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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旨在分析《台北人》、《孽子》中的性／別、性傾向與離散經驗、身分

認同、記憶、敘事、家國想像之間的關連，以補充當前離散研究偏重種族、國

族而忽略性別政治的傾向。本文指出透過同性情慾的認同，《台北人》中的同志

族群已對台北產生了不同於中國大陸的家園認同，在〈孤戀花〉、〈滿天裡亮晶

晶的星星〉兩篇同志小說中，不論時間感或空間感都迥異於《台北人》其他各

篇，並在敘述話語上展開世代交替，提供了《台北人》作為離散族群的差異觀

點，開展新的家國認同。而《孽子》透過同志在美國、日本、中國和台灣的離

散經驗，反映出另一種台日情結與中台關係。種種異國遷徙所帶來的跨語言、

跨國族、歷史等文化混雜的日常生活狀態，也再現了台灣極為複雜的後殖民處

境與雜種性。台北在白先勇此期的同志小說中成了眾人情感、記憶的所在，標

示白先勇在家國認同思考上另一個重要面向與關鍵性轉折。故而白先勇的同志

小說提供了一個與其他非同志小說相互補充的切入點與觀照面向，更提供了一

個情慾身分與國族認同連結的思考面向，拓展多重文化認同與家國想像的可能。 

關鍵詞：白先勇、同志、同性 、台北人、孽子、離散、家國想像、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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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 sexuality, 

diaspora experiences, personal identities, memories, narratives and the imagined 

homeland in Taipei People and Crystal Boys.  In recent diaspora studies, especially 

the racial and national issues, have become hot topics while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has been more or less neglected.  This article may act as a supplement in this 

respect.  It is argued that characters in Taipei People have, through their 

homosexual identities, developed a new homeland identity with Taipei other than 

with China.  Yet,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xperience 

described in the two homosexual short stories “ Love’s Lone Flower” and “ A Sky 

Full of Bright, Twinkling Star” are quite distinct in Taipei People.  As the 

narratives moved onto the next generation, different view points among diaspora 

groups were revealed, serving as departures for the formation of new national 

identities.  In Crystal Boys, complicated complexes between Taiwanese and 

Japanese were reflected through the diaspora experiences of the homosexual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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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China and Taiwan.  These trans-lingual, trans-national, 

and trans-historical practices were transformed into a hybridity of cultural 

experiences in their daily lives, a reflection of the complicated Post-colonial context 

and hybridity of Taiwan. Taipei has turned into the locus of emotions and memories 

for characters in Pai Hsien-Yung stories during this period, also a turning point for 

Pai to reconsider his personal identity.  We can say that, these homosexual fictions, 

as a supplement of Pai’s other heterosexual fictions, have offered us a new 

dimension to reconside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exual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of multiple cultural identities and imagined 

homeland. 

Key Words: Pai Hsien-Yung, homosexuals, Taipei People, Crystal Boys, diaspora, 
the imagined homeland,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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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離愛欲與家國想像： 
白先勇同志小說的「異國」離散 
與認同轉變（1969～1981）1 

 

 

白先勇同志小說開啟台灣文學的一個新版圖，更與九○年代的同志論述相

互輝映，影響深遠。然而過去的同志文學研究多集中於同志族群於台灣本土的

在地流亡，鮮少觀照其海外離散的面向2；而關注白先勇小說海外華人離散課題

                                                 
1 本文所指稱的「異國」兼具雙重意涵：一方面指稱非母國的其他國家，同時這些國家也

都是以「異性戀」為主流的國度，因而海外同志在此雙重的「異國」情境中往往也處於

多重離散的狀態。本文所討論的小說是白先勇創作歷程中，前二十年間涉及「異國」離

散的三篇同志小說，可作為其在家國認同思考上關鍵性的轉折與重要面向之一。此三篇

小說為 1969 年首度發表的〈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刊載於《現代文學》第 38 期）、1970
年的〈孤戀花〉（刊於《現代文學》第 40 期），和先後於《現代文學》復刊號和新加坡《南

洋商報》刊載，於 1981 年連載完畢的《孽子》。本文認為此認同轉折乃在這三篇小說發

表前後約十幾年間完成（1969-1981）。 
2 而「離散」（diaspora）一詞或譯為「流離」、「族裔散居」、「族裔離散」，本指西元前六世

紀，猶太人遭到驅逐、被迫離開家園，放逐到巴比倫和其他各地的狀態，成為猶太文化

與政治敘事的主軸之一。因而離散的古典形式乃關係到受迫性遷移、放逐和一種繼起的

失落感，這種感覺來自對歸返的無能為力。後來被應用到非洲人經由奴隸制度而移往美

洲各地的大規模移動，透過非洲研究學者在 1960 年代的使用，「離散」一詞進入學術場

域。對離散傳統模式的評論關注焦點在於把移動、遷徙與創傷結合，包含一股恆常的失

落，以及對一個可得的家鄉之企盼。其重要特性是「歸返」的障礙，至少也存有一種困

難。即便在歸返障礙被解除，其歸返行動也是不尋常的。近來對此詞的使用更廣，柯恩

（Robin Cohen）根據撒弗蘭（William Safran）發展的框架，提供幾個條件：1.散播與分

散；2.集體創傷；3.文化繁衍；4.與多數族群的關係不睦；5.跨越國家界域的社群感；6.
促成規返的運動。然而並非所有離散族群都符合此些條件，因而離散族群的分類、條件

與邊界依然是學界廣泛討論的課題。參見 Virinder S. Kakra、Raminder Kaur、John Hutnyk
等著、陳以新譯《離散與混雜》（台北：國立編譯館、韋伯文化，2008 年），頁 15-21。
而過去離散課題的研究多以種族、國族為出發點，近來有些學者開始關注離散與性別、

性傾向間的關係，如前述《離散與混雜》第三章〈離散的性別界線〉和 Martin F. Manalansan 
IV, “Queer Interesections: Sexuality and Gender in Migration Stud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0.1（2006）pp.224-249。目前國內較少學者涉及此課題，紀大偉於〈帶

餓思潑辣：《荒人手記》的酷兒閱讀〉第 279 期（1995 年 8 月），頁 153-160 中曾以離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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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焦點則多集中在〈謫仙記〉、〈芝加哥之死〉等留學生小說中失根的狀態3，

卻鮮少關注為數不少的同志人物。倘若對位居主流地位的異性戀者而言，面對

離鄉背井、空間地域、社會文化改變後的各種衝擊與認同課題都已是嚴峻的考

驗，那麼位處邊緣的同志又該如何面對其「異國」離散的處境？白先勇小說如

何呈現同志族群從身心、情慾到家國、社會文化的多重離散處境，與〈謫仙記〉

等小說的失根狀態有何不同？這些情慾越界的族群，又是如何跨越國族、種族、

文化的多重邊界，如何展演此一跨地域、跨文化交會的圖景？又以何種方式看

待台灣、中國、想像異國？標示著哪些認同的差異與轉向？ 

本文企圖分析性／別、性傾向在離散經驗、身分認同與回憶、敘事等連

結關係中扮演什麼角色？是否影響其生命經驗與小說的敘事型態？情慾傾

向是否可能有別於其他社會面向，形塑個人的離散認同4？過去對於離散的討

論多從族裔觀點出發，本文將加入性別與情慾觀點，是否可看到不同以往的

面向？  

                                                                                                                     
一詞對同志在現實與隱喻層面的意涵。此外，社會學者趙彥寧的兩篇論文曾觸及此議題

的思考〈老 T 搬家：全球化狀態下的酷兒文化公民身分初探〉，《台灣社會研究》第 57 期，

（2005 年 3 月），頁 41-85；〈往生送死、親屬倫理與同志友誼：老 T 搬家續探〉，《文化

研究》第 6 期（2008 春季號），153-194 頁。劉亮雅，〈在全球化與地化的交錯之中：白

先勇、李昂、朱天文和紀大偉小說中的男同性戀呈現〉是眾多文學研究中對此面向著墨

較多者，該文以各文本當中的性政治與種族、族群政治的交疊，闡明男同志小說中全球

化與在地化交錯的狀態，收於《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臺灣小說專論》（台北：麥田，

2006 年）。本文將在這些研究基礎之上，思考情慾與離散族群認同間的關係。 
3 如侯作珍，〈臺灣海外小說的離散書寫與身分認同的追尋──以六○到八○年代為探討中

心〉，《文學新鑰》第 6 期（2007 年 12 月），頁 27-41；林家綺，《華文文學中的離散主

題：六、七○年代「台灣留學生文學」研究──以白先勇、張系國、李永平為例》，清

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8 年；林鎮山，〈飄「萍」與「斷蓬」──白先勇和保真

的「離散」書寫〉，收於氏著《離散‧家國‧敘述：當代臺灣小說論述》（台北：前衛，

2006 年）。另外，諸多討論雖非以「離散」命名，但論及海外華人仍集中於這幾篇小說，

如簡政珍，〈白先勇的敘述者與放逐者〉，《中外文學》第 302 期（1997 年 7 月）、劉叔慧，

〈荒涼美感的重現──試比較張愛玲與白先勇的小說世界〉《台灣文學觀察雜誌》第 7 期

（1993 年 6 月）、蔡雅薰，《從留學生到移民：臺灣旅美作家之小說析論（1960～1999）》
（臺北：萬卷樓，2001 年）、朱芳玲，《論六、七○年代台灣留學生文學的原型》，中正

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5 年、林幸謙，〈流亡的悲愴──白先勇小說中的放逐主題〉，《國

文天地》第 9 卷第 5 期（1993 年 10 月）等。 
4 此問題思考來自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試論中國流亡、女性主體、與記憶間的建

構關係〉所給予的啟發，收於氏著《戴著草帽到處旅行》（台北：巨流，2001 年），頁 203。
此文將 diaspora 翻譯為「流亡」，對中國來台的離散女性族群（即外省第一代）有非常仔

細的田野調查與分析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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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過去的同志論述著重於青春，而忽略老年。雖然白先勇同志小

