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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名称：黄锦树的后设小说研究 

学生姓名：施炜欣                                    指导教授：许文荣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从 20世纪 80年代末开始后现代主义逐步地登陆马华文坛。后设手法是后现代

主义的表现手法之一，即夹杂作者企图说出的语言哲学和创作观念的“以小说论小

说”。后设小说注重于小说写作过程, 作者或许就是小说的主角。同时作者在创作

小说时便会揭露虚构部分,它小说的形式是对小说艺术进行自我反思的成果。 

不同于传统小说用单纯语言构建文本世界, 后设小说喜欢虚构文本, 强调形式创

新。因此，后设小说特征有二, 一是小说创作是探寻现实世界于文本之中, 二是揭

示文本的虚构性与主体性。 

黄锦树是为马华文学新时代作家中心人物之一，同时身兼作家与批评家。因此

他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亦说出他的主观想法，后设装置的技巧是他常用的手段之

一，小说中经常有意暴露出他的虚构痕迹，造成一种真实的假象。 

本论文借鉴后设小说的理论成果，着重分析马华作家黄锦树小说中后设手法的

运用策略。论文内容部分将分为两部分，首先黄锦树小说中以后设手法历史阙如和

互文性，将小说内容介于真实与虚幻之间的艺术体验进行探讨，并在第二部分揭示

其文本中抒发文化属性与身份认同命题内蕴含的后设装置，以及在叙述过程中使用

的创作策略。 

【关键词】后设小说、历史、真实与虚构、互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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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绪论 

 

（一）前言 

 

后设小说（Meta-fiction）又称为“元小说”、“自我无意识小说”、“超小

说”，多种名称的原因是因为来自不同地区的翻译。后设主义的出现是后现代主义

作家为打破文学传统规格、而达到文学革新而所做的努力。后设小说就是“关于小

说的小说，即通过文学文本对其自身本质和小说地位的探讨”（史蒂文.康纳，

2002：180）。后设小说的创作手法突破了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极具创新性。 

后设叙述的方式如天马行空，批评家帕特里夏•沃(Patricia Waugh)在《元小说:

自觉意识小说的理论与实践》中明确指出了后设小说的特征与本质, 他说：“元小

说是一个专有名词, 指一种为了凸显关于小说与现实之间关系的问题而自觉地、有

系统地把注意力放在小说自身作为人造物品身份上的小说写作。”（转引自单建

国，2017:30）作者除了是叙述者之外还可能兼任主人公或文本中角色的多重身

份。作者清晰的清楚作品的虚构性，因此常将批判角度融入小说中，因而混淆文学

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界限，使得作品本身存在叙事与批评功能。读者不仅是关注叙事

故事的发展，还会关注存在于文本中的作者意识，让叙述不单是现实世界的文字游

戏，也是对现在进行的讨论与批评，颇有寓言意味的文学体裁。 

后设小说的重要技巧是作品中套作品，利用现实世界的模糊地带，虚构的创作

故事内容。“元小说以不确定的、颠覆式的叙述模式打破了传统的阅读期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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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严肃与琐碎、恐怖与滑稽、悲剧与喜剧之间的界限。”（曾艳兵，2006：23）黄

锦树的后设叙事是利用历史空白处引发的历史主体意识推动小说故事发展，同时小

说人物拥有物强烈的自我意识、呈现出鲜明的自我指涉特征。作者将小说的创作过

程穿插于叙述之中，作者自由的进出在作品中，与小说内的人物进行对话并对小说

中的人物、情节、主题等发表批评和说明。小说的创作过程曝露在于读者面前，其

目的是为了通过让读者得知故事结构安排、情节布置、故事虚构性后，从而打破文

本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幻觉。通过小说如何叙述问题解读文本，更能寻获藏身于文本

中的深沉意义。 

黄锦树出版了不少小说文集有《梦与猪与黎明》、《乌暗暝》、《土与火》、

《刻背》、《鱼》等。其小说文集中的创作主体可大致分为三种即抒发乡愁和离散

情绪的“旧家系列”、对马华文坛“经典焦虑”的“马华文学史系列”及有关政治

书写的“星马政治狂想曲”。同时，他不少的小说里都设计了后设结构的运用 

黄锦树在第一本小说文集《梦与猪与黎明》对后设手法的运用便批评和解释

道：“小说以展现“语言无非是说谎、自我解构”这种教条化的陈腔滥调……写出

了作者的贫乏和愚昧之外，小说中就几乎一无所有……”、“而是为它（后设手

法）在我的作品中的存在进行辩护。因为后设形式本身始终不是我的目的，它是让

某些事物得以存在、显现的一种权宜方式。它是某些事物的居所。”（黄锦树，

1994：2-3） 

黄锦树是通过自我揭露虚构、文本互涉、作者介入、历史主观性等后设手法将

小说创作过程有意暴露读者面前，当叙述世界的虚构被揭开，所谓的“现实”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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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只是描绘，而文本隐藏的意义则被读者解读中揭晓。黄锦树小说中使用的后设

手法对文化属性与身份认同的疑问进行叙述与批评。而后设叙述在文本中启发了读

者对于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思考，其真实与虚构、意识与现实的混淆与矛盾性, 构筑

了亦真亦幻的文本世界, 形成了令人惊叹的叙事效果。 

 

（二）研究目的与动机 

 

“从 20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后现代主义逐步地登陆马华文

坛。”（许文荣、李树枝，2011：75）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刺激了马华文学的发展。

“然而对于马华作家的后现代主义的使用比较多是针对后现代形式与技巧的搬用、

模仿或改换，也就是说，形式上的意义大于一切。”（许文荣、李树枝，2011：

76）因此，马华文坛上的后现代主义内容上较偏向于文字与形式上的技艺与游戏，

说明后现代主义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写作的工具。 

小说创作是马华文学各种体裁中取得最高成就的文体之一，这一点中文文学创

作在台湾的政治解严后，台湾留学的马来西亚留学生在这一时期可谓是发光发热，

从马华作家凭借小说创作在台湾陆续获得各项重要的文学奖成就，也开始在台湾由

台湾出版社出书。其中，黄锦树便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 

黄锦树，1967年生，马来西亚华裔。1986年去台湾求学，毕业于台湾大学中

文系、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硕士、清华大学中国文学博士。1996年至今任教于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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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国际大学中文系。1989年发表短篇小说〈大卷宗〉，翌年以〈M的失踪〉获得

马来西亚第三届乡青小说奖首奖“这篇高实验性的后设小说，让黄锦树一举成

名。”（陈大为，2012：217）曾荣获第十三届花踪文学奖马华文学大奖等多项文

学奖。他的小说作品集有《梦与猪与黎明》、《乌暗暝》、《土与火》、《鱼》、

《雨》等。 

“作为大学时代开始创作的小说家，黄锦树在初期作品里的表现无疑是早慧

的，这显然与大量系统花的阅读与研究息息相关。”（张依蘋，2012；253）黄锦

树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文学之路该怎么走，因此在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梦与猪与黎

