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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於《群象》與《猴杯》，由說「文」解「字」角度切入，論析「華語語系

文學」的文化想像及再現策略。「華語語系文學」每每依違於「中國性」與「在地性」

之間，並以「中國性」為其重要的自我對話對象。張貴興小說，正是藉由「字」與

「文」的交互作用，從內在精神、情節構設、人物塑造及語言修辭等多方面，與「中國

性」展開對話。《群象》利用「象」字的多義性，藉由漢字及象徵技法去尋象獵象，結

果反而背離了作為源頭與追尋目標的「中國（性）」。《猴杯》從婆羅洲土著的「紋

身」現象切入，重新思辨並改寫中國文化中關乎「文」的種種觀念。然所據以書寫再現

的媒介，仍以華語漢字為依歸。其間張力，在在開展出華語語系文學自我辯證的能量。 

關鍵詞：文，字，張貴興，華語語系文學，《群象》，《猴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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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 在史書美、王德威、石靜遠

等學者的帶動之下，已成為國際漢學研究中的重要論題。無論是史書美的「反離

散」、王德威的「根的政治，勢的詩學」，抑是石靜遠的「文學綜理協商」之論，

都為當代中文文學研究開顯出嶄新的觀照視角與思辨面向。論者們或關注如何質

疑、挑戰本質上的「中國性」，或辯證華語語系理論在空間和時間上的限制，或思

考它在時空流轉中所可能產生的語文新變，論題多元，不一而足。1 而究其根柢，

「Sinophone」固然以「聲音」為其顯而易見的重要特質，然一旦出之以「文學」

形式，就必然得依恃「文字」的構形及賦義作用。不少論者早已指出：文字語言雖

是人為的構製，但人的感知、思維活動，每每在運用語言文字的同時，為其所形

塑，彼此具有動態的辯證關係。這對於積字成篇、鋪采摛文的文學書寫而言，尤其

如此。故而，姑不論華語語系文學的理論框架，究竟是適用於「後殖民」抑是「後

遺民」，也不論它的語言表現是否具有「少數文學」的創生特質；它是否，或如何

發揮「綜理協商」的功能，更基本的問題或許應該在於：是什麼樣的感知與思維變

化，撼動並裂解了華語文化（「中國性」）的本質？又是什麼樣的再現策略，投射

出華語語系文學的自我建構（與解構）的逶迤歷程？在此，張貴興的小說正所以提

供一個值得參考的側面。 

張貴興出身東馬婆羅洲砂拉越 (Sarawak)，七○年代來臺就學，之後入籍臺

灣。他自八○年代開始創作以來，就以曲折的敘事、綿密縟麗的文字，敷寫出一則

則的南洋移民傳奇。舉凡《賽蓮之歌》、《頑皮家族》、《群象》、《猴杯》、

                                                 

1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發聲．呈現》（臺北：聯經出版，2013）；Shih 

Shu-mei,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王德威，《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高雄：中山大學文學院，

2015）；Tsu Jing（石靜遠）,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此外北美學界關於 Sinophone Literature 的論著，至少還包括了 Andrea 

Bachner（白安卓）, Beyond Sinology: Chinese Writing and Scripts of Cultur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Tan, E. K. Rethinking Chineseness: Transnational Sinophone Identities in the 

Nanyang Literary World (Amherst, NY: Cambria Press, 2013); Alison Groppe,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Not Made in China (Amherst, NY: Cambria Press, 2014); Brian Bernards, Writing the South 

Seas: Imagining the Nanyang in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6)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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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無不引人矚目。婆羅洲幽邃神秘的雨林，一向是

他小說中的重要場景，在其中，既有難以數計的群象猴黨，蜥蜴鱷魚，更有說不清

的華巫情仇，革命傷痕。緣於馬華子弟的背景，歷來論者對他的討論，不少都聚焦

於其文學中的原鄉意識、國族認同等論題。2 張貴興小說文字華麗，固然有其心向

華夏文明的一面，然而人物濃厚的「禽獸化」傾向，卻是相當程度地弱化了其中的

原鄉國族之思。3 張錦忠談張貴興「文字圍城」之進出、4 黃錦樹以「詞的流亡」

論析其寫作，並由「字」與「象」的相互生發，反思其與「中國性」的即離關

係，5 李有成指出《群象》乃是「批判性地搜集民族集體記憶的文化歷程」，6 都

已點出了「文字／文化」之於閱讀張貴興小說的特殊意義。而本文，即擬由說

「文」解「字」的角度切入，以《群象》與《猴杯》為主要討論文本，試圖進一步

追問：人物「禽獸化」的意圖何在？它所內蘊的是怎樣的文化想像？當邦國殄瘁，

原鄉不再之後，是否連「文」──也就是廣義的「人文」、「文明」也隨之崩解？

而「字」與「象」的相互生發，又是如何落實為文本的再現策略，進而為「華語語

系文學」增益不斷自我辯證的能量？ 

二、「字」與「文」：在群象與猴黨的國度 

馬來西亞境內的族裔與文化複雜多元，由於政治因素使然，華人的處境向來十

分艱難。處於馬來文學、馬印文學、馬英文學多語系文學交雜的地理空間，以及作

為弱勢的華人族群，因之而生成的「馬華文學」，幾乎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沈重

的政治文化承擔。而「漢字」書寫，以及生活中諸多具有表演性的文化儀式，每每

                                                 

2 如侯紀萍，《雨林的復仇──張貴興小說原鄉意識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9）；陳惠齡，〈論張貴興《群象》中雨林空間的展演〉，《高雄師大學報》，16（高

雄：2004），頁 273-292 等。 
3 林運鴻，〈邦國殄瘁以後，雨裡還有什麼？──試論張貴興的禽獸大觀園 〉，《中外文學》，

32.8（臺北：2004），頁 5-33。 
4 張錦忠，〈文字圍城之進出〉，《蕉風》，424（吉隆坡：1989），頁 17-20。 
5 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麥田出版，2012），〈詞的流亡──張貴興的寫作道

路〉，頁 297-317；黃錦樹，〈從個人的體驗到黑暗之心──論張貴興的雨林三部曲與大馬華人的

自我理解〉，收入張貴興，《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臺北：麥田出版，2001），頁 249-

266。 
6 李有成，《詩的回憶及其它》（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6），〈荒文野字〉，頁 1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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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區辨華巫、凸顯文化身分最重要的標記。7 因此，著意於文字上琢磨求工，曾

是李永平以降，不少馬華作家書寫的修行實踐。張貴興的小說文字縟麗繁複，華彩

耀目，乍看之下，似乎也並不自外於此。然而，儘管他一方面鋪采摛文，大規模鋪

寫熱帶雨林中的各色傳奇故事，另一方面，卻又在群象與猴黨的擾攘騷動之中，不

斷藉由種種情節安排、敘事技巧與修辭策略，去關注並反思文字、語言，以及文明

之生成、流播與衍異的問題。此一特質，在較早的〈圍城之進出〉與《頑皮家族》

中便初見端倪，至《群象》與《猴杯》則逐步臻於大成。 

〈圍城之進出〉藉由棋局象喻日本以「進出」竄改侵華之歷史解釋，同時帶出

中日之間既糾纏又相互爭勝的歷史文化情結。其中「武大郎造日本字」之說，遂被

用以作為嘲謔日本文字與民族特色的憑藉。8《頑皮家族》寫的是一個夔姓華人家

族移民南洋的故事。先不論其人物情節，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它的每一章節，都是

以夔家孩童「頑豹」有關家庭記事的作文開始，而且每個字旁都還加註注音符號。

儘管寫出來的是稚嫩的童言童語，頑豹卻喜用僻字，樂於翻查字典，探求字形字

義。例如全書一開始，頑豹參加教堂舉辦的作文比賽，描寫自己的父親，便「用了

幾個含糊不清的僻字」： 

長髮披肩，滿臉于思，性情瘋癲，神色疲瘁，面貌瘠癟。他因為「癟」

字寫不出來，翻字典時突發奇想，把「疒」部裡的字眼研究一遍，挑了

十幾個出來形容父親，又說「疒」字當形容詞的意思是「人生病時斜靠

的樣子」，住在傾斜之家的夔家人就是這副德性，因此字典裡凡是

「疒」字部的字眼都可以形容夔家人，他自己就是一個患了文字

「癖」，讀書讀「瘋」了的「書癡」。9 

此一熱衷於關注字形字義的癖好，以及對它的多方面省思，在《群象》中更進

一步發揚光大。小說第一章以大篇幅敘述「邵老師」講授中國文化史的場景，無疑

是全書的重要關目： 

                                                 