說的青春崇拜傾向明顯，但青春崇拜難道不是透過老年同志的眼光、讚嘆、遺

憾來再現的嗎？因而青春鳥必然與老年同志相輔相成，相互補充彼此的觀點，

而不同時代、世代的青春鳥和中老年同志有何差異？ 

同志族群因長期被國家機器所摒棄，而從被拒於外，乃至自絕於外，此一

處境上的困境是否可能成為超越的契機？小說中的再現又是如何翻轉、越界？

本文認為白先勇的同志小說提供了一個與其他非同志小說相互補充的切入點與

觀照面向，更提供了一個情慾身分與國族認同連結的思考面向，產生多重文化

認同與家國想像的可能。本文以白先勇前二十年創作中涉及「異國」離散的三

篇同志小說為分析對象，分別是：一九六九年首度發表的〈滿天裡亮晶晶的星

星〉、一九七○年的〈孤戀花〉和一九八一年完成的《孽子》5，探討情慾認同

與家國想像（故鄉／異鄉、母國／異國）之間如何協商，指出其家國認同轉變

的重要關鍵，並反思當前研究的矛盾與弔詭。以下分為三節討論之： 

一、〈孤戀花〉：由「異域」到「家園」的認同轉變 

二、〈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新台北人」的空間認同與世代轉移 

三、《孽子》：中老年同志和青春鳥的飄旅與東西方想像 

一、〈孤戀花〉：由「異域」到「家園」的認同轉變 

《台北人》於一九七一年結集出版後引起廣泛的討論，縱使褒貶互見，依

舊無損於其作為白先勇代表作及其文學經典的地位。然而弔詭的是：不論是鄉

土派的質疑或新批評派（乃至今日批評界）對其寫作藝術的肯定，論者莫不以

為「台北人」就是「立足台灣，胸懷大陸」，一群「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外省

族群，這樣的論調延續至今，似乎已成定論，但情況果真是如此嗎？另一個弔

詭的狀況是：儘管各方評論對《台北人》各篇討論熱烈，但對其中兩篇涉及同

性情慾的小說〈孤戀花〉與〈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卻幾乎是有志一同的沉

                                                 
5 〈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孤戀花〉分別刊於《現代文學》第 38 期和第 40 期，《孽子》

則於《現代文學》復刊號上連載上半部；後在新加坡《南洋商報》上連載整部小說至 1981
年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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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6，這種巧合不禁讓人懷疑：緘默背後是否代表了異性戀主流思維的僵化與

默言暴力？更為重要的是：輕忽同志小說的態度也將低估了這兩篇小說在《台

北人》中的重要地位，甚至錯估《台北人》的認同課題。 

當神州大陸上的家鄉竟在國共分裂、兩岸分隔後成了「異國」7，當其他台

北人都緬懷著過去而難以處理當前的困境，只能一再流連於過往的場景與回憶

裡，這兩篇同志小說是如何透過小說情節、敘事觀點、腔調來鋪陳其認同的轉

變？其轉變的關鍵因素為何？以下我將分析這兩篇同經戰亂流離與遷徙卻不甚

受注意的「台北人」，論證其家國認同如何不同於其他「台北人」，希望能翻轉

《台北人》既定成見、豐富《台北人》的多元樣貌。 

                                                 
6 1971 年《台北人》系列全數完成、重新結集出版，其中不少短篇固已受到夏志清、葉維

簾等評論肯定，參見夏志清，〈白先勇論（上）〉，《現代文學》第 39 期（1969 年 12 月），

後更名為〈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說──〈寂寞的十七歲〉代序〉，收於白先勇《寂寞的十

七歲》（台北：遠景，1976 年）、葉維廉，〈激流怎能為倒影造像─論白先勇的小說〉，《仙

人掌》（1968 年 11 月），收入氏著《從現象到表現──葉維廉早期文集》（台北：東大，

1994 年）。但另一方面《台北人》卻也因台灣當時的政治環境、鄉土意識、族群、世代

等問題而成為文壇論爭的焦點，相關討論延續到鄉土文學論戰，乃至本土派文學史論述

中。尉天驄在〈自囿〉，《大學雜誌》第 47 期（1971 年 11 月）一文裡首先發難，認為從

大陸來台的「台北人」們徒有今不如昔的感傷，無法在身處的環境中有所領悟成長，勢

必成為侷限，期待白先勇告別上個時代的感傷，書寫新時代的巨著。此後何田田，〈論《台

北人》的人物和主題〉，《文藝月刊》第 76 期（1975 年 10 月）、連坤，〈一群衰朽病態的

《台北人》〉，《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 12 期（1974 年）等批評大抵延續此一批判「沒落

貴族」緬懷過往、逃避現實的傾向。但不論是肯定或批判，兩造評論者對其中觸及同性

情慾的兩篇小說〈孤戀花〉、〈滿天裏亮晶晶的星星〉卻倒是很有志一同的略而不談。少

數例外者，只有何田田在上述文章中因這兩篇小說主角無政治背景、且富台灣社會真實

感而給予肯定。另一位則是歐陽子所寫的兩篇文章〈《孤戀花》的幽深曖昧含意與作者的

表現技巧〉，《書評書目》第 30 期（1975 年 10 月）、〈《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之語言、

語調與其他〉，收於氏著《王謝堂前的燕子》（台北：爾雅，1976 年），歐陽子雖肯定〈孤

戀花〉的主角為女同志，然而其意義卻被「孽」論與宿命論所覆蓋，把小說解釋為「整

個人類普遍現象的投影。在當年的社會氛圍與認知中，均難以突出同志書寫的特質與意

義，這現象延續到八○年代《孽子》出版後。直到近期才出現針對這兩篇同志小說所做

的研究，如：拙作〈從「台北人」到「雙城記」：《孤戀花》的城市再現、性別政治與家

園認同〉比較曹瑞原導演的《孤戀花》電視劇與白先勇原著的異同，收於林文昌編，《2006
第五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論文集》（台北：輔仁大學，2007 年），頁 133-151 及《孤

臣‧孽子‧台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論》（台北：爾雅，2003 年），頁 107-109。而蒲彥

光，〈白先勇《臺北人‧孤戀花》主題試析〉，《中國文學研究》（2005 年 6 月），該文論

證作者之敘事觀點涉及男同志以「模擬母親」愛憐之心理機制，並在「尋母（替代）」情

節中以「弒父」做結。對於相關研究分析，請參見拙作〈流離與生根：白先勇研究在台

灣（1960-2008）〉，收於《白先勇研究精選：白先勇外集Ⅲ》（台北：天下文化，2008 年）

與《孤臣‧孽子‧台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論》（台北：爾雅，2003 年），頁 25-41。 
7 說台灣和中國是兩個國家，或許至今仍有爭議，但卻也是不爭的政治現實。本文嘗試以

此視角切入，冀能開展新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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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戀花〉乃以上海來台的酒店大班「總司令」雲芳為主述者，記述她對

旗下舞女的兩段情，一為上海時期的五寶，但五寶最終不堪嫖客華三虐待而自

殺。雲芳遷徙台灣在「五月花」酒家結識酷似五寶的娟娟，曾經未了的情愫便

在這名身世坎坷的台灣女子身上還魂，進而「成家」。我認為這是「台北人」在

台北落地生根的開始。雲芳成家的願望從小說的第一句話裡便揭示出來： 

從前每天我和娟娟在五月花下了班，總是兩個人一塊兒回家的。8……「金

華街這間小公寓是我花了一生的積蓄買下來的。（頁 143） 

不同於《台北人》的其他住所，或為公館（如：竇公館〈遊園驚夢〉、尹公

館〈永遠的尹雪豔〉、華公館〈秋思〉）或為〈思舊賦〉的李宅，抑或者是〈冬

夜〉裡宿舍、〈一把青〉的眷區，前者不論客廳、花園均極力再造大陸時期的空

間場景與生活型態，而後者即使無法重現往日風華，但小說主要人物往往被今

不如昔的記憶、慨嘆所糾結，而難以在這遷移之地得到重生。但〈孤戀花〉的

金華街小公寓卻極為深刻地展現在地生活的現實與另闢家園的新生、願景，更

重要的是這是所有「台北人」中唯一稱為「家」的所在： 

從前我和五寶兩人許下一個心願︰日後攢夠了錢，我們買一棟房子住在

一塊兒，成一個家，我們還說去贖一個小清倌人回來養。……「娟娟，

這便是我們的家了。」我和娟娟搬進我們金華街那棟小公寓時，我摟住

她的肩膀對她說道。五寶死得早，我們那樁心願一直沒能實現，漂泊了

半輩子，碰到娟娟，我才又起了成家的念頭。（頁 151-152） 

當合夥人打起翠鐲（五寶僅存遺物）的歪腦筋時，雲芳以強悍的姿態抓起

剪刀嚇阻，不惜以生命捍衛。直到遇到娟娟興起成家的念頭，她把所有積蓄帳

款都提出，「算了又算，數了又數，終於把手腕上那對翡翠鐲子也卸了下來」，

拼湊著買下了金華街的小公寓，完成她失落多年的心願。當雲芳典當珍藏多年

                                                 
8〈孤戀花〉、〈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引文均出於白先勇《台北人》（台北：爾雅）。引文中

的底線，均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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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寶遺物而買屋時9，代表她愛上娟娟而有落地生根的想望，此舉標誌了「台