明》便表明了自己的隐藏族群和异乡人身份不可忽视，所以他选择以后设小说形式

展示他的作品。 

“小说是一种弹性很大的文类，可以走向诗，也可以侵入论文。它的

特征是谐拟、模仿、似真的演出，且具有无可抵御的腐蚀性和侵略性。然

而当技术层面的问题解决之后，剩下的便交付价值和信仰。”（黄锦树，

1994：2） 

对后设手法的运用黄锦树本人更有自己的原则，黄锦树对于运用后设手法在作

品的方式颇有心得。他的多数作品都采用了后设手法, 而且非常自然地将后设手法

运用与作品中。但据他自己声称, 他不是在做一种纯形式的实验,不把后设变成了

语言游戏或玩弄技巧。 

小说中使用各类后设手法在作品叙事中进行从而形成作品虚构本质，让读者可

以从叙述手法中看到作品背后所带来的寓意。本文主要分析马华作家黄锦树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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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设技巧对历史阙如进行重构与解构，突出历史主观意识，并加以诙谐手法进行

批判，进而探讨黄锦树在小说中互文性对文本主体叙述造成的影响，两者形成小说

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不明确界限，并进一步说明在小说书写中以后设技巧展开个人

抒情与寓言书写，而不同的创作策略能产生自我意识更能表达对现实主义质疑的倾

向。 

（三）前人研究成果 

 

 如今马华文学文坛中后现代主义可说是站了一席之位，然而后设手法的运用在

马华文学中却不算特别热门的存在。既然作为材料的文本不多，因此对于后设手法

的研究屈指可数。纵观目前的马华评论集，完全没有一本专著专门论述马华后设手

法使用的状况，一般上只能从评论集里的单篇论述有加以叙述但并无深究，只能从

单篇论述中寻找并一窥与马华后设手法相关的论述。提起黄锦树人们视乎更注重于

他的“断奶论”、“胶林书写”，对于他的后设手法许多文献也只是略提。 

从所搜集的资料显示，以后设手法为主题来讨论的篇章主要有但愿的〈后设小

说中的多层叙事的特点与问题考—以《海猫鸣泣之时》为例〉、朱明的〈“元小

说”的叙事手段及其操作策略〉、郝敬波的〈后设.互文.迷宫—论台湾当代小说的

叙事模式〉、柯卉〈戏仿拼帖语言游戏—《白雪公主后传》的元小说特点〉、蒋翃

遐〈戴维.洛奇小说中的元小说策略〉、王思韵的〈后现代主义元小说研究述

评〉、吕晶晶的〈游走于真实与虚构之间—《在我的皮肤下面》中的历史编纂元小

说技巧初探〉。以上论文的课题皆是有关后设手法的特征和运用手法，但其实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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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以马华文学角度来剖析后设主题，因此以上论文只是帮助笔者透过海外小说

更了解后设手法的运用。 

而以马华作家黄锦树为对象的视角下探讨的单篇论文则有，黄万华的〈黄锦树

的小说叙事：青春原欲，文化招魂，政治狂想〉、林建国〈反居所浪游〉、王德威

〈坏孩子黄锦树〉、高嘉谦的〈论黄锦树的寓言书写〉、张琴凤的〈浅论马华作家

黄锦树小说的叙事形态〉、刘小新的〈论马华作家黄锦树的小说创作〉、朱崇科的

〈争夺鲁迅与黄锦树“南洋”虚构的吊诡〉、黄丽丽的〈论黄锦树小说的潜隐对

话〉遗憾的是论文中对于黄锦树后设手法运用的见解只是在论文中的小题提及并无

详细划分。以上的论文看出虽然对于黄锦树的单独研究是存在的但他的的后设手法

研究也只是在文中一节讨论或只是略提。 

从以上的整理不难发现，对于马华作家黄锦树后设研究探讨屈指可数。马华后

设主义文学的研究多数是宏观的论述，即使针对特定作家的论文也是以作者多种叙

事手法进行论述发挥，几乎没有一个针对马华文学后设手法作单独的特定研究。从

上述所显示的论文数可以得知对于黄锦树的后设研究，是没有单篇研究的他的后设

手法。 

除了从论文搜索出的后设手法相关论述研究，其实大多针对后设手法做出研究

或评论的，基本上是出现在有关后现代理论的书较多。如曾艳兵的《西方后现代主

义文学研究》、王潮选编的《后现代主义的突破—外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凯尔纳

著而张志斌译的《后现代理论》以及由唐小兵译詹明信著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

论》。这一类的工具书使笔者在了解后设主义时的背景有很大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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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对黄锦树小说后设手法的有一部分整理与研究，则有王德威、黄万华主编

的《死在南方》、陈大为、钟怡雯以及胡金伦主编的《赤道回声—马华文学读本

2》是众多专著中较为难得有研究黄锦树后设书写走向的。此外，由陈大为著的

《最年轻的麒麟—马华文学在台湾》内容中对黄锦树独特的文体书写有特别的见

解，在阅读时获益不浅。 

综上所述是为本论文所查获的前人研究成果。自觉知识浅薄，在撰写论文时，

对所掌握内容尚属不全，对此深感遗憾。然而对于现有的文献资料的不完整，更加

笃定了自身的研究范畴。在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整理、阅读和了解的同时，希望

也能提出独到的见解。篇幅的限制，除了上述所提及的文献专著外，其余涉及内容

的资料将列于参考文献中。 

 

（四）研究方法 

 

本论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社会历史批评法、印象批评法、叙事文分析

法、以及文献探讨法。社会历史批评法是指“文学作品不是凭空创造的，也不完全

是个人行为，而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王先霈、胡亚敏主编，2005：

68）因此，要了解作品是必须确实的设想作者所属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情况。通过关

注黄锦树和强调其文学作品的社会性和思想性，以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语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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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等，对于运用一定的历史发展观念和社会价值标准，深入探讨他以后设手法隐藏

在文本中的社会现实内容，以揭示作品真正的思想意义。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人们的思想得以解放，人们怀疑意识和个性意识的增强，变

得更主张重新认识和估价真理。印象批评十分注重创造性“面对作品的时候，可以

自由地舒展自己的个性，将自身的独特感受、内心体验、个人气质融入到批评过程

中。”（王先霈、胡亚敏主编，2005：94）后设手法的运用就是要打破文本的真实

性，告诉读者作者如何构造文本的过程，在得知作品虚构过程后，读者更能自主的

意识文本中所要展示的隐藏意义。 

叙事文分析法中叙述者形象分析既是“叙述者即文本中的‘陈述行为主体’

‘声音或讲话者’。他与视角一起构成了叙述。”(王先霈、胡亚敏主编，2005：

183）在文本中叙述层次指的所叙故事与故事里面叙事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叙事中

