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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探讨的是张大春《我妹妹》中对虚构与文学功能的反思。为探讨该观念之前，笔

者选择先以文化批评方法去理解张大春的时代背景、当时的文学思潮。而这就包括了张大

春的台湾外省人第二代身份、台湾于 1949-1987 年处于的戒严时期、1977-1978 年发生的

乡土文学论战事件。笔者认为这些外在现实因素很大程度影响了他的文学形成观念，即谎

言叙述书写，其谎言技艺也达至不断求新求变的书写形式。 

笔者先追究张大春所受到的外在现实因素从而奠基其未完成《我妹妹》前，所持有的

强烈主张“一切诠释皆是虚构”的文学观点，以理解张大春进行谎言技艺书写模式的原因

外，也是为了能更贴近张大春的思想层面以能更有把握理解文本《我妹妹》。 

 笔者于第二章探讨张大春小说的谎言技艺形成的原因是以对台湾乡土写实主义文学

的质疑、抵制权威霸权意识形态、权威操控语言的“真相”、小说文体本身的虚构性，这

四个观点切入论述张大春不认同诠释、叙述能够如实表达真相的观点。 

    笔者于第三章探讨张大春《我妹妹》中对虚构与文学功能的反思是以再探讨语言操控

与人的互动关系、反思“虚构”与“谎言”技法的局限、技法演示或自我治疗的困惑、具

有逼视自我内心“功能”的我妹妹，这四个切入点论述张大春于《我妹妹》中对虚构与文

学功能的反思。 

         笔者认为完成此论文所面对的问题是收集资料上的问题，像是一些评论篇章，笔者会

无法找到，而笔者的资料收集是大量运用网络，也下载了许多资料，但是在理解的问题



iv 

 

上，又遇到问题，笔者也才发现自己的华文理解水平其实是有限的。但也因为网络科技的

方便、台湾大学网页的开放，笔者也才能找到资料的。所以，我还是很感激的。 

         另外，也因为张大春而让我意识到虚构与真实的模糊界限的意义。这也让笔者更领

略现实也充斥着的大叙述权威、官方说法。此论文研究对我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我对于张大

春主张的“一切诠释接是虚构”的观点有所理解，尤其在理解张大春的时代背景后。因为

笔者不能接受不信任任何一切说法、全部叙述都是谎言的文学意见。而且写作的意义如果

是欺骗读者、质疑一切，那到底又是为了什么而写作？ 

         探讨张大春《我妹妹》中对虚构与文学功能的反思，也让我知道张大春其实也质疑

其谎言技艺的不足之处，以及反思写作意义的目的。这也让笔者觉得诚实面对自己，聆听

自己内心的声音再表达、叙述出来，是最能感受写作的美好意义的事情。写作是能抚慰、

承载、消解内心各种复杂情绪的一种认识自己（甚至再重塑好个人人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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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绪论    

作者介绍 

    张大春，台湾著名作家。1957 年 6 月生于台北市，祖籍大陆山东省济南市。张大春

成长于眷村文化，即台湾外省人第二代。张大春曾提及：“我父亲非常注重文的教育，就

好像你掌握了某一种文的教养，似乎就掌握了那个根扎定的地方。”这也是张大春父亲栽

培其深厚国学素养的原因。对于台湾的认同与归属，张大春的情感认定为除了国族本身的

概念外，文化也是可以扩散、可以随处扎根的。1 

张大春是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曾任中国时报、时报周刊记者、任教于辅仁大

学、文化大学，现任电台主持人。而这些职业也让张大春对于时事动态处于敏锐状态。他

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自 1980 年代开始作品享誉文坛，曾以“大头春”的

名字出版系列小说（《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野孩子》），另着有小

说《鸡翎图》、《公寓导游 》、《四喜忧国》、《大说谎家》、《欢喜贼》、《城邦暴

力团》、《聆听父亲》、《春灯公子》、《战夏阳》等，京剧剧本《水浒 108》，文学理

论《张大春的文学意见》、《小说稗类》等。曾获联合报小说奖、时报文学奖、吴三连文

艺奖等。2 

                                                             
1
张大春：《乡土文学看台湾文学与文化》，《世纪大讲堂》2011年 2月 26日，

http://www.zgxcfx.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2570， 2012年 2月 10日。 
2参考自：王宇星：<讲故事的顽童>，《语文世界》（高中版）2008年第 6期，页 13。 

http://www.zgxcfx.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2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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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春 16、7岁已开始写小说。31976年即 19岁时以短篇小说《悬荡》获幼狮文艺全

国小说大竞赛优胜。1980 年即 21 岁第一本小说集《鸡翎图》出版。1988 年即 31 岁出版

小说《四喜忧国》。分别于 1992、93、96 年，即 35、36、39 岁《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

记》、《我妹妹》、《野孩子》“大头春”系列小说出版。4交织个人记忆家族历史、大

历史的《聆听父亲》出版于 2003年即张大春 46岁时。5 2007年温馨散文小品《认得几个

字》出版。6 

 

                           第一节 研究目的 

    本文以张大春为研究对象。本文以张大春的成长小说，即《我妹妹》为探索对象。于

1993 年出版的《我妹妹》所展显的面貌与张大春早期的文学文本不太一样。充满嘲弄嘻

笑叙事风格的《四喜忧国》、《大说谎家》、《公寓导游》、《鸡翎图》等，都显露出张

大春敢于批评、质疑精神。而《我妹妹》除了惯有的质疑精神、调侃语气，其叙述语调却

也不同于以往的明确、肯定，是有着疑惑、疑问的语调。 

    诚如杨照所言：“和《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相比，《我妹妹》里的大头春显然是

谦虚的。他不再自信地说青少年的话，他只是不断试图了解成长是怎么回事的迷离。”7

而这种“迷离”，带着不确定性的语调，甚至焦虑于成长面对的各种人生问题，纯粹是张

                                                             
3
王巧玲：<张大春——很难与旧中国一刀两断>，《新世纪周刊》2008年第 10期，页 128。 

4张大春： <张大春写作年表>，《最初》，台北：时报文化，2002，页 259-261。 
5张大春：《聆听父亲》，台北：时报文化，2003。 
6
张大春：《认得几个字》，台北：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2007。 

7杨照：<青春的哀愁是怎么一回事——读大头春的《我妹妹》>，收录于张大春：《我妹妹》，台北： INK

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2008年版，页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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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春针对成长中的“我妹妹与我”对于生命、家庭、社会、两性问题等感到疑惑、迷惘而

营造出的情景语调吗？ 

    笔者认为张大春于《我妹妹》是有意借由青年作家候世春讨论了文学功能的问题。为

更深入探究，并理解张大春这位写作形式正如其所言：“我很难安分地“守住”某一种小

说写作的叙述方式或修辞风格。”8 笔者也意图理解张大春写作“不安分”的缘由。因为

这也可说是联系了并让笔者能更理解、把握住张大春于《我妹妹》表露出的对于写作的意

义、目的的想法。 

 因此本文最主要的目的是想意图爬梳、厘清出较为清晰的脉络，初步认识关于张大

春的写作主张即对写实主义质疑的缘由，再进而延伸论述张大春于《我妹妹》又如何反思

了对于写作即是“谎言叙述”的立场（这是他从对于写实主义的质疑再进而确立出的“谎

言叙述”立场）。此外，笔者对于张大春的“谎言叙述”主张也是好奇、疑惑与不理解

的，也希望借由本文能更理解关于这位作家的文学观点以及针对张大春于文学之外的现实

生活的实际因素而形成其所认可的“打倒一切叙述” 9（意指一切叙述皆是虚构、不可靠

的）。 

 

 

 

                                                             
8
张大春： <坦白从宽>，转引自黄锦树：<书写张大春之书写——谎言的技术与真理的技艺>，《谎言或真理

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集》，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页 207 。 
9杨照：《文学、社会与历史想象——战后文学史散论》，台北：联合文学，1995年，页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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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研究范围 

    笔者选择的文本是张大春于 36 岁写的《我妹妹》为主要论述对象。《我妹妹》可以

说是张大春创作生涯中期阶段的文本。笔者选择以《我妹妹》为主要研究对象来论述张大

春在该小说所表露出的、他反思自己在未完成《我妹妹》前就已确立的文学是虚构这一

“指向”与他思索通过小说除了可质疑、颠覆惯性思维、实验各种小说形式之外的文学功

能。更明确的说，笔者想论述《我妹妹》中的青年作家候世春对于写作意义的困惑、思索

是否也可说是张大春有意揭露，并间接表述出他的“极度”认为“一切诠释皆是虚构”的

立场其实也是有问题、毛病的？ 

为此，笔者对于张大春于《我妹妹》的反思文学功能能否成立的问题，必须先理解张

大春在未出版《我妹妹》前就已质疑写实主义是否的确能“写实”的原因。而笔者也想探

究张大春处于的社会、时代是否也影响了他对于写作的立场，并间接影响个人思维方式？ 

因为必须考虑到的是张大春的身份、身处的时代背景是复杂的。张大春为台湾外省人

第二代。在 20 岁时，即 1977-1978 年发生了乡土文学论战事件。而在他 30 岁时，即

1987年台湾解严了。    

笔者将在第二章主要论述张大春的文学观点是受什么外在因素而形成的。第一节先论

述其写作的鲜明特色。第二节探讨张大春最让人鲜明、深刻的论述“打倒一切叙述”之所

以会构成的外在因素，像是乡土文学论战事件、台湾戒严、台湾外省人第二代这些刺激性

的外在因素对他形成的冲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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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将探讨张大春于《我妹妹》中对虚构与文学功能的反思。第一节将先论述张大

春的写作“态度”以更能说明其创作、构思的基本立场及他与文本的“互动”关系。再于

第二节论述张大春于《我妹妹》中对虚构与文学功能的反思。笔者将分为三小部分进行论

述，即其对于语言操控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反思“虚构” 与“谎言”技法的局限、技

法演示或自我治疗的困惑。 

第四章即是总结本文的论述。 

 

                                                    第三节 前人研究成果综述 

          第一本概括张大春载止 2000 年作品主题的论文是《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

初探（1976—2000）》，胡金伦所著。胡氏归结了张大春三大小说主题，即：政治、历

史、谎言书写。论文也论述张大春的谎言技艺，点出其以谎言挑战政治与历史的真理的创

作目的。胡金伦是结合张大春外省身分与台湾社会背景，以台湾现实政治与历史发展为探

讨核心，延伸到小说本质、写作技巧、文学史定位的问题。10 

    2002 年，何明娜《张大春短篇小说研究》分析了 7 本已集结成册的张大春短篇小

说，论述其小说的书写手法、语言特色。论述真实、谎言、历史、后现代如何在其短篇小

                                                             
10胡金伦: 《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2000）》,台北：政治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

2001，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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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呈现。何明娜也引用谐拟、反讽等文学批评术语归纳张大春小说的语言特色。该论文以

张大春短篇小说为讨论核心，再运用主题式的分析进行探讨。11 

    同年，黄清顺《台湾小说的后设之路—后设小说的理论建构与在台发展》，以张大春

作品中具有后设技巧的文本，内容充斥着“颠覆写实精神”、形式“杂交融合”的文本，

借此探讨后设小说相关议题。12 

          2006 年，黄玉玲《在若即若离之间：张大春创作历程与主体建构》则以“当张大春

不再说谎”为论述，以《小说稗类》之后的张大春创作，包括《聆听父亲》探讨其自我与

现实的关系。黄玉玲是以张大春二十余年创作历程，检验张大春主体性立与不立的问题，

即从作家的“自我”与“现实”时而联系（对话）、时而不联系（独白）的“若即若离”

关系来探讨，发掘张大春“自我”13状态的多样性。14 

2007 年，张腾云《历史与小说的双重悖论—论张大春文学书写中的历史叙事》以

《聆听父亲》、《城邦暴力团》中书写的情感来研究张大春心路历程，以及家族记忆对他

                                                             
11
何明娜：《张大春短篇小说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在职进修硕士论文，2004，页 2。 

12
黄清顺：《台湾小说的后设之路—后设小说的理论建构与在台发展》，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

士论文，2002。 
13依据黄玉玲的论述，自我是意指张大春，即作者（自我）与主角（他者）是有着对等、等同的互动关系。

像是于伦理事件，两个意识是同一的，即自我也是他者。而于宗教事件，自我、他者是不平等的。唯有在

审美事件，作者和主角是在两个意识间的平行对话过程完成了主体性之建构。 详见于：黄玉玲：<第六

章：结论：在若即若离之间 论张大春创作历程之主体建构（1976-2003）>，《在若即若离之间：张大春创

作历程与主体建构》，同前注，页 115。 
14黄玉玲：《在若即若离之间：张大春创作历程与主体建构》，台北：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2005，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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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和历史观的塑造，而这些经历又如何影响他理解现实，从而奠定张大春小说书写的基

调。15 

2010 年，郑淑怡《写实、魔幻与谎言—张大春前期小说美学探讨（1976-1996）》则

以张大春前期作品论述其创作风格及技法的转变，并将张大春小说分成四期。论文注重分

析张大春在写实时期、魔幻写实、新闻小说时期的文本。16 

    同年，林铭亮《讽刺与谐拟—论张大春小说中的讽喻主体》以张大春小说中的讽刺、

谐拟、反讽叙述为切入点，分析具有共同特征的小说群。17 

2011 年，赖穆萱《后现代青少年的辩证：论张大春的成长三部曲》整理成长三部曲

与后现代主义、成长小说的交集与其创发之处，并细部梳理三部曲的情节主题，论述三部

曲为张大春启蒙青少年与抒发写作之道。18 

黄锦树于 2003 年出版的《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集》中有多篇论述张

大春的小说。其中的<书写张大春之书写——谎言的技术与真理的技艺>为主要概述张大春

小说的写作形式，即言明张大春从《公寓导游》开始就运用后设技巧形成其“后设谎

言”。黄锦树也认为张大春不断更换写作形式的原因是因为其否定语言能“写实”的原

                                                             
15张腾云：《历史与小说的双重悖论—论张大春文学书写中的历史叙事》，广东：汕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页 1。 
16郑淑怡：《写实、魔幻与谎言—张大春前期小说美学探讨（1976-1996）》，台中：东海大学中文研究所