北人」的重要轉折。 

在其他《台北人》小說中，對這些大陸來台的移民而言，「台北」往往缺乏

獨立的生命與情感，在充滿對大陸原鄉的懷舊情緒裡，台北只是戰亂之中不得

不的移居之所，一個身體暫留之地，卻非情感寄託之所。在缺乏情感的支持下，

台北成了次級的寄居地。但在〈孤戀花〉中，台北卻成了主角「成家」的所在；

換句話說，情慾對象的轉移，萌發了新生與落地生根的可能，此時，過往回憶

即或出現，卻非陰魂不散、使主人翁無法開展新生活的記憶幽靈，同性愛戀在

《台北人》中成為扭轉外省族群對台灣土地認同的重要樞紐。是故常被國族論

述邊緣化的「小情小愛」、實有「大鳴大放」的可能；換言之，正因為兒女／女

女／男男私情的個人性，反可能形塑更切身的國族與地方認同10。 

〈孤戀花〉書寫了一個外省女子與本省女子「成家」的故事，其省籍融合

的願景在《台北人》中獨樹一格，有如〈將軍族〉的女女版，不僅譜寫本省與

外省女子結合的願景，也鋪寫了雲芳與本省樂師的情誼。即或兩女的「成家」

難敵男性嫖客的暴力而以悲劇收場，卻也已另闢生機；相對於〈將軍族〉的男

女沒有出路、同歸於盡，〈孤戀花〉雖然悲愴，白先勇倒也留下一個「活口」，

也給過「成家」的希望──一個重啟新生、落地生根的可能。 

此外，相較於《台北人》其他充滿古典文學氣息的篇名，如〈思舊賦〉、〈遊

園驚夢〉、〈梁父吟〉等，〈孤戀花〉的篇名無疑是非常在地化的。〈孤戀花〉為

周添旺作詞、楊三郎作曲台語歌曲，「五月花」酒家也不同於尹雪豔、金大班的

百樂門或夜巴黎，而是充滿日式風情，再現了台灣作為後殖民文化的混雜性。 

                                                 
9 小說中再三提及這個鐲子對於雲芳的重要性，即使逃難中什麼都沒了，生活再艱困，雲

芳都一直保留這對翠鐲。小說如此寫道：「一場難逃下來，什麼都光了，只剩下一對翡翠

鐲子，卻還一直戴在手上。那對翠鐲，是五寶的遺物，經過多少風險，我都沒肯脫下來。」

（143）「當經理，只有拿乾薪，那些小查某的皮肉錢，我又不忍多刮，手頭比從前緊多

了，最後我把外面放賬的錢，一並提了回來，算了又算，數了又數，終於把手腕上那對

翡翠鐲子也卸了下來，才拼湊著買下了金華街這棟小公寓。我買這棟公寓，完全是為了

娟娟。」（144-145） 
10 本觀點延續我過去的研究而來，更仔細的討論請參見拙作〈從「台北人」到「雙城記」

──《孤戀花》的城市再現、性別政治與家園想像〉，同註 4，頁 133-154；《孤臣‧孽子‧

台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論》，同註 6，頁 107-108、288-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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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台北人》被視為外省族群的故事由來已久，然而或

許是小說中對於戰亂流離與遷徙的過程描寫不多，再則便是「沒落貴族」的刻

板印象，掩蓋了他們也是離散族群一員的事實，甚至誤以為他們是統治階層或

與統治階層沆瀣一氣的「同路人」。如此一來非但忽略了小說中眾多的底層描

寫，更重要的是這樣將落入把外省族群本質化的危險11。事實上「台北人」並

非都是高枕無憂、心懷舊夢的養尊處優之人，〈孤戀花〉中的片段或可窺見一個

「外人」如何在「本地」求生存的過程： 

酒家的生意並不好做，五月花的頭家看中了我資格老，善應付，又會點

子京戲，才專派我去侍候那些從大陸來的老爺們，唱幾段戲給他們聽。

有時候碰見從前上海的老客人，他們還只管叫我雲芳老六。有一次撞見

盧根榮盧九，他一看見我便直跺腳，好像惋惜什麼似的︰「阿六，你怎

麼又落到這種地方來了？」 

我對他笑著答道︰「九爺，那也是各人的命吧？」 

其實憑我一個外省人，在五月花和那起小查某混在一塊兒，這些年能夠

攢下一筆錢，就算我本事大得很了。後來我泥著我們頭家，終究撈到一

個經理職位，看管那些女孩兒。 

五月花的女經理只有我和胡阿花兩個人，其餘都是些流氓頭。我倒並不

在乎，我是在男人堆子裡混出來的，我和他們拼慣了。客人們都稱我做

「總司令」，他們說海陸空的大將──像麗君、心梅──我手下都占齊

了。（頁 144-145） 

這是《台北人》中唯一自稱是「外省人」的片段，即或其離散族群跨文化的背

景，也可能成為在新移居地生存的資源，如雲芳在酒店裡，便是因為老闆看中

她大陸的資歷與文化背景而受重用，但依然足以窺見其跨越省籍界線，打入職

場與市場的不易： 

                                                 
11 關於外省離散族群的研究與批判，可參見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試論中國流亡、

女性主體、與記憶間的建構關係〉精彩的詳細分析與論述，同註 3，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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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五月花去，並不是出於我的心願。初來台灣，我原搭著俞大傀頭他們

幾個黑道中的人，一併跑單幫。哪曉得在基隆碼頭接連了幾次事故，俞

大傀頭自己一點老本搞乾不算，連我的首飾也統統賠了進去。俞大塊頭

最後還要來剝我手上那對翠鐲，我抓起一把長剪刀便指著他喝道︰你敢

碰一碰我手上這對東西﹗他朝我臉上吐了一泡口水，下狠勁啐道︰婊

子﹗婊子﹗做了一輩子的生意浪，我就是聽不得這兩個字，男人嘴裡罵

出來的，愈更齷齪。（頁 144） 

身為一個外省底層的移民女性，雲芳即使度過了逃難的艱難，但落腳台灣卻是

另一段拼搏的開始，這些在地生活處處充滿競爭的危險。而其女性身分的位置，

也可能在競爭過程中，經歷上述殺紅了眼的拼搏和危機，更遑論其酒家女、妓

女身分所處的風險，這都是過往的離散研究或《台北人》研究中所忽略的，值

得進一步深思。 

二、 〈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新台北人」的空間認同 
與世代轉移 

相較於〈孤戀花〉讓不同族裔的女女成了家，而〈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

的男同族群則是自成「教派」──「祭春教」，這篇小說以新公園為主要場景，

描繪同志族群的生活片段，雖不乏與《孽子》相似之處，但若只把這篇小說

視為《孽子》的前身未免輕忽其在《台北人》乃至於白先勇整體創作中獨特

的意義。 

首先，這篇小說的主要場景從「台北人」的各家公館、私家花園12轉移到

戶外的公共領域，而且並非各條徒具名號卻缺乏實質描繪的「仁愛路」、「長春

路」等路名，而是具有台北歷史、地標性質的新公園。選擇這樣一個從日據時

                                                 
12 如〈尹雪豔〉的仁愛路新公館、〈一把青〉長春路的仁愛東村、〈歲除〉長春路底的信義

東村、〈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的仁愛路大花園洋房、〈思舊賦〉南京東路的李公館、

院子、〈梁父吟〉的天母翁寓、院子、〈花橋榮記〉長春路底的小吃店、〈秋思〉的華公館、

花園、〈遊園驚夢〉位於天母的竇公館、花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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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打造的地景13，無疑是白先勇已經想把眼光從各公館裡裡外外的「舊王朝」

──不論是再現從前大陸的居家空間，或者是以中國倫理或地理命名的「仁愛」

路、「長春」路──移向台北這個「新世界」： 

每次總是這樣的，每次總要等到滿天裡那些亮晶晶的星星，一顆一顆，漸

漸黯淡下去的時分，他才靠在新公園荷花池邊的石欄杆上，開始對我們訴

說起他的那些故事來。或許是個七八月的大熱天，遊冶的人，在公園裡，

久久留連不去，於是我們都在水池邊的台階上，繞著池子，一個踏著一個

的影子，忙著在打轉轉。濃熱的黑暗中，這裡浮動著一綹白髮，那裡晃動

著一顆殘禿的頭顱，一具佝僂的身影，急切的，探索的，穿過來，穿過去，

一直到最後一雙充滿了慾望的眼睛，消逝在幽冥的樹叢中，我們才開始我

們的聚會。那時，我們的腿子，已經痠疲得抬不起來了。（頁 195） 

那是個不尋常的夏夜，有兩個多月，台北沒有下過一滴雨。風是熱的，

公園裡的石階也是熱的，那些肥沃的熱帶樹木，鬱鬱蒸蒸，都是發著暖

煙。池子裡的荷花，一股濃香，甜得發了膩。（頁 202） 

這是《台北人》中唯一有較多戶外描寫的公共空間，而且其戶外場景、植物是

跟台灣特殊的島嶼景觀與氣候相結合，既非〈秋思〉中與移植自棲霞山名種白

菊相同的「一捧雪」，也非〈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做為主角死亡、「杜鵑泣

血」的象徵，而是一整排椰子樹、還有「那些肥沃的熱帶樹木，鬱鬱蒸蒸，都

是發著暖煙。池子裡的荷花，一股濃香，甜得發了膩」，這樣極力鋪排南島物種

與台北盆地兩個多月「沒有下過一滴雨」的蒸騰、燥熱，是《台北人》中最「道

地」的景觀描寫。在此固然是用以襯托同志族群壓抑卻炙熱的欲望，另一方面

卻也是不折不扣的在地書寫表徵。雖帶有一股窒悶難解的氣息，但對照於《台

北人》另一篇可算是以公共空間為背景的小說〈國葬〉當中的台北市立殯儀館，

其場景多半在公祭的靈堂，更遑論小說中充滿弔亡送葬、時不我與之感。兩相

                                                 
13 關於新公園與男同志空間的論述分析，請參見王志弘，〈台北新公園的情慾地理學：空間

再現與男同性戀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2 期（1996 年 4 月）、賴正哲，《在公

司上班：新公園男同志的情慾空間》（台北：女書文化，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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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可知：這個「每次總要等到滿天裡那些亮晶晶的星星，一顆一顆，漸漸黯

淡下去的時分」才在「濃熱的黑暗」中開始的族群聚會與新公園場景，在《台

北人》中是如何地熱鬧、生氣勃勃了。他們不論在室內還是戶外，幾乎都是「台

北人」中最具活力的一群： 

原始人阿雄說：他們山地人在第一場春雨來臨的時節，少男都赤裸了身子，

跑到雨裡去跳祭春舞，每次總由一個白髮白鬚的老者掌壇主祭。那次我們

在萬華黑美郎家裡開舞會，原始人阿雄喝醉了，脫得赤精，跳起他們山地

人的祭春舞來。原始人是個又黑又野的大孩子，渾身的小肌肉塊子，他奔

放的飛躍著，那一雙山地人的大眼睛，在他臉上滾動得像兩團黑火──我

們的導演教授莫老頭說，阿雄天生來就是個武俠明星──我們都看得著了

迷，大家吆喝著，撕去了上衣，赤裸了身子，跟著原始人跳起山地的祭春

舞來。跳著跳著，黑美郎突然爬到了桌子上，扭動著他那蛇一般細滑的腰

身，發了狂一樣，尖起他小公雞似的嗓子喊著宣佈道： 

「我們是祭春教！」（頁 196） 

這並非白先勇小說中頭一次觸及新公園的描寫，在〈寂寞的十七歲〉中，

白先勇便寫過一個逃家逃學的寂寞少年楊雲峰，當他無處可去時經常在新公園

與植物園閒蕩，並曾被陌生男子搭訕親吻，這是白先勇首度觸及新公園男同志

的情慾活動與地景。然而在此，主角楊雲峰對新公園所懷抱的印象是：「新公園

這個地方到了晚上常生稀奇古怪的事情」，「卻又不想離開新公園」（頁 204），

他對新公園所懷抱的幽深恐懼和〈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中炙熱的夜生活是兩

種截然不同的情調。 

若說新公園當中的人物及其所發生的「稀奇古怪的事情」，對楊雲峰來說仍

是外於他的「他者」，那麼〈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無疑是一種「我族」的寫照。

這群新公園的同志族群以「祭春教」自我命名，而命名緣起乃因原始人阿雄講

述山地習俗，眾人隨之起舞而來，這種命名的方式象徵了「台北人」對原住民

與台灣認同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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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群在地的祭春教徒旁觀了遷徙來台的上一代14「教主」朱燄曾經的輝