有叙事。后设手法是充当推动叙述功能或强调文本真实性作用。黄锦树的小说文集

中不乏这一类的文本，通过外叙述者介入内叙述者的影响，显示深刻的自我意识，

不隐藏于为本中而是说明自己的存在，并经常出现在文本中讨论写作情景。 

一篇论文的完成，前人研究资料的帮助是不可缺少的。文献探讨法即广泛搜集

现有的相关研究资料参考，例如学者的著作、论文、期刊等文献。再透过对于相关

资料的阅读、分析、了解、探讨等，并取得与主题相关资料为协助研究论文主题的

材料。本论文着重于黄锦树的后设书写，因此必须寻找合适的研究资料以为论点论

证，而通过许多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使得内容更为准确和丰富。除此之外，单从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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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树小说集了解后设手法显得太过单薄，因此通过阅读不同作者的后设小说更能全

面地了解后设手法运用，从而能准确的了解黄锦树后设小说所带出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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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真实与虚构之间 

 

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2007）在《论传统》一书中说明：“个人关于

自身的形象由其记忆的沉淀所构成，在这个记忆中，既有与之相关的他人行为，也

包含着他本人过去的想象”（67-68）黄锦树对历史记忆书写有深入的研究，通过

不断寻求历史，回溯过去，重读历史，把历史放置在不同的时空下思索和重构，试

图以现代人的思想去解读历史记忆的深层内涵。 

“后设形式本身始终不是我的目的，它是让某些事物得以存在，显现的一种权

宜方便。”（黄锦树，1994：2）后设形式是黄锦树小说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状态。

利用后设技巧，批评马华文坛“经典焦虑”和突出海外华人历史的困境，表达漂泊

离散的经验。可以看出，在后设小说技术背后，更能实现作者对历史的反思和重构

对历史的阐述，历史真实与小说虚构并无明确的界限，也能带出逼真与虚幻相混合

的阅读体验。 

 

（一） 历史叙述 

 

“历史是一个相对于现在（当下）的概念，它的基本而又核心的构成元素是过

去”。（刘俊，2004：657）事实上，历史并无法还原，因此所谓的历史其实是作

家通过叙事历史后的“历史”。在探索历史悖论的同时又是真实的，但也是有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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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扯的虚构成分。对他而言，历史在他眼中是一种主体的叙述与想象，必定是主观

的，并不存在所谓的客体定律。在小说中作家的主观世界是真实存在，是过去的历

史和现实生活相融形成，被“后设”入小说中，并不是简单的将客观历史还原，导

致小说内容存在于真实与虚构之间。历史始于人的回忆，无法呈现出完全真实客观

的历史，在对历史的解读与怀疑中，是记忆不断的寻找与反思。 

 

1. 历史阙如 

 

黄锦树借由历史阙如，凭借“想象”的介入，以后设技巧来摸索历史空白的根

源，形成纪实性与虚构性的结合。同时，历史性的回溯、书写和重构，加上诡谲和

讽刺叙述手法，才能挖掘出在历史空隙及断裂层中的历史真相，也表达作者对马华

文学和政治主体的思考“想解决的也许是自己的存在骚动”（黄锦树，1994：

324）。呈现作者对马华文化主体性的忧虑。 

作家借助童年，年少时期的成长回忆，书写了海外华人漂泊无根的精神创伤。

其中体现在马来西亚国内种族歧视政治和族群矛盾形成的冲突导致，大马华人内心

产生的恐惧和仇视。多元种族、政治历史的因素，让马来西亚文坛有不少的禁忌，

如宗教、种族、政治等。黄锦树利用历史空白处加以虚构的故事与充满讽刺隐喻的

叙述方法，推动读者探索历史真相的过程，对他们能有更深层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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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实质上也是历史现实主义模式出发，经过一段时间的形式上的自我意识

和实验状态，又进入一种新的反讽式的历史状态。”（马克•柯里，2003：74）黄

锦的小说创作手法体现为对现实主义的厌恶，以及利用后设技巧带出虚假与真实的

叙事，以诙谐手法震撼读者。 

对于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特性形成了许多政治禁忌及复杂的历史，而历史也非

全然的完整，限于历史条件也无法了解历史的全貌，只能以极端的方式处理对历史

的疑惑。黄锦树在小说创作中以狂妄与夸张的猜想处理历史重写，带有讽刺元素的

历史书写，能更好的交代历史的复杂和混淆。但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后，后设手

法也让扑所迷离的疑问更加难以辨识。黄锦树为你揭开一部分的马共历史疑云，同

时也为马共历史铺上一层又一层的迷雾。 

“小说通过反讽、嘲笑与戏谑的策略打破了人们关于历史的固定叙事方式, 力

图在无形中让读者对历史的理解与认识形成一个全新的意义结构, 这种探究历史真

相的叙述方式说明了历史也是开放的、多元的, 不应被锁闭在单一官方模式的言说

中。”（张琴凤，2006：55）以诡谲与讽刺的叙事手法进行历史真相的挖掘也是黄

锦树小说叙事形态的具体表现。《天国的后门》这篇小说可以看作一则政治寓言, 

作者运用戏拟、夸张、模仿与象征的艺术手法来消解马来西亚官方的政治权威,小

说部分更是影射当时的首相马哈迪和副首相安华的政治斗争。小说以带有魔幻色彩

与象征意味的叙事方式为读者再现了一所被称为“天国”监狱的历史沧桑,“天

国”是高压政策的隐喻，在这里监狱就是隐喻实际的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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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屁股，火，及危险事物》谈论新加坡与马共的历史。此篇小说借助存在于

事件之外在华人区相当炙手可热的文化人“我”的视角去探勘李光耀将政敌流放荒

岛后，发展以争夺回忆的所有权，进行争论。黄锦树对双方进行讥讽，攻击李光耀

的荒诞自负、诡计多端，同时又反过来嘲讽“赖得”（谐音马共全权代表的三面间

谍莱特）的跋扈恣睢、诱奸母猴的专制兽性、白天是囚犯，晚上是善于演讲的伟大

领袖的人格分裂，从而讽刺他们同为一类人。这部小说是黄锦树的狂想曲，是一种

针对新马复杂历史与诡异现实再现的应对策略。 

除了对马来西亚政治与种族层面进行历史再现的冷嘲热讽，对于大马文坛的弊

端，黄锦树评论起来也毫不手软。小说《M 的失踪》是讽刺大马文坛经典匮乏的

窘境产生的“经典焦虑”。《胶林深处》指向马华文学中过于注重现实主义传统而

形成的怀疑与焦虑。 

黄锦树小说中的后设技巧具有现实指向，他不但是要揭露被马华现实主义忽略

的文学性，更是透过被加注讽刺手法的历史真实和虚构故事，产生自我意识，打破

马华文学依赖的中国性，实现重写与重构马华文学主体性为目标。 

 