硕士论文，2010。 
17
林铭亮：《讽刺与谐拟—论张大春小说中的讽喻主体》，新竹：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10。 

18赖穆萱《后现代青少年的辩证：论张大春的成长三部曲》，台南：国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在职专班

硕士论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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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黄锦树就指明张大春穷究于谎言的后设形式而忽略了真诚的谎言。19另外黄锦树也以

迎合文学商业化的后现代商品美学看待“大头春”系列的青春小说，认为张大春不断求新

的技术、形式求变也是因为迎合喜新厌旧的读者。20 

除了以上笔者所收集、论述的学者研究成果之外，也还有许多学者对张大春作品、写

作风格等提出不少见解，但笔者在此提及的前人研究成果主要是涉及研究张大春写作脉

络、张大春写作与现实、台湾政治的联系以及张大春心路历程转化等因素从而彰显其写作

策略的改变，学者这些观点对于本论文给予了更为清晰的见解，也让笔者拥有更多知识、

视角研究张大春写作、叙述策略转变的背后历史脉络探讨。 

    但是笔者发现学者对于《我妹妹》的主题论述是较不全面的。各学者对于作为“大头

春”系列之一的《我妹妹》（续畅销之作《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21所赶紧乘胜而击推

出的第二本青春成长小说22）表达了不一致的观点，论述也显得较零散、稀少。学者多以

此书呈现了青春期“不安的骚动”、反抗霸权意识为主要论述。为此，笔者想集中探讨张

                                                             
19
黄锦树：<书写张大春之书写——谎言的技术与真理的技艺>，《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

集》，页 217。 
20
黄锦树：<书写张大春之书写——谎言的技术与真理的技艺>，《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

集》，页 228。 

21张大春表明在决定让《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断版为止，销售量总计共达二十几万本。详见于：张大

春：<新版自序——重逢的告别>，《我妹妹》，台北：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2008年版，页 10。 
22张大春在自序就言明在《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上市一年后，出版社朋友初安民就要求他尽快再出“大

头春”的续集。详见于：张大春：<新版自序——重逢的告别>，《我妹妹》，页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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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春于《我妹妹》中所发出的另一种“文学不安”23的声音，即探讨张大春于《我妹妹》

中对虚构与文学功能的反思。 

但是笔者在论述张大春此作之前，也认为有必要先论述、了解张大春未完成《我妹

妹》之前，所表达出的文学观点、也必须理解作家时代背景，这也有助于更能论述张大春

于《我妹妹》中对虚构与文学功能的反思，以及能更理解张大春的文学思想。 

 

                          第四节 研究方法 

笔者是以文化批评方法切入本文的探讨。文化批评方法是鼓励对于作品的细读，注意

作品的细节所透露的信息，只是这个“细读”并不只是封闭式的研究，它是对作品细节作

了分析之后，还要把这个细节的意义和作品之外的对象联系起来。同样，文化批评又和传

统社会批评有关，要考察作品和作品之外世界的相关性。24 

笔者以文化批评联系张大春所受到的外在现实的因素，再联系其如何影响张大春文学

观点的形成。笔者认为必须考虑到张大春所处的历史时代、社会、政治环境也是因为张大

春的身份、身处的时代背景是复杂的。张大春为台湾外省人第二代、台湾于 1949-1987年

                                                             
23不同于《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中大头春以嬉笑嘲讽的眼光看待成人世界，胡金伦就指出《我妹妹》中

深沉哀伤的语调，也是张大春意识到自己的另一种“文学不安”。详见于: 胡金伦：<第七章：少年大头春

和说书人张大春>，《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2000）》,同前注 ,页 205。 
24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页 229。 

http://library.utar.edu.my/cgi-bin/gw/chameleon?sessionid=2012040114202810612&skin=default&lng=en&inst=consortium&host=192.168.100.98%2b1112%2bDEFAULT&patronhost=192.168.100.98%201112%20DEFAULT&search=SCAN&function=INITREQ&sourcescreen=COPVOLSCR&pos=1&rootsearch=3&elementcount=1&u1=2009&t1=%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5%87%ba%e7%89%88%e7%a4%be,&beginsrch=1


10 

 

处于戒严时期，戒严时期长达 38 年、25而于 1977-1978 年发生了乡土文学论战事件。笔

者认为这些外在现实因素很大程度影响了他的文学形成观念。 

而笔者本文虽论述的是探讨张大春《我妹妹》中对虚构与文学功能的反思，但是笔者

提及的对虚构与文学功能的反思，其实也就是反思张大春在未完成《我妹妹》之前，他前

期所一直认为的写实主义并不能“写实”、叙述也不能写实，所表现出的质疑一切的坚决

态度是否也存在着“问题”。而导致这种“问题”的原因，又是哪些？因为笔者认为张大

春不信任一切、质疑一切的态度，是很“极端”、也随之让笔者感到不安与不解的。26 

    为此，笔者认为还是有必要运用文化批评去理解，再论述张大春经历的一些事件而理

解他的文学观点，再从而能够进行探讨张大春《我妹妹》中对虚构与文学功能的反思论

述。笔者也认为借由张大春经历的一些事件而能更理解、把握住张大春于《我妹妹》表露

出的对于虚构与文学功能的反思。 

之后，笔者将以张大春《我妹妹》为主要论述对象，因此将对《我妹妹》进行文本

“细读”。 

          而同时笔者也将参考张大春的文学理论见解、其他学者的文学批评、理论、论文、

期刊、报刊访问来进行研究，以更能客观、多视角，也获得更多的资讯来理解张大春的文

学意见。 

 

                                                             
25台湾戒严时期是从 1949 年至 1987 年，笔者是参考于：茅家琦：<第七章：统管情治与“白色恐怖”>，

《蒋经国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变》，台北：台湾商务，2003，页 223。 
26 张大春对于一切皆不信任的态度也是笔者认为必须先理解他不信任一切的原因、外在现实因素的影响，

以便能更明确理解他于《我妹妹》表现出的内在含义、讽刺，以及引起其“文学不安”的焦虑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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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探讨张大春小说的谎言技艺形成的原因 

    在未论述张大春于《我妹妹》中对虚构与文学功能的反思之前，本文先论述张大春的

文学观点。而论述张大春对小说的意见都是集中于未完成《我妹妹》之前的早期文本。这

也是为了让笔者能通过理解张大春的小说立场能更客观性分析《我妹妹》中，张大春对虚

构与文学功能的反思。 

    本章节会先举例张大春最鲜明的文学主张，即其谎言技艺书写27，再论述其认为小说

是虚构的立场以及形成此主张所受到的因素。笔者认为文化批评方法也能更贴近作者思想

层面，能更理解作者时代背景、生活经历与其创作文本的互动关系。这有助于理解张大春

对于创作的理念、立场。 

 

第一节  张大春的谎言技艺书写 

谎言叙述是张大春对于语言及写作信念的书写哲学，认为一切诠释都是谎言，他也认

为一切真实都是不可描述的，一切描述都是谎言，是语言支配了真相。张大春的写作姿态

就是对语言和书写的不信任。28张大春创作的小说主题往往解构、质疑、批评、颠覆被视

为理性的概念。 

                                                             
27黄锦树：<书写张大春之书写——谎言的技术与真理的技艺>，《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

页 206。 
28许秀华：《论台湾后设小说的叙述转变——以张大春和骆以军作为分析对象》，杭州：浙江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2009，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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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锦树即言明张大春从《公寓导游》开始就运用后设技巧形成其“后设谎言”。张大

春的“谎言技艺”被黄锦树认为是“后设技艺”。29 

后设小说的定义是指“为了对虚构和后设和现实的关系提出疑问，便一贯地把自我意

识的注意力集中在作为人工制品的自身的位置上。这种小说对小说本身加以评判，它不仅

审视记叙体小说的基本结构，甚至探索存在于小说外部的虚构世界的条件。”张大春的后

设技巧倾向于表现小说这一文体本身的虚构性，张大春是竭力揭发文学的虚构性。30 

而张大春会被定义为运用后设技巧的书写策略也就是因为张大春认为是语言建构真

相，所以张大春极力运用各种小说形式表现出一切诠释都是谎言的“真相”。张大春对

“诠释”（小说家即是诠释者）的准确度与真实性是质疑、否定的。 

在第一本小说集《鸡翎图》的序文<书不尽意而已>，张大春已质疑小说写实的准确

度： 

如何假定我的描述是“写实”的？至少，某些故事里的人物都是我现实生活中所接触

甚至相处过的人们的投影，而无论有心无心，投影势必导致曲折和差异，势必是朦胧的。

31 

       整体的观察和经验使我不再能够以纯稚浪漫的态度易感动情。在尔后的一段日子

里，这种习于透过旁观冷眼以自省省世的态度使我极易对创作的形式产生厌倦之感，我

                                                             
29 黄锦树：<书写张大春之书写——谎言的技术与真理的技艺>，《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

论》，页 206。 
30
 玛特·罗拜：《原始故事与小说起源》台北：国立编译馆，1995，页 7。转引自：许秀华：《论台湾后设

小说的叙述转变——以张大春和骆以军作为分析对象》，同前注，页 3。 
31张大春：<书不尽意而已>（序），《鸡翎图》，台北：时报文化，1980，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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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安分地“守住”某一种小说写作的叙述方式或修辞风格，以至于更不能忍受一篇作

品读起来像“小说”，尤其是我已经用某种腔调书写过的小说。32 

续<书不尽意而已>表露出对小说写实的质疑，张大春不断挑战自我，层出不断的创造小说

各新形式，厌倦固定于同种形式、腔调（风格）的表现手法，在<坦白从宽>言明是对“整

体的观察和经验使我不再能够以纯稚浪漫的态度易感动情”（笔者将于下节再述张大春该

句的意义）。 

    张大春奠定小说无法写实立场后，在其文本中他是倾向于展现小说各种形式的可能

性，各样各式的写作手法，化身为文学特技表演者33。黄锦树认为张大春不断更换写作形

式的原因是因为其否定语言能“写实”的原因。 

    张大春的小说倾向于建构小说新形式，是如同黄锦树所言，是“基本上放弃抒情，企

图让语言的感觉性归零”，不动情与对形式的不耐烦、不断寻求更换形式。34 黄锦树认为

张大春的写作风格创新，是毫无感性、游戏式的写作。 

         张大春 1986 年推出的《公寓导游》，内<走路人>有一段：我逐渐发觉到记忆和梦、

历史、宗教、政治新闻报导一样，都是些你相信之后才会真实起来的东西。35又言：无论

你们相信谁的记忆，它都会在相信之后变成最真实的故事。36 

                                                             
32张大春：<坦白从宽>，转引自黄锦树：<书写张大春之书写——谎言的技术与真理的技艺>，《谎言或真理

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同前注，页 207-208。 
33黄锦树：<书写张大春之书写——谎言的技术与真理的技艺>，《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

集》，页 214。 
34
黄锦树：<书写张大春之书写——谎言的技术与真理的技艺>，《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

集》，页 207-208。 
35张大春：<走路人>，《公寓导游》，台北：时报文化，2002年版，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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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春认为真实是在“相信”之后才真实的。张大春诸多小说集中处理的问题是：

当“事实”以“何种语言”被叙述的时候，读者才会相信它是“真实”的。詹宏志认为张

大春用文学反省语言与人的关系。张大春用一系列小说检讨言语的语态，陈述环境等对人

的支配性。37张大春发明“新闻小说”，利用新闻报道的口吻陈述一件完全虚构的事件，

其小说就是要让读者意识“人的思维受日常语言支配的真象”。38张大春就是要让读者意

识到过去惯性阅读的思维方式弊病。 

张大春在<一切都是创作——新闻·小说·新闻小说>就提及，读者如果能对于作品

（无论是“新闻”或“小说”）有“信以为真、但愿是假”和“信以为假、但愿是真”的

态度，阅读就不再会是一桩“被动”的工作。39简言之，张大春的意图是希望读者挑战这

种惯性阅读的方式，不要一直处于接受位置，必须去质疑，学会不断疑问。这样读者就不

会再接受“肤浅的“现实、虚构”的二元论。40笔者认为张大春指的是，现实中也存在着

谎言，而虚构的小说内容其实也未必不隐含着“真实”。 

齐邦媛也点明读张大春小说的读者必须意识到“阅读小说是为了证明自己有怀疑的能

力”。41詹宏志也认为张大春最积极的价值就是让读者对一切“官方说法”有新的反省怀

疑。 42笔者也认为这涉及张大春所处于的时代社会，致使张大春对社会现实“官方说

                                                                                                                                                                                                    
36
张大春：<走路人>，页 64。 

37
詹宏志：<几种语言地狱——读张大春的小说近作>（序），页 6-7，收于张大春：《四喜忧国》，台北：

远流出版，1989。 
38
詹宏志：<几种语言地狱——读张大春的小说近作>（序），页 7。 

39张大春：<代序 一切都是创作——新闻·小说·新闻小说>，《张大春的文学意见》，台北：远流出版，

1992，页 11。 
40
张大春：<代序 一切都是创作——新闻·小说·新闻小说>，《张大春的文学意见》，页 14。 

41齐邦媛：<初访张大春的《大说谎家》>，《雾渐渐散的时候》，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页 330。 
42詹宏志：<几种语言地狱——读张大春的小说近作>（序），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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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社会新闻、权威体系都有着质疑，再反思现实中存在的谎言。笔者将于下节再论