煌與絢爛過後的孤寂： 

黑美郎說，默片時代，教主紅遍了半邊天，他看過教主在《三笑》裡飾

唐伯虎的劇照。 

「你們再也不會相信──」 

黑美郎做作地咧開嘴巴，眼睛一翻一翻，好像喘不過氣來了似的。（頁

197） 

曾經他是紅透半邊天的明星，而今老態龍鍾的樣子，讓這些徒子徒孫「再也不

會相信──」，「教主只紅過一陣子，有聲片子一來，他便沒落了，因為他是南

方人，不會說國語」，受人取笑成了「照片小生朱燄」。進入「有聲」片的年代，

朱燄反而「失聲」了，這是何其諷刺的一件事，有如被「活埋」了一樣： 

那天晚上，在公園水池的石欄杆邊，我們趕著教主叫他朱燄時，他突然

回過身來，豎起一根指頭，朝著我們猛搖了幾下： 

「朱燄？朱燄嗎？——他早就死了！」 

我們都笑了起來，以為他喝醉了。（頁 197） 

「你們笑什麼？」他看見我們笑做一團，對我們喝問道：「你們以為你們

自己就能活得很長嗎？」……「可是朱燄死得早，民國十九、二十、二十

一──三年，朱燄只活了三年──」他掐著指頭冷笑了起來，「『唐伯虎』？

他們個個趕著叫他，可是《洛陽橋》一拍完，他們卻說：『朱燄死了！』

他們要申報宣佈朱燄的死亡：『藝術生命死亡的演員。』他們把他推到井

裡去，還要往下砸石頭呢。活埋他！連他最後喘一口氣的機會也不給──」 

他說著突然雙手叉住了自己的脖子；眼睛凸了出來，喉頭發著呃呃的嗚

                                                 
14 在輩份與年齡上兩者或許有兩代差距，小說敘事者稱朱燄是「爺爺輩」：「除了他，你想

想，還有誰夠資格來當我們祭春教的教主呢？當然，當然，他是我們的爺爺輩，可是公

園裡那批夜遊神中，比他資格老的，大有人在。然而他們猥瑣，總缺少像教主那麼一點

服眾的氣派。」（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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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一臉紫漲，神情十分恐怖，好像真的快給人家扼斷了氣一般。我們

都笑了，以為他在做戲……。（頁 198） 

而這些徒子徒孫們竟在得知其往事後，竟也直呼「朱燄」的名諱逗弄他；當教

主談論輝煌的過往與失意的慘痛時，他們也是一逕的笑。在短短的數段裡，「我

們」這群第二代「教徒」就笑了上一代的「教主」好幾回，朱燄雖被稱為「教

主」，卻幾乎喪失了屬於上一輩「台北人」所擁有的過往輝煌之優勢。甚至連朱

燄自己都不願承認，把過去那個紅極一時的自己稱為「他」，這與其他的「老台

北人」相當不同，他幾乎是把現在的自己和過去的「朱燄」做切割，透露出的

不是對過往的眷戀，而是更多自我矛盾下的否定。 

這樣的否定不只是對演藝事業不再的幻滅，更是因情慾創傷而起的斷裂。

在上海時期他曾導演新片《洛陽橋》力捧俊美的姜青接棒，試圖東山再起。姜

青原是他心目中的「白馬公子」，甚至大家也這麼叫著： 

我咬緊了牙關對我的白馬公子說：『孩子，你一定要替我爭這口氣。』姜

青是個好孩子，我實在不能怨他。《洛陽橋》在上海大光明開演的那天，

靜安寺路上的交通都給擠斷了。當他騎著白馬，穿著水綠的絲綢袍子在

銀幕上一亮相的那一刻，我在戲院裡聽得到自己的聲音在心中喊了起

來：『朱燄復活了！朱燄復活了！』為了重拍《洛陽橋》，我傾家蕩產，

導演他的時候，有一次，我把他的臉上打出了五條血印子來。可是有誰

知道我心中多麼疼惜他？『朱燄的白馬公子』，人家都叫他。（頁 199-200） 

然而這一切在姜青車禍後，成了泡影，不只電影事業泡沫化，更重要的是其情慾

投注對象頓時成了逝去的幻影：「他坐在我送給他的那部跑車裡燒成了一塊黑

炭。他們要我去收屍，我拒絕，我拒絕去認領。那堆焦肉不是我的白馬公子──」

教主的喉頭好像鯁住了一塊骨頭一般，咿哩喔嚕的漸漸語言不清起來：「燒死了

──我們都燒死了──」（頁 200）。在他心底，「朱燄」也就跟著這場車禍一塊

死去，現在的朱燄只是行屍走肉……這無疑是《台北人》中最明確的宣示，這

些流離來台的外省族群他們之所以無法展開新生，其實是因為他們某一部份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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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大陸時期死亡，而這些「死亡」幾乎都與情慾對象的消逝息息相關，〈遊園

驚夢〉的錢夫人、〈一把青〉的朱青皆然。 

但是在其他小說裡，不論是主角的深自哀輓，或是旁人的痛惜，幾乎都是

一貫惆悵的語調。然而在這篇小說中，當教主追溯這些錐心之痛的往事時，教

徒們或者嘻笑不當回事，或者不耐煩地「張開手臂，伸了一個懶腰，哦哦地打

了幾個阿欠」（頁 201）。即使在教主犯了「風化案」15銷聲匿跡了一陣子後，拖

著受警察拷打的腳傷，蹣跚地重回新公園時，眾人雖驚訝得沉靜下來，卻沒人

接近教主，反倒周圍掀起了「一陣竊竊私語及嗤笑」。最後教主只得摟著一個無

人理睬的瘸子「兩個人的身影，一大一小，頗帶殘缺地，蹭蹬到那叢幽暗的綠

珊瑚裡去」。（頁 204） 

白先勇關心老年同志並非始於這篇小說，早在〈青春〉、〈月夢〉裡便塑造

了兩個老年同志，可說是持續關心中老年同志的情慾課題，在男同志「老少配」

的情慾模式中，中老年同志往往得不到回饋，遂成無可言喻的暗戀而產生類似

朱燄這樣「愛之深，責之切」、「打在『兒』身、痛在『爹』心」16的狀態。類

似的身影不斷出現在白先勇的小說中，如《孽子》裡的體育老師、〈Danny Boy〉

的英文老師雲哥，顯示中老年同志不僅受外部歧視，其情感在社群裡也相對

弱勢17。 

但不同於《台北人》其他篇章，〈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不僅顯示了世代間

存在的差異，更重要的是其老一輩的聲音被「青春鳥」所竄奪，而這樣的情況

卻是《台北人》中絕無僅有的。雖然在〈國葬〉、〈冬夜〉裡，也出現了世代差

                                                 
15〈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據說他是犯了風化案──那是一個三水街的小么兒傳出來的。

那個小么兒說，那天晚上，他從公園出來，走過西門町，在中華商場的走廊上，恰好撞

見教主，他在追纏著一個男學生。那個小么兒咂著嘴說：那個男學生長得真個標緻！教

主的樣子醉得很厲害，連步子都不穩了。他搖搖晃晃地趕著那個男學生，問他要不要當

電影明星。那個男學生起先一面逃，一面回頭笑，後來在轉角的地方，教主突然追上前

去，張開手臂便將那個男學生摟到了懷裡去，嘴裡又是「洛陽橋」，又是「白馬公子」地

咕噥著。那個男學生驚叫了起來，路上登時圍攏了一大堆人，後來把警察也引去了」（頁

201）。 
16 男同志次文化中的中老年同志和青少年同志間，往往有乾爹、乾兒子的情慾模式與稱呼。 
17 關於「老少配」中老同志與青少年同志雙方的經濟與情感的角力，及老同志的情感狀態，

可參見拙作的分析《孤臣‧孽子‧台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論》，同註 6，頁 107-109、
19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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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的描寫，而且明顯的是上一代無法管控下一代，但其通篇的敘事主體、腔調、