2.亦真亦幻的历史性 

 

“历史编纂元小说中叙述的 历史既可能是虚构也可能是真实的。”（罗宾•麦

考伦，2010：220）。黄锦树的历史记忆小说穿行在真实与虚幻之间。他利用对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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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细腻的刻画，从梦的层次中表达真实的内涵，创造了一个既现实又虚幻的世界，

表达出对历史创伤的情绪和梳理，也抒发对于身份认同的期盼与审视。你既是那个

阅读梦过程的人，又是那个被植入了想法的人。你在梦境之外，又在梦境之中，层

层嵌套难分虚实，这就是后设小说的魅力所在。 

梦境是黄锦树小说频繁出现的书写方式，小说中梦境为镜像的历史因子出现，

从梦的层次映射真实的内涵。梦境内容扑朔迷离，却隐藏真实情绪，从而使小说叙

事上显示出亦真亦假，历史是存在，却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因而历史犹如梦境般虚

无缥缈。在小说《鱼骸》中主人公通过梦叙述历史回忆，在抚摸龟腹甲上的字，会

让他想起那不愿回想、年少时每当神经紧张就会重复做的一个令他甚为不安的梦。

“梦的原型是一桩真实的事件”，“原型”即为荣格提出的心理学术语。梦虽然是

虚构，但对作者而言确是真实，黄锦树在《大卷宗》加以解释：“对我来说，梦和

记忆有时是一而二，二而一，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在小说《撤退》中：“他想不

起来自己为什么会走到这么一处陌生的所在，甚至找不到来时的路。也许这是梦，

但每一个白日不会比现在更真实，就像在每一个梦里都不会怀疑那是梦。”真实与

虚构之间的关系，打破读者对文本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幻觉，借此作者对读者表达

“存在”或“不在”的思考。黄锦树文本里，不仅有梦境的扑朔迷离，还有真实的

情绪。 

“后设小说总是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虚构存在，自觉地反思自身的语言结

构 、叙事过程和虚构世界，故也被称为“自我意识小说” 一种根植于历史 、社

会、现实等外部世界的自反模式，既强调自我意识又悖论地彰显了历史和现实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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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单建国，2017：30）通过以上的理论，“自我意识”是后设小说最基本的

特征之一，能突出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和理念。 

自我意识觉醒手法经常出现在黄锦树历史性叙事小说中，小说《大卷宗》比起

文化探讨，他更着重于历史整理与记忆。文本内“我”的自我意识觉醒体现于

“我”在历史溯源的过程中另一种觉悟，“在思索东南亚命运的同时……我将在时

空中不着痕迹的消失，消失在历史叙述的边缘”。小说中“我”敏感的感觉到

“我”是一个在历史中虚构的存在，产生对历史的畏惧和无奈。“我”顿悟到“我

今生三十五年光阴不过是祖父生命中无关紧要的延续”。故事层中的“我”显然拥

有自我意识，从读者视角暴露了“我”的虚构性。历史情怀和现实情境让黄锦树小

说掉入一种既真实由虚假的认知中。 

 

第二节 互文性 

 

  “后设形式的趣味和意义不在于愚蠢的自我消解，而在于癌细胞式的、恐怖的

再生产——再生产的恐怖主义——一种难以压抑的繁殖欲望……”（黄锦树，

1994:3）互文叙述，指的是作家用一种文本去指涉另一种文本的叙事手法，其互文

表现形式则是旧题新写和故事新编及文类合并的互文性或文本互涉。在戏仿、续写

和辩证中，新叙事的意义更加清晰，也能给读者提供理解和诠释的通道和捷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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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读者在阅读故事前便了解叙事意图和故事背景，在阅读中便能跳脱出来，重

新理解作者小说带来的主体历史意识。 

“小说是一种弹性很大的文类，可以走向诗，也可以侵入论文；可以很轻也可

以十分沉重。”（黄锦树，1994：2）他的小说有着不同文类之间的互文，消除不

同文类的界限。后设小说提供不断解构与反思的元意识，让黄锦树能潇洒自如的书

写小说，也印证他所言后设技术在他小说中是必要性的存在。 

 

1. 旧题新写与故事新编 

 

黄锦树的小说中有明显的后设叙事手法，那就是旧题新写和故事新编。这类手

法即以过去返回现在，小说内容存在历史却拥有现在的维度，历史是现在人眼中的

历史，但过去的事物并不会完全离去，经过人格化后，过去还会再出现。这是一种

再生与再现的过去。黄锦树（2003）说：“历史中常常要面对不断重演的类似迫害

情境……只要大环境大结构不变，可想而知，作为共生体的文化创伤仪式也会一再

地重演”（5）。重演除了外部历史因素，内部历史创伤对人的影响也不容小视，

对前作品的重写，以再生的方式，更能表达建构的意向和意图。 

故事新编系列在黄锦树小说中，最具代表的便是死在南洋的郁达夫。《M的失

踪》、《死在南方》和《补遗》等小说将郁达夫“后设”入叙事中，借由郁达夫死

于南洋的历史事实，却在小说中重构了郁达夫死亡前后的事迹。《M的失踪》是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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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树表达他对现实主义审美领导马华文学产生危机的经典焦虑。小说借寻找诺贝尔

文学奖候选人的马来西亚作家“M”,对马华文学界各流派的代表作家，以真实姓名

加以评论，表现强大的解构能力。小说世界的预设是真实存在，但借由虚构的故事

表达一种无法脱离传统的清醒。 

《死在南方》中，“我”并未亲眼见到，却通过虚构的郁达夫手稿、他人具有

真实性质的回忆和田野调查行为，呈现叙述真实性，其中虚实兼具，究竟是真是假

却不得而知。文中日本学者代表重视实证的存在，日本学者获得郁达夫的大便表现

兴奋，这明显的是在调侃和嘲讽马华文学中重视现实主义的弊病。“黄锦树在为郁

氏和马华文学招魂，借填充叙事的罅隙来达到一种文学演练和焦虑释放的目的”

（朱崇科，2015；9） 

鲁迅的同名作《伤逝》也被黄锦树借以故事新编的方式解构再重构。《伤逝》

中依旧是鲁迅书中的主人公子君和涓生，但黄锦树将故事搬到马来西亚重新书写。

故事内容仍然是爱情悲剧，但黄锦树的故事增加了南洋潮湿的描写、子君具有反抗

和自主的意识。 

旧题新写策略能让新文本和历史文本之间形成互文关系，书写的主题更容易被

解读，原文本为新文本提供了氛围、情感基调和迅速感悟语言文字的渲染。旧题新

写使作者在新文本能不详细叙事故事背景、环境书写和人物性格的日常琐碎书写，

善用原文本提供的基本氛围达到快速进入艺术创作状态。作者的历史主观意识和旧

文本具有的互文性是了解重构后文本分析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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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锦树深知旧题新写的好处，在《梦与猪与黎明》的序〈再生产的恐怖主义〉