述。 

在简述张大春的谎言技艺书写观点，即极力指明写作无法，模糊现实、虚构的界线，

敢于质疑、否定“官方说法”、颠覆惯有思维模式，不断创新小说形式的概念后，笔者将

实际举例张大春几本文本，展现其不断更换新形式，质疑、否定、批评社会现象、历史、

政治等的鲜明主张：  

    <将军碑>43诉说一位老将军能自由在时空中穿梭，而他对于过往的记忆与儿子、妻子

的记忆则是起冲突的。将军能出现在自己的死亡纪念会场，在儿子对他往事功成事绩等的

论述中，将军发现儿子记忆与他有异，气愤撞向将军碑。张大春融合现实与幻境，模糊了

真实与虚幻间的界限，质疑历史、记忆的准确性，为读者展现了含有魔幻现实主义叙事特

色的作品。 

         张大春 1988 年出版的《四喜忧国》则描述了一位盲目崇拜总统的退休老兵朱四喜，

他认为总统文告是最好的文章，在总统死后，出现各式社会问题，于是他效仿总统文告写

了一篇《告全国同胞书》。张大春利用谐拟技巧，设计主人公模拟新闻报告，质疑了政治

官方说法。 

         张大春化名为大头春创作的成长小说《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张大春给予读者

另番新视野，他在小说从青少年视角发声。他笔下的大头春嘲讽成人世界、反体制、去中

                                                             
43张大春：<将军碑>，《中国时报·人间版》，第九届时报文学奖小说甄选首奖，1986 年 10 月 3 日、4

日。收于《四喜忧国》，台北:远流出版，1989。 



16 

 

心文化主流让读者群再次思考、定义青少年在霸权下的定位、处境。他的反成长态度也启

发读者们以另种新眼光重新看待社会层。 

    《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运用周记的形式，让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向读者诉说他

的青春期烦恼、他的学校及家庭生活，也表达他对政治及两性想法。大头春会在周记中加

上“我的抗议”，会敢于不同意老师的评语。  

    概述而论，张大春在小说的形式与技巧方面都是不断更新。齐邦媛也形容“张大春写

作策略创新的速度，可以比美今日世界科技产品的速度。”44 

         张大春被贴上“顽童”标签，正因他尝试各种、创造各样款式的小说。如朱天心所

言：“我辈中有谁像他玩小说玩成那样？认真又彪悍……张大春的小说技艺如此辉煌……”

45朱天心也认同张大春的小说技艺。       

但是张大春的谎言技艺、不断追求小说形式的更换、内容意识的质疑、颠覆、否定，

极力证明一切真实都是不可描述的，一切描述都是谎言，是语言支配了真相。张大春对语

言和书写的不信任，46又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或者因素而致使他如此主张“打倒一切叙

述”？笔者将在下节再论述。 

 

 
                                                             
44齐邦媛：<大头春的真话——周而复始的生活>，《雾渐渐散的时候》，页 336。 
45
朱天文：<每周新书金榜《聆听父亲》张大春著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弱点的张大春> ，《联合报》B5版 

<书评花园读书人>，2003年 8月 24日。 
46
许秀华：《论台湾后设小说的叙述转变——以张大春和骆以军作为分析对象》，杭州：浙江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2009，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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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探讨张大春谎言叙述形成的原因 

不断追求小说形式只为好玩？ 

         张大春对于选择创作小说，表明是自己基于孩童时的作弄心理。他认为小说是能让

他继续自己童年就已习惯撒谎、耍小技巧、唬弄人的行业。47 

         被广泛普遍认为是挑战小说形式的可塑性，张大春新颖、多变的技艺无可否认。张

大春表明：“写小说这项活动，逼迫我去想象别人是怎么样去获得这种惊奇、获得悬疑的

满足、享受被愚弄的乐趣以及在最终明了那一刹那时的快感。”48 但是张大春写小说的目

的真的如同他所言，其中原因纯粹只满足了他小时就习惯的喜欢耍小技巧，蒙骗完全陌生

的人？ 

对写实主义的质疑 

张大春对于早期一直被问及自己会写作的理由总是归结于“其他的什么都不会作”。

但张大春在近年“认真地想”后终于愿意坦露原因： 

因为我拒绝这个现实，我抗拒这个现实，我看我对于大家理所当然接受的世界非常不

安，我认为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可是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可是世界是可以是

在我笔底下重新出现的。49 

而张大春所谓的“拒绝、抗拒的现实”，其实又是指怎样的现实状态？ 

                                                             
47王宇星：<讲故事的顽童：张大春>，页 15。 
48
张腾云：《历史与小说的双重悖论—论张大春文学书写中的历史叙事》，页 23。 

49张大春：<演讲稿：从武侠小说谈小说的书写（二）>,《张大春的博客》2010 年 8 月 27 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736b5b0100l2kw.html ，2012年 2月 19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736b5b0100l2k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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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春曾在访问中提及：“我一点都不谦虚的认为，我在八零年代扮演很重要的角

色，作品《四喜忧国》、《将军碑》、《如果林秀雄》、《大说谎家》和“大头春”，都

为文坛起了新的刺激。”50  

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期间为文坛激起“新刺激”，也意指张大春作品变化多端的创

作类型、手法以及新视野，颠覆读者惯有的认知，也就是指向其谎言技艺。但张大春能为

文坛激起“新刺激”，笔者认为必须提及的是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之前，于 1977-1978

年发生的乡土文学论战事件。 

 

一、对台湾乡土写实主义文学的质疑 

乡土文学论战是台湾文学史上的大事件。综观这场台湾文学史观的争议，涉及的实是

台湾意识/社会写实主义（本土派）、大中国意识/社会写实主义兼现代主义兼后代主义

（中国派）、中国意识/唯物主义（大陆学者）和大台湾意识/社会写实主义或语文中心主

义（综合派或台语文学派）的争议。51 

张大春认为此论战是“箝制文学”。52 在 1977 到 1978 年之后，张大春形容是经历

了“一个看起来是披着文学外衣的论战，完成了一场看起来像是政治上面，对国民党所讨

                                                             
50杨锦郁：<创造新的类型，提供新的刺激——李瑞腾专访张大春>，《文讯》1994年第 99期，页 88。 
51
周庆华：<第六章：台湾文学史的书写与争议>，《台湾文学与“台湾文学”》，台北：生智文化事业，

1997，页 251。 
52张大春：《乡土文学看台湾文学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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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道的农村革命”事件（意指乡土文学论战），也伤害了实际上从事文学工作的人，53像

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中坚代作家噤若寒蝉，灰心写作，黄春明也是其一。54 

张大春对于乡土文学论战是如此评语：“那场论战并没有使真理越辩越明，也没有刺

激而后继起的乡土写实作品突破前人的成就或格局，更没有从体质上对箝制言论的咒箍造

成一丁点儿震动。”55  

 

很明显的立场是，张大春对于该富有政治色彩的论战，认为其并没有对文坛带来正面

的影响，反而伤害实际从事文学的工作者。当时又因台湾尚未解严，文坛风气也还是以官

方立场为主导，所以张大春会说箝制言论的咒箍并没有受到影响（震动）。 

相较于乡土文学拥护者以写实主义为标准的美学眼光，张大春的文学概念是： 

     一个作家在抗拒很多所谓现实状态的时候，他并不是要完成某一个理想，而是他要

把这个状态描述得更清楚。那不见得是要用那个非常写实的，而且写实得僵化到、无趣

到、沉闷到我们都已经闭上眼睛点头的时候的那种小说。56 

张大春的写作风格往往被定义为后现代派作家(其魔幻写实、后设手法的文本)，这也是涉

及其文学理念。 

                                                             
53张大春：《乡土文学看台湾文学与文化》。 
54
张大春： <霸凌黄春明太容易 >，《苹果日报·果然有话》， 2011 年  05 月 31 日，

http://tw.nextmedia.com/subapple/articleblog/art_id/33425024/IssueID/20110531 ，2012年 1月 30

日。 
55
古继堂： <第六章：台湾当代文学思潮和文学论争>，《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台北：秀威资讯科

技，2009，页 150。 
56张大春：<演讲稿：从武侠小说谈小说的书写（二）>。 

http://tw.nextmedia.com/subapple/articleblog/art_id/33425024/IssueID/201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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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笔者也认同胡金伦的论点，即张大春的外省身分也是让张大春不认为台湾的写

实主义可以反映现实。因为在政治上，张大春等眷村外省族群得不到认同；文学方面，张

大春等眷村外省族群的现实处境被漠视；在乡土写实主义文学中，张大春等眷村外省族群

被边缘化的事实，也被排除在社会写实、真实的定义范畴下。57事实已经证明，乡土文学

的“写实主义”本身已存在矛盾，所以张大春不认为台湾乡土写实主义文学可以反映现

实。 

 

二、抵制权威霸权意识形态 

    张大春认为台湾乡土写实主义文学无法反映现实生活。而这又牵涉到当时属于国民党

的高压统治时期，即戒严时期。张大春形容“这是个言论钳制时期。”58 

     长期宰制台湾社会的中原中心论，是一种强悍而傲慢的父权思考，这种思考是由三

个支柱支撑起来的，那就是中华民族主义、儒家思想，与党国体制。民族的、儒家的、

党国的思考，建构了牢不可破的历史一元论。这种线性思维，自然而然排斥任何不符体

制要求的价值观念。凡是与历史一元论扞格不合的记忆，都一律划归为异端。59 

                                                             
57胡金伦：<第三章：眷村现实与乡土写实在台湾>，《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

2000）》，页 74。 
58
张大春：《乡土文学看台湾文学与文化》。 

59陈芳明：《世纪末文学‧世纪初台湾——刘亮雅《后现代与后殖民》导读》，《台湾文学部落格》2006 年

8月 9日，http://140.119.61.161/blog/forum_detail.php?id=167 ，2012年 2月 25日。 

http://140.119.61.161/blog/forum_detail.php?id=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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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戒严时期长达 38 年（1949 年至 1987 年）60。直至 1987 年解严后，才处于思考更开

放、言论更自由的时代。陈芳明指出的是戒严时期的父权思考，霸权、权威时代的台湾社

会现实状态。 

          张大春不相信真实与现实，因为张大春发现真实的生活环境中，政治权威体制的压

制。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谎言。只要是不符体制要求的价值观念，都会被视为异端。这

种封闭思维，张大春不能接受。 

笔者认为张大春往往被定义为后现代派作家，因素也包括着他的创作理念更倾向于新

历史观，而这些观念是来自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新历史观认为历史是“被叙述”、过

去的事件不能以真实的面貌出现，而仅能存在于论述（言说或话语）、符号或叙述等表征

中。其实也就是说明历史的“文本性”、“历史是一种由历史学家所建构出的自圆其说的

论述。”61 

 

三、权威操控语言的“真相” 

 张大春的谎言叙述书写也在检讨语言与人的互动影响关系。语言即可以建构真实，

也能创造虚构。同时张大春也质疑语言所隐藏的价值意识和权力运作。62而张大春意识到

的是语言操纵者（官方论述、媒体或小说家）利用语言建构有利于自己的论述。张大春并

                                                             
60台湾戒严时期是从 1949 年至 1987 年，笔者是参考于：茅家琦：<第七章：统管情治与“白色恐怖”>，

《蒋经国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变》，同前注，页 223。 
61
周庆华：<第六章：台湾文学史的书写与争议>，《台湾文学与“台湾文学”》，页 253。 

62胡金伦：<第二章：张大春小说的身世>，《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2000）》，页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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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信“真实”的存在，又或者可以说，客观其实也是主观。语言只是叙述者的工具，对

于权威者更是利于建构“事实”。所以张大春会认为： 

    我逐渐发觉到记忆和梦、历史、宗教、政治新闻报导一样，都是些你相信之后才会

真实起来的东西。63 

张大春意识到“真实”是借由叙述、语言所建构的，为此他希望读者可以从他的小说中发

现惯性阅读思维的弊病，希望读者去质疑小说的真实性，甚至能够理解现实生活也是存在

着谎言，即使像新闻这样的叙述也存在着被语言支配、语言操纵者建立事实的情况。 

     我的思考是，当我们开始去挑战这个惯性阅读的时候，这个隐喻就会逐渐浮现，我们

会真正认识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现实，以及曾经教养过我们的那个历史。64 

张大春的《大说谎家》、《没人写信给上校》、《撒谎的信徒》都以“新闻、时事”作为

书写场景的基础，含有强烈的影射性，反映当代台湾政治发展。《大说谎家》是张大春自

创的“新闻小说”，小说情节融合了社会新闻。张大春以语言制造“谎言”，以假乱真，

弄真成假，颠倒事实与虚构的伦理。张大春的目的，是要证明世事本来就没有真实可言。

因为真实是谎言，虚构也是谎言。65 

         《撒谎的信徒》中，张大春采取谐音名字影射多位政治人物，显示他操纵真实与虚

构的缜密心思。张大春对笔下的政客也表现出明显的鄙夷态度。政治人物神格化的大叙

                                                             
63张大春：<走路人>，《公寓导游》，页 41。 
64
张大春：<演讲稿：从武侠小说谈小说的书写（二）>。 

65胡金伦：<第二章：张大春小说的身世>，《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2000）》，页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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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张大春看做是作假（谎言）。胡金伦也认为可把该作视做是张大春在解严后，重建或

