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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汝色》與《世界是薔薇的》--談周芬伶解構／建構的女性書寫
彰化高中
摘

林思玲

要

在中國文化背景下，
「女性書寫」是現代文學重要的使命之一，它是以建立真正的女性
話、表達女性的內在訴求、突現女性的個體生存經驗、情感經驗為主軸。經由二十世紀近百
年間，中國女性文化受到現代西方女權思想與女性主義思潮三次大的衝擊與洗禮，「女性書
寫」才能獲得生長空間。職此，筆者欲藉由周芬伶的女性書寫之「解構／建構」契機中，由
點滴的微觀凝聚成一座宏觀的女性系譜之可能性。
周芬伶的《汝色》與《世界是薔薇的》這兩本書，是同時在二零零二年四月出版，《汝
色》是一本頗為透明的自傳性散文，《世界是嗇薇的》是一本寓言體式的小說，其共同特徵
均是作者以女性作家視角觀照，呈現眾女子悲歡離合的芸芸世相，並以女性自我生命循環為
起迄點，展陳女性的生命故事及存在空間的疏離、邊緣化等「他者」的位置，企盼從書寫解
構中，建構起女性自我譜系的可能性。
筆者之所以以這兩本書作為周芬伶女性書寫風格的探討，蓋自其第一本散文集《絕美》問世
以降，趙滋蕃以「天真冠冕一切德行」，譽其文風的清美、天真，而後陸續出版的散文集文
風變化不及此二本書的藩籬，它們不僅突破傳統散文的線性架構，更如陳芳明所言：「周芬
伶可能是第一位作家利用散文形式，對情慾、情緒、情感等等私密的議題進行深挖、鑽研、
追索」，故在此二本書中，作者不僅深入探索女性身體、情慾之中最原始、也最卑微不堪的
內在，更從自覺自省的視角中，揚棄舊我幸福甜美的形象，蟬蛻出具女性發聲主體，及具自
我淒絕、激揚、疏離的書寫文風。
其次，據新聞媒體報導內政部統計台灣去年（2008ＡＤ）家暴事件直逼八萬件，---其
中婚姻暴力占了五成七，婦女受害最多，---可見家庭暴力應是我們社會正視的問題。
「而家
暴的手段不一定是要有具體的『有形力』造成他方身體危害的行為（如：毆打行為）」
、精神
上的虐待也算是。」故而筆者以為教學研究的範疇更應擺渡至女性主體意識的覺醒，方能更
宏觀與圓融。
故本論文節次擬由：一、前言；二、從空間的離散書寫中建構女性譜系的可能性；三、
身體與真相的互涉—解構中的建構；四、建構女人話語；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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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在中國文化背景下，「女性書寫」是現代文學重要的使命之一，它是以建立真正的
女性話語、表達女性的內在訴求、突現女性的個體生存經驗、情感經驗和生命經驗為主
軸。在二十世紀的近百年間，中國女性文化受到現代西方女權思想與女性主義思潮三次
大的衝擊和洗禮，「女性書寫」才能獲得生長的空間。二十世紀初的五四文化革命是第
一次，它使中國先進女性從封建家長制束縛下解放出來，實現婚姻自主，從而使女性有
可能參與社會分工，確立女性與男性一樣的社會地位；第二次是二十世紀七、八十年代
的「文藝復興」，它使中國女性從性朦朧中甦醒，從停滯在男女都一樣，以像男性「說
男性話、做男性工、穿男性衣」等標幟的平等中，開始關注性別的平等，及性別的歷史
狀況，並審視其文化形式，爭取其性別權益；而從九十年代以來，配合西方女性主義與
女性批評，掀起了女性解放的「第三次浪潮」
，它在解構與顛覆中求發展，強調個人性、
抨擊男性中心的精神理性和邏輯，以性別鮮明而理直氣壯的書寫身體，表示女性的卓然
獨立。從社會的人到性別的人到充分正視女性身體的人，演繹了二十世紀女性解放的行
程，也標誌了女性解放的縱深進程。由此，「女性書寫」得到了一定程度的實現。
職是，周芬伶的《汝色》與《世界是薔薇的》這兩本書，是同時在二零零二年四月
出版的，其中《汝色》分為三輯敘寫，是一本頗為透明的自傳性散文集，共由二十五篇
散文及一篇代序集結成書；而《世界是薔薇的》則是由二十一篇短篇小說合而為一部隱
寓女性身世命運的寓言體小說集。這兩本書的共同特徵在於作者透過寓言、私語、隱喻
形式，抒寫女性經過自省自覺後，對自我存在過程與價值的質疑與期盼。《汝色》---妳
的顏色，亦是眾女子的容顏色相；《世界是薔薇的》---女性身世命運的自由又禁錮，親
子之情的緊密卻疏離。兩本書在作者以女性作家的視角觀照下，言說著眾女生悲歡離合
的芸芸世相，她們背離了傳統的、統一的、線性的散文結構，她們亦非「菲勒斯體系」
1
（Phallus）下歷史性時間的言說故事，她們以女性自我生命循環為起迄點，周而復始
地展陳女性的生命故事及存在空間的疏離、邊緣化等際遇，企盼從書寫解構中建構起女
性自我譜系的可能性。誠如作者說：「虛幻的極點不是更虛幻；虛幻也不能帶來更大的
自由，而是死中求生，在虛幻中硬是開出一朵花來。」
（《世界是薔薇的》
，頁 197）是故，
文本中的陰性、多元、去中心化、越界的書寫精神，欲爬梳、延伸的是一個時代的女性
集體特徵，並在自傳／性別／戀物的意象語言中，言說著在這語言崩盤、意義瓦解的時
代，文學藝術微細的靈魂層次必須再度被發現，及女性文學主體、美學價值的歷史位置，
故其解構／建構的「女性書寫」，延異出具時代意義的普遍性。
筆者之所以以這兩本書作為周芬伶女性書寫風格的探討，蓋自其第一本散文集《絕