便介绍其重写的文本。《植有木瓜的小镇》是龙瑛宗同名作品重写；《落雨的小

镇》改写了台湾作家东年的同名小说；《少女病》是日本作家田山花袋、川端康成

等的作品；《错误》则是出自台湾当代诗人郑愁予，从思妇对归人的思念转化成母

亲对孩子的思念；《郑增寿》取自大马小说家雨川。 

《死在南方》是对郁达夫南洋之死事件的发生有所怀疑，进而透过虚幻的文本

将怀疑的事件进行旧题新写，让读者更快的理解故事发生。主观历史的形成，是因

为客观历史的真相无法再现，只能加以主观的历史去虚构文本，郁达夫南洋之死只

能永远是个未解之谜，这是一个真实事件加上虚构故事形成真实与虚幻的世界。

“郁达夫”的原型能更好的表达异乡人离散漂泊的生存模式，也是旧题新写的便利

之处。 

《旧家的火》写于 1998年，其主题内容取自于鲁迅《故乡》，是向鲁迅致敬

的作品。尤其是《旧家的火》内容中“离去——归来——再离去”的结构内容源于

《故乡》。故事内容开始便表达了离乡多年后，重新回乡后感慨人是物非的心情。

小说一开始通过环境描写烘托出悲凉的气氛，是为故事结束时的感慨作渲染和铺

垫，离开的哀思也如同《故乡》结局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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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类合并 

 

后设小说拥有突破成规的创新实验的实践和表现，其中之一便是文类范围的越

界。黄锦树的文类合并带来的是真实与虚幻混合阅读体验，不同文类的加入是为了

凸显故事的真实可靠，让而如此刻意去证实真实性，反而映照出作者的有意为之，

更是暴露了他的虚构痕迹，形成一种混合真实的假象。 

黄锦树许多作品中，在小说开头便加入他惯用的书写策略“引文”。他在《死

在南方》的叙述之间便插入为他将引文的书写的策略给了解释，“源于论述的需要

和我对引言的特殊癖好，在后文中我还会大量引用那批手稿中的字句”（黄锦树，

2007:20）。 

引文的书写策略出现于黄锦树小说创作中，是为了衬托出真实性也暴露出文类

虚构的魅力。《鱼骸》中的引言为故事埋下了许多伏笔，引自罗振宇《殷墟书契前

编•自序》、王国维《观堂集林》、罗振常《洹阳访古记》、董楷《童溪易传》和

褚少孙（补）《史记•龟策列传》的字句，是黄锦树对自身身世与中国之间关系的

想象，以引言证明甲骨文、龟甲是真实存在，但叙事却是以梦境来推动故事前进，

如此更是增添了其中亦真亦假的趣味，也暗喻了马来西亚华人与中国之间剪不断理

还乱的复杂关系。 

《死在南方》郁达夫的手稿，在文中遗引文方式发表，作者便介入告诉读者

“见了上面的引文你必然会感到惊诧错愕”（黄锦树，2007：20），文中“引文”

不曾以任何方式发表，“它原初的发表形式便是引文”。作者告诉读者引文未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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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即代表可能虚构性，而后又告诉读者不必讶异因为郁达夫的“残稿”的发表形式

是引文的事实，从而引导读者关注小说虚构内容的创作过程。 

小说与论文的文类越界也是黄锦树创作手法之一，“我个人学术训练实在太

差，恐怕会把论文写成小说（相反的事情我也干过）”（黄锦树，2007：21），在

小说《M 的失踪》和《死在南方》都有侵入论文领域的痕迹，前者的故事是虚构，

但其更加侧重探讨马华文学的“经典焦虑”；后者借由历史阙如考证郁达夫的死

亡。 

黄锦树对他文本形式的“任意”之举如此辩解:“小说有它自己的逻辑，它自

己的乐趣和领地，应该大大超出他们的视野才是” （黄锦树，2013:9）。在文本

内容方面，他一改存文本的写作方式，将各种体裁的文字拼凑在一起，其中包括：

在《M的失踪》中出现的八卦图和类似甲骨文的图像；《错误》出现文中提及的手

稿；《貘》中异国文字的图像；《我的朋友鸭都拉》提及了辞典、《西游记》和

《地藏菩萨本愿经》的书籍存在同时也提及马华作家贺淑芳《别再提起》的故事内

容。小说与不同文类被拼贴在一起，呈现出混乱与不确定状态。 

不同的体裁被片断的粘贴在一起，形成了解构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和形式，打

破了传统的审美方式，文本之间建立了互文关系，造成小说虚虚实实的互文叙事的

后设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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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艺术手法 

 

艺术手法是作者在小说中表达思想感情时所使用的特殊的语句组织方式。每一

篇文本都有不同的特殊表现方式，阅读一篇文本，需要具体地的分析文本才能更深

入了解作者表达的中心思想。在马华文学坛中，黄锦树身兼作家与学者双重身份，

其创作除了有对文学的抒情也注重学术的探讨。不难发现黄锦树小说的开始往往以

“失踪—寻找”模式开启，从而反思其中蕴含的深意。 

寓言书写是黄锦树小说主题之一，以寓言理论进行的书写，内容充满断续性，

带有与梦幻一样的多重解释，符号变得不再是单一的表述。寓言的意义是企图引起

一连串性质截然不同的意义和信息。这类的批评手法，预示了文学形式背后的政治

性内涵。寓言的性质使得文学解读能够呈现多面、复杂、多义与断裂的意义隐射。

黄锦树将文学实践拉到历史意识的边界，利用大马复杂的历史背景，以寓言体了解

了文本中现实的没有被解决的社会与政治矛盾。历史是他不能规避的命题。但他处

理这些命题的手法却纷繁复杂甚至颇为先锋。 

 

（一） 抒情叙述 

 

抒情小说是以抒情为基本表达方式和主要风格特征的小说。其中“自叙传”抒

情小说侧重于作家的自我暴露，以及个人私生活和心理的描写，在作品的第一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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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叙述者本人的“我”最常用直抒胸臆的方法，也就是说，当表达主角所经历的

日常生活场景时，用激烈的情感语调描绘它，在事件的叙述，坦率地自我解剖。黄

锦树的自叙传还有历史叙述的介入性。“元小说的常见特点就是将现代主义的开放

性结尾实验带入历史领域，突出其道德功能。”（马克•柯里，2003：76）他对自

身土地充满依恋也充满审视，在小说结尾将价值观投射到叙述事件中，使得剩下的

叙事序列在回顾中能被读者理解。他以失踪的故事表达模糊不清的身份，在寻找失

踪者的过程中揭开历史被遗忘的“存在”。黄锦树的小说世界总是充斥着暧昧结

局，真幻莫辨，“存在”显得不真实，但却会发现在历史缝隙中的反思。 

 