恢复历史记忆的书写方式，挑战当代政治权威体制。66 

         张大春的《大说谎家》、《没人写信给上校》、《撒谎的信徒》紧贴台湾社会现

实，颠覆真实与虚构的立场，怀疑、挑战、反抗大叙述权威（语言、政治论述、历史、文

学论述、记忆、宗教）。张大春“打倒一切叙述”，瓦解过去要人相信那就是事实的大叙

述或真理。67 

 

四、小说文体本身的虚构性 

其实张大春在 22 岁走访黄春明《锣》自序中提及的宜兰小镇时，已经意识小说家的

叙述都是虚构的： 

        我在 1979 年挂着相机走访宜兰，满心以为可以找到那个小镇——至少那个长着涂了

漆的畸形手掌的乞童应该还在罢？结果是我当然扑了个空。多年以后重读《锣》我才知道

黄春明动人的自序戏弄了我，在我试图捕捉认识的台湾现实里，从来不曾“真的”有过那

样一个“什么都不欠缺的完整世界”。 

        黄春明戏弄了我好几年。非常珍贵的几年。68 

                                                             
66胡金伦：<第二章：张大春小说的身世>，《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2000）》，页

39。 
67
胡金伦：<第二章：张大春小说的身世>，《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2000）》，页

40。 
68张大春：<将信将疑以创世——一则小说的索隐图>，《小说稗类》，台北：联合文学，2000，页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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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张大春自己写小说时，在以为自己有把握捕捉认识某一台湾现实的时刻，他会意识

“你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小说本身才是那个“什么都不欠缺的完整世界”，而非现实的镜

像对称。69 

张大春认为的是“小说不应该是现实的索隐图，即使是，也只能是一幅非常不清楚、

不准确的索隐图。在那混沌茫昧的地带，作者戏弄读者，而读者则于小说中测验了自己对

世界的信任能力。”70张大春意识到现实是无法再现的，因为事实是“原来人生现实稍纵

即逝、绝难还原的结果，实则正是小说诞生的根柢，还原小说入现实的企图也正如还原逝

去的现实一样无稽、一样愚不可及。”71 

因此，小说文体本身根本是无法再现现实的，小说是来建构、自己想象中的完好、不

欠缺的完整世界。而现实中无法实现、想弥补再重现的许多情景、事情都唯有在小说得到

完整、理想的建构。 

 

 

 

 

 

                                                             
69
张大春：<将信将疑以创世——一则小说的索隐图>，《小说稗类》，页 165。 

70张大春：<将信将疑以创世——一则小说的索隐图>，《小说稗类》，页 165。 
71张大春：<将信将疑以创世——一则小说的索隐图>，《小说稗类》，页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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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张大春认为真实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叙述者因为各种原因、立场表达自己的论述。

而语言本身又是带有局限性的，语言并不能如实再现真实。而笔者认为张大春处于的时代

背景，很大程度影响他对创作小说的理念。张大春处于的台湾无疑拥有复杂、特殊的社会

背景。 

         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因参入政治因素而不再只是单纯拥护何谓“写实主义”的文学

争议。张大春也不认同只以写实主义为标准的美学眼光，也不认可台湾的写实主义，张大

春认为文学不能再现现实。 

    而长达 38 年的戒严时期，因其父权思考、威权统治压制的影响，在解严后，张大春

也对这“言论钳制时期”，充满不认同。张大春通过文学文本在重建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为

中心的思维方式，笔者认为他也是解构权威体制的意识形态。好像胡金伦学者认同的，可

把《撒谎的信徒》视为挑战当代政治权威体制。 

         简结而论，笔者认为张大春的谎言叙述书写是认为小说文体本身是无法再现现实

的，语言也有着局限。而张大春身处的时代背景、政治因素、外省身分也让他意识到，写

实主义也是无法如实再现现实的。他选择以谎言叙述书写形式，模糊了“虚构、真实”的

界线，因为现实中也存在着谎言、虚构。所以张大春认为“我逐渐发觉到记忆和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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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宗教、政治新闻报导一样，都是些你相信之后才会真实起来的东西。72简述地说，张

大春文本都指向一种真理——不相信真实的存在，认为谎言就是真理。 

         笔者在此章节论述的是张大春早期最为人熟知的写作观点，谎言叙述书写。而张大

春写作生涯至今近 36 年（1976 年—2012 年）73，自然不可能并无转换写作策略态度、甚

至心态定也会有所转变。经历许多人情世故，包括父亲摔倒难以再行走而气馁决定放弃自

己的人生、张大春结婚生子74以及经过时间的洗礼，张大春的心境、想法也必会改变。 

         而最明显不同于早期主张谎言叙述书写的文本，莫过于从 1998 年开始写，至 2003

年才完成的《聆听父亲》75，其注重个体情感的叙述，也让张大春坦言：“从来没有哪本

书写完有被掏空的感觉，这是第一次。”76 

    同样的，笔者认为作为张大春创作生涯中期阶段的《我妹妹》同样有着不同于前期文

本的特色。笔者将于第三章探讨张大春《我妹妹》中对虚构与文学功能的反思，从中发现

张大春一直采取的谎言叙述书写态度，他终于也有所质疑、困惑谎言叙述书写局限性的可

能性。 

 

                

                                                             
72张大春：<走路人>，《公寓导游》，页 41。 
73
以张大春 19 岁时以短篇小说《悬荡》获幼狮文艺全国小说大竞赛优胜开始算起，张大春距今写作生涯已

近 36 年。对于张大春《悬荡》的得奖年份是依据《最初》中的<张大春写作年表>为准基。 详见于张大

春： <张大春写作年表>，《最初》，同前注，页 259-261。 
74
王巧玲：<张大春——很难与旧中国一刀两断>，页 127。 

75王巧玲：<张大春——很难与旧中国一刀两断>，页 127。 
76朱天文：<每周新书金榜《聆听父亲》张大春著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弱点的张大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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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探讨张大春《我妹妹》中对虚构与文学功能的反思 

 本章将对《我妹妹》进行文本分析。《我妹妹》是张大春于 36 岁完成的文本，是张

大春创作生涯近 17个年头的文本。77本章将对张大春于《我妹妹》中对虚构与文学功能的

反思尝试进行论述。《我妹妹》共分为十一个章节，但并无明显连接，而是身为叙述者的

男作家以回忆他妹妹成长过程的零星片段连接而成。张大春化名为大头春在该文本可说是

透露了多种“信息”，在每个章节，都提及了各种问题或者发现（其实是作者故意揭

露？）了一些秘密。 

为了更能论证张大春的《我妹妹》的确有意识地在文本内放置各种“信息”供读者解

读、猜测，笔者认为必须先论述张大春是以怎样的态度看待小说，他又是如何看待作者与

小说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张大春的写作“态度” 

在前章节已论述张大春最鲜明的写作立场，谎言叙述书写，即公开表明小说是虚构，

是无法如实写实。张大春更制造新闻小说体，模糊真实虚构的界线，言明：一切只有相信

后才会成为真实。很明显的是，张大春不相信有“真实”这回事。而对于上述所提及的张

大春鲜明的写作立场，笔者在经过资料收集、分析、论述后，能够理解张大春的时代背

景、文学思潮对他的冲击性，但是笔者认为张大春的谎言叙述书写也还存在着让人无法苟

                                                             
77笔者以张大春 19 岁获奖短篇小说《悬荡》为其创作生涯的第一年开始算起至张大春 36 岁完成《我妹妹》

止，推算出《我妹妹》是张大春创作生涯近 17 个年头创作出的文本。对于张大春《悬荡》、《我妹妹》的

发表年份是依据《最初》中的<张大春写作年表>为准基。 详见于张大春： <张大春写作年表>，《最

初》，同前注，页 259-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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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地方。为此，笔者选择以文本《我妹妹》，尝试说明《我妹妹》中张大春对虚构与文

学功能的反思的意识。 

该文本也是张大春让人争议的小说之一，张大春设置的“大头春”年轻作家对于妹妹

的叙述、对“存在”的意义、对文学功能的反思，是否也可意味那是张大春的心声？ 

为此，笔者认为必须先论述张大春对于作品与作家之间的互动关系。 

         张大春曾言明：“我是一辈子不会写回忆录和自传的，所以我得把自己的故事，不

管是我真实经历的还是我想象中的，搜索枯肠也找不到缘由的故事放在一本虚构的书

里。”78  

         张大春也是认同自己的心声、想法会附注在其小说中的。所以就算是在张大春小说

的谎言叙述中，也是有着其意识、观点的。所以交织个人记忆家族历史、大历史的《聆听

父亲》（写于《我妹妹》之后的文本）被问及该视之为自传或虚构小说时，张大春的回答

是“当成长篇散文看吧”。79张大春依然坚持小说是虚构的观念，但其却也终于肯愿意写

出“不炫技”、“不耍技术”80的“散文”。阿诚比喻：“我觉得他原来勾拳比较多，这

本小说却是直拳式的作品，它能够直接达到你的心脏。”81 

                                                             
78丁杨整理：<张大春：《城邦》之后再无难事>，《中华读书报》第 011 版<书评周刊·文学>,2011 年 1 月

26日。 
79张大春被记者询问《聆听父亲》该视之为自传或虚构小说所给予的回答是：“当成长篇散文看吧。” 详

见于：朱天文：<每周新书金榜《聆听父亲》张大春著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弱点的张大春> ，《联合

报》B5版 <书评花园读书人>，2003年 8月 24日。 
80王巧玲：<张大春——很难与旧中国一刀两断>，页 128。 
81王巧玲：<张大春——很难与旧中国一刀两断>，页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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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张大春在《聆听父亲》能够坦然抒情、面对个人记忆家族历史的“不玩技

艺”的书写，其实更早之前，在《我妹妹》中是已意识到其谎言书写的“问题”。 

         另外，张大春在接受刘晓南博士研究的访谈录也被问及： 

茨威格说，作家在创作时自我是“不在”的，处于一种创作冲动间，完全不是处于一

种清醒状态，您认为您在创作时是这样吗？是更多被感性所支配还是被理性所支配？82 

张大春给予的答案是： 

        茨威格说的我不懂怎么办？我不相信作者一写作就成了乩童。就算因写作之时的“神

遇”而产生了不同的人格，也多是写作之人自己牛屄出来的幻象居多。83 

所以，张大春认为作者还是主导一切叙述的，作者还是有着个人意识完成文本。所以，张

大春认同创作时，也多还是会按着自己的意识、理性地完成文本。 

         除此之外，张大春在《寓言的箭射向光影之间——一则小说的指涉论》就指明： 

       小说家不会告诉你人生应该如何过活、不会告诉你作品有什么指涉，也不会告诉你任

何可以被缩减、撮要、归根结柢的方便答案，因为可被视作寓意层次的方便答案通常都是

一个蠢答案。 

张大春认为文本的寓意其实就像是“为一支落下的箭矢所画的靶位却有无限多的可能

性。”84、“小说家创造了这个世界有其彷佛蝉壳蛇皮的面貌、一个“似之而非也”的面

                                                             
82
刘晓南：<张大春访谈录>，《第四种批评——以格非、曹文轩、张大春为例》，北京：北京大学博士研究

生学位论文，2006，页 145。 
83刘晓南：<张大春访谈录>，《第四种批评——以格非、曹文轩、张大春为例》，页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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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一个无法以“寓意如何”而道尽的面貌。”85张大春认同的是文本的寓意其实并不是

只有明确一个概念主题而言，小说寓意主题是拥有“无限多的可能性”、寓意可以指涉的

远远是多义而并不是单一的。 

简结而论，张大春自认是不会把自己真实的经历如实写出来的（像是回忆录、自

传），他会把经历和自身的故事隐藏、转化在虚构的小说中。为此，张大春可说是不会如

实地在小说述说自己的情感。 

另外，张大春也认为作家在虚构小说人物的同时，自己也还是处于理性、自觉的情

况，多是不会轻易被自己塑造人物的情感所“控制”着，作者还是处于主导叙述的位置。 

也必须提及的是，张大春对于小说主题的寓意、指涉性是认为有着“无限多的可能

性”，也即是认为小说应该是不局限于单一概念的叙述，应该涵盖着更多意义、概念。 

笔者之所以陋述张大春创作小说的态度，为的就是想先论述，张大春是会把自己的想

法放进故事当中、而其也认为他是主导叙述的位置、故事又不应该只拥有单一的释意。笔

者想论证的就是张大春于《我妹妹》中的确也有着个人意识流露在文本之内的，这也有助

于论述张大春对虚构与文学功能的反思的企图、意识。 

 

 

 

                                                                                                                                                                                                    
84张大春：<寓言的箭射向光影之间——一则小说的指涉论>，《小说稗类》，页 42。 
85张大春：<寓言的箭射向光影之间——一则小说的指涉论>，《小说稗类》，页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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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张大春于《我妹妹》中对虚构与文学功能的反思 

张大春曾言明，“作为语言策略，小说的腔调有完全对反的功能和意义，读者或为之

催眠而越发融入文本表面的情感；或有所惊醒而幡然侦知文本内在的讽刺。”86张大春表

明的是小说有着本身题材的叙述腔调，同时作者也设置了文本内在的另番含义。笔者将尝

试论述张大春《我妹妹》的内在意义，企图挖掘张大春对虚构与文学功能的反思的可能

性。 

 