觀點所透露的意識型態，還是傾向於維護與同情上一代的價值體系、感嘆時不

我與。而〈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不僅主述者變成了第二代的「新台北人」，而

且這個敘事聲音相當不同於《台北人》各篇旁觀的敘事者所擁有的悲憫情調。

其複數型態人稱「我們」，召喚意味濃厚，但弔詭的是「教主」看似在「我們」

之內，然而其發言權力與人際網絡卻又是在「我們」之外，因而其主要召喚的

並不是上一代，而是下一代的「新台北人」，以一整個新世代與上一輩的聲音相

抗衡，甚至掩蓋過了「爺爺輩的教主」。在地的新生代聲音、勢力，顯然優於這

個上海來台的過氣明星，他雖貴為「教主」，卻只是空有其名。這在《台北人》

中是絕無僅有的狀況，代表了《台北人》已孕育了「新台北人」的誕生與契機。 

更有趣的是，其召喚的人不只是「我們」，還有「你」： 

除了他，你想想，還有誰夠資格來當我們祭春教的教主呢？當然，當然，

他是我們的爺爺輩，可是公園裡那批夜遊神中，比他資格老的，大有人

在。然而他們猥瑣，總缺少像教主那麼一點服眾的氣派。 

池子裡的荷花，一股濃香，甜得發了膩。黑沉沉的天空裡，那個月亮──

你見過嗎？你見過那樣淫邪的月亮嗎？（頁 202） 

這並非白先勇頭一次使用肉色的月亮象徵肉慾，但卻是他第一次在敘事過程中

使用隱藏的對話體：「你見過嗎？」、「你想想」等等，但「你」究竟是誰呢？其

召喚的複數形式「我們」邊界不明，而「你」也是曖昧不明的對象，這種曖昧

性乃企圖打破「我們」與「你」的界線，其未定性與駁雜性反而打開雙方越界

的可能，若此則白先勇透過這篇小說要喚出的不僅是在地的同志社群，更試圖

召喚非同志族群，甚至是不分族群地跟所有讀者、「台北人」對話，引發其注意

這群新公園的「夜遊神」──屬於台北的文化與地景。 

白先勇在「紀念先父母以及他們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的《台北人》裡，

揭開了同志族群「隱蔽的歷史」，那麼不也代表著這「憂患重重」的上一代也包

含了同樣歷經戰亂流離的第一代中老年同志嗎？換言之，這些「不肖妖孽」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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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有歷史、有「父母」的。白先勇為其做史的意味、心情與其他各篇無異，

甚至更為焦慮。因為雖然憂患重重的時代過去了，但無所依歸的孩子們還是一

代又一代的「徬徨街頭」。這群「孩子們」的未來又該怎麼辦？若說逝者已矣，

那麼來者要如何追？因而我們可以看到從《孽子》到《紐約客》白先勇是如何

地心焦、奮力地為其一代又一代的青春鳥與中老年同志做傳，在〈滿天亮晶晶

的星星〉之後，便是其備受矚目的長篇小說《孽子》。 

三、《孽子》：中老年同志和青春鳥的飄旅與東西方想像 

去吧，阿青，你也要開始飛了。這是你們血裡頭帶來的，你們這群在這

個島上生長的野娃娃，你們的血裡頭就帶著這股野勁兒，就好像這個島

上的颱風地震一般。你們是一群失去了窩巢的青春鳥。如同一群越洋過

海的海燕，只有拚命往前飛，最後飛到哪裡，你們自己也不知道──」 

──郭老，《孽子》，頁 85 

《孽子》中郭老的這番話，不只比喻同志族群社會處境、生命狀態，還將

其與台灣特殊的地理特性與氣候狀態相連結，對於《孽子》裡比《台北人》更

豐富的「台灣性」，已有不少研究論及18。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颱風與地震都

有非常強烈的不穩定性，與陸地形成一股反抗、摧毀的力量，鬆動我們原以為

穩定的地形樣貌，也象徵了台灣這南方島嶼的不穩定性。小說以「越洋過海的

海燕」，寓言式的帶出認同的不確定性和無終止性──「只有拚命往前飛，最後

飛到哪裡，你們自己也不知道」，證諸《孽子》裡的漂泊離散狀況的確如此。這

個社群中固然有郭老所攝的「青春鳥集」、公園裡流傳多年的「龍鳳神話」，荷

花池畔的結集、活動和那些無法被逐的身世、無法說出口的隱痛，這些共享的

記憶與相似的經驗讓他們擁有共同體的生命感、歷史感與空間認同。然而不可

                                                 
18 參見朱偉誠，〈（白先勇同志的）女人、怪胎、國族：一個家庭羅曼史的連接〉《中外文學》

第 312 期（1998 年 5 月）及其續篇〈父親中國‧母親（怪胎）台灣？──白先勇同志的

家庭羅曼史與國族想像〉《中外文學》第 350 期（2001 年 7 月）、梅家玲，〈白先勇小說

的少年論述與台北想像──從《台北人》到《孽子》〉，《中外文學》第 350 期（2001 年 7
月），與拙作《孤臣‧孽子‧台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論》，同註 6，頁 288-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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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的是，正如「海燕」的飛翔，在看似分享著共同集體記憶的想像共同體中，

有更多的「想像不同體」19存在。 

過去的討論著重以阿青為主的青春鳥在台灣被放逐的狀態，對於同志族群

的討論也多半以此為代表，然而如此討論方式很有可能把多元的同志族群樣貌

再度本質化的危險。因而本節將呈現這些「想像不同體」的青春鳥、中老年同

志在異國的離散經驗，以與其他角色、作品相互參照，比較其差異和原因。 

（一）中老年同志與青春鳥的台日情結 

中老年同志雖有經濟上的優勢，但在情感上往往位居劣勢、空虛寂寞，然其

情慾流離也寫下另一頁的族群離散史，卻鮮少受到注意。在《孽子》中的中老年

同志多半與〈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的朱燄相似，乃從中國各地流離來台，各自

懷帶著過往的歷史與青春消逝的哀嘆20。而在這些中老年同志裡，除了新公園黑暗

王國裡的長老外，最值得注意或許是來自台北卻輾轉遷徙多地的日僑林茂雄： 

那個日本華僑叫林茂雄，有五十多歲了。本來是台北人，後來打仗，給

日軍征到中國大陸去，在東北長春娶了一個滿洲姑娘，生了一兒一女。

戰後他全家跟一個東北朋友一同到日本合夥經商，苦了好些年，最近才

發跡起來。這次，他們在東京那家成藥廠，派他到台灣來設立經銷部，

他才有機會重返故鄉。（頁 90-91） 

林茂雄可說是《孽子》的老同志中唯一出身台北的「台北人」，卻因戰事而被迫

離開故鄉，輾轉遷徙中國東北、定居日本，娶妻生子在海外落地生根，他一直

想回故鄉看看，然而經過半輩子的漂泊，終於回到故鄉時，老一輩都已不在，

物換星移、人事全非後，他心裡還牽掛著的是一位少年時代的朋友： 

                                                 
19 此處借用陳建忠，〈歷史敘事與想像（不）共同體：論兩岸新歷史小說的敘事策略與批判

話語〉的題目用語，收於邱貴芬、柳書琴主編，《台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東亞現代中文

文學國際學報第三期，台灣號》（台北：文建會），2007 年。 
20 此部分在上節和拙作《孤臣‧孽子‧台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論》中已多所申論，在此

便不贅述。 



190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四期 

「老一輩的都不在嘍，」林茂雄唏噓道，「這次回來，我倒想找一位少年

時代的朋友──」 

林茂雄若有所思的頓了下來，他的雙顴，微微的泛起酒後的酡色，牆上

的扇形壁燈，晶紅的光照在他那一頭花白的頭髮上，塗上了一層暈輝。

他的嘴角漾著一抹悵然的微笑，眼角的皺紋都浮現了起來。 

「他叫吳春暉，我們住在一條巷子裡，兩個人很親近，跟兄弟一樣。那

時我們一同上台北工業學校，學化工。兩人還約好，日後一塊兒到日本

去學醫，回來合開診所。誰知道戰事一來，我卻給徵到大陸東北，一去

便是這麼些年──」…… 

「那個吳春暉呢？」小玉好奇的問道。 

「噯，」林茂雄歎息道，「他可憐，給日軍拉去東南亞打仗去了，下落不

明，也不知道他現在還活著沒有？」 

「他長得是什麼樣子？」小玉問道。 

「我只記得他年輕時候的面貌」林茂雄沉吟了片刻，他打量了小玉一下，

笑道，「說起來，你眼他，眉眼間倒有幾分相似。」 

「是麼？」小玉笑道，「那個容易，林樣，我陪你去找！」 

「傻仔，」林茂雄搔了一搔他那花白的髮鬢，「隔了三十年，我們相見也

不認識了呀！」（頁 103） 

林茂雄與吳春暉兩人的情誼透過其慎重的心情、長年的牽掛，透過敘事者對他回憶

這個故人時「若有所思」、「悵然的微笑」、「酒後的酡色」、白髮上的暈輝等種種形

容，及其和小玉之間的相似性與移情作用，還有兩人曾相約留學、共同創業的盟約，

隱微道出林茂雄、吳春暉「兄弟情誼」的曖昧，向日據時期的同志傳統溯源。然而

卻因戰亂乖離，兩人一到東北，一到東南亞，音訊全無、生死未卜，即使林桑有心

來尋，卻也已「塵滿面，鬢如霜」，兩人都從朱顏到鶴髮，縱使相逢也不相識了。

在此白先勇試圖寫出的不僅是老年同志的流離，也是台灣於殖民時代的滄桑。 

對林茂雄而言，過去的離散經驗雖歷經戰亂遷徙，卻也讓他跨越國族的藩

籬，其多鄉背景、多語能力和跨文化的優勢，成了另一種資源，讓他得以被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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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任、回台設立分公司。甚至這趟「返鄉」之旅也潛藏了積極的意涵，不僅

止於尋訪親友、設立分公司，同時也在家鄉聯繫起同志傳統的意義。 

然而遺憾的是，即使他可以跨越國族、語言的界線，卻依然擺脫不了異性

戀國度裡的藩籬，不論是對昔日情感的懷念，抑或是現下的情慾生活，依然不

是他所能作主的，他依然面對著情慾流離的困境： 

「我去上班，唸書，全是討林樣的歡心呀。他走了，還有什麼心思？昨

晚他跟我講得很坦白，他說以後有機會，他會回來看我，東京，他是不

能帶我去的──」 

小玉猛吸了一口煙，深深的舒了一口氣。 

他那位滿洲太太倒沒有關係，只會念佛，不管事的。就是他那個兒子太

厲害。他兒子知道他的事，有一次，在新宿一家酒吧門口，他兒子撞見

他帶著一個孩子出來，回家後鬧得天翻地覆，弄得他簡直無法做人。他

兒子便乘機要挾，家裡的事，他兒子倒做了一半主。把我帶到東京，他

兒子發覺了，更不得了。（頁 148） 

這段被隱蔽的歷史雖在返鄉時被揭露，然而回到日本，他依然必須得偽裝成異

性戀才能生活。因而即使離散經驗使他足以去疆域化，卻不足以去除性傾向歧

視上無形的疆域。 

即或如此，對小玉而言，日本仍是個能「作夢」的地方，相較於台北、新

公園，日本提供了一個夢想的他方。值得注意的是，小玉的「櫻花夢」看似為

了尋父，暗裡卻和其性身分與性工作脫離不了關係。雖然小玉對於以賣身來換

取生活所需並不像阿青那樣充滿羞愧，自身也頗具「身價」與「行情」，然而他

卻有也另一層恐懼與焦慮，深怕自己「年老色衰」、青春無法長久，因而新公園

的黑暗王國縱可暫時棲身，卻也只是他的「中途之家」，卻非最終歸宿： 

「玉仔，我看你游水到日本去算了。」 

「游得過去我一定游。」小玉歎了一口氣說：「阿青，有一天，我要是真

能離開這個地方到東京去，我就改名換姓，從頭來起。好兄弟，我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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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便在公園裡出道，前後也快四年了。你以為那個地方那麼好混麼？你

