海派」到「張派」──張
愛玲小說的淵源與傳承＞，
《如何現代，怎樣文學》，319-33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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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wood )和吉本芭娜娜 (Banana Yoshimoto)、柳美里(Yumiri)，亦是偏向都會女性
的書寫類型。箇中原因牽涉到複雜的文學傳播與接受， 固非此處得以細緻爬梳
討論， 但其中之一絕對與上文所論都會文化的普同性易於閱讀和推廣有關。 在
二千年以前， 被公推為女性鄉土文學代表作的約莫只有蕭麗紅的《桂花巷》(1977)
和《千江有水千江月》(1981)， 或者在加上李昂的《殺夫》(1983)和蔡素芬的《鹽
田兒女》(1994)。缺乏足夠的女性書寫範本曾是女性作家居於弱勢的原因之一。
如今女性文學雖然蓬勃發展，遺憾的是，經典小說──男女作家皆然──裏的城
鄉比例如此失衡，可資參考的書寫內容與類型在不斷循環之中再生產出不均衡的
性別/空間表徵，對於女性的空間想象並未提供更多元豐富的利基。

牆 4、女性書寫的空間有多空？
七○年代以迄，女性文學批評家們致力建構出女性自己的文學史， 讓女性
在歷史裏面的地位價值被肯定， 從美國到歐洲到亞洲， 跨國性的女性主義不僅
讓女性介入了歷史更讓女性的時代到來。在許多國家中，女性文學已經獲得經典
化的地位，女性研究業已在學院裡建制完成。 在二十世紀末我們就不斷的聽到
女性文學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已到盡頭的耳語，敵方和同道中人皆有之。傳言
說，經過長時間的發展與推廣，如今女性主義似乎變成了基礎知識滋澤其他學
科，被後起的文化研究吸納養分、被新興的男性研究取代。女性文學/批評從空
間出發占領了時間，了卻吳爾芙的遺憾、建造好了自己的房子，好像是到了該功
成身退的時候了。
But，讓我們回到《自己的房間》的開端，反思我們現在打造出的空間到底
有多寬廣呢？空間是權力運作的位址，傅柯如是說。39 延伸空間的範疇，書寫
的空間和空間的書寫，何嘗不是社會、政治、商業、語言、符號、性別等權力競
逐的位址。 從女性不寫鄉土的這個現象，我們可以窺見女性書寫與空間的關係

39

詳見 Paul Rabinow，”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Interview of Michel Foucault,” Skyline (1982,
March):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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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是「自由的選擇」， 它至少受到三層因素的制約。 第一層是社會空間裏
的性別經驗， 包括個人經驗與現實環境裡的城鄉比重。 第二層是文化生產機制
中對空間類型的偏好與性別設定。商業的興趣和政治意識各有擁護偏愛的城鄉景
觀， 隨著不同歷史條件時而分歧時而合謀，共構出影響女性空間書寫的物質環
境。矛盾的是，雖然鄉村作為國家隱喻的根源在文化敘述中占有優勢位階，城市
語彙由於更貼近官方語言文字體系，在實際使用中反而翻轉劣勢。城鄉的空間類
型延伸出的想像模式與其性別隱喻，以及循環再生產出的敘事傳統形成最讓人沒
有警覺性的文學內緣，即是第三層網絡。 社會空間、文化生產空間和敘事空間
的性別區隔，三重交織下使得女性書寫明顯鎖定在城市都會。執筆的手能掌握敘
述的空間領域竟如此有限。原來女性的發展局限不僅有玻璃天花板， 女性書寫
的房間也有她的玻璃圍牆。假使批評論述不是第四面透明的牆， 至少也該點出
那些藩籬之所在；更積極的，好歹打開一扇門窗。 我當然不會認為鄉村的總佔
地面積遠大於城市面積，寫鄉土就比較恢弘。女性主義批評家老早就說明了空間
規模跟故事的廣度深度絕非等比。我也不樂見鄉村作為國族認同的單一象徵，尤
其再加上男性專屬的性別隱喻。但如果女性只看得到城市女性 ，無法敘述更多
女性與不同空間類型的關係與生命狀態，女性書寫若無法自更多元的空間樣貌中
觸發迥異的美學想像，那麼我們只會繼續被社會、經濟、政治、象徵體系設限在
少數的位址，攻佔的不過是幾座山頭。自詡的跨國女性主義充其量只是不同國家
都會女性的聯盟。 女性主義的承諾猶是未境的事業。唯有ㄧ再探索女性與空間、
書寫與空間的關聯，我們才能繼續從這些已經連線的領土出發越界，占領猶是荒
野的大陸，以及尚未航行的海洋直至，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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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地研究報告
本計畫探討 「空間、 身分與敘事」之間的關係。第一年是研究性別與空間的關係
偏向純理論性的探討， 第二年則是討論身分認同與空間敘述的互文性， 思考文學藝
術的內緣和外在規律對議題呈現的制約性，因此需要考察的層面較多。移地研究的計
畫故而放在第二年執行。 本計畫原擬定在執行的第二年期間前往舊金山的加州大學柏
克萊校區進行移地研究， 因為該校是人文地理學重要的基地， 相關的資料文獻典藏
豐富。 此外， 該校東亞圖書館亦有相關規模， 方便主持人對華文文學文本甚或日韓
文學現象進行延伸比對的參照閱讀。今年度六月中旬亦照原定計畫前往加州大學柏克
萊校區進行研究前後十天， 順利調閱在台灣不易調閱的不同屬性的期刊， 流覽許多
以單篇論文的形式發表的空間理論相關研究。對計畫主持人思考在敘事傳統的無形後
設框架和敘事文本生產的有形條件環境中， 身分和空間的關係如何被想像、 被再現
和再生產有很大的助益。除此之外， 因在計畫執行中發覺應該多考慮一下外緣因素，
例如在何種歷史或地理條件下新的空間與身分關係如何被想像，而再現的空間如何具
有實際運用上的價值。因為日本素來重視對作家作品和地緣性的整理與推廣，因此決
定在核定經費中挪出部分， 在今年度一月時增加到東京考核地方文學館行程， 包括
鐮倉文學館和日本近代文學館實地了解。雖然四天的行程不免流於浮面的考察，但是
對於日本文學如何與地方聯結的做法多了更多的理解，尤其鐮倉文學館對於作家社群
與地方性的整理對主持人頗有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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