一、 再探讨语言操控与人的互动关系 

张大春在文本中一直探讨的思想意识也包括了关于语言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前章也

已论述张大春认为人会因语言操控者的叙述语境而“惯性”信以为真，并不会质疑。87即

使是面对新闻体的内容，张大春也会特意颠覆“真实”的概念，因为张大春已意识到语言

操控者会因为私利或各种原因、目的而灌输利于自己的信息予他人。88而这也可说是牵涉

到张大春处于的社会背景，台湾于 1987 年才解严，张大春经历过戒严时期，对于权威体

制霸权时期所逼迫大众接受其独权思想、“强势意识领导（hegemony）塑建了许许多多的

大叙述，用不容置疑的语气灌入民众耳中脑裡，要人民相信那就是事实、就是真理”89的

                                                             
86张大春：<踩影子找影子——一则小说的腔调谱>，《小说稗类》，页 81。 
87
詹宏志就指出张大春用文学反省语言与人的关系。张大春用一系列小说检讨言语的语态，陈述环境等对人

的支配性。 详见于詹宏志：<几种语言地狱——读张大春的小说近作>（序），页 6-7，收于张大春：《四

喜忧国》，台北：远流出版，1989。 
88
胡金伦就指出张大春质疑语言所隐藏的价值意识和权力运作。详见于胡金伦：<第二章：张大春小说的身

世>，《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2000）》，同前注，页 36。 
89杨照：<青春的哀愁是怎么一回事——读大头春的《我妹妹》>，收录于张大春：《我妹妹》，页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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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张大春关心、思考的是言论如何影响大众。对于父权社会结构所蕴含的父权霸权文

化，语言更是传播意识形态的有利工具。 

张大春在小说中展现语言建构“事实”的能力，批评、嘲讽笔下的政治人物，反抗大

叙述权威、抵制“官方说法”。笔者认为张大春同样的在《我妹妹》设置了对于语言、叙

述的意识问题，张大春也更延伸讨论了人与语言的互动关系。  

张大春同样在《我妹妹》中对握有知识、话语权者运用语言对他者施加语言暴力进行

控诉，也讽刺、不满这样的现象。胡金伦就指明“我”和“妹妹”以叛逆的抗拒行动，抵

制现实生活中“家长”——国家的权力结构，抢夺发言权，也暗示了一种颠覆父系社会大

叙述的意欲，抵抗这个社会的语言暴力和知识权威。90胡金伦也指明《我妹妹》中大头春

的爷爷和奶奶、爸爸和妈妈的吊诡关系，就是胶葛在语言与知识所建立的权力共犯关系，

强势者压制弱势的一方。91张大春是借由各种人物，设置了各种突显语言暴力的现象。 

像是侯世春父母的相处情况，也表现了失衡、诡异的“沟通”情景。侯世春母亲的疯

癫是由他父亲特意不断询问母亲：“你为什么要否认呢？承认有什么关系？”、“好了，

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继续。”
92
强迫侯世春母亲承认自己的精神病。父亲掌

握知识与权力，利用言语说服母亲，承认自己正如“父亲说的那样”有精神病。另外，爷

爷借证道拆解经文，故意暗讽侮辱奶奶，而她的无知让她甘于受辱。  

                                                             
90胡金伦：<第七章：少年大头春和说书人张大春>，《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

2000）》，页 216。 
91
胡金伦：<第七章：少年大头春和说书人张大春>，《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

2000）》，页 216。 
92张大春：《我妹妹》，页 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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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看似不满、突显男女不平等地位，笔者认为张大春更是意图彰显“不平等地

位”是因为握有知识、话语权，而双方的不平等更是直指聆听与诉说的“单向”语言功

能、强势灌输意识形态的霸权状态。就如同胡金伦所指出的“语言与知识所建立的权力

共犯关系，强势者压制弱势的一方。”93文中侯世春的奶奶“那一辈的女人绝大多数当不

了名厨并不是因为她们的菜烧得不好，而是她们从来没有机会描述她们做了什么、以及

怎样做的。她们失去诉说的能力。”94 文本痛斥的是父权霸权位置、掌握言语的权力。 

张大春反抗大叙述权威，（而随着解严，权威崩溃后，台湾却也陷入了“什么话是

真的、谁的话可以相信”成了无解的难题。）95认为现实也充满谎言，以书写方式重建

或恢复个人主体的历史记忆时，也强调说明自己是在说谎，只有在相信后一切才会真

实。张大春建立自己的思想系统，拒绝轻易信任现实世界所展现的各种生活“真实”面

貌。笔者认为张大春就像寓言中不接受催眠、取代国王位置成为新一位叙述国王，于小

说建立了另一个世界成为国王、主宰者，一直一直叙述着他的谎言真理。
96
这也可说是成

为了下一个处于主导地位的国王，催眠了他的子民（读者），接受他的思想意识。 

显然张大春应该也质疑、怀疑了这种叙述“真理”。张大春既然已意识到语言的本

质，即不断传播思想，诉说者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其话语必然会影响他人的思想，而聆听

者选择相信后就成为“真实”，这也是“真理”。语言具备成为影响他人思想的“工具”

                                                             
93
胡金伦：<第七章：少年大头春和说书人张大春>，《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

2000）》，页 216。 
94
张大春：《我妹妹》，页 150。 

95杨照：<青春的哀愁是怎么一回事——读大头春的《我妹妹》>，收录于张大春：《我妹妹》，页 218。 
96这也是笔者以胡金伦指出的“张大春在他的小说中是以英雄主义、中心的王位”，以“我”这位说话的人

“无休无止地说下去”，达到“长生不老，永远统治这个国家”，永远的“存在”的说法来加以论述的。

详见于：胡金伦：<第七章：少年大头春和说书人张大春>，《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

—2000）》，同前注，页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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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尤其对强权者、主导者而言。张大春不断的在小说中述说、彰显语言为叙述者操控

他人思想的“功用”，却也忽略了语言其实也是有着互动、交流的功用。 

胡金伦就提出问题，谎言是单向发展的，或双向互利？还是说者自觉，有意、无意输

出，而听者不自觉，无意、有意接受？所谓一个巴掌不会拍响，谎言的形成，真的那么单

纯吗？97笔者是以此概念再论述语言其实也有着互动、交流的功用。 

张大春控诉的是语言作为工具、操控思想的用途，而聆听与述说是其表现方式。对于

述说者，张大春给予的角色形象是利用语言暴力，处于欺压无知者的强势地位，像是文本

中的爷爷、父亲对待奶奶、母亲的言语行为。另外，侯世春当兵时也因为在书信中涉嫌

“污蔑国家元首”而被检查信件的保防官关进禁闭室，害怕被判军法的侯世春只能对他下

跪忏悔。98张大春控诉威权的言论箝制表露无疑。 

但是张大春却也忽视了聆听者的角色。叙述者能成功移植思想，也因为聆听者愿意聆

听、信任对方的叙述，还有对知识、思想的追求与渴望。张大春在文本中普遍上关心、在

意、考虑到的是因为双方处于不平衡状态下，叙述者为了利益、目的而有意改造聆听者的

思想。但是聆听者其实也可说是“自愿配合”对方
99
，他们可能因为缺乏知识、立场，而

无法明确拥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另外对方的叙述符合他们理想中的知识，他们也会认同、

接受的。笔者认同的是聆听者也会因为各种主观因素而愿意接受叙述者的思想移植。 

                                                             
97
胡金伦：<第六章：张大春的谎言说完了吗？>，《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

2000）》，页 165。 
98张大春：《我妹妹》，页 67。 
99
笔者就胡金伦的质问，即谎言是单向发展的，或双向互利？还是说者自觉，有意、无意输出，而听者不自

觉，无意、有意接受？、“一个巴掌不会拍响”的观点，再加以延伸叙述的。详见于胡金伦：<第六章：张

大春的谎言说完了吗？>，《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2000）》，同前注，页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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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春在《我妹妹》中应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会出现该段情节： 

        我妹妹和我曾经在一片精品店里隔着两面落地玻璃偷窥（以及偷听）我爸爸演讲。我

听入了迷，几乎忘了他就是我爸爸。你知道：人在面对一、两个人讲话的样子总和面对一

群人讲话的样子不同，而我爸爸面对一群人讲话的样子确实是很迷人的。他变得很温柔、

很有幽默感，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要诚恳与谦卑。我不认为他惺惺作态，我认为被众人聆听

的那一刻讲话者比较易于倾近美德。“我差一点被他感动了。”我妹妹眼角闪烁着低声跟

我说。100 

笔者以为在隔着透明玻璃偷窥、偷听，也表现了一种远距离观看、倾听较客观的位置。所

以侯世春是以比较客观的态度，去聆听一个叙述者的演讲。而侯世春发现撇除他认知中有

着“缺陷”（与女画家有着长达十二年的偷情行为）的父亲，他发现身为叙述者的父亲确

实有着吸引聆听者的叙述魅力。而即使是妹妹，她也被叙述感动了，但是因为太了解现实

中的父亲(真实)，她才能清醒地意识：这只是叙述者的一场演说（虚构）。 

在接下来的情节，张大春依然保有其轻蔑、嘲讽的叙述，“在我们这个小小的三大家

族里面，聆听以至于感动是稀松平常的事。”
101
然后叙述侯世春会在别人高谈阔论、发表

言论时却会感到饥饿。这也意味侯世春是不会轻易被演说者感动、影响的，甚至他自己只

会明确意识到肚子饿了而已。张大春叙述如此情节，很大程度表明了自己依然是不会被叙

述者轻易说服、感动的。但是笔者认为张大春已经意识到聆听者可能会因为感动、叙述者

的演说魅力而自愿接受叙述者的演说、思想移植的。 

                                                             
100张大春：《我妹妹》，页 146。 
101张大春：《我妹妹》，页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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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春设置的角色侯世春的妹妹侯君欣，其实也可说是一个因为求知欲、年幼对新事

物好奇而愿意成为聆听、拥护者。所以侯君欣时而强调女性主义、对于博学多能的黄安邦

有着崇拜感、接受了吕建树的“相反论”并以“的相反”为他人语句作为结语、受吕建树

胡说八道的“熏陶”成为向其他小朋友传递胡思乱想的叙述者。但侯君欣很快就对这些琐

碎小知识厌倦了，她会认为“有什么意义？”、“而且我喜欢随便说话。”102 

“有什么意义？”是侯君欣的口头禅，也是文本中经常出现的句子。笔者认为张大春

是有意识频繁使用该句子的。
103
侯君欣以该句表达了她的无所谓，又或用来质问哥哥一些

问题，张大春也借机引用该句延伸深入叙述者侯世春的疑惑。 

笔者认为张大春意识到了叙述与聆听的关系除了是欺压被迫的关系外，其实更包括了

两方的互动关系，即互相配合接纳的。 

笔者认为张大春于《我妹妹》中所展显的对于创作小说中惯有的探究语言与人的互动

关系是有着更近一步延伸叙述、意识到自身叙述观点立场之外还存在着的其他因素。张大

春已意识语言是被个人意识操控用以表达叙述，所以是无法客观或如实再现真实。张大春

也认为叙述者利用语言编造“事实”或箝制他人思想、移植思想等彰显霸权位置，从而在

小说中质疑、嘲讽霸权（像是《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大说谎家》、《没人写信给

上校》、《撒谎的信徒》），并强调叙述是虚构的。所以张大春明确的、不断的在小说里

                                                             
102张大春：《我妹妹》，页 80。 
103
黄锦树也提出了，侯君欣两岁半时的口头禅“那有什么意义”于焉下沉为这部作品的基调。详见于：黄锦

树：<书写张大春之书写——谎言的技术与真理的技艺>，《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集》，页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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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叙述都是虚构，历史、记忆等都可以依照个人意识而建构的。104张大春以质疑、嘲

讽的语句表露了他反抗大叙述权威的意识。 

 

文本提及的“意志杀人术”，讲述了“一种凭借心灵的力量（冥想）使别人翘辫子的

法术”105，张大春还以此“概念”讲述了杨四郎爷爷以“意志杀人术”自杀的故事。在多

年后侯世春的小学、国中同学黄安邦依然记得这个故事。张大春在文本写道： 

       他称道我是个天生的作家，可以创作出令人难以或忘的情节，拿他来说罢:他每一次搭

乘飞机，都不免怀疑邻座那个蒙头大睡的家伙正在进行自杀的勾当。106 

笔者认为“意志杀人术”其实寓意的是叙述者以语言传达思想意识，当叙述者早已预谋、

强势灌输意识形态予聆听者时，聆听者的思想就会被“同化”、认同对方的话语及思想。

这也是叙述者利用语言左右、操控了聆听者的思想意识。张大春形容这是“杀人术”，因

为聆听者接受话语、思想的同时就可说是等同于失去个人、自我意识，而服从强势领导意

识。 

 

 

 

                                                             
104因此张大春于<走路人>会提及：我逐渐发觉到记忆和梦、历史、宗教、政治新闻报导一样，都是些你相信

之后才会真实起来的东西。详见于：张大春：<走路人>，《公寓导游》，同前注，页 41。 
105张大春：《我妹妹》，页 173。 
106张大春：《我妹妹》，页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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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反思虚构与谎言技法的局限 

         张大春谎言叙述的小说立场终于在《我妹妹》也成为了张大春质疑的对象了。张大

春应该也发现了他拒绝、批评、轻蔑的强势灌输思想意识的立场（这可说是与张大春所处

的时代背景有着关联），再从而建立了谎言是唯一真理的小说观念立场其实还是存在着问

题、局限的。从上述文本的引文中，笔者认为张大春也发现了自己坚持的小说观念立场的

问题、“异状”。 

从上述文本的引文中，笔者认为张大春在指涉自己的写作观，也嘲讽了自己。张大春

告诉读者的是，一切叙述都是“谎言”，但是读者却也有信以为真的时刻。身为聆听者的

黄安邦依然会在现实中怀疑别人正进行着叙述者侯世春瞎掰的“意志杀人术”。 

笔者先再详举文本中的内容再进一步说明。张大春于《我妹妹》中创造了一则寓言，

讲述一个国王和一百个王妃打赌的故事。国王要一直不停地轮流跟每一个王妃说故事，说

到每个王妃睡着为止。如果有一个王妃撑下去不肯睡，国王就要让位给她；如果所有的王

妃都睡着了，国王就可以长生不老，永远统治这个国家。107 这故事可说是表现了主导者

（国王）以述说能力，不断制造故事，述说给予众多王妃，而她们只是聆听、聆听。而国

王只要让她们睡着，他就可以永远统治国家。 

胡金伦就认为张大春在他的小说中是以英雄主义、中心的王位，以“我”这位说话的

人，“无休无止地说下去”，达到“长生不老，永远统治这个国家”，永远的“存在”。

                                                             
107张大春：《我妹妹》，页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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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笔者认为张大春也意识自己就是那个不断制造故事，述说给予众多王妃（读者）的国王