7 參見張錦忠，《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1），〈馬華文學的定義及

屬性〉，頁 16-29；黃錦樹，〈東南亞華人少數民族的華文文學〉，收入張錦忠編，《重寫馬華文

學史論文集》（南投：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2004），頁 115-132。 
8 小說主角楊公嘲謔日本時曾說道：「倉頡造漢字武大郎造日本字──怎麼造！──昔日賣燒餅記帳

阿狗欠若干阿花還若干一擔現成漢字通盤盜用拼添一批自創豆芽蝌蚪孑孓！──」張貴興，《沙

龍祖母》（臺北：聯經出版，2013），頁 247。 
9 張貴興，《頑皮家族》（臺北：聯合文學，1996），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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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老師晃頭晃腦，字正腔圓朗讀韓愈〈祭鱷魚文〉，逐字講解。「……

鱷魚之狀，龍頭虎爪，蟹目鼉鱗。 

齒大如鋸，尾長數丈。芒刺成鈎，上有膠粘。潛伏水濱，人畜近則以尾

擊之而食。」 

邵老師背後，也是學生親手刨製的黑板上用粉筆如老枝新葉，如奇花異

卉寫著： 

鱷，獸中最大者。龍頭、馬尾、虎爪。長四丈善走，以人為食。 

──《物類相感志》 

鱷魚長二丈餘，有四足，似鼉。喙長三尺，甚利齒。虎及鹿渡水，鱷擊

之皆中斷。 

──《異物誌》 

南海有鱷魚，似鼉。 

──《博物志》10 

既然是講授「中國文化史」，這裡的「逐字講解」，於是便不只是純粹解釋字

形字義，更要深入「文化」源頭，詳其流變。因此，引據經典古籍以考釋有關

「鱷」的各種記載，自屬不可或缺；更重要的是，還要講述「鱷」之生活習性、活

動地區，並藉此說明及其與「龍」的關聯。邵老師說：根據考古學家的研究，有充

分證據顯示，「灣鱷在上古時代大量分布中國南海、東海、渤海沿海到江淮黃河中

下游流域」。11 古代中國的許多玉器、青銅器、石磐、鐘鼓上都留有大量鱷魚圖

紋，「一商代大石磐之龍裝飾圖案，實際是一鱷。鱷以龍之形象大量出現在禮、樂

器上。」而「中原之龍，乃可怕的。食人之巨鱷」。12 

「鱷」與「龍」的關聯，以及在全書中的象徵寓意，後文還會再詳論。這裡要

指出的是：在張貴興所刻意經營的課堂裡，我們首先看到：每一個「字」，除卻其

所指涉的對象物之外，更因歷史文明的重層積累，被賦予了豐厚的「文化」意涵，

以及複雜的感覺結構與情感積澱。因此，「解『字』」的同時，每每還必須「說

『文』」──也就是將它放置在整體文化發展的脈絡中省視，「說文」與「解

字」，實為一體之兩面。另一方面，不同於拼音語系的文字，「漢字」是富於「形

                                                 

10 張貴興，《群象》（臺北：時報出版，1998），頁 16-17。 
11 同前引，頁 19。 
12 同前引，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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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性」的文字，不僅字「形」即具有一定的「義」涵，它的書寫本身，也是一種藝

術。因此，黑板上的文字，「不看內容，光看字跡，就叫學生熱血沸騰，擱筆訝

歎」。13 

除此而外，《群象》同樣觸及到「字」中所隱含的文化觀念以及不同字「音」

之間的相互借代關係。小說主角「男孩」余仕才教導原住民少女法蒂亞認字的情

節，正有意顯示出這一點： 

「女。女人的女。三劃。中國字多象形。這是女人卑躬屈膝。這，膝

蓋。這，手。女。妳。女人。我，男人。男。七劃。男人勞作，耕田。

上面一塊田，下面一股力。我教妳寫妳的中文名。法。蒂。亞。」──

「蒂。難寫。」法蒂亞皺著濃眉說。──「去艸字頭也可以。或者寫成

『娣』。諧音。妳鍾意哪一個？」14 

凡此，都可看出：著墨於「（漢）字」之形音義及其與「文（化）」的關聯，

在《群象》中實非尋常筆墨，而是刻意為之。再者，「群象」之「象」，既實指現

實中的「大象」，也可指「象形」之漢字、事物的「真象」、文學書寫之「想

像」；更可引申為行文修辭所使用的「意象」、「象徵」等技法。以是，它的意

旨，應不止於書寫一則雨林傳奇而已，其間曲折，值得深究。 

至於《猴杯》，則是在「字」與「象」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出對於「文與

紋」與「字與擬象」，以及「聲音與語言」的關注。小說一開始，即將離開臺灣教

職，返回婆羅洲的主角「雉」收拾辦公室，書桌上竹製筆筒的雕飾圖案，即揭露出

「文（紋）」、「字」與「世間萬物」之間的關聯： 

筆筒像鼎，瘸著三足，……外殼蛇紋似的爬滿雉無聊時用沒收學生的小

刀雕琢的裝飾圖案。雉對這批圖案熟悉得閤眼即可描出，……雉的技術

雖拙，但精琢細磨下仍然相當美觀，一些過於繁複的圖紋則大刀闊斧地

只雕出其中一二，彷彿把累贅人體簡縮到只有頭尾的胚芽。雉覺得它們

像世間萬物，蟲魚鳥獸，花草樹木，日月星雲水火，乃至髮眉耳鼻、趾

                                                 

13 同前引，頁 18-19。 
14 同前引，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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蹄牙爪，但總找不出單一精確的歸屬。有時候它們抽象得像文字……。15 

雉的雕刻技藝，其實是受到故鄉雨林中「浮腳樓客廳內一批雕塑品上的裝飾圖

案經年累月耳濡目染的結果」。16 婆羅洲的雕塑作品與裝飾藝術大多與達雅克藝

術大師阿班班有關。阿班班除了將各種蟲魚花草雕刻在武器、建材、首飾和各種器

用上之外，最感興趣的，其實是「紋身」。他不但自紋其身，「胸腹萬獸奔走如山

林，四肢花葉鳥蟲如樹枒，背部日月風火雷電如晴空，腳掌手掌兩棲爬蟲類，臀部

兩座骷髏塚，滿臉精靈，連男器也爬滿紋斑」，17 也樂於為妻子族人的身體紋繪

圖飾，所繪製的圖飾紋樣千變萬化，絕不重複。據說阿班班自幼便著迷於鑽研雕刻

之道，「為了參透婆羅洲土著裝飾藝術的奧妙精髓」： 

深夜獨遊雨林，呼妖擾靈，逐獸追月；白晝登樹攀崖，觀察花草樹木，

蟲魚鳥，趾蹄爪牙；漫遊半個婆羅洲島，拜師學藝，像變色龍擬態掠食

在各族雕刻紋身之幽幻斑爛。18 

這一敘述，很容易讓我們想起許慎〈說文解字敘〉中所言：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 

黃帝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19 

阿班班為參求圖飾之精髓而觀象於雨林中之花木鳥獸，儼然與中國古代庖羲倉

頡立象造字之舉措若相仿佛。事實上，這亦非作者隨意比附。究其原始，在初民生

活中，包括了「紋身」在內的圖紋雕飾等活動，其作用原就不在於審美需求，而是

每每具有宗教儀式性質，被視為文明源起之一端。20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說文

                                                 

15 張貴興，《猴杯》（臺北：聯合文學，2000），頁 25。 
16 同前引。 
17 同前引，頁 109。 
18 同前引，頁 107。 
19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說文解字敘〉，頁 761。 
20 參見俞建章、葉舒憲，《符號：語言與藝術》（臺北：久大文化，1990），〈藝術符號的史前王

國〉，頁 7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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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字》釋「文」謂：「錯畫也，象交文。凡文之屬从文」。21  根據甲骨文，

