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試論張大春〈四喜憂國〉

朱四喜真實的內在與外在世界

魏伶石五

壹、提要：

（四喜憂國〉中，先由楊人龍給予朱四喜文告的觀念，文告才得以完成。朱四喜

與楊人龍的關係成為四喜憂國〈四喜憂國〉的主詢。先由辯證朱四喜與楊人龍的關係，

得到楊人龍與朱四喜為合一的關係。文告，所暗示的是朱四喜生活的不安。將文本所提

供的訊息，進而架構出朱四喜所面臨的問題。

關鍵字：（四喜憂國〉 虛擬 真實 潛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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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前言：

張大春〈四喜憂國〉是一群知識份子所不熟悉的邊緣人。老兵將歸家的希望寄託在

蔣介石總統的身上。於是作者創造出朱四喜與楊人龍這兩位老兵，並用文告的象徵符

號，聯繫總統。文本中，總統死去意味總統文告的永不可得，楊人龍引導朱四喜書寫文

告，形成故事的基調。在文告中暗示的是敗壞的社會風氣、淹水、貧困等問題與朱四喜

週遭的人事物相結合，構成社會邊緣人的生活圖像，這是屬於朱四喜的外在現實部份。

朱四喜的內心是另一個封閉的真實世界。文本中，楊人龍難佳一了解朱四喜的人，兩人

因文告而具有相當的連結。朱四喜因與楊人龍有所聯繫’內心因而能不封閉。但，楊人

龍是不存在的，他只是朱四喜內在的一部份，朱四喜的內心仍是完全的封閉。於是，文

本的著眼點，完全回到朱四喜身上，探討屬於朱四喜的內在與外在世界。

、朱四喜真實的內在世界

一、楊人龍的意義：

（一）楊人龍出現的方式：

楊人龍出現的方式是一直變化的：

揚人龍出現的時間通常在夢中，夢一醒揚人龍自然就是死了。（遠流，頁 132 。）

所以楊人龍的生命是與夢相聯繫的，沒有夢境，楊人龍失卻出現的媒介。楊人龍的存在

是一種虛擬的，是不真實的。楊人龍的真實只對朱四喜具有完全的意義。對於古蘭花、

王昌遠、來福、來財、來壽而言，楊人龍只存在朱四喜的記憶中。就朱四喜以外的人而

言，楊人龍依舊不具任何真實的意義，楊人龍是虛擬的。楊人龍可能是朱四喜另一個人

格中的自己，自己都不熟悉駒自己。只有在夢中，這個屬名楊人龍的自己才會不設防地

出現，指使著隱藏的自己。楊人龍角色的特徵’不會在現實中真實存在過，只存在朱四

喜的口述之中。透過朱四喜口述，得知楊人龍也是老兵之一，念過師範’擁有許多學問。

「開玩笑！ 楊大爺的學問可大了一一一你們是沒趕上見他一見 ，人家肚子裡裝著

多少書本？ 整張整張的報紙一一一什麼新聞、什麼社論，他一寫就是一大篇！開

玩笑！」（遠流，頁 127一－ 128)

透過朱四喜的嘴巴口述出來的記憶，並不真實。接下去叉提到 「諾，那就是你們楊大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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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的。」（遠流，頁 128 。）隨手一指的動作，暗示不確定的記憶，楊人龍所真的學識