1

林幸謙《張愛玲論述：女性主體與去勢模擬書寫》，（台北，洪葉文化出版社，2000），頁 375-376。 Phallus
一詞本意是男性生殖器的形象，在拉岡的象徵秩序中，作為超驗能指的菲勒斯，造就了西方家長式的性
別與社會秩序，導致女性受制於「父親法律」的宰制。大體上，女性主義批評理論中，以此作為男性文
化的象徵，而不是生理意義上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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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問世以降，趙滋蕃以「天真冠冕一切德行」，稱譽其書寫風格的清美、天真，而後
的《花房之歌》
、
《閣樓上的女子》
、
《熱夜》
、
《戀物人語》等散文集，或言如浪漫情懷般
欲築構一部家族史；或言其對生命關注的焦點及書寫手法已然轉變，或言似乎展現了女
性自覺的過程；或言因為戀人，故有物語。 2 然較之《汝色》與《世界是薔薇的》
，皆以
女性情感世界為主體，而貫穿這些情感的基調卻是痛苦、掙扎的，她們都處在「正軌」
與「脫軌」之間，身心幾近撕裂崩潰的眾女子世相。職此，作者在文本中沉潛著、期盼
著女性要具堅毅、挑戰的精神，在艱困的枷鎖中活出自我的生存原色，並顛覆落葉歸根
的父權觀念，如同西蘇提出的「回歸母親／海洋」（mere／mer），女性在框架中解放，
並從超越／翻轉書寫精神中，從文學、美學層面拆解文字與意義、文體與形式，顯呈多
重性與肯定不同的主體，及包容異己的氣度，再現女性譜系的歷史位置與世代。如陳芳
明所言：「周芬伶可能是第一位作家利用散文形式，對情慾、情緒、情感等等私密的議
題進行深挖、鑽研、追索。」 3 在文本中「隱微幽深」的靈魂，可以是藥物癮者、同性
戀者、長期失眠者、失婚者、憂鬱患者，這些畸零邊緣的身分，具不被接納與認可的特
質源頭，故收容這些身分與角色的文本，遂孕育了自我殊異的姿態，只因隱微幽深推衍
到絕境，更能顯見最難得的善良本質與情感信度，尤其在菲勒斯社會的規範、束縛褪去
後，人性中最為珍貴的包容與憐惜則能躍出文字，幻化出渴求完整、和諧的心靈原鄉。
職此，書寫風格已然由早期的「晶瑩、清脆、冷冽」轉為「淒絕、激揚、疏離」的異調
變曲。如作者所言：「寫《汝色》與《世界是薔薇的》是我一生中最悲慘的時刻，卻讓
我碰觸到不同以往的創作方式。…我已變成radical。我正在塑造一個女性的世代，女性
的王國。」 4
而在這兩本書之後的《浪子駭女》
、
《影子情人》
，紀大偉在序文中說：
「書中跨越年
齡、階級、種族的女性，…對於性社會關係的刻畫可圈可點：婆媳之間、家庭主婦之間、
姊妹之間、女性朋友之間、女性和政治社群之間的情意結，都巧妙交織在這個不可等閒
視之的文本中」 5 ，可知在「去中心」的書寫結構中，主角／年代／核心事件交織的世
代，已呈現跳躍、失序、裂變的圖貌。而《母系銀河》中，如張瑞芬言：「像周芬伶這
樣以肉身投入烈焰的『惡女書寫』
，新世紀之初的幾年來，至少是沒有人比她走得更遠，
6
更不能回頭。」 作者以自身經驗化作字字血淚，用不斷超越／逆轉形式，
「似乎已開始
7
為女性散文重新命名。」 《粉紅樓窗》中，作者顛覆了散文與小說的定義，不再有散
文的道德束縛，用小說的「隱匿」性，激辯人性在世紀末泯滅下，對「神聖」的哲學命
題，故在《聖與魔：台灣戰後小說的心靈圖像 1945-2006》中，可看出欲探索的時代與
文學關懷精神。尤其近作《蘭花辭》
，作者說：
「在《汝色》之後，…這本算是接續《汝
2

李癸雲＜寫作的女人最美麗----周芬伶散文綜論＞，頁 1。
陳芳明＜她的絕美與絕情：周芬伶的《汝色》及其風格轉變＞，（台北，《聯合文學》，2002，09），
頁 153。
4
周芬伶《浪子駭女》＜自序 我的祕密情人＞，（台北，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09），頁 16。
「radical」指的是激進的、自由的、徹底的。
5
《影子情人》，「性傾向」或「性意識」，往往用來區分同性戀、異性戀、雙性戀，而紀大偉統稱為「性
社會關係」，（台北，二魚出版社，2003，09），頁 9。
6
張瑞芬〈絕美汝色：讀周芬伶《母系銀河》〉，（台北，《文訊》，第 236 期，2005，06），頁 32-34。
7
陳芳明評述，《母系銀河》封頁後引述，2003 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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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之精神而更恣肆，對文字本身的探索更熱切…」 8 故在思想與主題的演變上，鋪陳
當下時代慣用語言及流行眾相，已然將作品題材變深、變廣，繽紛多樣，如：
〈詭辭家〉
中（頁 13-23）
，藉由時下流行的戀物、戀情的語言投射題材，詭辭般地書寫「語言」的
無感、錯位、龜裂，即是映照作品主題在時代輾轉、軋擠中的餘暉殘影；另在主體性與
關懷層面上，能隨網路e世代的時代特徵而書寫e世代的文學集體共相，展呈作家以生活
為美，為時代良知的書寫精神；再者，在思想與心靈上表現出來的張力及深刻度，傳達
了生命在黑暗的盡頭，人們總能找到人性原初的光明、美好與純愛本質，如：「事實證
明被白色恐怖閹割的情慾，花兒世代早就凍結他們的長寬，到老還是喜歡純純的愛。」
（頁 36-37）用象徵、隱喻的意象字張力，解讀了沉重的歷史、時代背景延遷下，人性
秉善懿德的本質初心；其次，在女性書寫的美學觀點上，雖仍自云：「只為追逐一盆畏
光無溫的白蘭花。」（頁 37），然已能「讓人覺得回到生命的起點」（頁 42），具體言說
「書寫者永遠需要一個象徵，一個典範，這是文學不死的希望」
（頁 99）
，使「女性書寫」
的心靈圖象，找到生命價值取向，成為具自我意識、
「藝術中的人是整體的人。」9 心靈
與文學綰合，形構出美學意涵與文學價值。職此，筆者以《汝色》與《世界是薔薇的》
作為周芬伶解構／建構女性書寫的里程碑。
再者，據新聞媒體報載內政部統計台灣去年家暴事件直逼八萬件，比起前一年成長
一成，而且還有逐年攀升趨勢，其中婚姻暴力占了五成七，婦女受害最多。…可見家庭
暴力應該是我們社會正視的問題。 10 而家暴的手段不一定是要有具體的「有形力」造成
他方身體危害的行為（如：毆打行為）
、精神上的虐待也算是。11 雖然家中的暴力…不曾
只是男性／加害者、女性／受害者這種單純的二分法而已， 12 但其生存空間的被擠壓、
疏離，致而成為被邊緣化的多重弱勢者現象，確是社會不容忽視的課題，故女性自我意
識主體的覺醒及以同情共感的閱讀情境，將心比心地聯結女性主體性，亦是國文教學研
究範疇可擺渡的空間及契機。
故此，本論文節次脈絡依序為：一、前言；二、從空間的離散書寫中建構女性譜系
的可能性；三、身體與真相的互涉----解構中的建構；四、建構女人話語；五、結語。