「文」之字形作「 」，根本就是一直立之人胸前有花紋的模樣。因此，不少古今

學者都指其本義即是「紋身」。若是如此，「紋身」甚至直接指向了「文」這個字

所「擬象」的根源。另一方面，〈說文解字敘〉亦曾就「文」與「字」之間的關係

再做說明： 

倉頡之初作書也，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

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22 

「文」原是「依類象形」，其質近於「圖畫」，為「物象之本」；「字」為其

孳乳，而「形聲相益」，則是其所以孳乳的要素。此一說解，凸顯出「字音」──

亦即口說言語的「聲音」，在「文」與「字」之間的重要連結關係。「字」始於

「錯畫」，被賦予「聲音」之後，才成其為「字」。「字」是「聲音」的物質性符

號，在應用上，聲音相同，即可產生不同文字的相互「借代」（如前引文中的「法

『蒂』亞」也可作「帝」或「娣」），並因此促成了「字」的流轉變動。此外，往

前推溯，《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的這段話或許更值得注意： 

言，身之文也。23 

它把圖飾性的「紋身」（身之文），引申推衍至言語修辭，將「言說」視為個

人自我彰顯的憑藉，遂使「文」、「言」與「自身／自我」之間，產生了內在的匯

通。而回到《猴杯》，我們於是看到：在「紋身」之外，致力於各種「言語／語

音」情狀的著墨，同樣是一大重點。相對於漢字「字形」的穩定統一，「語音」卻

是變化多方，不主一端。尤其，婆羅洲的語言種類複雜繁多，即使是漢語，就有許

多各地方言，更不提還有英語、馬來語及達雅克語等不同語系的語言。其間的雜化

混用情形，首先見於「雉」返鄉後所搭乘的計程車司機： 

滿臉風霜的司機血統模糊，神似馬來人、達雅克人、印度人或隨經濟起

                                                 

21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429。 
22 同前引，〈說文解字敘〉，頁 761。 
23 杜預注，孔穎達等注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第 6 冊（臺北：藝

文印書館，1981，重刊宋本），〈僖公二十四年〉，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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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大量偷渡的印尼仔，但司機卻自我介紹是華人，為了博得雉的信任，

用流利的客家話廣東話華語抬槓。24 

之後也見於祖父與曾祖的對話之中： 

祖父甚至忘了上一次和曾祖對談時使用的語言──客家話？廣東話？福

建話？華語？……也可能是英語，馬來語，達雅克語……。25 

而當「雉」與達雅克族人互動時，更有不同語系之間的往來交鋒： 

巴都……像被問題熏得焦慮不安的蚊子，嗡嗡釋出一串快速含糊的達雅

克語。雉，和巴都等人不同種類的蜥蜴，半華半英的母語之舌抓不住半

隻飛騰的蚊語。那道地和腔調迥異的正統達雅克語，只有內陸深山的女

膣和男海綿體才能伸縮自如地吞吐。26 

〔亞妮妮〕說達雅克語時蜿蜒如蟒，說英語時刻意修飾穿鑿像她拉長的

耳垂。27 

〔亞妮妮的說話風格〕依舊多變而不易捉摸，依舊結合了蜿蜒的蟒語，

肢體化的猴語，甲骨風的鳥語，溽溼的胎語，緩緩訴說她造訪余家的目

的。28 

論者早已指出：一個民族的精神文化特色，每每藉由該民族的語言文字而體

現。29 婆羅洲語言的混雜現象，在在投射出當地精神文化之混生雜化。就此而

言，它既是對於「中國」、「漢語」之中心意識的鬆動與解構、是語言在地化的自

然發展，也充分體現了穿梭往來於不同族裔之間，「語言」所開展出的「綜理協

商」能力。30 然而，「現象」的背後，是否還有更深層的意涵可資追索？尤其，

                                                 

24 張貴興，《猴杯》，頁 32。 
25 同前引，頁 217。 
26 同前引，頁 114。 
27 同前引，頁 89。 
28 同前引，頁 306。 
29 參見威廉．馮．洪堡特 (Wilhelm von Humboldt) 著，姚小平譯，《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

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 16-39、52-54、102-111。 
30 這分別是史書美與石靜遠對於「華語語系文學」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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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語系文學」每每依違於「中國性」與「在地性」之間，並以「中國性」為重

要的自我對話對象，既謂之「中國『性』」，就不只是直接可見的「現象」而已，

它應是內化於一切感知經驗、思維觀念的內在圖式，兼括了生活實踐與文化想像，

順「理」成「章」地浸潤於人們的生活倫理與文學書寫之中。經由前文對於「字

（象）」與「文（紋）」的初步梳理，細心的讀者當會發現：無論是《群象》中關

乎「字」的著墨，抑是《猴杯》中對於「文」的關注，乃至於在行文修辭中，大量

充斥著種種「像」、「似」、「如」、「彷彿」等比擬性的用詞，已透露出：張貴

興小說之於「中國性」及其裂變的體察與書寫，其實並不止於「現象」層面，而是

藉由「字」與「文」的交相為用，從內在精神、情節構設、人物塑造及語言修辭等

多方面，進行與「中國性」的辯證。因此，就漢文化中，「字」與「文」原初所內

蘊的感知思維特色進行瞭解，將是進一步探析的基礎；循此，亦將得以探析由之而

生的文化想像及再現策略。 

三、「字」的原始，「文」的譜系：中國文化想像的構造圖式 

不同於拼音語系的文字，具有方塊造形的「漢字」，其肇始原以象形象意為

主，因此每每具有「即字即象」的特質。如「女」擬象於「女人卑躬屈膝」；

「男」則有「男人勞作，耕田」之意。緣此，「字」的本身不只具有「形象」，也

蘊含了一定的「故事性」或「觀念性」，甚至是一個微觀的文化場域，投射著先民

們的生活經驗與思維模式。31 秦漢以來的「深察名號」之學，以及此後諸多名物

訓詁之說，莫不是奠基於此。32  

此外，如前所述，「字」的前身乃是具有形象性與圖畫性的「文」。中國歷史

文化傳統中，緣「文」而生的各種語彙及概念不可勝數，諸如「文字」、「人

文」、「文治」、「禮文」、「文辭」、「文學」、「文化」、「文明」等，從古

至今，無不深入於華人的生活與觀念之中。因此，若說「文」，以及由之而生的諸

般「文化想像」是「中國性」的重要核心，當不為過。「文」的概念源遠流長，枝

葉繁茂，然追本溯源，其家族譜系之生成發展，實亦有其脈絡可循。究其原始，應

                                                 

31 據許慎之說，漢字的造字原則有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法，其中「象形」、

「指事」是為基本字「形」，由此孳乳出「會意」與「形聲」字，「轉注」與「假借」則是基於

同「音」的借代用法。「即字即象」主要是針對「象形」字與「會意」字而言。 
32 參見龔鵬程，《文化符號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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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我們提綱挈領，得其大要。 

《說文》釋「文」為「錯畫」。由此一「相雜交錯」的形態，遂延伸出「文

理」、「秩序」之義。考究各類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先秦「文」的用法，主要有

三大系：「文治」、「禮文」、「文學」。33 其中，「文治」之「文」是先秦最

重要的核心概念，其意為「順文而治」。其所「順」者，乃是「天地之文」──也

就是天地的「秩序」。這一點，在《周易．繫辭》中即有非常清楚的說明：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

是故知幽明之故……與天地相似，故不違。34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35 

〈繫辭〉的這段文字，即是前引許慎〈說文解字敘〉之所本，其影響深遠，由此可

見。據此，傳說中的伏羲，正是從天地萬物所顯現的各式「文（紋）」理，觀照出

物象背後所隱含的秩序（即內在的「精神形式」），並透過對此秩序之歸納，創造

出八卦，這也就是《易》所以成立的準據。而後世傳說「演《易》」的「文王」，

其所以為「文」王，不僅因為他明白掌握了天地的秩序，更因為他乃是順「文」而

治理天下的「文治」體現者。36 其後周公制禮作樂，是為「文治」精神具體的政

治實踐；孔子承繼禮樂之文的精華，講求「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將禮樂文

化由政治實踐轉為個人的生活實踐；老子承繼文王「『順』天地之文而治」的精

髓，講求「無為而無不為」，都是循此而來。 

至於「禮文」與「文學」，皆屬人文之創制，但亦根源於天地秩序。周代的

「禮文」原與「紋飾」（服飾之紋）相關，通常是藉由衣飾上的織品紋樣以象徵天

地秩序與宗法制度，具有「比德」與標示「差等」的作用。先秦典籍常見「黼黻文

章」、「錦綉文采」等用語，皆指特定的織品紋樣而言，而非後世文學書寫的「文

章」。它的用法，常見於周代相關的禮法記載。如《周禮．冬官考工記》：「青與

                                                 