也是不真實的。

2 
從前楊人龍說的：總統文告都是最好的文章，沒有比那更好的了。我找了一些

回去，貼在牆上．．．．．．（遠流，頁 136 。）

楊人龍所存在的時間點，是朱四喜記憶中的刊固過去的時間點，過去的時間點相樹令現

在，楊人龍的存在依舊不具真實。＜四喜憂國＞整個故事，是順著朱四喜的記憶，將文

本中朱四喜現實生活的時間切割成破碎，甚至是成點狀的。也因為是朱四喜的記憶，所

以點狀時間呈現飄忽的狀態。嚴格來說，唯一遵循時間順序紀錄的人物是楊人龍。楊人

龍死後到朱四喜丈告的完成，屬於楊人龍的時間順序是完整未遭切割與重新錯置的。小

說的基調一文告的完成，是在楊人龍出現後才得以往下推進與發展的。但是，楊人龍畢
竟不具真實的存在。所以，即使文本給予楊人龍的時間點是順序且完整的。但是屬於朱

四喜時間仍是破碎的與飄忽的。這意味朱四喜精神移轉，意識與潛意識不斷替換，現實

的外在與真實自我的內在對話不斷進行。個人的精神移轉，相勒令真實世界個體的移

轉，更具能動的可能。所以楊人龍能對朱四喜造成影響，促成文告的完成。

3 
也只有夢中的楊人麓明白朱四喜的問題出在哪裡。（遠流，頁 138 ° ) 

「只有」暗示了朱四喜內心對外的封閉性。就能動的空間而言，楊人龍只在夢中，而朱

四喜遊走夢境與現實之中，是屬於能動的狀態。但，朱四喜卻呈現對外封閉的狀態，必

須透過夢中的楊人龍告知自己真正的「問題」所在。楊人龍提出問題：「你想的太多了？」

「你讀的太多了？」。楊人龍以夢中的存在，質疑朱四喜現實生活的具體行為。

4 

「誰說我不在了？」（遠流，頁 139 ° ) 

楊人龍相當確定自己的存在，楊人龍認為自己存在是具有真實的意義的。楊人龍必須確

認自己的存在，才能讓朱四喜信服於自己的理論。也因此，楊人龍所見「國家多難」「社

會亂」及預見「共產黨遲早要包圍台灣」才能透過朱四喜而具有真實的意義。

「要解決你一個人的麻煩，得先解決了國家的問題，天下太平了，人才有好日子

過，你懂嗎 ？」（遠流，頁 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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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問題與朱四喜自己私人的問題，形成一種對立的關係。楊人龍更必須先確認自己

的存在，才能說服朱四喜相信自己的理論「天下太平了，人才有好日子過J 0 朱四喜有

動的行為能力卻不具行為的動力。而楊人龍是不具行為能力，卻具有行為的動力。夢中

的「在J~I﹞將超越夢中，而進入現實當中，朱四喜與楊人龍將成為分裂的甚至對立關係。

但，朱四喜與楊人龍的角色在最後仍可取得合一的和諧狀態，因為朱四喜最後仍會醒

來，楊人龍就叉會死去。除卻楊人龍自我認知的存在，楊人龍根本不具真實。朱四喜為

強化楊人龍給予自己的信念，所以會一再的製造記憶。會在現實中不斷提到楊人龍，讓

楊人龍存在的事實在他人心中成立，希望他人一起確定楊人龍的存在。

5 
場面算是應付過去了。晚飯後他照例伏桌小睡，等著午夜時分應卵掃銜。便在這

段期間，楊人龍場進來了一－他的雙頰泛起兩朵陀缸，步矗跌跌撞撞，欺近朱四喜

身前，狠狠甩了他失落智齒的半邊戲一巴掌。（遠流，頁 140～ 141 ° ) 

楊人龍所處的空間是在朱四喜夢中與創造的記憶中。楊人龍得以存在，是由朱四喜

主動給予存在的媒介。可見，朱四喜仍具有主控的主動權。朱四喜在楊人龍的「闖進來」

表示朱四喜失卻主動的權力，反由楊人龍具有主動的權力。「照例」與「闖進」對比楊

人龍出現的突兀’更凸顯揚人龍主動的能動力量。朱四喜與楊人龍的對立關係而叉趨歸

和諧同一的關係’在此變成楊人龍勝利的關係。

6一直都是楊人龍提出問題質疑朱四喜模式，在

「你呢？」朱四喜昂股道：「你卻怎麼不寫？ J「我是個死人我怎麼寫？」（遠流，

頁 141 ° ) 