二、 從空間的離散書寫中建構女性譜系的可能性
從文本的空間離散書寫中，可窺知女性時常因事故而逃離、逃家成為奔逃者，在表
面上似乎她們獲得了暫時的自由，事實上更有可能落入另一種困境中。如：＜紫羅蘭之
家＞的小彥、小詳、鶯鶯、璦璦、母親等人組成的女女之家，她們或因離婚而失去家庭，
或因原生家庭的壓力而成為婚姻的代罪羔羊，或因親人強暴而不婚，她們皆處在原生家
8

周芬伶《蘭花辭》，（台北，九歌出版社，2010，05），頁 9。
轉引自周芬伶《聖與魔---台灣戰後小說的心靈圖象 1945-2006》，2008，06。
10
賴建安＜家庭暴力 所牽涉的法律問題與如何應對之道＞，（彰化，《彰化青年雜誌》，408 期，2009，
06），頁 15。
11
賴建安＜家庭暴力 所牽涉的法律問題與如何應對之道＞，頁 17。
12
錢欣怡＜擁抱愛 讓暴風圈遠離家庭＞，（彰化，《彰化青年雜誌》，408 期，2009，06），頁 2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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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與接待社會的縫隙中生存，不能容納於父權體制下所謂的「正常」角色，而其生存空
間便在擠壓、疏離中成為被邊緣化的多重弱勢者。
（《汝色》
，頁 100-120）再如：＜穿牆
的孩子＞也是在大堂哥的強暴下，生存空間被囚泳在有形、無形的黑暗夢魘之中（《世
界是薔薇的》
，頁 77-82）
。職此，文本中作者藉由「夜」
、
「照片」
、
「黑」
、
「鞋子」
、
「牆」、
「船」等意象辭紛陳的寓意，組構出女性在空間的疏離、殘缺中，生存命運身世是何等
的不堪！故作者在＜與夜＞中，言說「夜長如年。對長期失眠者而言，黑暗是警訊是危
厄亦是諍交」（《汝色》，頁 18）在黑夜的空間意象中，作者書寫文字，亦書寫自己的生
存際遇。她何以成為一個長期失眠者？只因「我不是不懂得堅持和忠誠，只要繼續昏睡，
我會獲得堅貞的美名。」
（頁 18）然而「早餐麥片包裝上的標準家庭」
，13 只是被異化的
女性角色而已，在為妻、為母、為女的戴面具角色扮演下，卻沒有性別主體的自我。因
此，在「正常／病態」的辯證質詢中，正常的社會將病態的女人逐出門外，成為空間的
游離者，
我們都是在社會邊緣苟延殘喘的人：我曾經擁有正當的名份，丈夫和孩子，我也
曾盡心奉獻，可是當我想找回自己時，丈夫兒子與他們背後那個正當的社會，予
我痛擊並將我逐出社會。以前我看不到「她們」
，所有被放逐的女人，不管是單身、
失婚、喪偶、同志，處境都差不多，很少人視她們為完整的人。（頁 120）
而在＜失落的照片＞中，「照片」雖是回憶之屋，可訴說著幽微的往昔情愫，但周
芬伶卻告訴讀者「我們不必瀏覽過去，也不必幻想未來，就以隻眼燭照現在，一切所有
心證意證，生命終將化為雲煙，小小方方的紙片可以解釋什麼？」（《汝色》，頁 97）只
因如同電影般結束後一切都是「黑暗」
。是故「照片」隱寓著失落的時、空間，對疏離、
邊緣、異質的女性而言，書寫照片即書寫昏睡在父權體制下無主體自我的「客體」
、
「他
者」
，故而「失落」也罷、
「黑暗」也罷，生存空間的游離才是女性心中真正不堪的「照
片」銘記！再者＜與沈重的黑＞，作者藉由與父系血源的扞格不入，書寫黑色的原罪，
但我不屈從他人的指控，他人同樣犯罪而不自知。人住在自己的罪之中，無法比
較，無法歸類。我搭上的那班列車，車上都是知罪的人，我們----領受罪與罰。
（《汝色》，頁 140）
只因「愛就是懲罰」，女性若敢主動追求愛的人將遭受嚴厲的懲罰。如同葛瑞爾在《女
太監》（1970）中所述，女人是被動的性存在，她被男人閹割了，因為沒有被閹割的女
人應是具有性稟性與完整人格的，她們是主動而敢為的。若此黑暗的原罪，便是來自搖
籃時期就開始被形塑的女性生存與生命經驗，而其「空間」的主體性又何其卑微！另外，
＜她的好鞋子＞，作者言說著「每雙鞋子都附著一段記憶，----而且是如此醜怪，在記憶
中暗暗含著光的鞋子，居然這麼殘破灰黯----。」
（《世界是薔薇的》
，頁 75）由鞋子而記
13

此話由人類學家艾德蒙‧李奇提出，形容一般人對理想家庭的刻板印象，丈夫是一家之主，面帶微笑
的妻子則負責照顧子女。引自《女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台北，巨流出版社，1995），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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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而破黯，不也正藉由女性情愛的幻滅寓意空間離散的意象。再者，＜穿牆的孩子＞裡，
那一堵牆「像一道封死的墓穴之門」
（頁 80）
，緊緊地疏離、異化了被強暴女子的心靈空
間。而「船」表面上是逃往自由的一交通工具，實際上卻寓合著女子逃與困的另一個陷
阱，因為「航行從來是男人的，不是女人的，一個獨自在海外航行的女人，她會被驅逐
到邊緣的邊緣，變成他者的他者。」 14 所以「大半輩子住在港邊的大姑媽，定知碼頭是
憂鬱的所在，而憂鬱令人老。」
（＜如歌的行板＞，頁 124）只因在父權體制下「空間對
人的刺激是如是尖銳」。（頁 120）
于此，林林總總的眾女性生命圖貌的分裂與疏離的展陳中，筆者以為周芬伶欲藉此
書寫建構女性譜系的可能性。因為縈旋在文本中的每一位女主人公，不僅著染了寓言、
私語式的薄紗，更沉潛了女性書寫存在著多元的情感元素和認知模式的空間，自然也寓
意著作者對女性主體意識覺醒及文學關懷的深刻度。職此論述，筆者以為何不正視與社
會價值格格不入的女性生活經驗，以更遼闊的視角反省，賦予「正常」與「病態」 之
間的意義，甚至透過對於女性生命體驗侷限的警覺，將心比心地展延、凝聚女性同情共
感的情愫，以感知的聯絡網來串聯女性的自覺意識，如此或可期待建構女性譜系的可能
性。因此，當筆者解讀文本之際，以「同情共感」的同理心爬梳周芬伶筆下的女主人公
心靈，並延宕出同感、同理、同意等不同層次的解讀意識，如同克莉斯蒂娃的「互文本
性」思想 15 ，使文本中的語話涵義銜接到更大的社會歷史文化的時代意義之中，而在女
主人公心靈與對話的雙聲性、應答性、對話性中，尋繹文本中女性集體共相空間，並進
而在此思想與主題的延遷中，使女性的「客體」
、
「他者」成為自主的言說者，從而衍異
多重內容深度與張力，尋回女性主體性並獲得建構女性譜系、女性世代的可能性。