33 本文對於「文」之譜系的論述，主要參考林淑娟，《文的系譜》（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

系博士論文，2016）。林文根據大量電子資料庫及重要典籍，就先秦至當代有關「文」之概念的

生成轉變，做了十分精要的研究，對本文助益甚多。 
34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收入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第 1 冊（臺

北：藝文印書館，1981，重刊宋本），〈繫辭上〉，頁 143-164。 
35 同前引，〈繫辭下〉，頁 165-181。 
36 林淑娟根據出土文獻《清華簡．保訓》證成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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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皆備謂之繡」；37

《左傳．桓公二年》有「袞冕黻珽」、「火龍黼黻」之說，即謂君王將繪有「九

文」（即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的服飾穿戴於身，即象徵具有

此「九文」之德。38 而《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段子大叔與趙簡子的問答，更

是將人文世界的一切現象與倫理，皆涵攝於天地秩序之中。39 由此可以看出：相

對於周初「文治」的「順文而治」，此時的「禮文」其實已走向了形式化與制度

化，成為定制的人間秩序。它不再只是「順」天地之「文」，而是將人文世界的一

切現象，整編納入天地之文中。甚至，更經由「類比」、「象徵」，進一步使得禮

法制度不只是具有規範性的人間秩序，並且它本身就是天地秩序的彰顯。天地─政

治─禮法，於是成為不可分割的「三位一體」。 

此外，「文學」之「文」，基本上原兼指「文辭」與「文獻典籍」。若論及現

今的「literature」之義，乃是從魏晉六朝才開始。無獨有偶，此一「文」學的本質

及其所以形成之道，同樣由「天地之文」發展而來。《文心雕龍．原道》本諸《易

經》而立論，開宗明義便說：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

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

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鐘，是

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

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

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

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鍠。故形立則章成

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40 

「文」之於「人」，猶如日月山川之於天地（之道），都是「自然」的呈現。41 

這是以劉勰為代表的，魏晉以來關於「文學」的重要論述。它與《左傳》所說的

                                                 

37 鄭玄注，賈公彥注疏，《周禮注疏》，收入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第 3 冊（臺北：藝文印書

館，1981，重刊宋本），〈冬官考工記〉，頁 623。 
38 孔穎達等注疏，《春秋左傳注疏》，〈桓公二年〉，頁 92-94。 
39 同前引，〈昭公二十五年〉，頁 888-892。 
40 劉勰著，黃叔琳注，《文心雕龍校注》（臺北：開明書店，1959），頁 1。 
41 這裡的「自然」，指的並不是「大自然 (nature)」，而是「順其自然」、「自然而然」。 



說「文」解「字」：張貴興小說與「華語語系文學」的文化想像及再現策略 

 
809

「言，身之文也」聲氣互通，都意謂了言語文辭是個人自我的彰顯之道。而有趣的

是，此一文學的「自然」觀，與前述「天地─政治─禮法」三位一體論的構成，實

際上乃出於一套相同的「類比」原則：亦即以「人之文」類比於「天之文」，於是

「天之文」的「自然而然」，也就保證了「人之文」的自然而然，並且合情合理。

所不同者，「文學」之「文」為個人的創發活動，基於「神思」運行，因「感物」

而吟志，因此也就因個人才氣學習之不同，形成風貌各異的文學作品。 

綜上，無論是「文治」、「禮文」抑是「文辭」，「文」的生成發展所指向

的，乃是「人文化成」的人間理想與實踐方式。它根據自然物象變化而提煉內在的

精神圖式，從而形塑文化，開顯文明。三者雖未必能盡括「文化想像」的全貌，但

卻無礙其作為長久以來的核心要素。42 其間，從造「字」原理，到「文」的概念

生成，「擬象」、「類比」一直都是漢文化形塑、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通則。相對於

西方文化之重視概念分析與凡事講求精確定義，漢文化的感知經驗與思維方式，從

來就是強調「引譬連類」與「觸類旁通」。以是，落實到文學書寫，所謂的「比

興」、「比喻」、「象徵」，也就不純然只是修辭技法，而是有其更深層的文化內

涵。43 

然而，正因為「擬象」、「類比」原就具有可「以之喻此」也可「以之喻彼」

的隨機性，與一定的約定俗成因素，因此，一音多字，一字多義的情形，原就是漢

字常態，更不提因「假借」、「轉注」而孳乳出更繁複的用法。進言之，無論是

「字」的形音義認定，抑是「詞」與「物」之間的指涉關係，乃至於文辭篇什欲藉

由比喻、象徵而寄託的微言大義，遂都不免內蘊了諸多鬆動流變的可能性。 

也因此，當我們再回到張貴興的小說，便會發現：從《群象》中的「字」，到

《猴杯》中的「文」，正是在這樣一種鬆動流變之中，開展它與「中國性／文化想

像」的對話──甚至於解構。以下，即藉由具體文本解析，進行論述。 

                                                 

42 陳世驤〈中國文學的文化內涵〉一文即指出：「『文』這個指稱文學的中文字本身，連同其詞源

字形與根本詞義的發展中，蘊含了人類對於一種構形智慧的理解與掌握，將自然的不定之形化約

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轉對抗為和諧、收束混亂於秩序，並藉著展現善與美，從而達到從人類創造

精神生發而來的所有藝術之最終臻境。」陳世驤著，高文萱譯，〈中國文學的文化內涵〉，《東

亞觀念史集刊》，10（臺北：2016），頁 328。 
43 鄭毓瑜的《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一書曾就此有頗為深入的討論，尤其是〈替代與類

推〉與〈類與物〉兩章，可參看鄭毓瑜，《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臺北：聯經出版，

2012），頁 187-230、23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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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說「文」解「字」： 

《群象》與《猴杯》的再現策略與內在張力 

(一)「即字即象」、「象（像）而不像」與「以象獵象」──《群象》的文

字獵象術及其弔詭 

《群象》全書以華裔男孩施仕才在婆羅洲雨林中的獵象尋人旅程為主軸，循此

鋪衍出施家與母系余家移民至婆羅洲之後的家族紀事，及其與殖民者、日軍、共

黨、原住民之間複雜的恩怨糾葛。其中，「象」無疑是最具關鍵性的字眼。44 如

前所述，由於「象形」乃是漢字的重要造字原則，所成之字，每每具有「即字即

象」的形象性。然而弔詭的是，既成其為「字」，必然也就脫離了原初的「象」，

象形之字，其實根本就是「象（像）而不像」。不止於此，文學書寫中，一切的

「意象」、「象徵」之運用，無非也都是「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同樣「象

（像）而不像」。 

饒有趣味的是，在《群象》一書中，「象」又恰恰因為同時實指現實中的「大

象」與事實「真象（相）」，使得整部小說中獵象尋人的種種敘事，成為以象（文

字）獵象（大象／真象）的紀事本末。其所據以「獵象」的「象」，至少便包括了

文字的「敘述」與「象徵」兩個層面。箇中機竅，或可由書中所記述之婆羅洲「象

群」及其它物種的來源變化，與得自男孩小舅余家同的《獵象札記》一窺端倪。 

首先談「象群」。婆羅洲的象群來源傳說有兩大系，其一是：公元三二六年，

印度國王普魯斯以其六隻戰象贈送汶萊國王作為兩國友好象徵，汶萊國王回送無數

珍禽異獸。國王不忍囚禁戰象，放生婆羅洲雨林。六象形影不離，迅速繁衍成一支

龐大象群，縱橫至今。45 另一系則與鄭和有關：鄭和南下時在非洲東岸運回的貢

物中有數隻祥獅瑞象，錦豹靈犀，……路經婆羅洲，以多餘的數頭巨象交換當地孔

雀珍珠雞斑貓等鳥獸。巨象野性難馴，被本地人放生雨林，繁衍成一支獨來獨往的

團體。46 

                                                 

44 黃錦樹曾敏銳地指出：「這部作品特別之處在於，作者透過一個可以聯結諸事物的奇異事物─象

─以文學的方式對南洋華人宿命的內在中國進行思考」。見黃錦樹，《謊言或真理的技藝》（臺

北：麥田出版，2003），〈希見生象〉，頁 439-440。 
45 張貴興，《群象》，頁 31-32。 
46 同前引，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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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印度戰象也罷，非洲野象也罷，或來自什麼地方的什麼象也罷」，敘