（处于主导地位），而她们只是聆听、聆听、聆听。 

在《小说稗类》张大春曾言明，“作为语言策略，小说的腔调有完全对反的功能和

意义，让读者或为之催眠而越发融入文本表面的情感；或有所惊醒而幡然侦知文本内在

的讽刺。”109对于预知读者的接受、理解能力，张大春认为的是“两者在小说家那里是

并存的，在读者那里却只能摭拾其一——要么，随之歌哭；要么，随之讪笑。”110 这也

表示张大春认为只有作者才是那个掌握一切、操控一切，处于全知全能的地位，而读者

却只不能完全明确察觉作家的意图、所欲表达的全部信息。所以也可说是张大春认可作

家的地位明确是高于读者的。如此张大春就像取代国王位置成为新一位叙述国王，于小

说建立了另一个世界成为国王、主宰者，一直一直叙述着他的谎言真理。而他的读者是

不可能超越他的全知全能角色（主宰者），他的读者只能摭拾其一——要么，随之歌

哭；要么，随之讪笑。
111
所以，笔者认为的是张大春这也可说是成为了下一个处于主导

地位的叙述国王，催眠了他的子民（读者），接受他的思想意识，而读者却也始终不可

能与他站在同等地位。 

黄锦树就言明张大春认为的读者和作者的位置不一，读者的位置本质上劣于作者，

而黄锦树就提问出：二者（表面的情感、文本内在的讽刺）究竟是可以并容的，还是本

                                                             
108
胡金伦：<第七章：少年大头春和说书人张大春>，《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

2000）》，页 216。 
108张大春：《我妹妹》，页 150 
109
张大春：<踩影子找影子——一则小说的腔调谱>，《小说稗类》，页 81。 

110张大春：<踩影子找影子——一则小说的腔调谱>，《小说稗类》，页 81。 
111张大春：<踩影子找影子——一则小说的腔调谱>，《小说稗类》，页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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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是不能共存的？112这样的质问也就直指张大春虚构、谎言技法所会造成的问题，也

就是读者并不能全面理解张大春的谎言叙述，“读者或为之催眠而越发融入文本表面的

情感”的情况也会发生，也就如同黄安邦，并不能理解作者真正的意指，会被张大春的

谎言技艺所误解、混淆作者的真正意图。113 

对于叙述位置，笔者认为张大春对于处于一直不断地叙述故事其实也是意识到了“异

状”，文本提及国王为了确保他的王位，必须无休无止地说下去，而王妃只能听、听、听

再沉沉睡去，而这“又有什么意义？”
114
 

笔者认为张大春在他所建构的小说王国也成了不被理解、只是不断叙述的处于主

导、叙述地位的国王，他不断地叙述，读者们不断地聆听他的告诫：叙述都是虚构、建

构的。而他的谎言书写理念，也让他面对了两难局面：115 

        即使有好几次，我努力在作品中暴露自己最不能面对世界的那些部分的时候，我的读者也往

往因为那是小说而不容易轻信那些不堪的内在其实出于我的自剖，他们反而宁可相信我“对人性

观察入微”。116 

                                                             
112
黄锦树：<书写张大春之书写——谎言的技术与真理的技艺>，《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

集》，页 215。 
113
张诵圣就在 2001 年出版的《文学场域的变迁—当代台湾小说论》指出：张大春从出道起的创作就摆脱不

了他对“小说形式”各种最新知识理念（魔幻、后设、后现代）的高度自觉，有点太过于智性取向了。尔

后每个创作阶段的翻新变换，也使人无法不知觉他对“创造小说史上新型式”的企图心，反而成了阅读上

的一种干扰。详见于：张诵圣：《文学场域的变迁—当代台湾小说论》，台北：联合文学，2001，页 216。 
114张大春：《我妹妹》，页 70。 
115
胡金伦：<第七章：少年大头春和说书人张大春>，《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

2000）》，页 212。 
116张大春：《我妹妹》，页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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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张大春坚持一切诠释皆是虚构，他的谎言书写态度也让他的读者们反而不会相信他

在文本中（小说）真诚叙述的、属于真实部分的内心自剖。另外，读者也同样会误解他

在文本的谎言叙述，以为那才是真实的。 

因此，张大春可说是在《我妹妹》中反思了其虚构与谎言技法的局限。而这样的反

思，其实也可认可为张大春质疑其谎言书写的叙述策略的一种悲哀无奈之感。 

张大春的叙述策略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读者无法理解、解读、领悟故事的另层含义，

只会觉得“他是个天生的作家”述说的故事新奇、吸引人的新颖叙述形式（就如同聆听者

黄安邦）。他的真正意图及思想读者并无法掌握或理解。而这种无法理解、认同，笔者认

为也会让张大春意识到自己的叙述在不被理解的情况下，又“有着什么意义”？如果读者

只看见了他的表层叙述，那他不断叙述的“谎言”立场真的是成功了，读者也被他骗了。 

另外，这种让读者被故事内容、叙述技巧吸引的“魔法叙述”（意指其变化多端叙述

手法、谎言技艺）又能产生多长时间的“效力”使他的“子民”愿意持续聆听而不离开他

的叙述王国？117 

如同张大春在《我妹妹》新版自序提及的，有位读者告诉他：“我最喜欢你的《生活

周记》，它很好笑，真的很好笑——可是《我妹妹》就不好笑了，《野孩子》也不好笑

了。越来越不好笑了。”118 姑且不论该位读者是否存在、话语的真实可信度问题，张大

                                                             
117黄锦树就指出张大春不断求新的技术、形式之求变也有着迎合文学商业化的倾向，张大春也会恐惧被喜新

厌旧 的读者所厌倦。详见于：黄锦树：<书写张大春之书写——谎言的技术与真理的技艺>，《谎言或真理

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集》，页 227。 
118张大春：<新版自序——重逢的告别>，《我妹妹》，页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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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接着的叙述才是较值得深思玩味的：幸亏不再好笑了。否则，我不会在跨越九零年代之

后还能继续创作。119 

笔者意图指明的是，张大春确实在《我妹妹》中再延伸探讨语言与人的互动关系，也

对自己坚持的虚构、谎言技法叙述策略感到困惑疑惑了，并开始反思虚构与谎言技法的局

限性。这也表现了一个张大春重新思考、定义自己叙述理念意义的过度阶段。 

张大春意识到的聆听与叙述也是存在着双方愿意互动、配合的因素的话，那他的叙述

也考虑到了聆听者、读者是否愿意聆听或者如何被吸引而聆听、是否真正听懂了的意识层

面上了。 

又或者撇开读者是否理解、接受他的叙述立场主张（叙述都是虚构）这层张大春意识

到的：与叙述者有着互动关系的聆听者不谈，那对张大春而言，他不断地叙述、读者不断

地聆听，究竟“又有什么意义？”。更明确地询问，张大春对于写作的意义、目的是否也

质疑困惑了呢？笔者将以此询问再展开论述。 

 

三、技法演示或自我治疗的困惑 

《我妹妹》共有十一个回目，张大春在新版自序是言明“随手”、并没有完整构思、

信笔而行的书写，《我妹妹》是仅用二十六天完成的小书。在当时张大春是被出版社朋友

                                                             
119张大春：<新版自序——重逢的告别>，《我妹妹》，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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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民，要求“越快越好”写出“大头春”的续集。120笔者认为这是值得注意的信息，因

为张大春在当时并不是自己有意出续集。 

笔者想先说明的是，张大春的写作的确如同胡金伦所观测到的，“张大春的小说是设

计的作品，一个已经先有蓝图、概念的模型，只待输入方程式（文字）。” 121张大春清楚

自己面对什么样的读者，黄锦树也认为“少年”系列在市场获的空前的成功，是文学技术

商业化的成功例子。122更明确的来说，胡金伦、黄锦树认为张大春是清楚意识自己该如何

设计小说，如何有效吸引读者眼光、刺激市场销售量。 

但是张大春在自序言明“回忆起来，当时我对这本小书究竟该表达些什么？用什么方

式表达？表达给什么样的人看？……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全然无知的。”123笔者也意识到作

家十五年后的自序可能也有着虚构、不真实的书写，并不能全然相信自序中的作家表达的

信息的真实性，但是笔者想从中尽量获取一些作者个人观点。 

纵观以上说法，笔者认为的是张大春的确是有意识，会先确定文本思想主题的呈现，

表达方式，也会考虑读者的。但是《我妹妹》是比较特殊的情况。此书是被要求写出来

的，张大春自然也可能再创造一些符合预定读者感新鲜、兴趣的内容，但是笔者认为创作

《我妹妹》时，张大春在当下也有着无法理解、困惑的地方，所以他会表示全然无知表达

给谁看、表达些什么。 

                                                             
120
张大春：<新版自序——重逢的告别>，《我妹妹》，页 11-12。 

121胡金伦: <第七章：少年大头春和说书人张大春>，《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

2000）》,页 206。 
122
黄锦树：<书写张大春之书写——谎言的技术与真理的技艺>，《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

集》，页 228。 
123张大春：<新版自序——重逢的告别>，《我妹妹》，页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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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明确来说，张大春在《我妹妹》展现的内容，其实也有着自己困惑的问题意识层

面。胡金伦认为的是《我妹妹》是张大春写作历程中期的一次自我检验，尝试透过文本诉

说个人（作家）存在的苦闷，以及重新检讨书写的权力。124胡金伦认为的是张大春面对了

写作的焦虑。笔者也认同胡金伦的说法，即张大春对写作的意义产生了困惑，为了更确切

说明，以下将进一步论述。 

相隔完成《我妹妹》的 15 年后，张大春为 2008 年新版《我妹妹》自序写下近 35 页

长的篇幅。125张大春提及他所敬仰的老教授对《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的评介有过这一

句让他自己醍醐灌顶的效果：“大头春大约不会相信那般单纯的爱与信赖吧？”126，否则

他也不会在《我妹妹》的<关于治疗>写出这样的句子： 

我何尝“创造”过什么呢？我只是把贫乏生活里的一点点这个加上一点点那个；把原

本在 A 时间 B 地点 C 人物身上发生的 D 事件换装到 E 时间 F 地点 G 人物身上，再添补上

少许的 H 作料，或许是抽取掉少许的 K 作料——我漏了 I 和 J 吗？那是留给读者和批评家

的想象空间。127 

接着张大春在自序继续写下这段结语： 

                                                             
124胡金伦: <第七章：少年大头春和说书人张大春>，《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

2000）》,页 209。 
125
张大春：<新版自序——重逢的告别>，《我妹妹》，页数计从 8至 43页，篇幅共计 35页。 

126张大春：<新版自序——重逢的告别>，《我妹妹》，页 42。 
127张大春：<新版自序——重逢的告别>，《我妹妹》，页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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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创作这件事唯一显示的重大意义，即是“跨越了一个打了结的人生阶段”。我脱

离了熟识的生活圈，卸除了熟练的写作习惯，更漠然与冷静地看着 90 年代成为上一个世

纪的遗骸，承认自己不但不了解“我妹妹”，也不了解“单纯的爱与信赖”。128 

笔者认为上述两段自序的话可说是张大春的自白、一种对自己写作意义的检视，张大

春对“大头春大约不会相信那般单纯的爱与信赖”的回应是直接借用《我妹妹》中身为作

家的候世春表达了他自己的创作观。这句话，张大春是直接联系了青年作家候世春的创作

观，这是否也意味着，张大春认为他也是那个“不会相信那般单纯的爱与信赖”的候世

春？ 

笔者认为的是叙述者候世春虽然不能等同于张大春，但是张大春透过这个角色间接传

达了自己的想法、困惑，尤其是对创作意义的思索层面。笔者已于此章第一节谈及张大春

自认是会把想法、情感隐藏在虚构的小说中、也自认是主导情节的操控者。129所以笔者认

为张大春是毫不掩饰、有意识地借“候世春”角色谈论关于写作意义的问题。另外胡金伦

也认为叙述者“我”曾以小说<透明人>得奖，甚至以<将军碑>一作成名。这种把真实作者

后设进小说里的手法，无非是直接告诉读者“我”就是——大头春，就是张大春。130所以

笔者认为张大春也的确有意识地隐约、暗示读者，他会如此也因为，“我漏了 I和 J吗？

那是留给读者和批评家的想象空间。”131虽然这也可认为是后设手法，让读者、批评家去

                                                             
128张大春：<新版自序——重逢的告别>，《我妹妹》，页 42-43。 
129
对于张大春的创作态度，笔者是从张大春接受的访问中摘录的。详见于：丁杨整理：<张大春：《城邦》

之后再无难事>，《中华读书报》第 011 版<书评周刊·文学>,2011 年 1 月 26 日、刘晓南：<张大春访谈

录>，《第四种批评——以格非、曹文轩、张大春为例》，页 145。 
130
胡金伦: <第七章：少年大头春和说书人张大春>，《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

2000）》，页 209。 
131张大春：《我妹妹》，页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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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思索。但是笔者认为这也如张大春认同的因为“大头春大约不会相信那般单纯的爱