1. 失踪—寻找模式 

 

黄锦树的多篇小说创作总是重复同样的模式，“失踪—寻找”的故事套路一直

沿用在他的小说书写中。《死在南方》故事开始便是郁达夫在南洋的神秘失踪，内

容以郁达夫死亡却无法找到遗体，说明可能死亡或是失踪，从而开启了寻找模式。

小说内容充斥着大量的后设手法，除了在前文所说的互文性外（小说内容中发布郁

达夫书稿），还有作者声音被安排进入小说，与读者对话的露迹行为。《死在南

方》的叙述开始作者便现身叙述关于郁达夫手稿与虚构故事的原因的由来。借助后

设手法，郁达夫残稿暴露了历史空白的破绽，是对写实主义的戏谑。 

《M的失踪》也是运用“失踪—寻找”的模式书写，故事内容是 M 为笔名的马

来西亚作家，因发表了一部长篇，在美国评论界引起轰动，并且有文学教授推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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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诺贝尔文学奖。然而这位 M到底是谁，M的“失踪”让文坛开始“寻找”。

“失踪—寻找”模式是黄锦树对大马历史情境的介入，借助后设即在叙述中不断地

对叙述本身做出评论，“在《M的失踪》里搬演了反复的罗生门作为历史阙如的镜

像。”（黄锦树，2007：321）。小说内容是以论文式小说进行的讨论，借寻着

“M”是谁的过程，在文中更是对多位马华作家进行一番批评。 

“以丁云与雨川二先生迄今发表的作品来看，尚未臻此水准。” 

…… 

“各种文体的创造都有，代表人物是方北方、孟沙……不过,这类作家太

强调写实，报道有余，艺术不足。” 

…… 

“不过潘雨桐的作品包容性尚嫌不足，商晚筠小姐这方面局限则更是明

显。” 

…… 

“张贵兴和李永平……他们不屑用英文写作，李氏更刻意要让他的作品没

有外文版。”（黄锦树，1994：17-18） 

小说里以极尽戏谑的方式讽刺马华诸位作家后，又将马华文坛的陋习后设入叙事中

做一番嘲弄。先是写实派孟沙： 

“那本东西再好也不能算是“马华文学”因为不是用华文写的。……现代

派和写实派一时间又争锋相对起立，几乎把整部马华新文学史都吵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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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方修以“史家”的身份登高一呼：……把 M找出来，如果可能的话，

找出他的“中文版……才喝止了马华文学史上又一场无聊争吵。”（黄锦

树，1994:18） 

黄锦树提出的新词“经典缺席”引发了马华文坛的一番论争，而《M的失踪》

是黄锦树表达对“现实主义”为主的马华左翼的反叛。以方修出现喝止了争吵，也

是在暗示马华文坛上文学史观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流，从而引发他的“经典焦虑”。

“自命立基于现实主义真理的文学批评，很可能妨碍了马华文学批评发展成一种文

类。”（黄锦树，2013） 

华人对于马来西亚土地上的统治者或原族群来说，是陌生的外来族群，尴尬境

遇，面对不公平的政治对待，华族期望能找到自己的根，往往触动对自身历史的追

溯，以祈求找到一丝慰藉。因此，黄锦树小说中“失踪—寻找”模式很好的诠释马

来西亚华人以政治、经济、心里原因导致的失踪后，开始寻找，寻找面对不确定的

文化身份。 

《大卷宗》中，黄锦树是以自身反涉和自我意识手段为他的后设手法。故事留

下了悬念——是谁杀了父亲？问号成为了小说中后设手法的开始，自主性的沿着探

索和追寻历史空白处的根源，如将“疑问”带到大马历史和政治的现实情境下，后

设手法便得以表达。“我”与祖父撰写的“大卷宗”神秘失踪，开启“我”寻找的

故事。叙事中多处显示出了“我”的自我意识，在回到过去荒废多年的老宅，去追

寻祖父和父亲的过去，却发现祖父的历史叙述用上了“我”的生命， 

“是一种宿命的召唤我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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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在思索东南亚华人命运的同时，我将在时空

中不着痕迹的消失，消失在历史叙述的边缘。”（黄锦树，2007:63） 

“我”明显的对自己所处的位置以及周围世界的关系有着明确、理解和自觉

的。 

“我想起我的博士论文，竟然也被列入参考书目，还有赵晚年写的一部关

于华族领袖的书。或许我必须承认，常常在生活中浮起的，对生命的不确

定，多少预言了我现在的处境。然而我开始愤怒，祖父的那些著作我相信

自己也有能力完成”。（黄锦树，2007:63） 

由此可见，叙述中出现的论文是后置装置的手法，有了资料的存在，才形成之

后的虚构事件发生。文中“我”的预知打破叙事结构的连续性，叙述者与读者产生

对话，让读者知道叙事呈现的历史是一种创作，是作者利用历史空白，虚构而来的

故事。 

在他小说中以“失踪—寻找”的模式反思马华的文化传承，《死在南方》和

《M的失踪》是对大马华文学传承的局限性批评，而《大卷宗》则是执着寻找自己

真正的家园以及历史文化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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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寓言书写 

所谓的寓言书写是指，“叙述者必须确认读者已经清楚把握了故事的道德判断

后才揭示出叙述的道德目的”（马克•柯里，2003:25）。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审美

距离的价值，读者不在沉迷于故事叙述中，而是跳出故事外，以外视角判断小说寓

意。黄锦树的小说颇有寓言叙述的内容，严肃的议题里充满戏谑，小说除了隐喻民

族的际遇，更多自身与传统上能够存在批评或理论的自我寓言与指涉，也意味着后

设装置的使用。 

“黄锦树的寓言书写是有关于对国家政策的批判，《阿拉的旨意》的寓言书写

涉及伊斯兰教的禁忌，质疑政教合一的文化霸权。”（黄万华，2007:117）《阿拉

的旨意》的后设性，是对已存在文本进行的改写与重写，并在其中加以评论。在

《阿拉的旨意》中作者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同时也是故事的解说者。作者在文中对

那篇以马来文书写的自白书还充当起翻译者与解说者，在故事开始便是以可兰经里

的部分内容为引文“可兰经”内容暗示了真主阿拉旨意背后的含义，不信者只能被

处罚的遭遇，然后说明“（原文为马来文）我清楚知道，以下所讲述的故事如果被

披露于世，将会引起多大的风波”（黄锦树，2001:109）。以可兰经内容为引文、

原文是马来文的叙述和“引起多大的风波”，在文化历史背景的帮助下引导读者对

在阅读时有了一定的理解性（有关于华族身处于政治结构不平等的际遇），并企图

以寓言书写来理解身份认同与文化最终的归属。 

高嘉谦说《阿拉的旨意》故事中“流放之因起始于种族冲突的导火线，而实际

的处境则是政治斗争失败导致向了不信道者的被驱赶。换言之，政治角力竟是与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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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真主的交手。”（黄锦树，2007，357）这指出了马来西亚政教合一的问题，成