三、 身體與真相的互涉------解構中的建構
瑪麗．伊格爾頓在《女權主義文學理論》一書中認為：在父權文化秩序中，
「軀體」
作為女性的象徵是被損害、被擺佈的，且從未被承認過，恆久地處置于歷史、文化社會
之外。而在法國哲學家格洛龐蒂的理論中，「身體與主體是可以相互替代」， 16 我即代表
我的身體，不再是男性文本中純粹的物質性身體，因此在當下的身體書寫中，只有「真
相」的物質性意義的身體被賦予更多元、流動的沉潛、擴散意象，方能從女性書寫的解
構／建構中，得到主體性的發聲空間。因此，相較于男性，依莉格瑞把女性身體界定為
一個「瀰散著情慾的天地」，她說：

14

周芬伶＜移民女作家的困與逃---張愛玲＜浮花浪蕊＞與聶華苓《桑青與桃紅》的離散書寫與空間隱喻
＞，（性別‧流動與主體建構學術研討會），頁 180。
15
張岩冰＜法國女權主義文學批評的語言理論＞，（上海，《復旦學報》，第二期，1998），頁 109。
所謂「互文本性」是指文本的互文特性。在克莉斯蒂娃看來，文本作為一種意指實踐，並不力求使主體
控制語言，而是相反使主體處于它的權力網絡之中。每個文本都是由前此的文本的記憶形成，從一個文
本中抽取的語義成分，總是超越文本而指向其他先前的文本。
16
王一儂＜當代女性寫作與價值關懷＞，（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01，01），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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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人的慾望大概是跟男人的慾望說著不同的語言，而它也大概被自古希臘以來
主宰西方的邏輯淹沒了---女人到處都是性器官---有關她愉悅（pleasure）的地
理分佈比想像的要分散的多，差異更多元、更為複雜、更為微妙。」 17
因此，
「身體」不再只是解剖學上的身體而已，它亦是權力、知識、話語的焦聚點，
「身體自有語言，她行止之間無處不是話語。」（《世界是薔薇的》
，頁 17）基于此歷史
語境的脈絡，筆者以為周芬伶欲藉由女性身體進入文學文本之中，並觸延到公共的文化
社會空間，以挑戰男性霸權文化，建構女性自我的自主性，此外更指涉到性別表述中對
歷史真相的控訴。在文本中，作者藉由「身體」的意象語言對女性的性別異化、沉重的
角色扮演、婚姻桎梏及生命疲憊等問題進行反思，其欲爬梳的正是在父權制性別規定
下，女性的生存經驗、感情狀態、生命歸屬等議題。如：《世界是薔薇的》＜序曲…她
的城市＞中：
「她的身世聯結一個城市；而城市正如幻影般浮現…」
、
「…自己的身體，…
她以城市的區位分別稱呼它們。」
（頁 7）
「我們的城市是有史以來最虛幻的城市，沒有
實體，沒有真理。」
（頁 8）作者以書寫身體的意象，指涉女性的心靈與真相是共存並生
的，並在深層話語中，揭示女性的性別失落與被異化的現實景況，故藉由「身體與真相
的互涉」書寫，以解構這種將女性異化為無性人的現實。故誠如菲利浦．拉夫以為「光
知道如何把人熟知的世界拆開是不夠的」
，18 女性在被異化為社會文化產物的同時，更要
「把自己變成藝術品的婦女才有可能成為藝術家。」 19 把自己的身體作為藝術作品書寫
的可用媒介，並藉由沉默、聽不見的方式書寫身體，以顛覆傳統父權制，如此才有可能
從解構中建構女性的自我意識與主體性。
據此「身體與真相互涉」脈絡中，作者企圖解構什麼真相？建構什麼文學價值與美
學觀呢？
（一）從身體意象中解構對情愛真相的幻滅
在文本裡的女子不論言止、身體都散發著有血有肉的真實熱度，尤其在「同情共感」
的情境閱讀中，彷若鄰家女的際遇般真實可感，並在作者時而纏綿、時而輕快的文字節
奏中，女性依違在傳統與矛盾、保守與叛逆、健康與病態的圖像情境，被清晰地勾勒出
來。
「周芬伶成功之處便在於形塑了一個個存在於現實生活的女性，她們擁有現實的
身體，擁有真實的內在，無論是失婚者、同性戀、精神病患，周芬伶將這些被社
會放逐到邊緣的女性集合起來，為她們羅織一段段生命史，站在邊緣挑戰男性建
構的主流觀和中心價值。」 20
17