与信赖吧？”132 

张大春依然在文本保留了空间给读者猜想，但这是否也可说是张大春创作时不愿全盘

托出、讲明白，因为他“不相信那般单纯的爱与信赖吧？”133     

像是《我妹妹》的陈大夫对候世春说：“你从来不在你的作品里暴露自己。相反地，

你的东西都是某种保护你那个自我的工具。”、陈大夫再进而质问“你在逃避，你的小说

是你逃避的交通工具。我想了解的是：你在逃避什么？” 134 

    就如同黄锦树曾论及的：问题甚至不在于张大春撒了太多的谎，或太会撒谎，而是他

那种自戕式的否定让他很难得认真的撒谎，怯懦于和读者在“真情”的层次上沟通(暴露

自己)，分享忧惧，而逃避抒情，反而将之扁斥为“表面的情感”。说得严重一点，用一

个必然为张大春所不齿的词，让它产生奇遇：这是一种失去爱的能力的表徵。对于对象物

的爱。135 

笔者再进一步说明，在<再探讨语言与人的互动关系>部分中叙述了张大春控诉语言暴

力、反抗大叙述权威，136《我妹妹》的人物也表现出了霸权位置的叙述角色，像是父亲、

                                                             
132
张大春：<新版自序——重逢的告别>，《我妹妹》，页 42。 

133张大春：<新版自序——重逢的告别>，《我妹妹》，页 42。 
134
张大春：《我妹妹》，页 122。 

135黄锦树：<书写张大春之书写——谎言的技术与真理的技艺>，《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

集》，页 218。 
136
胡金伦就指出张大春也有颠覆父系社会大叙述的意欲，抵抗这个社会的语言暴力和知识权威。详见于：胡

金伦：<第七章：少年大头春和说书人张大春>，《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

2000）》，同前注，页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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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保防官，人物因而明显有着叙述与聆听者的“阶级”之分，这也让两者处于不平衡

位置，一个灌输、一个接受思想。而两者之间并没有情感上的沟通。 

爷爷与奶奶、父亲与母亲即使他们是生活的伴侣，但是张大春并没有描写出双方情感

的流露。甚至张大春是以嘲讽的语气调侃候世春的生命的直接起源，他父亲的“求知欲所

激昂起来的性欲鼓舞着一大堆精子射入我妈妈体内。”、“十几年之后，我妈妈变成素食

者，我爸爸的婚姻生活开始乏味起来。他早已有了别的性伴侣，又再也无法在家享用他所

期待的食物，于是他只好开始折磨我妈妈。”
137
父母亲的“结合”并不是因为感情，而是

因为父亲的求知欲。父亲对婚姻生活感到乏味，就折磨母亲，两人并没有深厚感情基础的

流露。在张大春的笔下显然并没有看见两人的感情交流。 

张大春对于“对象物的爱”138（小说的人物）并没有给予感情，张大春只是依然用他

的戏虐语气表达出人物间的互动。而这种叙述方式除了是因为彰显霸权位置，笔者认为也

确如黄锦树所言的“逃避抒情”139而这种逃避是否也是因为“怯懦于和读者在“真情”的

层次上沟通(暴露自己)？”140笔者认为也如张大春自己承认的、在自序言明的，他并不了

解“单纯的爱与信赖”。141所以张大春留给读者和批评家的想象空间，应该可以说是除了

让读者反思、质疑小说的真实性，语言建构事实的能力，也包括了他因为不信任而保留、

并未叙述的抒情部分。 

                                                             
137
张大春：《我妹妹》，页 193。 

138黄锦树：<书写张大春之书写——谎言的技术与真理的技艺>，《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

集》，页 218。 
139黄锦树：<书写张大春之书写——谎言的技术与真理的技艺>，《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

集》，页 218。 
140
黄锦树：<书写张大春之书写——谎言的技术与真理的技艺>，《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

集》，页 218。 
141张大春：<新版自序——重逢的告别>，《我妹妹》，页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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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也会形成一个疑惑，即不愿袒露自己的内心情感、抒情成分，并言明小说是虚构

的，那写作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诚如杨照疑惑张大春不信真实的存在，那他的书写

“谎言”就会产生这些问题：“然而这样“打到一切叙述”其实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至少

会有一个尾巴会一直回来魅惑作者：如果说的都是谎言，为什么还要说呢？如果一切都是

谎言，那“怎么说”是不是就不再值得注意，也无从评价？”142 

张大春的炫技、写作技巧的多变，是无容置疑的，但是他制造外形新颖的文学成品，

却并没有给予笔下人物深度的感情、灵魂。张大春只是叙述，不断试验哪些形式、手法可

以制造更与众不同的小说类型。胡金伦也认为张大春过度讲究谎言的形式，迫于在机械复

制时代，进行人工复制艺术品，使他无法交心地，真诚的撒谎，有导致小说失去人性化一

面之嫌。143 

    张大春也必是意识自己的写作“问题”，所以会提及“我何尝“创造”过什么呢？我

只是把贫乏生活里的一点点这个加上一点点那个；把原本在 A时间 B地点 C人物身上发生

的 D事件换装到 E时间 F地点 G人物身上，再添补上少许的 H作料，或许是抽取掉少许的

K作料——我漏了 I和 J吗？那是留给读者和批评家的想象空间。”144 

以上的叙述，笔者认为的是张大春意识自己的“创造”只是改造各种文本表层上的叙

述、情节，而这种不断更换书写形式，其内在都指向一种真理——不相信真实的存在，认

为谎言就是真理。而这种不信任、质疑一切的叙述，连情感也不赋予笔下人物，致力于颠

                                                             
142杨照：《文学、社会与历史想象——战后文学史散论》，页 211。 
143
胡金伦: <第五章：张大春小说的谎言技艺>，《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2000）》， 

页 210 
144张大春：<新版自序——重逢的告别>，《我妹妹》，页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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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瓦解，不存留、不相信单纯的爱与信赖的叙述。那对张大春而言，写作的意义是什

么？ 

除了文本中的这一段叙述，张大春也于文本多处透露了他写作上的焦虑。胡金伦也指

出张大春对整个小说叙事模式进行反省，张大春颠覆旧有的叙述后，他下一步又该往何处

去？145黄锦树也指出《我妹妹》中叙事人对和“马子”做爱的语段告白可移做形式、写作

和风格的隐喻： 

        每一个步骤、动作甚至因之而出现的念头，都有如例行的仪式。我们尽可能作一些小

小的变化——换房间、换灯光、换衣着、换姿势、换一切可以换的东西；除了我们的身

体。我们在变换着一切的同时也发现一种变换不去的感觉一直隐伏在我们变换不了的体

内：恐惧；我们都在恐惧着我们那太容易厌倦和被厌倦的躯壳。 

        当一切无法变换也无法被变换的时候，我们只有另外找一个躯壳。146 

黄锦树指出做爱、文学形式、商品在易于厌倦和求新、重视美学的包装这一点上，是等同

的，且有着共同的深层基础：需求——欲望。147黄锦树认为张大春也恐惧被喜新厌旧的读

者厌倦，其小说也有迎合文学商业化的倾向，而他必须不断求新的技术、形式求变的商品

美学也是为了在市场中具有持久的竞争力。148而张大春否定一切叙述，强调谎言书写，但

也因为谎言是一个无尽的过程，所有的谎言都需要其他的谎言支援、掩护，所以说谎者决

                                                             
145胡金伦: <第七章：少年大头春和说书人张大春>，《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

2000）》， 页 210。 
146张大春：《我妹妹》，页 140-141。 
147黄锦树：<书写张大春之书写——谎言的技术与真理的技艺>，《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

集》，页 226-227。 
148黄锦树：<书写张大春之书写——谎言的技术与真理的技艺>，《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

集》，页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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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不可以回头。张大春的谎言书写也必然会展现书写之能趋疲。149黄锦树也言明张大春穷

究于谎言的后设形式而忽略了真诚的谎言。150 

所以《我妹妹》中，叙述者被妹妹追问“你为什么要写东西？”时，从开始的“好玩

啊！”思考、严肃看待后的答案是：“写作是我给自己的治疗。”151自然笔者不能以此毅

然推论这就是张大春给予的“写作理由”的答案，但是这“给自己的治疗”却也是一种反

思的表现了。笔者将再延伸论述。 

必须先提及《我妹妹》中，有位名为莉珍的女子，候世春认为她应该是富商的小老婆

之类。她说：“我其实活得很辛苦。”、“帮我写一个故事，我的故事，好不好？然后我

就可以死了。”152这也许是故事中的某个配合叙述情景所描述的情节，但是笔者认为这也

可说是表现了写作的“意义”。张大春写出如此的情节，也必然意识写作也存有着“生命

迹象”的意义。在现实中里，她也不是什么主人翁。153但是“我的故事”被写在故事里，

就有了存在的痕迹。笔者要尝试说明的是，张大春已思索写作的意义，其实也包含着个人

意识、“个人”意义的意味。也就是候世春说的：“写作是我给自己的治疗。”154张大春

已思索、愿意“发现”（面对）写作意义是为了自己、给自己的治疗。而胡金伦就提及

                                                             
149
黄锦树：<书写张大春之书写——谎言的技术与真理的技艺>，《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

集》，页 217。 
150
黄锦树：<书写张大春之书写——谎言的技术与真理的技艺>，《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

集》，页 217。 
151张大春：《我妹妹》，页 116。 
152
张大春：《我妹妹》，页 175。 

153张大春：《我妹妹》，页 176。 
154张大春：《我妹妹》，页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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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家）之所以存在”是《我妹妹》的中心问题。“我”不停地写作，不断地为自我

“治疗”，以证明“我”的存在。155 

所以在《我妹妹》中，候世春疑问：那些透过改头换面、东割西补的手术被我编织在

许多作品之中的角色，我恨他们吗？我支解他们、凌迟他们再拼凑他们——难道这就是我

治疗自己的全部意义吗？156换句话说，笔者认为的是张大春已意识到故事表层上的叙述，

即改造、移植故事情节的写法，即更换、求新求变的写作形式，难道就是他写作的意义

吗？而张大春其实也意识到写作也是为了治疗自己，证明自己的存在。但是张大春却是不

愿信任、相信任何事实，而真理却是指向语言建构事实的当儿，张大春也不愿曝露个人情

感于读者面前，也不赋予笔下人物情感，这也是让他无法治疗自己的根本原因。 

因此胡金伦也认为当张大春企图通过书写做为一种治疗行为，抒发对于现实的不满

时，也是他重建个人主体性的努力——治疗因失去而久违的情感。157 

 

四、具有逼视自我内心“功能”的我妹妹 

另外，笔者也必须论述的是“我妹妹”这角色的定义问题。笔者认为此文本虽命名为

《我妹妹》但却不是以“我妹妹”为中心叙述、展开论述的核心人物，叙述者“我”才是

文本中的主要讨论人物。但是“我妹妹”却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没有她的话，围绕“我”

                                                             
155胡金伦: <第七章：少年大头春和说书人张大春>，《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

2000）》，页 214。 
156
张大春：《我妹妹》，页 125-126。 

157胡金伦: <第七章：少年大头春和说书人张大春>，《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

2000）》，页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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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的针对关于张大春《我妹妹》中对虚构与文学功能的反思的叙述与讨论也可说是缺少

有力证明的。 

对于张大春的确是有意识去反思文学功能即该是选择诚实面对自己、袒露自己从而能

够认识、治疗自己，还是该继续展现其谎言技艺、“让读者或为之催眠而越发融入文本表

面的情感；或有所惊醒而幡然侦知文本内在的讽刺”158（也就是与作者依然有隔阂、不能

理解作者的叙述究竟哪些是谎言、哪些是自剖），虽然张大春在《我妹妹》中并没有明确

指明他的选择，但是张大春已愿意如此坦然反思自己惯有的谎言技艺所会产生的问题。 

而这种坦然面对、叙述，其实也是通过叙述我妹妹的成长过程开始透露的。虽然张大

春表明当时并未明确、布局清楚《我妹妹》该表达给什么样的人看，但是笔者认为《我妹

妹》也可能是张大春想写给自己看，从而去检视自己一直以来主张的谎言叙述书写所带来

问题的。159
 

张大春对于自己的谎言叙述的重新反思，一边写一边思考自己的虚构与谎言技法所带

来的一连串问题以及他对此感到的焦虑不安。所以文本除了是叙述青春成长的焦虑与不确

定未来之外，张大春也是与自己（作家的自我）进行对话，再次思索文学功能、其谎言叙

述理念，找寻对于他而言，他所追寻的小说新形式、谎言技艺、创作意义这些问题的自我

意义的解答。160而张大春借由候世春与《我妹妹》的“我妹妹”所进行的平等的对话161，

                                                             
158
张大春：<踩影子找影子——一则小说的腔调谱>，《小说稗类》，页 81。 

159胡金伦就指出《我妹妹》是张大春写作历程中期的一次自我检验，尝试透过文本诉说个人（作家）存在的

苦闷，以及重新检讨书写的权力。胡金伦认为的是张大春面对了写作的焦虑。详见于：胡金伦: <第七章：

少年大头春和说书人张大春>，《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2000）》,同前注，页 209。 
160黄玉玲认为也可比作作家的自我企图在此一连串问题（爱情、两性、家庭成长、父母、生命、死亡、自己

之于创作和治疗的关系、语言与权力的关系）的思考中，寻求主体性即是对自我意义的解答。详见于：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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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张大春的认知概念中，作者拥有全知全能的角色而读者却只能二择一，“我妹妹”