为了马来民族霸权的源头。 

《阿拉的旨意》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宗教、种族与政治的关系，有关

回教的小说有非常多的限制，真主阿拉为题更是伊斯兰教的禁忌。黄锦树在故事中

披露了关于种族的不同产生了阶级关系，是统治者的血统与被统治者的血统的阶级

不可僭越性，在政治结构的压迫下之下，使得强者更强，弱者无法超越的地位。在

因为小说中叙述者从他“尊贵的朋友”身上理解到的不单是友谊，也看到了种族的

界限及异乡人的身分： 

“如果有一天我成为拉惹（王者），你希望我赏赐你什么？” 

“一座小岛”我随口胡说 

…… 

还记得，当我开玩笑的拿他的问题反问他时，他的表情突然严肃的有点难

看，有几分怒意： 

“那不可能”他猛搖頭“那怎么可能” 

“只是如果……” 

“如果，那我会要你把他还给我！”他握紧拳头咬着牙，对准胸膛挥了我

一拳，愤愤的说。“这土地是我们的钱！”（黄锦树，2001：116-117） 

这无疑是在述说马来族群在这片土地上拥有绝对主导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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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看到的，叙述者强调这是一个生活的实录，作者的目的不在于告诉我

们一个真实的故事，还希望通过故事来启发我们的思考。诚如《阿拉的旨意》指明

国家愿景下的同化并不成功。“不论是宗教还是教育，我都是这岛上名副其实的导

师。然而我竟是不信道的人”（黄锦树，2001：135）“文化换血”是白忙活一

场，同化华人的政策并不奏效，文化的中国性依旧存在于内心中，习俗中和文字

里。而故事最后抛弃文化族群、进入被同化的世界的鸭都拉，最终疑问“究竟何者

才是我应得的报应”，都是叙事上的寓意。大马伊斯兰发展局（JAKIM）已规定，

凡异族回教徒必须保留原有姓名一部分以作区别。因此，穆斯林也有了阶级之分，

以保障土著权宜，华裔穆斯林没有土著穆斯林的权利。黄锦树的小说无疑是将华人

尴尬的处境寓言化。 

《阿拉的旨意》中虽是寓言叙述，但内容不乏后设设计的诙谐书写。无论年龄

大小只有割礼仪式后才能是马来人的规定或是对马来习俗的嘲讽，小说内处处都是

被拿来调侃的马来民族习俗文化与宗教仪式。不过，这种对于小说的诙谐叙述，并

不影响我们去关注小说叙事以及虚实背后的寓意。相反，叙事过程中这些关于小说

技法的陈述更引起我们对于小说叙事行为和故事本身的双重关注，即马来民族命运

与政教合一下的华人际遇，其表达的国族历史实践的寓意意图，再明显不过了。 

在寓言书写中的文本中往往充满了政治和历史的隐喻。对于黄锦树小说的寓言

解读，往往是从历史阙如中寻找内涵的蕴意。以历史背景抒发他主体的阐释。以

《鱼骸》为例子，我们需要细细从文本中读出“主人公”的历史背景而触发历史意

识，才可挖掘出他对主体历史的表达和身份焦虑的家国寓言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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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中戏（Mise en abyme）是后设手法之一，即故事里叙述另一个故事，而《鱼

骸》故事叙事中进入梦境，以此叙事另一个故事便是例子。此手法介于真实与虚幻

之间，它不断地提醒读者注意小说叙事过程中存有作者编造的成分，小说本身存有

虚构成分，故事弥漫着荒诞性，要求读者与小说保持适度的审美距离，由此引发读

者对于故事背后深刻寓意的理性关注，而不是单单注意小说的情节。《鱼骸》叙事

开始以主人公少年时期进入探险的故事，而后故事由回忆转入现实，述说“他”在

台大研究室接到弟弟的寄来的信，告知大哥死亡的消息。其后在研究室杀龟取甲的

鬼崇行为慢慢进入如梦的回忆中。从他的叙述中，我们得知失踪大哥的消息 40年

后才证实死亡，然而主人公早在离开大马之前便知晓。小说的叙述让主人公和大哥

成了镜像关系，“大哥”是主人公内部分裂出去的一个人格，是对马共和“中国”

的热爱。而“大哥”的失踪也意味他的“乡愁”被迫中断。 

在《鱼骸》中书写的“他”对身份的寻找就是黄锦树自我的寻找，他在历史空

白中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和位置，《鱼骸》中暧昧与悖论就是他的困惑和危机。其

实《鱼骸》存有的作者主观意识，就是黄锦树的自叙体。 

 

（二）创作策略 

 

黄锦树在后设技巧写作的基础上，让他的写作风格和叙述策略异于他人。藉由

在“已知”的历史结构下，与“当下”互有联系、牵涉、重叠，从而表现了华人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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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境况和心理状况。藉由历史时间结构特点，黄锦树的开放式结局和露迹手法写出

大马华人真实和具体的生活状态和历史处境，内容虽然荒诞与黑暗，却是大马华人

真实的历史与现实。除此之外，他适当使用标点符号的特性，以打断叙事结构的连

续性，也让作者得以介入文本中与读者产生对话，对文本发展做出评论说明。 

黄锦树的小说阅读起来充满跳跃感，在叙述中转换角度十分快速，让人产生疑

惑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读者无法沉溺于叙述故事中，必须跳脱出故事层才得以解

读。如《岛暗暝》，由主人公回家路上和家中等待游子回家的两个叙事视角的切

换。书名“乌暗暝”也是指漆黑安静的夜晚。游子艰难的回乡，不但不是带有前途

光明的意味，反而是在夜晚抵达家乡，其中含义不言而喻。文中叙事并没有结局，

反而虚拟两种主人公回到家中能会遭遇的情况。两种预设的结局是为了让读者做出

选择，让读者参与是后设手法的表现之一，是刻意打破读者对小说故事的真性实，

读者与文本产生距离感，让作者与读者直接性对话。 

同时，黄锦树的小说中主人公总是可以跳出叙述层的故事，看见自己，也了解

自己是在被叙述中，故事人物跳出故事层进入读者的世界，角色在文本中表达出他

的意识属于虚构。在《撤退》能够看见自己，“看见自己回到生命本初状态”；

《错误》中看见自己“只不过是个过客”；《梦与猪与黎明》中，看见自己“不会

真的醒来”。由此证明，“看见自己”是文本中主角有拥有了自我意识，是叙述主

体在叙事过程中通过自身反涉和自我意识的手段对叙述本身进行了叙述。 

黄锦树还会利用标点符号强化文本阅读效果中的跳跃性，在作品中出现许多破

折号，省略号和括号。破折号有解释说明的意图，让作者介入文本，说出他的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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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意识，另外也可以表示话语的中断也能代表叙述的中断。如《非法移民》中解