看看趙無常，還不到三十哩，好像哪個墳裡爬出來似的。我聽說，有人

給他五十塊，他就跟了去了。我看見他那個鴉片鬼的模樣，心裡就發寒。

你說老古董，也不好伺候呢！我跟老周也有一年多了。今晚他那些話，

很好聽麼？就算我不好，在外面野，他來找我，講幾句好話，我也會跟

他回去了的，到底他對我還不算壞哪！你聽見了？他罵小爺是賣貨哩！

笑話，他又不是百萬富翁，那兩個臭錢，就想買小爺了？」 

小玉猛捶了床一下，卻又落寞的歎道：「不是自己的親骨肉，到底是差些

的。連林樣那樣體貼的人，還不能自己做主呢！」 

許多討論忽略了這個層面，把新公園的「黑暗王國」當成「大觀園」的理想淨土，

然而就連小玉這個全書最具酷兒姿態的青春鳥，依然呈顯出「性身分」所造成的

離散遷徙。雖然才十八歲，在新公園出道四年，小玉卻已經為他的未來感到憂心，

因為殷鑑未遠──趙無常「還不到三十」，就像「墳裡爬出來似的」，令人心裡發

寒，也反映出青春鳥們對「黑暗王國」這個「窩」的歸屬感已不若長老們深切。 

因而小玉其對日本的關注、嚮往也與其同志資源的獲取密切相關，不僅在

尚未跳船前就已熟背東京地圖、街道，嚮往著「番眾町那裡有一家酒吧叫一番

館，裡面的孩子都穿著和服」，甚至連住址都背得一清二楚，直說「有一天，我

一定要到新宿一番館去瞧瞧那些穿和服的日本孩子去──」。當他真正跳船成功

到了日本，也是四處尋找「青春鳥」的園地： 

那晚我去了新宿歌舞伎町的桐壺，那是新宿最有名的一家 gay bar。 

東京據說有上百家的「安樂鄉」，光是新宿歌舞伎町就有十二家。澀谷、

六本木，也有好多好多。東京的青春鳥可厲害著哪，滿街亂飛，他們是

不怕警察的。在酒吧裏又跳舞又親嘴，甚麼都來。新宿也有一個新公圉，

叫御宛，比咱們的新公園可要大十倍哩，那些青春鳥在裏面捉起迷藏來

也比咱們野得多。阿青，比起這些東洋鳥兒來，咱們幾個人算是很規矩

的了。桐壺比咱們安樂鄉大概要大兩三倍，燈光很新潮。週末擠得滿滿

的，還可以跳舞。（頁 39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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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玉對日本的同志文化充滿豔羨之情，不僅是酒吧數量，更重要的是羨慕當地

青春鳥的狂野──又跳舞又親嘴，滿街亂飛、不怕警察。相對於在新公園裡他

們一聽到警察腳步聲就有如驚弓之鳥，小玉無疑是羨慕其自由與狂野。另一方

面日本的現代化也讓他充滿了興奮之情： 

東京叫人興奮、叫人著迷、叫人心驚膽跳！昨天我去逛銀座，看見那麼

多的車子、人、高樓、大廈，我恨不得跳起來大叫。銀座就是咱們的西

門町，可是要比西門町大個一百倍，說到氣派，那就更不能比了！ 

不論小玉是否只看到現代化與同志文化的表象，但整部《孽子》對日本的

想像與描繪，無疑都具有相對性的親切感與明亮的色澤。這絕不只是對現代化

物質面的稱羨而已，而是白先勇刻意觀照台灣歷史的表現，反映了台日情結的

某種面向；否則，面對更摩登的紐約，《孽子》中的描繪為何非但沒有更加明亮，

反而晦暗許多？（詳見後文）因而白先勇在《台北人》著墨於中國與台灣戰後

的關聯性後，《孽子》無疑追索了更多台灣與日本從戰前到戰後的關係，透過小

玉這個日本華僑和台灣本省女子所生的「雜種」，及其所交織的人事物來展現。 

因而不只是日本這花花世界讓他感到興奮，與來自日本的林樣（林茂雄）

相處的時日，也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日子。因而縱使林樣無法帶他回東京，

也依然不減他對日本的嚮往與印象。他雖不知父親在哪，卻也無法否認曾有個

來自日本的父親21；正如台灣也無法抹滅曾被日本殖民的歷史記憶與種種文化

混雜的現象。身為抗日名將之後，白先勇能擺脫上一代的歷史恩怨，正視這段

屬於台灣的歷史記憶，毋寧是相當難得的。《孽子》相當程度寫出台灣戰後歷史

的駁雜與荒謬性，親日與抗日截然不同的歷史記憶在此交錯。 

                                                 
21 筆者於拙作《孤臣‧孽子‧台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論》中曾指出：小玉尋父、傅衛自

殺、龍子懺悔等舉措，反映出孽子「肖／孝父」情結，一種對父親超乎平常的認同，同

註 6，頁 232-238。在此還可進一步思考的是：小玉的父親乃出身台灣而入籍日本，小玉

曾對阿青表示：「我會繼續尋找下去。……東京找完了，……便到橫濱、大阪、名古屋去。

我要找遍日本每一寸土地，……上天可憐我，總有一天，我會把我老爸逮住。……我要

把那個野郎的雞巴狠狠咬一口，問問他為甚麼無端端的生出我這個野種來，害我一生一

世受苦受難。」這段話透露小玉對尋父充滿堅定的信心，也明顯表達對父親愛恨交織的

情感。而日本在此作為「父」的召喚，或許也可視為台灣（人）面對日本的矛盾，雖曾

「受苦受難」，卻也流露一股無可替代的崇敬與迷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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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父親‧紐約魔都‧鄉土台北 

弔詭的是：小玉縱使因來自日本卻父不詳的身世，而飽受思父之苦，但卻

也因此保有尋父與尋夢的可能；而反觀三個「抗日英雄」之子阿青、龍子、傅

尉卻分別遭受中國父親逐出家門、國門，甚至慘遭父親的拒絕與承認而自殺身

亡。這三人遭遇的偶然性，有著不約而同卻驚人的巧合，是否《孽子》曲曲折

折的敘述中殘害青春鳥最多的，不是早已遠離或不詳的父親，卻反倒是在場的

「中國父親」呢？ 

而這之中最值得商榷的恐怕不是那個讓龍子流亡海外十年，至死不肯相

見，讓兒子「永世不得超生」的王尚德22，而是同時受到中老年同志和青春鳥

推崇、視為「大家長」的傅崇山： 

阿衛自殺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晚上我常做惡夢，而且總是夢到同一張

面孔，那是一張極年輕的臉，白得像紙，一雙眼睛睜得老大，嘴巴不停

的開翕，好像驚惶過度，挨命想叫卻發不出聲音來似的。他那雙瞪得老

大的眼睛，一逕望著我，向我乞求甚麼，卻無法傳達，臉上一付痛苦不

堪的神情。那張極年輕的臉，我似乎在甚麼地方見過，可是總也想不起

來，那個年輕人是誰。一連三四夜，夜夜我都夢到那張慘白的臉，臉上

那付驚惶失措的神情。有一晚醒來，一身冷汗，我又在睡夢裏看到那張

臉，那天晚上，一臉的血，我才猛然醒悟，那是好多年前，抗戰的時候，

我在五戰區前方作戰時，在陣前槍斃的一個小兵。那時在徐州，前方正

吃緊，我手下的部隊駐守第一線。一天晚上我到前線巡邏，部下擒來兩

個擅離戰壕的士兵，兩人在野地裏苟合。一個老兵還不露畏色，那個新

兵大概只有十七八歲，早已嚇得全身顫抖，面色慘白，一雙眼睛睜得老

大，嘴巴張開，大概要向我求，卻恐懼得發不出聲音來──就像我夢中

                                                 
22 龍子曾說：「他連他的遺容也不願意我見最後一面呢。我等了十年，就在等他那一道赦令。

他那一句話，就好像一道符咒，一直烙在我的身上，我揹著他那一道放逐令，像一個流

犯，在紐約那些不見天日的摩天大樓下面，到處流竄。十年，我逃了十年，他那道符咒

在我背上，天天在焚燒，只有他，只有他才能解除。可是他一句話也沒留下，就入了土

了。他這是咒我呢，咒我永世不得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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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的那付神情，當然在那種情形之下，我一聲令下，就當場拖出去槍