事者對於這隻象群的描述，最為耐人尋味之處在於： 

這是一支充滿智慧和強烈排外的團體。掛在鼻子旁的碩大象牙成了誘人

財富。十七世紀末，一支英國狩獵隊伍進行了一次大屠殺。……十八世

紀初，一支荷蘭狩獵隊伍進行了第二次大屠殺，……本世紀初仍出現不

少狩獵隊伍持續追殺這支象群。……歷經人類數百年追殺，象群早已習

得各種保護家族和逃躲人類的智慧，耳濡目染代代相傳，使牠們在雨林

中像隱士與世隔絕。人類只聞其名，不見其影。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

處。粗茶淡飯，吟詩頌風月。47 

明明是象群，最後卻要說牠們「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粗茶淡飯，吟詩頌

風月」，再加上男孩赴圖書館翻查資料，發現「和人類擁有相似壽命的大象也擁有

和人類相似的行為和感情」。48 這是否有意以象擬人，作為某一族群（華人？）

的象徵？49 或是以之暗喻馬華人念茲在茲，戮力追尋的中華文化？50 抑或，僅止

於將「象」視為婆羅洲境內不斷為各方掠奪的物產資源？全書中的「象群」行跡飄

忽，時而是踩死祖母的元凶，時而解救男孩於危亡之際，最後為人所見者，若非死

象，即是病殘之象，唯獨留下諸多象牙，價值不凡，引人覬覦。箇中曖昧，實有不

少可以想像討論的空間。 

此外，《群象》一書有多處敘述都涉及物種來源及其衍變問題，其一貫特色

是：無論是人是物，無不在時間歷程中遷徙流轉，並往往因所處之環境而產生變

異，使其與原來的祖先「像而不像」。再者，外來遷徙者及其帶來的生活習性也改

變了當地環境及生活方式，彼此相融交混，難再界分。前者如鄭和帶來婆羅洲的非

洲象，「環境和食物使牠們數百年來進化得比非洲祖先稍小。密集濕潤的雨林河泊

使耳朵的散熱作用變得不那麼重要。耳朵比祖先小」。51 後者如婆羅洲的「長屋

                                                 

47 同前引，頁 32-33。 
48 同前引，頁 95。 
49 晚清時期，日本人即有以「象」擬喻中華帝國之言論，參見岸田吟香，〈吟香翁書牘之續〉，

《朝野新聞》（東京），1880年 5月 23日，頁 3-4。 
50 婆羅洲當地的華人共黨心繫中原文化，將當年邵老師的中國文化課堂搬來部隊基地，而與此同

時，也不忘追獵象群，因此「新聞界戲稱三支共黨武裝部隊是獵象隊伍」。張貴興，《群象》，

頁 96。 
51 同前引，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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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處處有中國」，「長屋種稻方式傳自大唐」，皆為其例。52 此外，原住民法蒂

亞「黑髮黑眼高顴骨」，「像中國人」，原因或許就是因為人種遷徒，難以辨其遠

祖： 

……北京人……爪哇人……亞洲人祖先。一百四十萬年前，直立原人從

非洲擴展至亞洲大陸。一百萬年前，爪哇原人活躍於東南亞「巽他蘭」

陸地。……八十萬年前，爪哇原人向北擴展，進入中國南部，是為藍田

人。六十萬年前，藍田人再往北擴展，是為北京原人。西元一九○○

年，施家人從中國南部南下定居婆羅洲，回到老祖宗爪哇原人故

鄉……。53 

這些現象，固然為物種發展流變歷程之實然，然對照於大馬華人的移民南來，

或不免進入「象徵」層次，別有微言大義在焉。其中，邵老師中國文化課程中講授

「鱷」的遷徒變化一事，尤其耐人尋味。據邵老師引古氣象學家之說， 

夏商以前，中國中原地區氣候恰似亞熱帶，尤其黃河中下游沖積扇中原

一帶布滿沼澤水鄉，溫熱多雨，莽林密集，有利草食和肉食獸類生長，

提供了鱷魚最佳生存條件。 

……夏商時中原氣候生態丕變。寒冷。乾旱常現。湖澤乾涸。鱷銳減，

最後絕跡華北。只遺一種體形較小之鼉──也就是現在之謂揚子鱷，活

躍於長江中下游。秦漢以降。中原愈趨寒冷。鼉也瀕臨絕種。只留下大

量鱷之傳說。漸次被神話瓜代，成為龍之原始形象。龍之神秘化。生物

化。乃鱷之世俗化。54 

也因此，邵老師特別放大數倍音量強調： 

中原之龍，乃可怕的。食人之巨鱷。55 

                                                 

52 同前引，頁 90、91。 
53 同前引，頁 91。 
54 同前引，頁 19-21。 
55 同前引，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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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常自命為「龍」的傳人，傳統文化中的「龍」，具有神秘、崇高的形象

地位，更常與王朝天子相互比擬。過去學者的研究，多以為「龍」的想像，乃是古

代中原「蛇」之圖騰崇拜的轉化。56 但《群象》卻要告訴我們：「中原之龍，乃

可怕的。食人之巨鱷」。在此，不僅龍的崇高性、神聖性被剝除，原先以中原陸地

之「蛇」為中心的圖騰崇拜，也被置換為水中之「鱷」。更有甚者，此一可怕的食

人巨鱷，其實原本就產於中原，只不過由於自然天候丕變，無法繼續在中原生存，

遂轉往南洋。而如此之「鱷」，是否正是隱喻了移民南洋的華人族群，其實才是真

正原始的正宗華人？ 

由神話性質的「龍」，回歸至原始的、世俗的、可怕的「鱷」，所凸顯的另一

層意義，乃是將得自於文化、文明發展積累而成的「人文性」剝除，進而揭露其

「生物性」的本然面貌。論者已曾指出：張貴興小說具有「禽獸大觀園」的特色，

其中人物不少都具有「禽獸化」的傾向。57  此一傾向，既是反／返「龍」為

「鱷」的平行對比，也是對於「中國性」予以釜底抽薪式的拆解與置換──換言

之，倘若前述的「文」，以及因之而生的諸般「人文化成」的理想與實踐，是為

「中國性」或中華文化的核心，那麼，回歸至物種原始的生物性，恰恰是回到「天

地之文」的初始狀態，並順由它走向另一條不同的道路──而這條另類道路，將在

《猴杯》中被進一步體現。 

至於余家同所留下的《獵象札記》，則是以若斷若續的「荒文野字」，同時記

述了現實生活中的獵象見聞與驚人的家族秘辛：原來，仕才的父親早年遭入侵的日

軍去勢，母親受日軍姦辱而生下大哥仕農，其它兄妹，則是嗜賭的父親頻頻以母親

身體作為抵償債主賭債而生。自唐山渡海南來的余家下一代，因此全數同母異父，

血緣早已雜化不純。 

如此「真象」，自是令人震驚，男孩的閱讀經驗，遂有如潛水入河，幾近窒

息： 

舅舅筆跡潦草，字體斗大，每字都像吸飽人血的水蛭占據著札記，如從

河裡撈起長滿寄生蟲和水藻的鐵匣子。薦萎的字，肥嫩的寄生蟲。骸骨

縱橫的句子，盤根錯節的水藻。泥濘糾葛的第一人稱敘述，潮濕窒息的

                                                 

56 參見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我國古代部族三集團

考〉，頁 37-127；李澤厚，《美的歷程》（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龍飛鳳舞〉，頁 7-

10。 
57 參見林運鴻，〈邦國殄瘁以後，雨裡還有什麼？──試論張貴興的禽獸大觀園〉，頁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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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氣氛。像鐫刻河底的一段墓碑銘，男孩潛入河底已氣若游絲，只瞄