轉引自唐荷《女性主義文學理論》，（台北，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 151。
轉引自冉小平＜從書寫身體到身體書寫-----二十世紀九十年代新生代女作家創作漫論【1】＞，這句話
批判的原是拙劣模仿卡夫卡而產生的假現代主義，此處筆者轉用為批判傳統父權制的社會、文化等議題
19
張岩冰＜婦女的創造力與女性寫作-----簡論女權主義有關女性寫作的理論＞，（中國，《西安教育學院
學報》，第四期，1997 年），頁 50。
20
李欣倫＜肉感的女人最美麗-----讀周芬伶的《浪子駭女》、《影子情人》＞，（彰化，《明道文藝》，
第 335 期，93 年 2 月），頁 6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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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文本中處處可見游離、掙扎在父權制文化社會下女性對情愛真相的幻滅圖貌，然在
解構的同時，作者也賦予她們靈／愛／美的化身，由是更渲染了清逸絕塵的心靈淨化之
美。如：《世界是薔薇的》＜絕美＞中，麗子對這位即將成為和尚且研讀儒學的日本人
「清吉」，其情感樣態是「這種感情並不必實現，只要知道世界上存在著這樣的人這樣
的感情也就足夠了。」（頁 57）故而面對偶然邂逅的情愛，作者藉由麗子觀賞佛寺與遊
行祭典時的對話性，強調女子的心靈掙扎，是為發現自我的靈魂本質，而在心靈與對話
的迴返共鳴中，以宛若耒辭般哀悼靈／愛／美的情愛，只適合「與滅絕相連」！（頁 62）
再如：＜世界是薔薇的＞裡面的十七歲介入別人婚姻的女子，只因活在母愛的孕育
下長大，因此心中對世界充滿愛與信的美好期待，而在故事結局中，女子竟以「身體」
作為殉情的媒介物。筆者以為作者以「眾人萬物皆有情有信」（頁 70）的視角觀看情愛
的幻滅，進而演繹出「她的心裏住著一個魔鬼」（頁 66）的嘆詞，反諷著女性主體在菲
勒斯網絡中，若欲依循女性心靈原鄉的慾望（這慾望是在前伊底帕斯階段母女認同關係
中產生的，作者卻反諷為「魔鬼」）
，建構一份有情有信的真愛，在真實世相中，只能在
「死亡」剎那中尋找！其次，
《世界是薔薇的》裡，＜她的好鞋子＞、＜穿牆的孩子＞、
＜母親十六歲＞及《汝色》中＜燕子啊＞，均藉由穿「鞋」
、穿「牆」
、透視「窗」的「身
體意象」，言說著女性幻滅的情愛並緣此解構父權中心文化對女性的塑造、操弄。而具
體的真相是「女性的身體卻是她的原罪嗎？」（頁 81）把女性異化為文化之內的人工製
品，這種強加于女性身上的「被動性屬性」，若逐漸內化成女性認同，便會抹殺女性對
自身主體意識的潛能。因而女性要擺脫邊緣、客體的位置，就要先驅逐「家中天使」 21
的陰影。故在文本的解構中，亦期待女性能穿透真相、穿透自我迷思，讓「死寂不動的
心靈似乎翻了一個身」
，
（《世界是薔薇的》
，頁 92）重構女性生命最初的一道汩汩泉水。
（二）從身體解構的意象中建構完善和諧的女性自我
筆者以為作者欲從女性書寫的解構中，建構女性自我心靈與世界和諧共存的生命樣
態。如：《世界是薔薇的》＜一千零三夜＞裡，由十篇短文組構的標題---「婚姻詭戲」
、
「中年風暴」
、
「竊聽狂」
、
「審判」
、
「罪人」
、
「最後一夜」等控訴話語，已具千斤萬鼎的
力度拆解蘇丹國王與莎赫佐拉的「一千零一夜」荒誕情節。周芬伶在女性生命週期的中
年階段，以「自由才是本質。她追求的是自由」
（頁 132）的心靈原鄉，故而成為「叛逃」
的罪人，來反諷菲勒斯中心道德規律的罪人真相。中年女性的情愛風暴源起於「還給女
人自由，否則我的靈魂就像崩潰決堤的海濤，興風作浪，永無止境。」
（頁 136）然得到
的卻是竊聽、審判的現實真相。
「人有權對他人定罪嗎？」
（《浪子駭女》
，頁 58）對理想
者、狂熱者定罪，不異言說著在傳統男權文化的洗禮下，男性的占有慾、征服慾如同風
暴般襲捲女性生活的主體性。職此，筆者以為周芬伶解構的並非是征服「征服者」而成
為對立的被需要，而是想從身體解構的意象中，建構出完善、和諧的人生價值觀，期待
以手寫心，以文達志的女性書寫，不僅能解構現實真相，更能在叛逆、顛覆的書寫中，
21

吳爾夫對這種女性自身創造力被抹殺的恐懼，稱之為「家中天使」，又稱「反面本能」。轉引自＜婦
女的創造力與女性寫作----簡論女權主義有關女性寫作的理論＞，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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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出包容、和諧的深沉生命本質。好比《汝色》中＜男半女半＞：「當人的身體中同
時住著男人與女人時，很美，真的好美。」
（頁 179）作者企圖言說的即是：儘管女性泅
泳于感性與理性的對立、衝突中，她仍堅持不陷溺于情緒、亦不認同純理性思維，因為
無論是情感還是理性，在現實意義上仍將被父系意識形態的二元對立所界定，因此女性
必須先掙脫這種界定的束縛，才能在屬於自己的思維空間中找到自身生存的價值主體。
如：《世界是薔薇的》＜鮫人之血＞中，嫁到澎湖的女主人公，雖泅泳于情感幻滅的婚
姻桎梏中，「常覺得她是白色的被截斷的珊瑚殘骸」（頁 116）但仍理性的「了解在荒脊
的離島，生活之艱辛必須凝聚家族集體力量才能生存」（頁 116），然多年後她無論如何
也接受不了「對於他們，她才是外人」
（頁 115）的現實真相。於是女主人公的瘋言病症
「午夜時，珠子落地的聲音總是特別響脆，喀奪的聲音自成一組密碼：『自---由---自--由』。」（頁 117）正是對父系意識形態所界定的女性角色的否定，而也正因為這些不被
理性世界所接受的行為，才能讓「時光倒流，回復至生命的原初。」
（頁 118）畢竟「用
名利富貴來衡量一個人的價值是錯的，用一般的道德標準來衡量一個人也是錯的。」
（《浪
子駭女》
，頁 80）職此，作者亦說：
「她已離開丈夫，恢復單身生活，沒有更好只是較真
實，戴面具的生活令人恍惚成狂。」（頁 123）是的，「只是較真實」的生存空間，便能
讓女性建構完善和諧的生命意涵。
（三）從「Eve---世界最初的女人」來擺落女性心靈境域
進言之，筆者以為周芬伶從「身體與真相的互涉」書寫中，其標的不僅解構情愛幻
滅的真相，建構和諧完善的文學關懷外，更企欲藉由「Eve---世界最初的女人」圖騰，
來寄寓解構後女性心靈原鄉的精神境域如何擺落、定位的議題。在作者的文本中，
「Eve」
時而化身為女主人公的英文名字（《世界是薔薇的》，頁 14）；時而與之對話：「Eve，我
對你傾訴這一切，因為你是我靈魂中隱微幽深的一部分。」
（《汝色》
，頁 11）
、
「Eve，你
形成你自己的意象，書寫自己的書寫，是你引導著我湧出文字」
，
（《汝色》
，頁 13）在「Eve」
中的〈與夜〉、〈與悠悠〉、故鄉、照片是周芬伶心靈的逃亡路線密碼，其中包藏著對理
想／現實、黑／白、性別與愛的迷惘，如：〈與夜〉：「奈何我已習慣將自己浸泡在夜黑
中」（頁 14）、「愛的本質並無不同，禁忌卻讓愛情成為罪孽與刑罰」（頁 20）、「夜才正
要變黑，月亮已經被含在空中。」
（頁 27）
，在〈與悠悠〉
：
「我們能複製生命卻不能複製
靈魂，愛情更不能複製」（頁 39）、「凡是存活過的不會消失，凡是愛過的將掌有一刻永
恆。」
（頁 45）…總總符碼私語，隱喻言說著「正常」時代樣貌，邊緣、
「不正常」的逃
亡迷惘。故在書寫「黑夜」的「不正常」符碼中，周芬伶從「陰陽同體」的女性意識集
體處境，尋找到擺落女性心靈境域的另一個可能性，即倒陰以為陽，倒濁以為清，倒黑
以為白，在越界、翻轉的書寫策略中，陰暗歧異的背面仍具精神的光明面，只因「當分
裂已無可分裂，我們要求的不是虛空，而是整合，找回完整的自我。」 22 職是，「Eve」
正是女性心靈原鄉的召喚，它如同醫生般能治癒病女人的心病，也能提領女性回歸生命
的故鄉。故鄉中「漾晃著幽微的藍光，思緒像閃電一樣敏銳，她在水中開成一朵花，一
22