面對第一次朱四喜的質疑，喝人龍頁因而第一次明言自己是死的，是無法主動形成現實

中具體的行為。這時所有的能動行為叉完全回到朱四喜的身上，小說至此也完成楊人龍

的角色給予，也結束了楊人龍的角色。楊人龍角色的失去是因為楊人龍承認自己是個死

人。朱四喜也同時正視楊人龍間回死人。楊人龍是死去了，所以必屬於過去，屬於記憶。，

屬於虛幻與不真實的。所以，楊人龍完全失卻來到現實空間的能力，更不具現實的能動

與行為能力。楊人龍對朱四喜的勝利關係完全失卻，對立的關係也因此而失去。朱四喜

與楊人龍完全合一。小說情節接下來都是朱四喜書寫文告，刊出文告的具體行為。楊人

龍存在夢境不再出現了。屬於朱四喜受楊人龍所影響的文告書寫刊印一一實現，楊人龍

朱四喜共同確定的 「楊人龍是死的」’卻反而讓楊人龍活在現實具體的行為中，具有真
實存在。

（二）朱四喜與楊人龍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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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人龍，由 1 至 6都是在虛實之間的關係’產生分離、合一、對立、競爭，最後楊

人龍的確定死去叉形成楊人龍與朱四喜真正的合一。依照這樣的模式一一觀察，朱四喜

與楊人龍並非完全獨立的兩人。楊人龍以真實的人的身分與朱四喜共同存在於現實中

時，楊人龍與朱四喜才具有完全獨立存在的意義。但是這樣的現實中的楊人龍，在＜四

喜憂國〉中作者卻完全不會給予，所以朱四萬與楊人龍獨立的個體，確定不會出現過。

所以，再次斷定，朱四喜與楊人龍其實是同一個人，只是一個存在現實中具有能動能力，

卻不加以行動﹔而另一個則存的令虛幻中，不具能動的能力，卻有想制嗽力。若將這

一個朱四喜與楊人龍共同存在的個體稱為一個人，是一個「我J 。楊人龍是屬於人格結

構中的本我，而朱四喜則屬於自我，支配自我現實原則，所以朱四喜所面臨的是現實生

活中的具體存在的生活問題，例如淹水、總統去世、社會犯罪，以及私人的問題懷疑古

蘭花的出軌、來福的教育問題、貧窮。基於現實生活原貝I肺霄，朱四喜所受到現實的牽

制較多，所以朱四喜對於楊人龍是採偶像式、聽命式的對待。這一方面反應理應處於潛

‘意識的楊人龍，漸漸過渡到個體朱四喜的意識境界，且具有較多的主控權，甚至以闖入

的方式進入朱四喜的夢中。一方面意昧著朱四喜現實生活中，所刻意壓抑下來的情緒漸

漸無法壓抑下來。無法壓抑下來，反映出真實世界中需要被壓抑的事件越來越多﹔所以

雖描寫楊人龍與朱四喜的關係，更是反應外在更強大的現實環境壓迫。

我們也都知道，即使是潛意識最狂野的夢想，像夢或重視，通常都展示了某種理

性或深密的思想。．．．．．．多注意你的想像，．．．．．．它們是有道理的。不僅有道理，還

能開創出一番道理l 。

朱四喜最後的作為是完成文告的書寫。文告，是朱四喜與楊人龍共同的期望與行為合

一。對於朱四喜個人而言，是某種理性或深密思想、’是具有開創道理的。對於朱四喜而

言，這種開創性的真理需要被宣讀與國人分享的。但，作者選擇以文告的方式來進行開

性真理的宣讀是具有戲誨的效果。文告是屬於全國性的，朱四喜的文告是屬於個人的、

小眾的﹔文告是正式的、嚴肅的，朱四喜的文告是滑稽的。所以深密開創性的道理被隱

沒，大康的笑聲驟起，這種強烈的對比，張力更大。

二、文告的暗示

文告只來自總統，這是作者刻意營造的「規則1 j : 

「朱四喜就這麼吩切念著，昏頭搭腦離開了王家，一面思：可不？頭幾個月竟然沒想

1 Stephen Segaller and Merrill Berget 著 ， 龔卓軍 、 會廣志 、 沉台訓譯：﹛夢的智慧〉 立緒，台北﹒ 1990頁

32 ° 

60 



到這一層﹔總統死了文告就絕了 J （遠流，頁 136 。〉

艾告只能來自總統，朱四喜卻能書寫。在朱四喜的虛擬世界中，自己是一個總統，企圖

解決現實中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文告中所反映出來的是朱四喜的希望，安定的年代、國