斃掉了。那件事當時我處置得心安理得，所以也就沒有十分放在心上，

時間一久，竟淡忘了。沒想到，隔了那麼多年，那張驚惶失措的臉，又

突然出現在我的夢裏。那晚我的心臟病大發，絞痛難耐，給送進榮民醫

院，一住就是好幾個月，差點喪了性命。 

出院回家，足足有一年，我都閉門謝客，深居簡出，在家中靜養。阿衛

慘死，我感到了無生趣，整個人登時如同槁木死灰，人世間的一切苦樂，

我都冰然，無動於衷了。（頁 322） 

傅崇山這段追憶與敘述，無非是想呈現老父之痛：孽子的出櫃，導致老父入櫃，

害他由「貴父」變「櫃父」，因而傅崇山口口聲聲地指責這些青春鳥們：「他（按：

指龍子）害得他父親，無法做人。有好一陣子，他父親人也不見。他又怎能怨

他父親絕情啊！」（頁 318）、「你們這些孩子，只顧怨恨你們的父親，可是你們

可也曾想過，你們的父親為你們受的苦，有多麼深麼？王夔龍出事後，我去探

望他父親王尚德，才隔半年，他父親那一頭頭髮好像猛然蓋上了一層雪，全白

了──阿青，你父親呢？你知道你父親也在為你受苦麼？」（頁 324-325）然而在

一段又一段殷切沉重的心聲背後，無意間透露的上代「情事」或許更值得注意。

誠如劉亮雅所言，在這段追憶和敘述間，所帶出一段中日戰爭期間中國軍隊裡的

同性戀描述，提供台灣的外省男同性戀一段中國的歷史溯源與想像空間23，然而

──這卻是一段「出師未捷身先死」的過往。不論小說本身或評論長期以來無

不戮力彰顯傅老爺的喪子之痛與「慈父」形象，卻忘卻傅老爺所代表的不只是

一個父親、或青春鳥的替代父親，更是國家權力的執行者。他不僅曾毫不留情

地槍斃手下的同性戀士兵，多年後也以冷峻的態度拒絕傅衛的告解、間接逼死

了獨生子： 

我萬萬沒有料到，我那一手教養成人，最心愛、最器重的兒子傅衛，一

個青年有為的標準軍官，居然會跟他的下屬做出那般可恥非人的禽獸行

                                                 
23 劉亮雅，〈在全球化與地化的交錯之中：白先勇、李昂、朱天文和紀大偉小說中的男同性

戀呈現〉，同註 1，頁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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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馬上寫了一封長信給他，用了最嚴厲的譴責字語。……阿衛在電

話裡要求回台北見我一面，因為第二天，就要出庭受審了。我冷冷的拒

絕了他，……他還想解釋，我厲聲把他喝住，將電話切斷。……我知道，

我那個性情高傲，好強自負的獨生子傅衛，在我五十八歲生日那天晚上，

用手槍結束了他自己的生命。（頁 320-321） 

而若非喪子之痛，這段被湮滅、不曾被想起的歷史，早已因其「處置得心安理

得」而被「遺忘」。若傅崇山承受了傅衛曝光與自殺的種種痛苦，那麼數十年前

他所處死的同性戀士兵也是人子，其雙親又有多痛呢？而又有多少「青年有為

的標準軍官」因為他說不出口的「可恥非人的禽獸行為」而枉送性命呢？ 

這段對話與夢境，非但不經意地揭露了這段「隱蔽的歷史」，更暴露了軍隊

與國家所展現的可疑可議並且危險的陽剛特質，而這樣的傾向與後果卻是傅崇

山行善多年也難以彌補的創傷記憶。傅崇山受苦難折磨的形象固然引人同情，

然而身為主流體制代言人與權力執行者，他與權力結構共謀、加害者的角色恐

怕亦是難辭其咎，這是個不爭的事實，也無法被輕易遺忘的歷史。因而小說透

過傅尉的自殺，讓他親嚐失去愛子的苦痛，這樣的考驗無疑是殘忍的，但似乎

也警示了固執偏見所可能產生的重大後果，往往是另一場因果輪迴與自食其

果，不論這是時代侷限還是世代差距。故而藉由這場被遺忘的夢境，召喚出殘

酷的歷史，喚醒其沉睡的良知，形成轉變的契機。 

如此看來，相較於傅崇山理直氣壯、大義滅親的姿態，王尚德已可算是網

開一面，為龍子買假護照、讓他偷渡到紐約： 

「你是美國留學生麼？」我問道。 

「我不是去留學，我是去逃亡的──」他的聲音倏地又變得沉重起來，「十

年前，我父親從香港替我買到一張英國護照，把我送到高雄，搭上了一

隻日本郵輪，那隻船叫白鶴丸，我還記得，在船上，吃了一個月的醬瓜。」

他猛吸了兩口煙，沉默了半晌，才嚴肅的說道，「我父親臨走時，對我說：

『你這一去，我在世一天，你不許回來！』所以，我等到我父親，過世

後，才回到台灣，我在美國，一等等了十年──」（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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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背負著父親的詛咒，龍子即使到了紐約這個現代化的首善之都，卻毫無心

思觀覽與漫遊，比起小玉到東京滿眼絢爛的場景，更現代化的紐約在王夔龍眼

中，卻像是一座鬼氣森森的鬼魅之都，連同志大本營的中央公園，也被形容成

是「最黑暗的地方」： 

「紐約，我是在紐約上岸的，」他的聲音，又飄忽起來，讓那扇電風扇

吹得四處迴盪，「紐約全是一些幾十層的摩天大樓，躲在下面，不見天日，

誰也找不著你。我就在些摩天大樓的陰影下面，躲藏了十年，常常我藏

身在紐約最黑暗的地方──中央公園，你聽說過麼？」 

「紐約也有公園麼？」我問道。 

「怎麼沒有？那兒的中央公園要比咱們的新公園大幾十倍，黑幾十倍，

就在城中心，黑得像一潭無底深淵。公園裡有好多黑樹林，一叢又一叢，

走了進去，就像迷宮一般，半天也轉不出來。天一暗，紐約的人，連公

園的大門也不敢進去。裡面發生過好多次謀殺案，有一個人的頭給砍掉

了，身體卻掛在一棵樹上。還有一個人，一個年輕孩子，身上給戳了三

十幾刀──」他說著卻歎了一口氣道：「美國到處都是瘋子。」（頁 27） 

摩天大樓本來是現代化的象徵與地標，然而王夔龍看到的並非高大傲然的建築

主體，而是其底下的陰影，樓越高，陰影的面積也就越大，因而摩天大樓反倒

成了一片片籠罩著他的烏雲。縱使有同志聚集的中央公園，也被龍子視為紐約

「最黑暗的地方」，黑得像「無底深淵」與「迷宮」，敘述裡更以多起兇殺案來

烘托其恐怖氣氛。對龍子而言，中央公園非但不是與同路人相濡以沫、相互取

暖的地方，反而是另一個創傷所在： 

我上了岸，第三天晚上，便闖進中央公園裡去。就在那個音樂台後面一

片樹林裡，一群人把我拖了進去，我數不清，大概總有七八個吧。有幾

個黑人，我摸到他們的頭，頭髮好似一餅糾纏不清的鐵絲一般。他們的

聲音在黑暗裡咻咻的喘著，好像一群毛聳聳的餓狼，在啃噬著一塊肉骨

頭似的。在黑暗中，我也看得到他們那森森的白牙。一直到天亮，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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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太陽從樹頂穿了下來，他們才突然警覺，一個個夾著尾巴溜走了，只

剩下一個又老又醜的黑人，跪在地上，兀自抖瑟瑟的伸出手來，抓我的

褲角。……一夜工夫，我覺得我手臂上的肉，都給他們啃掉了似的，紅

紅紫紫，一塊塊的傷斑。那個夏天，我跟那些美國人一樣，也瘋了起來，

瘋得厲害。我看著自己身上的肉，像頭皮屑，一塊塊紛紛掉落，就像那

些麻瘋病人一般，然而我一點知覺也沒有。（頁 28） 

相對於小玉對新宿、御宛青春鳥滿街飛舞、自由狂野大開眼界的認識，龍子可說

是以被輪暴這種相當殘酷的方式開始認識紐約的中央公園，無怪乎他對中央公園

裡同路人（尤其是黑人）充滿了如野獸般的印象和傷痕累累的記憶24。龍子雖能

偷渡上岸，跨越了國族的邊界，卻無能抵擋隨之而來的種種暴力。即使中央公園

多是「同路人」，龍子也依然無法突破種族、身分和語言文化的弱勢，在這階段

他不論面對白人或黑人幾乎都是毫無招架之力。他不僅是個失去身體的人，也是

個失去身分的人──從在家鄉的不被父親承認，到被驅逐出境、流落異鄉的假身

分，均承受著內／外在的多重暴力，這些「失身」的經驗和「失聲」的情況相互

表裡。因而即使被關入瘋人院，遭受誤解，他也無法為自己辯解： 

「瘋人院裡也有意思呢。」 

「怎麼會？」 

「瘋人院裡有好多漂亮的男護士。」 

「是麼？」我笑道，好奇起來。 

「我進的那家瘋人院在赫遜河邊，河上有許多白帆船，我天天就坐在窗

口數帆船。我頂記得，有一個叫大偉的男護士，美得驚人，一頭閃亮的

金髮，一雙綠得像海水的眼睛。他起碼有六尺五，瘋人院裡的男護士都

                                                 
24 相較於對白人的調侃，《孽子》中人對黑人的敘述常帶有刻板印象、偏差歧視的認知與口

吻，如麗月曾言：「好說，差點命都沒有了！」麗月把胸口的扣子鬆開，露出胸脯來，用

手扇了兩下，「今晚吧裡來了個大黑人，總有六呎五，起碼一噸重，活像架坦克車！他一

直纏住你阿姐，還要找你阿姐出去開心呢。我哄他上便所，便從後門溜走了。」（頁 146）
又如小玉的母親，講的一番話：「麗月是什麼東西？拿她來跟你阿母比，也不怕糟蹋了你

阿母的名聲？」小玉母親撇著嘴，滿臉不屑，「從前我在東雲閣當番，隨隨便便的客人，

我正眼都不瞧一下呢！哪裡像麗月那種賤料子？黑的白的都拉上床去。」（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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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個子。他拿著兩顆鎮靜劑，笑瞇瞇的哄我吞下去，我猛一把抓住他