到不成語意的半截句子就要命的浮游上來。58 

男孩因「獵象（文字）」敘述而致使精神上氣若游絲，其所象喻的文字暴力，

已明顯可見。無獨有偶地，他的父親則是在現實生活中因啃食書畫而一命嗚呼。晚

年精神錯亂的父親「和雞鴨搶食，和貓狗同睡，視日曆報紙書籍為佳肴，見了就

吃。……他啃掉郁達夫《沈淪》、魯迅《狂人日記》、沙特《嘔吐》、《婆羅洲異

教部落》、《巫術史》、《熱帶植物誌》、數本古典文學經典」。59 最後終以致

死：  

父親癱坐牆角，二腳平伸，二手自然下垂，從喉嚨、食道到胃部塞滿各

種被嚼得稀糊的繽紛紙張，肚子脹得像活生生吞下一隻大山豬。臉部上

揚，二目若張若閤，嘴裡銜一張彩色地圖。那是一張八開的婆羅洲地

圖，潮濕炎熱的東南部已落入父親肚子，近南中國海的西北部則被唾液

染濕。60 

眾所周知，〈狂人日記〉中的「吃人」情節，原就兼有寫實與象徵雙重意涵，

此處父親「啃書」，顯然有異曲同工之妙。它既是現實生活中的病癥，也象徵南洋

華人對於「文」與「字」、文學與文化知識的狂熱欲求──只是，其所欲求者，已

不盡是純粹的「中華」文化。 

就此看來，《群象》中的「獵象」記事，基礎乃建立在漢語文字「象」的多重

意涵之上。從「即字即象」到「象（像）而不像」；從敘述，到象徵，「象」在全

書中發揮了既建構，又解構的弔詭作用：它以始於「象形」的華文漢字去尋象獵

象，其結果，反而是背離了作為源頭與追尋目標的「中國（性）」。 

(二)「文」的改寫──身之「文」，還是身之「紋」？人文化成，還是弱肉

強食？ 

除「字」之外，《群象》對於「文（圖畫）」的問題，同樣多所用心。父親最

                                                 

58 張貴興，《群象》，頁 217。 
59 同前引，頁 141-142。 
60 同前引，頁 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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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所吞食的婆羅洲地「圖」，便與書中多處強調的中國山水畫〈風雨山水〉相互映

照，並循此延伸到《猴杯》中關於傳統中國之「文」的思辨與改寫。這方面的敘事

策略，既有「象（像）而不像」的「（比）擬象（喻）」，也有「不像而像」的

「擬態」。 

《群象》對於婆羅洲地圖的敘述，一開始即是與中國地圖相提並論，並藉此凸

顯小說人物的中國認同： 

余家同中學上地理課時，左傾華人地理老師常把婆羅洲島畫成秋海棠形

狀，「若蒙古不獨立，瞧中國和婆羅洲多像！」呼砂洲最長河拉讓江為

揚子江，此長河岑南河為黃河。余家同後來坐鎮拉讓江，「揚子江部

隊」於焉而生。61 

而〈風雨山水〉則是南宋畫家吳暕之作，也是邵老師的傳家之寶。邵曾在文化

課堂上鄭重講解，並且說： 

每次看著它，就不由得想起祖國之壯麗山河……你們將來誰最有出息，

我就將這幅畫送給他。62 

然而諷刺的是，這幅畫作最後隨著余家同輾轉來到揚子江部隊基地，部隊成員

理想墮落，不復初衷的同時，〈風雨山水〉也隱然發生變異：  

〈風雨山水〉在煤氣燈照耀下顯出另一份嬌媚，擬態成酷熱潮濕的熱帶

山水……長屋和高腳屋取代了瓊宇繡閣，遊山玩水的文人書僮換成了戲

水的伊班半裸少女，整幅南宋山水畫變成了以渲染南洋風情為主的蠟染

畫。煤氣燈突出了邵老師殘留黑板上的字跡，有的殘缺得難辨認，有的

仍現出模糊筆劃，如一堆字骸，一座風雨吹擊下曝露屍骨的字塚，壁虎

在字骸中穿梭爬行，如蛇群爬行於雞塚。63 

                                                 

61 同前引，頁 85。 
62 同前引，頁 120。 
63 同前引，頁 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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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擬態」(mimicry) 一詞的出現。它原為演化生物學用

語，指的是一個物種在進化過程中，獲得與另一種成功物種相似的特徵，以混淆另

一方（如掠食者）的認知。因此，它是由「不像」而主動趨近於「像」的有意為

之。南宋山水畫「擬態」成以渲染南洋風情為主的蠟染畫，漢字卻或殘或糊，如字

骸字塚，其間寓意，實已呼之欲出。 

基本上，無論是「象（像）而不像」的「（比）擬象（喻）」，抑是「不像而

像」的「擬態」，莫不以「似是而非」為共同特色。然而前者取義於《易．繫

辭》，是為人文世界創制化成的重要途徑；後者援引自生物學，指涉自然界的生物

演化現象。兩者之歧異，恰恰體現在《群象》與《猴杯》敘事策略的不同偏重之

上。《群象》敘事，雖然並不乏以「擬態」作為修辭用語（如前引文），但主要還

是聚焦於「字」的「擬象」特質，藉由同一物種遷徒發展中的流變，思辨馬華族群

在「中國性」與「在地性」之間的依違離合。《猴杯》的策略卻是返其本原，從凸

顯人的「生物性」特質入手，並經由種種「似是而非」的修辭操作，與傳統「文」

的概念對話，進而從根本上置換並改寫了以「人文化成」為核心理念，與重視「文

治」、「禮文」的文化想像。 

《猴杯》敘述一位來自大馬的教師「雉」，在臺灣與自己的女學生發生性醜

聞，故而辭職離臺，返回婆羅洲家鄉。又因身心受創的妹妹「麗妹」產下父不詳的

嬰孩後失蹤，遂深入雨林尋妹，循此鋪陳其家族紀事。乍看之下，「入林」與「追

尋」的結構模式，似與《群象》若相仿佛，但不同於《群象》著重揭示家族成員之

血緣雜化，以及藉砂共抗爭、尋象獵象等情節喻託對中國文化的想像與幻滅，《猴

杯》乃是著力鋪寫余氏家族移民南洋之後，在婆羅洲家園的產業經營，體現其與殖

民者、原住民，甚至於華人移民之間複雜的「治理」關係。小說對於「文」的種種

反思改寫，正是由此開展。其「似是而非」式的修辭操作，首先體現於種種「命

名」的曖昧：64 身為教師的主人公名「雉」，弟弟名「鴒」，相對地，婆羅洲家

園中，為祖父豢養多年的大犀牛卻名為「總督」──換言之，人物命名「禽獸

化」，65 但禽獸，反被賦予具有「人」間性格的名謂。 

                                                 

64 《猴杯》「似是而非」式的修辭操作充斥於字裡行間，使得無論景物人物，幾乎都經由「擬象」

方式出之。它時或藉由「如」、「似」、「像」、「彷彿」等字詞明白比喻，時或省略比喻性用

語，直接以暗喻方式進行描述，如：「婆羅洲島又濕又滑像一隻眠息中的樹蛙……火鶴紅顯示被

砍伐和酸雨破壞的一大片雨林，彷彿解剖室中的蛙開膛剖肚。雨蛙抬頭，準備掠食，朝頭上的菲

律賓群蝶、臺灣蛹和日本蜻蜓吐出舌頭」，便是兼具明喻與暗喻的修辭運用。參見張貴興，《猴

杯》，頁 24。 
65 將人名「禽獸化」的作法，在《頑皮家族》中已大量出現。書中夔氏家族的父親名「頑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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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進者，小說對於人物的描述，也多以「擬禽獸」的手法為之。如寫雉： 

雉，像一隻小蟲，蠕縮羞恥樹中。66 

〔女孩〕好像將雉視為那隻夜行獸，透過母親講解，認識和記憶著雉。67 

雉的女性學生，同樣被比擬為獸： 

雉走出量販店，登上一座通往學校的天橋時又遇見那群小獸。……雉的

步伐較大，走在群獸前面，竟不敢回頭張望。68 

一個多月前追蹤過的野兔下學期會變成自己的學生。69 

相對地，真正的禽獸，卻是人模人樣，不時體現出「人」的姿態： 

豬做出初長成的女兒嬌樣。鴨一臉閨怨。雞像僧侶孵禪。70 

公雞徘徊陋室，臥薪嚐膽，憂國憂民的模樣。71 

特別是，敘寫身為犀牛的「總督」時，更是每每出之以「擬人化」的修辭，混

淆讀者對文意的理解。例如一開始，「總督」乃是在如下情境中登場： 

雉仍然記得十五歲那年和總督在紅毛丹樹下散步時，祖父牽著九歳的麗

妹在暮色中走過一道獨木橋，打開一道木柵欄，經過余家的鳯梨園和胡

椒園，在野草朧朧和歸鳥嘈雜中步入余家家門。72 

暮色中，雉與總督散步，祖父牽著麗妹返家，一片和睦，使人乍讀之下，誤以

為「總督」即或不是余家一員，也應是相熟親友。然而隨後的描述卻是「獸欄內總

                                                 