轉引自黃益珠《周芬伶論—從「閨秀」到「越界」書寫》，（台北，秀威資訊科技，2008，06），頁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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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巨大的向陽花，----」
（《世界是薔薇的》，頁 118）「Eve」讓女性的心靈精神可以棲息
在絕美的場域中，不須再依違在菲勒斯體制下，作一名缺位的他者，一位面目模糊、沒
有自我主體的女性。故而，女性的生命原鄉「Eve」是雌雄同體、沒有性別差異的，重
循依莉格瑞的說法：「母親系譜、重建前伊底帕斯緊密的母／女關係，對女性尋求一個
可以自我言說、再現的一個場域的重要性。」 23 因此，
「Eve」是作者文學主體性關懷與
美學觀的隱寓，亦是對幽微靈性的提升與超越，讓「女性書寫」站在心靈與生命的高度
上，找到作者時代良知、使命感的契機空間。
綜述，作者欲以書寫解構身體意象，從而建構出女性自我心靈生存空間，誠如西蘇
指出：
「女性必須通過她們的身體來寫作。」24 有效的書寫身體能摧毀隔膜、等級、花言
巧語和清規戒律。因為藉此書寫能擺落、定位最內在、最真實的女性自我，並能在肢體
語言的運展間，銘刻心理愴悸的迹痕、釋現生命能量及自我與「大他者」交感互動的樣
態，故而在表述身體與真相互涉的意象中，也蘊涵了作者深沉的心靈理想、文學關懷與
美學張力。

四、 建構女人話語
女人的「名字比風更輕，比夢更虛幻，它們被割裂溶解，如一顆薄荷糖被吞噬融化，
芳香卻不消散。」（《世界是薔薇的》，頁 29）因為父權文化在神話、律法、宗教等種種
制度中，對女性全面的圍剿，並切斷女性與自己的根源（也就是與母親的關聯）
，因此，
「如果我們不發明一種語言，如果我們不找尋我們身體的語言，…我們的慾望…我們的
身體…將仍麻痺著…。」 25 讓女人自己言說、自我命名，以顯示出菲勒斯體系的盲點和
謬誤。故而，依莉格瑞建構出一種可以外於父權象徵／語言秩序的語法與文法，即是「女
人話」。「女人始終是多數…他者原本就已經在她內裡…」「而且早在主動、被動的區分
產生之前，她就已經在她自己內裡觸摸她自己。」 26 女人「多數」、「多元」、「以觸覺為
優先」的力必多，使「陰性」
、
「女性」不能被包覆在菲勒斯中心「非此即彼」的二元對
立思考模式之內，因為它是流動的、不可定於一的、包容的。而「女人話」的特性是：
「『她』也是自己內含含混混的他者。…神經質者、不可捉摸的、惶惶不安的、善
變的…說起話來，話頭四散流去…才剛說到一些閒事、一句感嘆的話、半個秘密、
才剛起了個話頭，沒說完，一轉身，就又從另一個話頭開始說苦道樂了。」 27
但並不是女人－女人話－非同一邏輯之間劃上一個等號而已，「女人話」是指被壓
抑的語言形式，它必須在父權象徵的語言縫隙中自覺地去尋回並實踐它。誠如：《世界
23
24
25
26
27

唐荷《女性主義文學理論》，頁 149。
冉小平＜從書寫身體到身體書寫----二十世紀九十年代新生代女作家創作漫論【二】＞，頁 1。
《女性主義文學理論》，頁 176。
《女性主義文學理論》，頁 177。
《女性主義文學理論》，頁 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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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薔薇的》
〈問名〉中其沉潛的寓意，即是在解構菲勒斯中心主導的語言／象徵體系中，
建構出女性的本質及與語言的關係，並挖掘在語言／象徵體系之外，女性那些被壓抑與
未曾說出的生命圖貌。
再者，語言象徵無意識的情境，如同周芬伶在《蘭花辭》〈蘭花辭〉說「話語一旦
被說出，意義開始分歧，語言的開始就是延異、差異、延宕、衍異…」 28 ，故對語言闡
釋要像解讀寓言般，方能揭示主體，因為無意識是主體慾望不滿足的結果，所以主體是
語言系統中的一個能指，它在能指隙縫中潛行，不斷地被解構和建構。如同克理斯蒂娃
以為「語言有二部分：表徵（thesemiotio）和象徵（the symbolic）…說話主體建構主體，…
說話主體不是統一的，是分裂的，因此主體亦是分裂的，是過程中的主體。」 29 因而話
語是一種永無止盡的反省、批判過程，沒有終點，也沒有起點，是一種圓圈式的、循環
式的形式。在文本中，作者由「話語」造就女性的主體性，亦即主體性代表女性自我，
並彌合于一個無法言喻的潛意識，那是一個欲望的、緊張的、能量的、壓抑的世界，故
主體性是永遠沒完沒了的動態過程，亦處於一個始終流動不居、雜然並存狀態的混合
體，職此，女性話語呈現向其周圍世界、向其他結構開放的結構樣態，其特質是對抗將
世界凝固物化的語言，回到與世界、生命交融的最初形貌。據此觀點，女性書寫便是一
種語言實踐，一種根本性的改變主體的顛覆力量，故而文本中，有許多中心思想和意象
語言不斷被重複，且行文遍佈隱喻，具有明顯的反理性、流動、多元、非一的基調。由
此可知，女性若無法建構起一套自己的可以任人評說的價值體系，女性的話語形態、思
考方式都會被固定在男性話語規範內，只能充當男人世界的影子或應聲蟲而已！職此，
要改變女性這一無我狀態，就得建構「女人話」，讓女人在這種語言中呈現自我。
進言之，作者以「意識流」 30 方式創作，或以小說情節，或以戲劇手法，或獨白或
對話，表現主角及事件跳躍、流動、自由的心靈樣態，其目的在否定主體、客體的根本
性關繫，藉意識流的美學象徵，讓巨大的鬱積或剎那的頓悟智慧化為永恆的再生。因此，
筆者將文本中的「女人話」分為（以《世界是薔薇的》文本為主）：
（一）寓言式女人話語
藉由寓言式書寫揭示在女性生命底層的「異質」話語，如：
〈序曲–她的城市〉
「她
的身世聯結一個城市；而城市正如幻影般浮現…」「胸脯是山丘，肚臍是水井，她夾緊
雙腿之間說：『那是花園』。」（頁 7）
「我們的城市是有史以來最虛幻的城市」
（頁 8）
，
寓載著女性的身體與生命自出生到老死均禁錮、纏縛在時代的巨大網絡中，虛幻的生命
價值在沒有真理與危機疊嶂的城市中毀滅，然亦藉由身體語言與大自然融合，蒸溢出生
命之美。〈汝身〉中，「她的肉身疊合無數人身，她們在她體內唱歌。」「她經歷了水晶
日、水仙日、火蓮日、苦楝日，終於完成了女身。」（頁 11）言說著女性生命週期的成
長與分裂樣態。身體之於女人猶如女人之於生命，總是在生死的初始與終結，周而復始
地在歷史進程中，默默地存在、孤寂地消失。然女人身體與生命之美，卻如水晶般剔透、
28