却是能与侯世春处于正常、平等的对话（张大春在其他人物中总是借由人物的诡异、特意

塑造不平等位置的对谈达到他的“文本内在讽刺”目的），而我妹妹却是与侯世春能够正

常对话的人物。甚至她的位置还高过侯世春，她能够直接问出张大春内心的焦虑。 

只是作为“我”的思考客体的“我妹妹” 162，笔者认为张大春是特意塑造“我妹

妹”，借由她对侯世春的提问，张大春所反思、意识到的问题与局限也才得以得到“正

常”的抒发、表白，即借由人物间（哥哥与妹妹）的对谈、侯世春再对妹妹的问题进行深

思的独白再呈现于读者面前。 

而且对于妹妹直指问题中心（正中要害式）的“逼问”，尤其像是“你为什么要写东

西？”163、“你交了那么多马子，都是你在跟她们谈恋爱，还是她们在跟你谈恋爱？”164

这类揭发出“虚构”与“谎言”技法的局限、技法演示或自我治疗的困惑的尖锐问题，侯

世春也没有强烈抗拒回答，而且张大春还让他进行思考，再明确指出他的“我明白了”、

“我发现了”的结论。 

                                                                                                                                                                                                    
玉玲：<第四章：迷途知返（1992-1996）>，《在若即若离之间：张大春创作历程与主体建构》，同前注，

页 81。 
161
黄玉玲说明自我的主体性（意即作家的自我）必须与另一具独立思考的他者（也可指候君欣这角色）进行

平等的对话中建立。所以，“我妹妹”的形象支离破碎是因为她只是作为“我”的思考客体。详见于：黄

玉玲：<第四章：迷途知返（1992-1996）>，《在若即若离之间：张大春创作历程与主体建构》，同前注，

页 82。 
162黄玉玲：<第四章：迷途知返（1992-1996）>，《在若即若离之间：张大春创作历程与主体建构》，同前

注，页 82。 
163张大春：《我妹妹》，页 114。 
164张大春：《我妹妹》，页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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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一开始妹妹提问：“你交了那么多马子，都是你在跟她们谈恋爱，还是她们在跟

你谈恋爱？”165 侯世春还会在“早已明白她意思”（他自己其实也早意识到这样的问

题、困惑（即意指张大春的“虚构”与“谎言”技法的局限，也就是国王必须不停地说故

事、说故事，妃子们听、听的寓言的寓意）的情况下假意疑问“什么意思？、什么意

思？”166，他好像表现出抗拒回答的样子，但他也终于透露，不是不回答，而是这样确实

存在的困惑，他一直到“濒临疯狂的边缘、不断地呕吐”167的情况下，才约略懂得这道

理，也就是他也不得不承认的、借由我妹妹的口头禅“有什么意义？”来作出正视的回

答。笔者认为从我妹妹的口头禅“有什么意义？”也可看出，我妹妹寓意了由我妹妹负责

揭露问题的“功能”也就是“我妹妹”具有的逼视自我（作家）内心168的“功能”的效

果。 

因此，我妹妹是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具有逼视自我内心“功能”的我妹妹，张大春

显然是特意塑造的，他并不逃避，也利用该角色，直视、检讨了自己的谎言叙述书写策略

的问题。 

而且笔者认为张大春是真心想反思虚构与文学功能的问题。因为在文本中，笔者并没

有在文本中发现张大春特意挖苦、讽刺我妹妹，而且他是自愿接受“我妹妹”对侯世春的

逼问、张大春是自愿让我妹妹发声、疑惑、追问侯世春），让张大春不得不面对自我。 

                                                             
165张大春：《我妹妹》，页 69。 
166
张大春：《我妹妹》，页 69。 

167张大春：《我妹妹》，页 70。 
168笔者认为这也就是黄玉玲说明的，自我的主体性（意即作家的自我）必须与另一具独立思考的他者（也可

指候君欣这角色）进行平等的对话中建立。所以，“我妹妹”的形象支离破碎是因为她只是作为“我”的

思考客体。详见于：黄玉玲：<第四章：迷途知返（1992-1996）>，《在若即若离之间：张大春创作历程与

主体建构》，同前注，页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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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其他角色，像是陈大夫问侯世春“你在逃避什么？”169时，张大春给予该人物

的下场是“他一丝不挂，被封在一块十尺见方的凝固水泥里面。”170笔者认为张大春是抗

拒他人的咄咄逼人式的逼问，而且他也反讽批评家、读者对于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用水泥封

起来、凝结成一块十尺见方的棺材是非常有创造力、象征性、内在意义的。171而我妹妹在

看见“我”写的小说把致使她怀孕的人封在水泥的故事，她的反应是流几滴泪，说：“你

不可以这样恨一个人。”172 

笔者认为张大春也是在嘲讽自己，当他已意识到他只是纯粹把恨意、不满的地方发泄

在小说里时，批评家、读者们反而会认为那有着无穷意蕴的创造构思，但那其实只来自于

他的恨意、不满、反抗。而“我妹妹”却能够告诉他，“你不可以这样恨一个人。”173，

笔者认为这也是张大春意识到的自己的写作问题。而“我妹妹”该句话的意思应该也是说

明张大春意识满怀恨意、抵抗的文本其实也不能解决自己内心根本的不安、痛苦。因此文

本提及的写作目的就是为了“自我治疗”是张大春所愿意面对、去发现的解释了。 

    另外，笔者认为张大春作者（自我）与他设置的《我妹妹》角色（他者）也可借用拉

康的结构精神分析与文学的关系来叙述。拉康提出了“语言的功能不在“交际”而是“为

自我提供一个讲话的场所”、其镜像理论提及的“自我”是在对另一个对象（他者）的认

同中构成的；而这个对象则又是自我的一种想象性的投射。174拉康指明的是作者建构的文

本中的叙述，是利用语言达到了“为自我提供一个讲话的场所”，这也就是文学叙述的功

                                                             
169
张大春：《我妹妹》，页 122。 

170张大春：《我妹妹》，页 123。 
171张大春：《我妹妹》，页 125。 
172
张大春：《我妹妹》，页 125。 

173张大春：《我妹妹》，页 125。 
174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页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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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而叙述中的角色（他者）则是作者所建构的，透过作者所建立的他者，作者也找到了

他者所反射出的自我，因为他者也就是自己所想象出的投射（自己）。 

笔者认为的是，文学作为“为自我提供一个讲话的场所”，也就是借由文学文本确立

出自我。透过他者，文本也是作者认识自己的场所，而自我被他者认同所构成，也意即他

者是可以反射出自我的。 

笔者认为的是“我妹妹”也就是张大春所特意塑造的“他者”。叙述者“我”是文本

的主体175，“我妹妹”相对而言是客体。而张大春作者的自我也就是通过他者与文本的主

体的对谈，身为读者的我们，也能通过张大春塑造的我妹妹、叙述者“我”得以反射出张

大春想法的人物，看见张大春的“自我”（虽然也可能存在着读者依然不能清晰发现张大

春的自我，但是笔者想指明的是，读者是可以通过人物发现作者的“自我”的）。而张大

春也能借由自己特意塑造的，形象支离破碎的“我妹妹”，作为“我”的思考客的人物，

逼视自己的内心。176 

 

 

 

 

 

                                                             
175
主体是指有意识地进行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人或集团。客体是主体对象性活动所指向的那部分事物和现象。

把人叫主体，把对象叫客体，就意味着人和对象之间具有一种主导与非主导，主动与被动的关系。 
176黄玉玲：<第四章：迷途知返（1992-1996）>，《在若即若离之间：张大春创作历程与主体建构》，同前

注，页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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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本章节是探讨张大春《我妹妹》中对虚构与文学功能的反思。于第二节，笔者分成

四小节，为的就是从不同方面理解张大春的反思。首先，<反思语言操控与人的互动关系>

的论述中，笔者认为张大春意识到了叙述与聆听的关系除了是欺压被迫的关系外，其实更

包括了两方的互动关系，即互相配合接纳的。所以，聆听者之所以聆听也是因为愿意聆

听。而张大春处于主导地位的不断叙述，其实也是存有问题的，因为语言也是拥有交流、

互动的功能。 

    论述<反思“虚构”与“谎言”技法的局限>的部分中，张大春认为的一切诠释皆解虚

构的观点及其充分表现谎言技艺也是有局限、问题的，也就是读者并不能全面理解张大春

的谎言叙述，或会被他蒙骗、或不能理解他的寓意，而且他的谎言书写态度也让他的读者

们反而不会相信他在文本中（小说）真诚叙述的、属于真实部分的内心自剖。读者也同样

会误解他在文本的谎言叙述，以为那才是真实的。 

    因此《我妹妹》中的“我妹妹”口头禅“有着什么意义”，其实应该也是张大春最感

困惑与无奈的发问。另外，张大春的谎言叙述书写中留给读者和批评家的想象空间，应该

可以说是除了让读者反思、质疑小说的真实性，语言建构事实的能力，也包括了他因为不

信任而保留、并未叙述的抒情部分。 

论述<技法演示或自我治疗的困惑>的部分中，笔者认为张大春已思索、愿意“发现”

（面对）写作意义是为了自己、给自己的治疗。而胡金伦就提及“我（作家）之所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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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我妹妹》的中心问题。“我”不停地写作，不断地为自我“治疗”，以证明

“我”的存在。177 

论述<具有逼视自我内心“功能”的我妹妹>的部分中，只是作为叙述者“我”的思考

客体的“我妹妹”178，笔者认为张大春是特意塑造“我妹妹”，借由她对侯世春的提问，

张大春所反思、意识到的问题与局限是借由人物间（哥哥与妹妹）的对谈、侯世春再对妹

妹的问题进行深思的独白再呈现于读者面前。 

 

 

 

 

 

 

 

 

 

                                                             
177胡金伦: <第七章：少年大头春和说书人张大春>，《政治、历史与谎言—张大春小说初探（1976—

2000）》，页 214。 
178黄玉玲：<第四章：迷途知返（1992-1996）>，《在若即若离之间：张大春创作历程与主体建构》，同前

注，页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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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结语 

笔者将以以下两节即研究成果与研究限制和未来建议来作为论述结语的内容部分： 

                   

                       第一节 研究成果 

笔者一直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影响张大春的写作主张，即从对写实主义质疑再主张“一

切诠释皆是虚构”的文学观点。因此笔者选择以文化批评方法去联系张大春的时代背景、

当时的文学思潮而从得知这些事件，即张大春的台湾外省人第二代身份、台湾 1949-1987

年处于戒严时期、1977-1978 年发生的乡土文学论战事件。笔者认为这些外在现实因素很

大程度影响了他的文学形成观念。 

笔者会去追究张大春所受到的外在现实因素从而奠基其未完成《我妹妹》前，所持有

的强烈主张一切诠释皆是虚构的文学观点、张大春为何进行谎言技艺书写模式化身为文学

特技表演者的原因外179，也是为了能更贴近张大春的思想层面以能更有把握理解文本《我

妹妹》，其实也是因为不能接受张大春的不信任任何一切的观点、谎言叙述书写的策略，

这让笔者也非常困惑写作的意义在哪里？因为即使对现实世界充满困惑与不解，但是笔者

认为写作能带给人抚慰人心的效果。 

    通过本文探讨张大春《我妹妹》中对虚构与文学功能的反思，虽然笔者很多观点都是

从学者们发现到的观点得来的，但是笔者觉得很感满足，因为笔者一直想发现张大春早期

                                                             
179黄锦树：<书写张大春之书写——谎言的技术与真理的技艺>，《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

集》，页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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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反思虚构与文学功能的文本，笔者选择文本《我妹妹》，虽然张大春并没有在文本中透

露很多明确信息，但是能够发现张大春在创作生涯近 17 个年头的文本180对自己早期文学

观点的回顾、反思，也很让笔者觉得，张大春也认同了文学功能其实也就是能够相信、信

任自己的信念，就算否定了一切也要相信自己，相信文学如同黄锦树言明的有着“真诚的

谎言”的功能。181 

         另外，也因为张大春让我意识到虚构与真实的模糊界限的意义。这也让笔者更领略

现实也充斥着的大叙述权威、官方说法。的确也没有纯粹、“肤浅的“现实、虚构”的二

元论。182 

 

              第二节：研究限制和未来建议 

        笔者研究的方向是追究于张大春“为什么撒谎”、“撒谎”带来的问题。而对于黄锦

树把张大春的谎言技艺归为后设技艺的写法，笔者也并没有去深究。其他学者也归划张大

春的魔幻现实也属于后设写法的问题，笔者也没有去理解。但是基本上，学者是因为张大

春符合了后设写法的特征而认可其后设写法，最明确的就是张大春对写实主义的反动。但

是问题是张大春不认同、不认可的是台湾乡土写实主义文学的“写实主义”。而写实主义

的明确旨意，笔者也并未深究。只大约得悉曾处于戒严、相等于封闭式的台湾在“白色恐

                                                             
180笔者以张大春 19岁获奖短篇小说《悬荡》为其创作生涯的第一年开始算起至张大春 36岁完成《我妹妹》

止，推算出《我妹妹》是张大春创作生涯近 17 个年头创作出的文本。对于张大春《悬荡》、《我妹妹》的

发表年份是依据《最初》中的<张大春写作年表>为准基。 详见于张大春： <张大春写作年表>，《最

初》，同前注，页 259-261。 
181
黄锦树：<书写张大春之书写——谎言的技术与真理的技艺>，《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

集》，页 217。 
182张大春：<代序 一切都是创作——新闻·小说·新闻小说>，《张大春的文学意见》，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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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笼罩下，其文学思潮、文学主义是比较难以与外界接触，而致使台湾的写实主义源头

并不明确。 

    而因为笔者也是通过学者们理解、学习知识的，也确实提不出有效、帮助性质的未来

建议予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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