家無難、台灣有足夠的武力抵禦中共犯台、國家有錢、社會價值、倫理價值仍然存在，

淹水的問題得以解決。朱四喜所建構的私人玉園，只由朱四喜與楊人龍共同建構出來

的，只存在於朱四喜與楊人龍兩人。朱四喜與楊人龍叉是合一的人，所以，朱四喜的私
人王國，只屬於朱四喜一個人的。王圈，就應該具備領土、主權、國民。主權來自朱四

喜，領土是朱四喜封閉的內心，國民只有朱四喜一個人。況且，文告雖然發出去了，小
說中包括幫忙影印的王昌遠、幫忙發送的古蘭花，都未嘗有人正視朱四喜的文告。即使，

讀者在心中讀出了文告，必定也是一笑，所以文告的價值確定並不存在，所以朱四喜的

國註定是屬於自己一個人的，不被了解與實現的，所以永遠是虛擬的。也因為完全書寫

出朱四喜的期望與真實中的不可能實現，更出現張力。

肆、朱四喜的外在現實

真實包含了我所能的任何知道的任何事務，因為，任何影響我的事物，就是真實、

現實的。如果它對教毫無影響，我便毫無所戚，也對它毫無所知。 z

朱四喜的真實的世界得以存在，因為朱四喜用自己的身體感官去感受他所感受的以

及他所面對的問題。朱四喜能動行為的原因，是因為外在的現實的不全。

（一）文本中的象徵符號

屬於朱四喜的「不全」’利用文本中的象徵符號3來加以標誌出，分別是文告、白漆

1 Stephen Segaller and Merrill Berget 著，興卓軍、會廣志、沉台訓譯：﹛夢的智慧〉’立緒，台北， 19如頁

46. 
3 在符號學中，符喝就是符號系統中控制會崩與所指關係的規則﹒所謂符號是指信息的發送者按照一創9

規則把她想、傳達的意義轉換成某種特定的信息，而符號信息的接受者叉依攝同一套符屬把這一訊，息轉

接成它能夠接受和理解的意義 ﹒ 發送者進行的工作稱為續寓 ， 接受者進前9工作稱為解噶﹒一般而言，

這種轉換通常涉及符號系統之間意義的轉痕﹒如果將這種觀念應用於敘事作品的研究，我們必然得到
一全新的認識﹒按照傳統的觀念，在敘事文本中潛藏一種基輔9結構，正是這種結構維聽著作品，使
它成為一個整體﹒ 從符號學的觀點來看敘事作品並不像一座建築，具有確定的結構 ，它僅僅只是由一

些形象與語言的符號所構成，道種結構其實就是某些符疇的縱橫交織，是由多種符疇，多種參照悉統

構成﹒躍蘭巴特捨棄傳統運用五種符碼來分析敘事作品。見羅鋼：﹛敘事學導論〉 ’ 雲南，雲南人民出

版社， 1994 ，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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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牆上的圖片。