周芬伶《蘭花辭》〈蘭花辭〉，（台北，九歌出版社，2010，05），頁 35。
李美媛〈克里斯蒂娃 Kristeva.julia 的社會哲學初探〉，國立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
30
意識流有四個特徵，即：個人的、經常變化的、連續不斷的、有選擇性的，故文字呈現的意識是一種
川流不止息的狀態。此處引用 Duane P.Schl 著，楊麗英譯，《現代心理學史》，（台北，五南出版社，
200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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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仙般芳潔，亦具有烈火焚身般的堅毅母性及如苦楝般剛韌的圓融之美，故在每個女人
身上恆常都居住著一位融合陽剛與陰柔之美的完形女性。〈問名〉中，「離開家鄉之後，
每個城鎮似乎都有一個類似痟蝶仔的女人在巷弄裏遊走。」（頁 28）強烈地控訴著渴望
擁有主體性的女性，只能被菲勒斯社會驅逐到瘋女人的邊緣角落而暗自飲泣滅幻婚姻的
不幸。
〈綠背心〉中，
「所有的話語具有自己的力量，它會生長繁衍，妳要明白人生，就
要先明白話語。」
（頁 32）話語象徵著權力的凝聚點，故女性要先建構「女人話」
，才能
尋回生命自我的主體。
「愛國先生與善良小姐」
、
「神秘女與詭異男」
（頁 33、37）沉潛著
女性書寫的符碼，欲意言說女性寫作是一種姿態，一種與世界對話的方式，一個架通身
體與思想的橋樑，故以隱晦、弔詭的話語形式展呈女性藉由話語的力量尋找自我理想。
〈世界是薔薇的〉中，「不，世界是虛偽的，薔薇在另一個世界。」（頁 68）
「薔薇」象
徵女性心靈原鄉的桃源世界。
〈她的好鞋子〉中，
「從鞋子的角度看世界，她窺見秘密…」
（頁 71）
「窺見」男權社會價值體系下的真相，女性生命的纏縛正如同「鞋」般受宰制
而無法靠岸。〈穿牆的孩子〉中，「那扇門似乎射出一道光，照亮著集體女性的命運。」
（頁 81）
「門」不僅象徵女性命運的鎖鍊，亦寓載著解構真相的津渡。
〈母親十六歲〉中，
「她為『窗戶』這樣一個意象著迷，她的世界不就是缺乏一扇窗戶嗎？」
（頁 85）
「窗戶」
是女性的心靈之窗。若說吳爾夫以為女性寫作的邊緣狀態是寫作的女性沒有「一間自己
的屋子」，筆者以為周芬伶卻認為是缺少一扇「窗」，「窗戶，那是她生命最初也最重要
的意象啊！」（頁 87）
〈音聲之藪〉中，「他的話語引導她鑽進他的心靈，那裏有著具體
詭麗的生命圖形，而這圖形她早就參與而不自知。」（頁 97）寓意著在使用話語聲音的
無意識中，女性命運早已聯結在父系意識形態界定中並內化為女性自我的形態。〈十三
月〉中，
「她蹲踞在樓梯轉角，覺得自己就像一塊餅乾碎裂。」
（頁 110）
「餅乾碎裂」之
於情愛猶如在菲勒斯社會中的女性，若以充滿愛與自由的心靈追逐情愛，終究是幻滅破
碎的！〈鮫人之血〉中，
「她彷如從海中生長出來的鮫人，且歌且行走向海的深處。」
（頁
31
114）「海」它是女性的生命原鄉，它象徵「母性空間」 裡自由律動的原初圖騰，沒有
性別之分，也沒有範式的藩隔，只有自由心靈翱翔的鼓翅律聲。
〈媽媽在遠方飛行〉中，
「每一個女人的包包都能飛行…飛行多棒啊！」（頁 145）作者同西蘇所說：
「女性寫作
姿勢有兩種；一為游泳；一為飛翔，即海洋與天空。」
、
「飛翔是婦女的姿勢——用語言
飛翔也讓語言飛翔。」
（《美杜莎的笑聲》）
「包包」寄寓著理想母者的期冀，藉由「包包」
的載飛載行翅膀來建構以女人話語為主體的「真理教室」32，聯結親子之情。
〈死城餘淚〉
中，「有一天城市陷落，肉身毀壞，她仍要追尋…」（頁 169）追尋女性在巨大的時代網