释说明的意图： 

“是我多疑了？咦，不对，声音——好像是脚步声——狗怎么没吠——好

像在鸡寮哪里——慢慢走远了。枪就在床头。好像不止一位——还是赶快

把他叫醒—但愿是我听错了……”（黄锦树，2007：127） 

《胶林深处》中： 

“不论是发生什么事——婚丧喜宴或生病——都不得简短。宁愿得罪人也

不愿意有一天“空白”。这让他在亲戚朋友中赢得“毁誉”——带着嘲讽

意味的称赞——“那个写字的”。他们当然没法子了解，这和他特殊的时

间感受有关——“逝去的时间是永远没法弥补的”——他认为……”（黄

锦树，2007：236） 

 

破折号的运用让语言存在不逻辑，不流畅的词语拼贴，就像人物的思想和意识

的不完整，这些不断被切割的句子充满跳跃性和不稳定性，让读者形成“陌生

化”。陌生化效果，也就是让读者不断意识到故事不是真实，故事就是故事而已，

内容是虚构并非真实。 

省略号在文本中经常出现，省略号的作用是表示静下思考、表示说话的断续，

也可视为话语中断、话语为未完，也能营造出梦呓般地讲故事，让叙述介入真实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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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幻之间。黄锦树运用标点符号以企图瓦解语言的逻辑性，以零散的词语或句子拼

贴，阻碍了小说的叙事，不完整的叙述也会增加读者的阅读困难。 

在《繁华盛开的森林》中悲伤中说不完的话： 

“抚着伊的裸身，从头到脚都硬实冰凉。微隆的小腹，里头的小子宫中的

小生命……微微翘起的浓密的毛……再也不再也不再也……”（黄锦树，

2007:232） 

 

在《非法移民》中充满迟疑的梦话呢喃： 

“……是拿督公保佑吧，伊乜一眼右前方坟起的一座土秋，一截黑色的残

余树前头，三柱香犹未燃尽……也许他们以为我们只是养鸡的工人，阿忠

才是老板—偌大的铁皮屋，停了三辆蛮新的私家车……今后只有拿督公你

是我们的邻居了……”（黄锦树，2007：129） 

 

括号具有丰富表意意味，括号与正文的关系可以加以解释、反调、补充性，或

自相矛盾，如此形成多声道叙述，因而由作者介入的后设手法，打破叙述真实性，

从而表明文本具虚构成分。 

“（好亲切的眼神）阿绣扯一扯他的衣服……”在《新柳》括号是补充说明。 

“在我正想起身时一望镜子，镜中却没有我的身影像。（这是怎么一回事？隐

形，还是镜子问题）”在《大卷宗》中故事人物跳出叙事层外的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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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这篇自白书有朝一日有幸公诸于世（如果不幸因天灾或人祸而销毁，或

因政治因素而永远封禁于机密档案中，那也是真主阿拉的旨意）”《阿拉的旨意》

中具有反讽意味的介入。 

标点符号的运用让文本更为诡谲与虚幻，破折号与括号的存在是让作者对文本

加以叙述前者是对文本内容加以解释说明；后者则是对叙述本身做出评论。省略号

表示静下思考、迟疑、迷糊不起的叙述更是符合黄锦树亦真亦幻的书写模式，文本

中多处出现省略号显得故事的不确定性，意在言外。不完整的内容便会打断叙事结

构的连续性，让读者感到深层的隐喻（作者自由出入在虚构文本和现实世界中）。

黄锦树的标点符号使用是其创作技巧的表现，也强化了其后设技巧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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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黄锦树即创作也批评，他的双重身份让他的小说独树一帜。在文学批评领域

里，他否定了方修的文学史观，否定了现实主义的“霸权”，而他在文学创作领域

中，他消解了现实主义的审美规范，他的小说中后设技巧的运用，是实验性突破了

马华写实主义小说成规的意义。以小说论小说，在原有的小说叙述中加入了作者的

看法与评论，形成论文式小说或小说式论文。 

在黄锦树小说中，将历史叙述还原并在其中表达主体的历史意识，以历史阙如

和虚构故事形成了真实与虚构的结合，挖掘历史缝隙中的隐藏的真相，呈现对马华

文坛与政治生活中的忧虑。 

同时，他也运用互文手法以旧题新写和故事新编的文本互涉中，让叙事的意图

更加清晰明显，让读者更快的理解和诠释小说的隐喻。黄锦树的后设手法也包括文

类合并，他有意拼贴不同文体，是叙述形式及角度呈现多样化，以打传统小说的线

性叙述，增加读者阅读难度，形成陌生化。叙述文体目的在于，一方面给读者形成

一种幻觉，文本所叙述的是真实事件；另一方面也是打破了幻觉，读者意识到小说

中所谓的“证据”不过是作者玩弄文字游戏的手段，造成混合真实的假象。 

后设的本质是反常的，挑衅的，翻转的，嘲讽的，并常能够让读者产生反思。

后设技巧的使用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现代生活状态，再从中体会更深

层的意义。小说并不能客观的反映现实世界，运用后设手法却能在文本虚构一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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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再揭示现实世界的的真实状态。真实世界与虚构文本，形成了互相矛盾的概

念，而正是以真实背景加上虚构性故事表达，才能探索出背后的隐喻性。因此在黄

锦树的小说中，后设装置的出现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必然的存在。 

他的后设手法是为了能更好的表达主题思想。他在小说中充满暴露作家、个人

想法和心理的描写，是以后设的方式表达乡愁。多篇小说创作中总是重复同样的叙

述模式“失踪—寻找”和寓言书写，是在历史记忆的深渊和虚妄的书写方式，寻找

自身的文化属性和身份认同。真实的历史配上虚构的文本，前者能让读者有真实感

有已塑造的价值观；后者是作者想要表达的寓言。 

黄锦树也利用后设特性，有意无意的打断叙事结构，打破了故事的真实性，并

让读者参与到的故事中共同创造故事发展。同时，小说中叙事主体超越了小说叙述

文本的束缚，故事人物跃出故事层进入读者的世界，在文本中会“看见自己”。他

利用标点符号用来表示停顿、语气以及词语的性质和作用，玩弄文字游戏，打断线

性叙事，使文本更加诡谲与虚幻，读者深陷于真实与虚构的文本当中。 

当文学遇上政治，他在叙述中形式除了诙谐外，还将文学的价值用来述说国家

民族政治的层面去考量，他的小说中从始至终都存在着对伦理的关怀。 后设技术

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字游戏，后设对黄锦树而言“当技术层面的问题解决之后，剩下

的便交付价值和信仰”（黄锦树，1994:2）。他并非为了后设叙述而后设，并不是

一味的在自我结构，在客观角度叙述世界观。他的后设技术夹杂了主体意识，他以

历史意识表达对文化身份、族群忧虑及马华文坛的忧虑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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