的手，按到我的胸房上，叫道，『我的心，我的心呢？我的心不見了！』

他誤會我向他施暴，用擒拿法一把將我撳到地上去。你猜為什麼？我講

的是中文，他聽不懂！」說著我們兩個人都笑了起來。（頁 28-29） 

王夔龍在這段自我敘述裡雖苦中作樂，以「瘋人院裡有好多漂亮的男護士」所

以「瘋人院也有意思呢」來自我解嘲。然而在嘻笑中，卻傳達了一個靈魂深處

的悲哀──「我的心，我的心呢？我的心不見了！」但這最深沉的痛楚卻無人

理解，在家鄉時已無人能解，更遑論言語隔閡的異鄉？因而在失心／失身／失

聲／失語的多重創傷經驗與錯雜的記憶交織下，不禁嘆道：「美國到處都是瘋

子」，甚至連他自己也捲入這場「瘋暴」，跟著「瘋了起來，瘋得厲害」。相對於

〈Tea for Two〉所展現的美國夢，龍子所面臨的無疑是一種邊緣人在邊境與底

層最基本的生存考驗，這樣的跨國遷徙無疑是血淚斑斑卻又無可言喻，因而縱

使肉體受到凌遲、吞噬，他也麻木無知覺： 

那是一個聖誕夜，……我們一共有一百多個，有六七十歲全身鬆弛得像

只空皮囊的老人，有十幾歲四肢剛剛圓滑鼓脹的少年；有白人、黑人、

黃人、棕色人，在那個聖誕夜裡，我們從各處奔逃到二十二街躲入一幢

又黑又舊的高樓裡，在一間間蒸汽瀰漫的密室內，我們赤裸著身子，圍

在一塊兒聚餐，大家靜默而又狂熱的吞噬著彼此的肉體。（頁 115） 

這段不分種族、年齡的百人雜交場景無疑是相當大膽而瘋狂的，然而龍子

即使在紐約經歷種種肉體的試煉，突破種種身體的界線，卻絲毫沒突破他與外

界的邊界。對於當地人而言龍子是他者，而對龍子來說各色人種也是「他者」。

他成了道道地地的「紐約客」，雖發狂般地「吞噬著彼此的肉體」、卻又異常靜

默，僅止於肉體交換而不存在交流。貫串他紐約生活的幾乎是一幕接一幕地獄

般的場景，不論是半夜從地鐵站裡爬出來，或在地窖裡的下流酒吧當酒保，紐

約以一個鬼魅之都的姿態出現在他的敘述裡；而他則如一縷飄蕩的鬼魂，在失

去各種身分後，也失去所有感官記憶，直到解救了一個被虐待狂虐傷的波多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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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孩子哥樂士，令他想起阿鳳後，他才逐漸恢復知覺，重啟故鄉的過往與身體

感知。 

對於身世堪憐的哥樂士，龍子不僅供他吃住，還醫治他的梅毒、親手為他

清洗膿瘡，縱使後來哥樂士不告而別，但龍子念茲在茲的依然是：「在紐約曼赫

登那些棋盤似的街道上，還有千千萬萬個像哥樂士那樣的孩子，日日夜夜，夜

夜日日在流浪、在竄逃、在染著病，在公園裡被人分屍。」（頁 118）此後他便

如千手觀音般的拯救這些流浪在紐約街頭的各國青少年。即使一再被騙、被偷、

甚至被自己救回來的孩子搶劫、砍殺，他仍在所不惜、無怨無悔。因而小說人

物中，最能呼應卷首「寫給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裡，獨自徬徨街頭，無

所依歸的孩子們」的精神的，竟不是多數人所仰望的大父傅崇山，而是這個自

己也「徬徨街頭、無所依歸」的龍子。透過龍子的離散經驗，《孽子》也觀照到

其他地區、族裔的青春鳥。 

但即使在拯救這些青春鳥的同時，龍子也重獲新生，卻還沒得到救贖。一

方面父親那一道咒詛還是烙印在他身上，另一方面龍子一心盼望的還是回到台

北，唯有在此他才放心說出自己的名字： 

「小弟，你知道麼？我的護照上有一個怪名字，StePhen Ng。廣東人把『吳』

念成『嗯』，所以那些美國人都從鼻子眼裡叫我『嗯，嗯，嗯，』──」 

說著他自己先笑了起來，我聽著很滑稽，也笑了。 

「其實我姓王，」他舒了一口氣，「王夔龍才是我的真名字。那個『夔』

字真難寫，小時候我總寫錯。據說夔龍就是古代一種孽龍，一出現便引

發天災洪水。不知道為什麼我父親會給我取這樣一個不吉祥的名字。你

的名字呢，小弟？」 

我猶豫起來，對陌生客，我們從來不肯吐露自己的真姓名的。 

「別害怕，小弟，」他拍了一拍我的肩膀，「我跟你，我們都是同路人。

從前在美國，我也從來不肯告訴別人自己的真姓名。可是現在不要緊了，

現在回到台北，我又變成王夔龍了。Stephen Ng，那是一個多麼可笑的

名字呢？Stephen Ng 死了，王夔龍又活了過來！」（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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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對龍子的意義不只是符號，還關係到親族與人際網絡的定位，而 Stephen Ng

不僅是個假名，甚至連姓氏都不具意義，只是個從鼻子裡發出的「嗯」，連個音

都沒有，頗有輕蔑之感。而回到台灣，他才是個有名字的人，即使「王夔龍」

是個頗不吉祥的名字，卻鑲嵌著他在家族與家鄉的各種文化網絡。因而回鄉的

第一步便是「正名」、回復他的姓名，把斷裂的過去與現在重新連結，再度確立

自我主體的位置。若說龍子在美國的大半時間裡失去自我定位，完全困惑在「我

是誰？」的失語困境中，也處在「不知今夕是何夕」的黑暗裡，那麼回到台北

無疑是讓他重新定位自我並重新發聲、與他人展開對話、交流的開始： 

從前台北路邊的稻田裡都是鷺鷥，人走過，白紛紛的便飛了起來。在美

國這麼些年，我卻從來沒看見一隻白鷺鷥，那兒有各種各樣的老鷹、海

鷗、野鴨子，就是沒有白鷺鷥。小弟，有一首台灣童謠，就叫《白鷺鷥》，

你會唱麼？」 

「我聽過，不會唱。」 

  白鷺鷥 

  車糞箕 

  車到溪仔坑── 

他突然用台灣話輕輕的哼了起來，《白鷺鷥》是一支天真而又哀傷的曲

子，他的聲音也變得幼稚溫柔起來。（頁 24-25） 

在與阿青的這段對話裡，龍子竟然輕輕的唱起暌違已久也遺忘多年的台語歌曲〈白

鷺鷥〉，不僅喚起他和阿鳳相戀時的回憶，更以白鷺鷥象徵對台灣的思念，即使美

國擁有各種自然鳥類和被視為摩登的標竿、各國競相爭高的摩天大樓，卻怎麼也

比不上台北田間的白鷺鷥，台灣成了《孽子》中人情感、記憶依託最深的地方。 

四、小結 

在〈孤戀花〉、〈滿天亮晶晶的星星〉這兩篇小說中，不論是時間感或空間

感都迥異於《台北人》其他各篇。就時間感而言，兩篇小說上接的不僅有外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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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的過去，更還有屬於本省族群與原住民族的過去。《孽子》也以多元的同性、

異性情慾狀態與配對關係25，帶出台灣政治、歷史與文化、人種混雜的狀態；

而中、日、台、美等異國遷徙帶來跨文化混合，語言、文化、現代日常生活狀

態，也再現了台灣極為複雜的後殖民處境與雜種性。 

這些不同族裔的過去，反映了台灣整體的歷史，尤其是從日據時代以降的

台灣現代史。而其時間性又與空間性相交錯，小說主角已把台灣這塊遷徙地當

成長期定居、經營和族群連結之所在，由於情感／情慾認同位置的差異，其對

台灣的風土、空間、文化的認同，已不同於其他的「台北人」，交織出不同的文

化身分認同屬性，正如霍爾在〈文化認同與族裔離散〉中所言： 

關於文化認同還有另一種雖相關但卻截然不同的觀點。第二種立場認

為，除了許多共同點之外，還有一些深刻且重要的差異，這些差異構成

了「我們其實是誰」（what we real1y are）。或者可以這麼說，由於歷史

的中介，差異成了「我們已經變成了誰」（what we have become）的構成

要素。我們無法以任何一種確切的方式，長久地為「某種經驗，某種身

分」辯護，而不去承認它的另一面，因為另外一面，即那些斷裂和非連

續性恰恰構成了加勒比人的「獨特性」。在第二種意義上，文化認同既是

「實存，是什麼」（being），又是「轉化，成為什麼」（becoming）的問

題，它屬於過去也同樣屬於未來。26 

在白先勇的小說中，性傾向的差異，也構成了「台北人」文化認同上的差

異。這是過去討論這群離散的「台北人」時所忽略的。由於這些差異，「台北人」

也不再只是「是什麼」（如：是一群立足台灣，卻胸懷大陸的外省族群），其實

他們當中有部分人士早已轉變。我們無法以任何一種確切的方式，去認定這些

「台北人」因為擁有中國原鄉經驗就必然不會對台灣這片移居地產生認同。相

反的，族群中的差異性、那些斷裂和非連續性恰恰構成了「台北人」的獨特性。 

                                                 
25 如：麗月美國大兵生的「小雜種」，小玉也是「中日」姻緣下的「雜種」、阿青「曖昧不

明」的台籍母親和外省父親，台灣人（日本華僑）林茂雄與滿洲姑娘的跨國婚姻等等。 
26 霍爾（Stuart Hall），〈文化認同與族裔離散〉，收於 Kathryn Woodward 等編著、林文琪譯，

《認同與差異》（台北：韋伯，2006 年），頁 87。 



流離愛欲與家國想像：白先勇同志小說的「異國」離散與認同轉變（1969～1981） 203 

在這階段的小說再現中，台灣雖有悲情卻也甜美，日本則隨著小玉尋夢的

步調相對明亮，而紐約卻是黑暗、危險之處。小說中不只對紐約的描寫偏於負

面的情緒與記憶，其他地方也充滿對美國人事物非正面的的描寫27。即或藝術

大師也曾到歐美遊歷，最終還是認同台灣人物與土地的生命力；就連無父無母

的叛逆孤兒阿鳳，也把龍山寺視為出生地做為自我認同重要的基點，台北在〈孤

戀花〉、〈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孽子》中成了眾人根植情感、記憶的所在，

將「直把他鄉作故鄉」一語做了不同形式與程度的翻轉，台北成了這些人物心

中名符其實的家園、鄉土，也成為離散記憶的另一個起點。因而這三部同志小

說是其在家國認同思考上另一個重要面向與關鍵性轉折，此認同轉折約在此三

部作品發表的十多年間成形（1969～1981 年）。到了近年發表的《紐約客》同

志小說系列〈Danny Boy〉和〈Tea for Two〉，其同志族群「異國」離散的情景

與家國想像方式又有不同的更迭變換，值得進一步分析探討，我將在另一篇論

文中處理。 

                                                 
27 如趙英和阿青對話裡把象徵美國人地位財富的賓士車賦予滑稽的形象、小玉對美國人家

工作的抗拒、涂小福的美國華僑和麗玉的美國大兵成了負心漢、藝術大師對洋文的鄙薄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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