31

母性空間「chora」一詞是由柏拉圖而來，在古希臘文的原意是指一個封閉、子宮。柏拉圖用來指一種
「不可名狀、無形式的存在，它涵容一切，而且以某種神秘的方式參與理智界，它並且是無法道說的。」
克里斯多娃借用柏拉圖的概念，將它引申為語言的符號態特徵。認為「母性空間」不是符號、也不是位
置，它完全是一種暫時性的發音，它的本質是流動的，由各種運動與它們的短暫靜止狀態構成的，它不
遵循、也不複製範式，它先於形態、並且是形態的基礎，它只能以聲音或動力的律動作比擬。見《女性
主義文學理論》，頁 191-192。此處筆者將它化用為女性生命原鄉，蓋因「母性空間」在某種程度上有類
似情境。
32
《汝色》〈與童心齊飛〉中，親子之間用另一種秘語交談，作者名之為「真理教窒」，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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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下失去的親情、愛情，縱然「生命中有種種凶險，大凶險才有大美麗。我們肉身經歷
又一次的劫難，斷臂立雪，體露金風，最後變成一朵微笑。」
（頁 197）作者堅韌的生命
力度不僅企圖解構人為／自然的險厄，也建構了女性譜系的文學觀點。
〈花的天堂〉中，
「單一的花朵沒有意義，只有一朵花銜接另一朵花，漫天漫地的花海洗去人世的混濁。」
（頁 181）藉由「花」的意象，作者將女性心靈與美學聯結，從而找回主體性價值關懷
的文學意涵。
（二）病態式女人話語
病態式女人話語是種強烈的女性自我意識的表述方式，源自對強勢的男性世界及
體制化的文化習俗的叛逆書寫，因此透過此種話語形式來呈現女性積習已久的無名狀
態，企圖用自己的話語聲音來講述女性的存在、女性的身體、心靈及世俗的醜怪，用以
證明自己不是男性的影子或反面。如：
〈序曲–她的城市〉中，
「當那個持刀的男人撲向
她時，她的身體釋出混亂的話語：『我的街道崩毀了！』『我的河流決堤了！』『我的水
井我的山丘我的我的…』」
（頁 8）
，生存在菲勒斯社會下的女性，不僅要受到宿命的纏縛，
更要接受暴力災變下的摧殘，女性群體長期以來扮演面目模糊的沈默者，沒有話語權、
也沒有話語方式，此處文本作者藉病態式的身體語言為女性群體發出長號怒吼，強烈地
控訴女性處境是何其卑微、畏瑣！〈問名〉中，「我沒有起痟不要叫我痟蝶仔不好聽我
叫銀蝶除了名字我什麼都不記得男人強暴我肚子大了好多好孩子都不見了…她們的媽
媽在找她們…誰幫她們取名字。」（頁 27）藉由一長串無標點符號的失落與病態意象語
言，凝鍊地銘刻出女性生存空間的邊緣、弱勢。
〈穿牆的孩子〉中，
「傳說中的男人不都
是英雄或泰山，手拔寶劍斬盡爬藤與怪獸。世界顛倒了嗎？英雄與怪獸與爬藤失去分
野，而公主從塔上跳出來，跌成肉醬。」（頁 80）藉由反諷、改寫的語言意象，顛覆傳
統男權神話與英雄的荒謬意識形態，並在「錯置」的身體意象與絕望、驚悚的病態異質
語言中，企圖建構女性的主體性。
〈音聲之藪〉中，
「然而她越來越跋扈霸道，要求他（男
友）
：
『每天都要打（手機）
，你不打，我就不跟你見面』
。」
（頁 102）人類學家阿登那夫
33
婦以為「女人構成一個『失聲的』（Voiceiess）集團。」 因為女人話語雖有部分與男性
主宰話語重合，但也有屬於女性獨特無意識領域的感知經驗，而這部分是不能被主宰話
語清晰表達的，故作者以渴望聲音的病態式話語，作為解構失聲的女人空間的疏離意
象。誠如西蘇所說：
女性的文本必將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它像火山般暴烈，一旦寫成它就引起舊性質
外殼的大動蕩，那外殼就是男性投資的截體。別無他路可走，假如她不是一個她，
34
就沒有她的位置，假如她是她的話，那就是為了粉碎，為了擊碎慣例的框架。
周芬伶試圖藉由寓言式、病態式話語書寫來顛覆男性單一、線性、因果式的邏輯思
考模式，而這些形式也正是女性書寫的特徵，它總是展呈著隱寓、私語、流動、多變的
形式，卻具有一種自我性別表述的句法結構，故而也藉此建構出「女性書寫」的美學觀。
33

陳東風〈婦女寫作與女性主義〉，（中國，《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總
第 88 期，2001 年），頁 99。
34
王建剛〈拒絕匿名的狂歡：關于女性寫作〉，（中國，《浙江學刊》，第 4 期，2000 年），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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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周芬伶曾說：「散文是最透明的一種文類，以能最清晰地讓讀者看見作者的心靈為
最美，…小說以剝離作者的折射為美，…但也要露出一點冰山之角才能觸動人心。」
（《紫
蓮之歌》
〈透明太透明〉
，頁 38）故其文本中揉合小說的想像、詩的象徵、戲劇的意象、
哲理的沉思、語言的大翻轉，調配出青春與衰老、新生與死亡、聖與魔、核心與邊緣…
等主題思想。而其「意識流」的書寫手法，以自身的感痛知覺書寫女性主體意識，即具
解構「去中心化」的張力，並在自由聯想、隱喻、寓言的形式網絡中，建構女性完善、
和諧的文學、美學心靈境域，因而在「解構」也是「建構」的文體越界／翻轉概念中，
「女性書寫」的多元、流動、包容特徵，重建了自我的歷史、社會價值與位置。
職是，筆者在《汝色》與《世界是薔薇的》文本中，欲研究的是作者意圖展陳的思
想與主題基調，對女性主體性與關懷點的召喚，及文本中表現的心靈張力與深刻度，並
深入作品中，尋找作者企欲傳達的文學觀與「女性書寫」的美學觀，以期盼從解構／建
構中，獲得女性世代的時代意識、價值與作者的文學使命感。畢竟文學作品寄寓人們對
心靈極限的追求，它象徵時代的集體夢想，言說心靈多元的超越呼喊聲，故筆者欲藉由
研究文本，找到研究者與創作者、解讀與作品之間彌合的契機，進而提升「女性書寫」
的高度。尤其在新世紀初期，部落格時代的來臨之際，隨著文學型態的調整，談論文學、
美學價值建構「女性書寫」的同時，作者在文本中的心靈仍是新世紀舞台的主角，更何
況現代的文學靈魂隨 e 世代的群魔亂舞，早已飄散在世俗眾文化集體共相中，故而揭開
各種作品形式中隱藏的心靈內涵，探討生命的終極問題及絕對真理，才是真正落實生命
哲學、時代價值的真諦，因此在高中國文現代散文與小說的教學範疇中，爬梳沉潛的縱
深度與時代的共鳴感，更有其可期待的文學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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