女分別命名為頑麟、頑虎、頑豹、頑熊、頑鳳。 
66 張貴興，《猴杯》，頁 26。 
67 同前引，頁 28。 
68 同前引，頁 28-29。 
69 同前引，頁 61。 
70 同前引，頁 121。 
71 同前引，頁 203-204。 
72 同前引，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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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叫聲如鼓，蹄聲如雷」，73 這才揭示出牠原來是「獸」而非人。 

此一婆羅洲瀕臨絕種的巨獸所以獲得「總督」之名，顯然別有深義。眾所周

知，婆羅洲曾被英人殖民，當地的最高行政長官，即是「總督」。因此，敘及犀牛

身世時，小說描述長成之後的牠， 

長角揮灑，蹄腳迴旋，切割踩爛敵人，漫不經心，頗有王者風範，半年

多後牠被冠上「總督」綽號，……彷彿告昭天下牠統治這塊野地媲美英

國總督統治這塊殖民地。74 

而余家之所以能在巴南河畔擁有大片種植園區，一方面是曾祖與祖父在野地上

恣意以鐵籬笆圈地，「許多未開發或半開發的荒地就這樣歸攏到余家土地權狀

上」。75 另一方面，則是當年曾祖多次出入總督府，上下打理，「帶著殖民政府

開發許可證和墾荒條約指揮工人開拓」而致。76 當大犀牛被曾祖與祖父合力收

服，成為余家一員之後，「祖父、總督、四犬」遂成同志盟友，共同「護衛混沌曖

昧的家園」。77 

在此，我們不難看出：野生大犀牛得以與殖民者英人共享「總督」名號，實緣

於二者在婆羅洲野地皆具有「統治者」的地位。余家龐大的各類種植產業，正是來

自於夤緣結黨，由人文世界與禽獸世界兩種「總督」協力促成。甚至於，最後祖父

自己也儼然成為另一個「總督」。78 饒有深意的是，余家為擴張自家資產，巧取

豪奪，不擇手段，其經營治理，已經完全揚棄過去中國文化所意欲表彰的禮法文

治，反以禽獸界的「弱肉強食」為依歸。敘事者告訴我們：曾祖「買下殖民政府委

託他經營的咖啡園和煙草園，在園內開設賭館、鴉片館和妓院，墾殖第二座種植園

於巴南河下游」、「花了十年時間，賄賂利誘，恫嚇威脅，挑撥離間，聯夷制夷，

                                                 

73 同前引，頁 35。 
74 同前引，頁 73。 
75 同前引，頁 85。 
76 同前引，頁 162。 
77 同前引，頁 53。 
78 小說不時以「祖父」比擬於犀牛「總督」，最後「野地」、「祖父」與「總督」之間，甚至渾融

一氣，彼此互涉。例如，大犀牛死後，祖父說：「阿雉，總督一死，我活著的日子也不長了。」

同前引，頁 264。「野地瀰漫殺氣怒意，閃爍總督基因，樹荄暴凸如總督昔日橫闖直撞的關刀型頭

顱，枝枒銳利如總督昔日彎翹現在不知何處的刀鞘型獨角……莽叢慄顫芒草洶湧彷彿總督漫遊其

中，野果芬芳屎臭瀰漫彷彿總督吃喝拉撒其中。……祖父……的嘴角淌著鴉片毒素像總督嘴角淌

著絲棉樹毒素……。」同前引，頁 29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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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安撫、控制、消滅土族」。79 其間最大的發現是： 

園區和土族之間的關係，猶如蜜熊之於蜂巢，紅毛猩猩之於野榴槤，蟒

蛇之於食蟹猴，是一種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複雜進化課題和食物鏈之

爭，關鍵在於誰是掠食者和被掠食者。80 

曾祖陰狠毒辣，為擴充自家土地殘殺土著，甚至連同為移民的華人也不放

過。81 祖父克紹箕裘，不遑多讓，這正是以「掠食者」的姿態治理野地。參照前

一節對於先秦以來，「文」以及「文治」理念的梳理，可以清楚看出：這未嘗不也

是一種「順文而治」──只是所順之「文」，不再是天地之間的內在精神形式，也

不再是人文化成的人間秩序，而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生物界秩序；中國傳統的

「文治」理念，至此已被徹底翻轉改寫。 

與此同時，我們不妨再回到小說中的「紋身」，及其與「禮文」概念的對話。

如前所述，「禮文」原與服飾之紋相關，通常是藉由衣飾上的織品紋樣以象徵天地

秩序與宗法制度。《猴杯》不談服飾，轉而鋪張土著的「紋身」；不講「禮法性」

的宗法制度，刻意凸顯的，是人際之間的慾焰橫流，倫理蕩然。試看身為教師的雉

與婆羅洲素負盛名的華文教師「羅老師」，無不與自己的女學生發生不倫情事；祖

父年少時愛戀被賣至余家代父償債的「小花印」，為曾祖制止，戀情成空，小花印

被曾祖性侵，旋即轉送妓院。數十年後，祖父竟然以性侵小花印的外孫女──也是

自己名義上的孫女「麗妹」作為代償，致使麗妹懷孕生子，身心俱創，自此如蜥蜴

般在地上爬行，情節令人驚心。遑論還有無數被迫在妓院娼館被日夜蹂躪的女性，

她們多數都因父親在余家的誘惑下嗜賭吸毒，無力償還積欠余家的債務，女兒身

體，遂不得不淪為犧牲。 

                                                 

79 同前引，頁 180-181。 
80 同前引，頁 181。 
81 「曾祖透過殖民政府購買軍火組織巡邏隊，和土族及毒蛇猛獸展開超過一甲子的攻防戰。」同前

引。阿班班為此痛批：「余石秀佔我土地，擾我山林，殺戮姦淫我族……。」同前引，頁 299。他

覬覦隔壁黃家土地，誣陷告密，致使黃家大人被日本軍隊槍斃，小女兒被姦殺，黃家土地迅速被

余家佔領，成為胡椒園；教唆總督進行破壞恫嚇，殺死鄰居潘家獨子，不久潘家土地成為余家果

園的一部分。張貴興曾在論及自己的寫作時表示：不少南洋移民起初是如同賣豬仔一般被賣來，

但取得權力之後，運用狡猾的智慧剝削當地土人，佔領其土地，其實形同另一種殖民。此一說

法，應是小說中相關情節之所本。參見潘弘輝採訪，〈雨林之歌──專訪張貴興〉，《自由副

刊．生活藝文》（臺北），2001年 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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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女性受父親／父權宰制，身不由己，不也是「宗法制度」的另一面向？因