1 文告中明白揭示的問題：

甲、非常的時代、非常國民暗示老蔣總統去世。

乙、國家有難，面對共匪隨時犯台。

丙、有錢之後的社會價值崩頹。

丁、傳統倫理之顛覆。

戊、貧困。

己、淹水。

庚、傳播媒體的社會責任。

2 白漆的象徵：

朱四喜的夢中一直做著漆自漆的動作，白色象徵：潔白、乾淨。面對外在空間的雜

亂，朱四喜希望自己的王國中是簡單的、乾淨的。需要漆白漆的牆壁，原本是貼滿報紙

的，在此朱四喜想要掩蓋這些從報紙上刊出的「仇恨」、「’情夫」、「紅杏」、「畸戀」、「戀

姦情熱」、「老夫少妻的悲劇」’這些日益熟悉罪惡以及新的罪惡。並且企圖遺忘楊人龍

被義子殺害的報導，子殺父有違朱四喜熟悉的倫理傳統。朱四喜的職業是由挑水肥轉變

為清潔員，在現實世界中都是幫社會清除髒亂的職業。與朱四喜刷白漆的動作相結合，

暗示朱四喜希望社會淨化，能夠用一己的力量去除社會「日益熟悉的罪惡，以及新的罪

惡」。

3 牆上的圖片：

牆上的照片有美國總統艾森豪、中國小姐劉秀擾、佩戴自製防毒面具的國軍戰士和

台糖公司發展養豬事業所養就的一千斤大豬公。在封閉的空間中，「平面J 的圖片與「平

面J牆壁，形成的畫面是應當是相當簡化的。圖片是不動的，封閉的空間、簡單的平面、

極少的顏色，固定觀看者的位置，淨空影響觀察的其他因素，也圈點出被觀察者。所以，

細心的觀看，必定產生許多不同的聲音，有批判、有笑聲，封閉空間，反而因而有了聲

音，甚至是共鳴的迴響。在朱四喜的眼中，四張照片卻錯置了。朱四喜常錯把艾森豪看

成大豬公、中國小姐戴著防毒面具、團軍是中國小姐、大豬公當上美國總統。朱四喜的

錯置、錯看這些圖片是具有暗示效果。暗示國軍的軟弱與美國總統對台灣資源的吸取就

如同大豬公一般 ，只能肥大自己的身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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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朱四喜的現實環境：

就文本歸結出朱四喜現實的環境問題包括：

1 台灣老兵的問題：

「他老人家這一不在，還有誰帶我們回去？你說嗔！ J （遠流，頁 134 。）

小說中的朱四喜、楊人龍與王昌遠同是老兵，將歸家的希望寄託在蔣總統身上，總

統的死去，表示歸家不可得。文本中作者探討老兵在台灣落地生根的問題。作者以甲、

朱四喜以強暴的方式與古蘭花取得婚姻關係。乙、人龍未婚早逝，以跑馬的方式作為情

慾宣洩的管道。楊人龍不婚，卻受義子所毒死。丙、王昌遠最後與寡婦結婚。這三種方

式都非完全穩定的兩性關係，老兵歸家與成家是當時社會的潛在問題。老兵身分的特殊

性也不受到重視。

2特殊教育：

來福之所以會留紋，不只是颱風天丟T 書色的緣故﹔．．．．．．他班上的導師到家裡來，委媲地勸說，

朱四喜：最好能讓來搞接受那種特殊的教育，．．．．．．朱四喜卻表示：來搞好得不得 7 ，吃得飽、睡得著、

身體越來越壯，．．．．．．（邊境，頁 135. ) 

來福必須接受特殊教育。對朱四喜而言，「特殊教育J 的真正意義為何，朱四喜並

非完全能夠理解。於是朱四喜企圖尋找文告讓來福閱讀，以免接受所謂的「特殊教育J 0 

來福成長與學習的停滯是可預見的。

3 宗教與個人原本信仰的衝突：

古藺花把一落土產企格在飯桌土，對兩個兒子說，： 「a們要嫌很多很多錢。又可以花，又可以榮

耀主﹒」「又可以什麼？」朱四喜撕開－金薯餅，吃一個，又抓－把放在牆邊的小供桌上給他朱家三代

宗視和楊人麓吃﹒〈遠流， 132 頁。）

榮耀主與供桌上朱家三代宗親形成對比，在朱四喜的現實生活中傳統的祖宗信仰與

信仰耶穌形成衝突。直到楊人龍告訴朱四喜「他老人家也信耶穌嘿！原先我還不知道

咧。」朱四喜的反應是「當然是好事！頭先我還不明白。連他老人家都信了，當然是好

事。」（遠流，頁 134）朱四喜對於耶穌信仰才得以接受。誠如王彼得所說的，朱四喜信

仰偶像。雖然朱四喜因為總統信耶穌而認同此信仰，但是當發大水時節 ，朱四喜仍搶忙

把祖宗牌位、楊人龍的相片框連總統玉照等一平偶像先救起來，頂在腦門上。傳統的信

仰必有偶像存在 ，也與耶穌信仰產生衝突。

4 違章建築區：

〈四喜憂國〉所有的故事除了朱四喜的夢境之外，所有場景不會跳出朱四喜身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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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院之中，靜止不動是因為朱四喜在現實之中並沒有遷徙的能力，也沒有遷徙的念頭。