此，我們遂得以理解，為什麼當日軍入侵，種植園結束之後，娼館裡三十多個女人

不畏艱難險阻，決意集體逃亡。因為，「她們痛恨園區，不想回到販賣她們的父母

懷抱，害怕鬼子強迫她們慰安軍人」。她們餐風露宿，沿著巴南河畔深入雨林心臟

地帶，「採吃蝙蝠鳥猴啃過的生澀水果，撿食長鬚豬吼鹿嚼剩的爛果，冒險吞下可

能有毒的蕈菇，喝豬籠草瓶子裡的涼水，……食物匱乏而不安全時，完全依賴豬籠

草瓶子水解渴充饑」，終於： 

一百多天後，她們被幾座長屋的達雅克人收留，結束驚心動魄的逃亡生

涯。女人從此口吐達雅克語，言行表裡宛如達雅克，黑壯勤勞，認命幹

活，不再細皮白肉。她們下嫁達雅克男人，生下一群子嗣，為了紀念那

段逃亡日子，子嗣手臂上都紋著豬籠草瓶子。82 

這段敘述，提醒我們注意「猴杯」作為小說的書名，以及人物以豬籠草紋身的

象徵意義。猴杯其實就是豬籠草，它是一種肉食性植物，用以捕食的瓶子狀如女性

生殖器。小說中，當地兩種瓶子最大的豬籠草屬，白種人稱之為王公豬籠草和萊佛

士豬籠草，前者名稱來自砂勞越第一代白人總督詹姆士．布洛克；後者來自早期大

英帝國殖民地新加坡之父史坦福．萊佛士，83 其命名皆與殖民者有關。它瓶中的

汁水能解人饑渴，雖然以捕食昆蟲為生，卻屢被餵食以嬰屍腐肉。據羅老師所言，

它「就像是一片荒地的拓荒者吧。那土地愈貧瘠頑劣，它越蓬勃」。84 以豬籠草

紋身，不啻以一種奇詭的形式，向過去的「禮文」觀念提出抗辯──它不只是捨衣

飾而就肉身，將原本衣飾上的織品紋樣直接轉紋於肉身，更重要的是，同屬天地自

然之物、主產於熱帶亞洲的豬籠草，已不再如華夏民族的衣飾之紋，被取用為「比

德」或喻示「差等」之用。它標識了特定族類的集體逃亡記憶，銘刻著異族殖民、

宗法宰制下的恥辱、不堪；以及融合於雨林生活之後的雜化與新生。 

以此為基礎，遂得延伸至《猴杯》的「言語」問題。前曾提及，《左傳》有

「言，身之文也」之論。據此，「言說」實一如服飾之紋──甚或是紋身之紋，成

為彰顯自我的表徵。而我們還記得，紋身大師阿班班的孫子巴都，他身上的許多紋

斑，實和與身俱來的胎記打成一片，難以區分。身之「紋」的來源雜糅，似乎也意

                                                 

82 張貴興，《猴杯》，頁 277。 
83 同前引，頁 23。 
84 同前引，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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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了作為身之「文」的言語，其構成來源同樣不主一端。婆羅洲的語言雜化不純，

已如前述；小說中以各種比擬性的修辭形容各不同語系的言說，並描述其混雜交鋒

的文辭時有所見。然而對其間交融混血狀況的描寫，實莫過於以下這段文字： 

亞妮妮英語、華語、達雅克語和手語交互應用，製造出一種只有雉才明

白的語言情境，閃爍詭異，鮮紅美麗，彷彿一個有四種血統的混血兒。

混血兒經過母親垂直感染、母乳哺育、口水舔舐，文法語調幾乎一個模

樣，攪得黏糊糊像四胞胎。或者更正確的說，他們是雉和亞妮妮多次交

配乒乓感染後產下的私生子，沒有名姓國籍，即興窘迫，母親的膣現在

還淌著血。85 

語言是人際之間溝通往還，表情達意的媒介，看似原無定制，經約定而後俗

成。然而形成發展過程中，其實早已內蘊了該語系的民族精神內涵及特殊的感知思

維模式。不同語系言語的混融並用，本身就是不同族群之精神內涵與感知思維的交

接互滲。亞妮妮是一位手臂上紋有豬籠草的達雅克女子，意謂她的母系先人乃是自

種植園逃亡而出的女性。她陪同雉深入雨林尋找麗妹，與雉之間產生戀情，為了保

護雉不致為族人巴都暗殺，數次獻身於雉。而整部小說，恰是在雉對亞妮妮的婚誓

承諾中，然而止： 

我會娶妳的，亞妮妮，在我心目中，妳已經是我妻子了。86 

為了融入達雅克人群體，雉多方學習達雅克語，87 亞妮妮也混用多種語言與

雉及其祖父溝通，儘管總有言難達意之憾，然而一種可能的、新生的言語表述方

式，畢竟已在逐步形成之中。如果說，雉對亞妮妮的盟誓之言，意味了身心俱疲的

主角欲藉由土著女子而重啟新生，88 那麼，此一「新生」，正是從言語的雜化混

血開始──而語言的形變，自然也意味著精神內涵與感知思維方式的翻轉更新。 

                                                 

85 同前引，頁 314-315。 
86 同前引，頁 317。 
87 雉試圖以達雅克語與巴都等人交談，「現學了一批實用動詞和器物名稱，但達雅克語仍是亂箭齊

飛，沒有一箭中的，芒草叢中負傷逃竄的大象和吶喊追逐的獵人那種雄偉豪華場面常中斷在詞彙

貧乏中……」。同前引，頁 128。 
88 參見王德威，〈在群象與猴黨的家鄉──張貴興的馬華故事〉，收入張貴興，《我思念的長眠中

的南國公主》（臺北：麥田出版，2001），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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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作為一種「語系」文學，「華語語系文學」最根本的特質，應是在以「華語」

作為言說與書寫語言的同時，不斷思辨並體現「華語」與「在地性」及「中國性」

之間的依違離合關係，並據此生成在地的文學特色。「漢字」是各地區華語文學書

寫所共同使用的文字，因此，漢字的構造特質、所內蘊的感知與思維模式、它最原

初的形象：「文」，以及因「文」衍生而出的「文治」、「禮文」、「文學／文辭

／言說」等觀念，遂共同成為「中國性」的重要內涵；一切的文化想像，亦皆緣此

而生。張貴興的《群象》著眼於「字」，由「象」字的多重意涵出發，運用「擬

象」、「象徵」技法，藉由文字之象尋象獵象，反思物種遷徒之後的變化，其結

果，卻是背離了作為源頭與追尋目標的「中國（性）」。《猴杯》聚焦於「文」，

從婆羅洲土著的「紋身」現象切入，展開與中國文化中，關乎「文治」、「禮文」

與「文辭／言說」等觀念的對話；他琢磨身之「紋」與身之「文」之間多層次的游

移與辯證；以原始的「生物性」取代了後天的「人文性」，將「人文化成」的理

想，置換為「弱肉強食」的現實。婆羅洲雨林的熱帶風情，固然早已不同於中國的

風雨山水；多種言語的雜化混血，也喻示了個人精神內涵與感知思維的新變。凡

此，皆使得張貴興的小說，已在雨林空間、墾殖制度、共產烏托邦等多重歷史地理

因素的相互激盪下，流變出深具在地性的獨特風貌。即或如此，所據以書寫再現的

媒介，仍然以華語漢字為依歸。其間張力，在在開展出華語語系文學自我的辯證能

量。而落實到「系」的連結性意義，此一文學將要如何以其自我的在地性，與其它

地區的語系文學進行對話或連結？亦將是值得繼續關注的論題。89 

 

（責任校對：劉思妤） 

                                                 

89 史書美曾在〈關係的比較學〉一文中提出「墾殖園弧線」之說，指出「從東南亞到美洲的弧線構

成了後奴隸制度時代墾殖園迴路的一部分，及歐洲民主義的互聯關係歷史的迴路」。參見史書

美，〈關係的比較學〉，《中山人文學報》，39（高雄：2015），頁 1-19。將張貴興《猴杯》的

熱帶雨林故事與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 的南方小說、翠西亞．鮑威爾 (Patricia Powell) 筆下黑

人小說納入此一迴路，並據此展開「關係比較學」的論述，即是另一可能之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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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Zhang Guixing’s novels Elephants 群象 and Monkey Cup 猴杯 are 

the main texts under discussion, and the perspective of explaining “graphs” (文 wen) 

and analyzing “characters” (字 zi) is utilized to examine cultural imaginings and 

representational strategies in Sinophone literature. The paper indicates that Sinophone 

literature consistently adopts “Chineseness” as a critical target for dialogue. Zhang 

Guixing’s novels us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aracters” and “graphs” to develop a 

dialogue with “Chineseness” that runs through the inner essence of his stories, plot 

configurations,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d rhetorical devices.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originally created based on pictograms (象形 xiangxing ‘shape’ or ‘form’). The 象 

xiang in the title Elephants refers to ‘elephants’ and ‘truth,’ but also has connotations 

regarding writing, imagery, and symbolism. Elephants adopts the varied meanings of 

象 xiang and uses Chinese characters and symbolic techniques in the search and hunt 

for 象 xiang. As a result, however, the text deviates from the “China/Chineseness” 

that is its source and the object of its pursuit. Monkey Cup focuses on “graphs.” 

Beginning with the tattoo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Borneo, the work rethinks and 

rewrites concepts within Chinese culture, including civil administration, writings on 

ceremonial rites and regulations, and writing/speaking. A primitive or original 

biological nature replaces an acquired humanistic nature, and the ideal of edification 

through civilization is replaced by the reality of the weak falling prey to the strong. 

Even though this is the case, however, Sinophone script or Chinese characters still 

prevail as the medium of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 The tensions inherent therein 

continuously develop the self-dialectical energy within Sinophon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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