前者是因為經濟壓力，後者是因為希望朱四喜所有的開始皆在此地。朱四喜由那幾間小

房間的竹床，開始了朱四喜的安身立命。大雜院由作者的安排是位於仁愛路附近，住著

一群張三李四王二麻子，以及楊人龍、朱四喜、王昌遠等的老兵的舊社區。這個區域是

違章建築區，隨時有拆除的可能。朱四喜將被迫遷徒，不論是否具有遷徙的能力。

5 知識來源只來自報紙：

反映老兵以財吐會邊緣並不具任何知識來源。唯一的知識來源，來自文告，知識壟

斷於少數人手中。日益熟悉駒罪惡、以及新的罪惡，將透過傳媒不斷複製。相較朱四喜

淨化人心的文告發送過程中的種種困難，淨化罪惡不可實現。

8 國軍的散漫。

伍、文本中的敘述者、作者、讀者：

結構主義的敘述層重點的令給予者與接受者之間的關係’意即敘述者與讀者之間的

關係。在接受之間，最主要的還是使傳訊成為可能的通訊符號或「訊契Jo 訊契的重點

有二：一是表示敘述者存在的信號，二事表示讀者的存在J敘述者利用自己的發聲權進

行有別於作者與故事人物的訊息傳遞，敘述者有其自己的價值觀判斷。在文本中敘述者
一直是處於出現、隱沒的狀態，一方面希望讓讀者貼近朱四喜，所以在一開始朱四喜這

個名字給予完成角色界定、標題名字確之後，敘述者即用「他」來進行書寫，開始隱沒

敘述者的重要性，讓讀者能夠更貼近故事人物。第三人稱代詞比直接稱呼人物的姓名更

容易縮短讀者與人物的，G'3理距離，使讀者在不知不覺中便進入了反映人物的意識5 。但，

一方面叉不放棄自己的發聲力。所以會在文本中跳出來解釋朱四喜的作為，

其實，他從來不曾粉刷過牆根。（遠流，頁 126 ° ) 

朱四喜寧願和雜院裡隨便那個張三李四王二麻子比窮比病比落難，也不能稍露

一些兒暴發氣，也不能粉刷房子。（遠流，頁 126一頁 127 。）

敘述者利用自己的敘述聲音來對朱四喜的行為進行解釋。

他當然更知道：把眼睛釘牢在戴防毒面具的戰士身上要比看著劉秀妓更能使他和

古蘭花戰門久一些。（遠流，頁 129 ° ) 

敘述者仍舊要利用自己的敘述聲音對朱四喜進行解釋或者椰論。

4 萬辛勇：〈形名學與敘事理論卜台北 ， 聯經 ， 1987 ， 頁 141 • 
5 羅刪：﹛敘事學導論﹜’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 1994 ，頁 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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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福哥兒四個雄乎是生得晚些一要不是朱四喜牆把古蘭花蘿光了半邊頭髮、

拿鞋帶子綁在竹床上搞過那麼幾田，恐怕來禍根本不會出生呢﹒（遠流，頁 128 ° ) 

敘述聲音坐落在「要不是」’讓朱四喜的強暴行為合理化。敘述者的敘述用語與故事人

物貼近，同樣使用租鄙的、低下的語言，讓故事人物被展示出來。這些都是為了縮短讀

者與故事人物的心理距離。

1 ＜四喜憂國＞中的一個段落就會有→固類似畫外音出現，暗示接下來朱四喜以及其他

角色的發展，是一個帶領故事前進的作用。但這個畫外音的發聲體是誰？文本的設計，

發出畫外音的是敘述者，但接下來發出聲音的是讀者。於是艾本出現敘述者刻意展示的

朱四害的聲音，以及敘述者的敘述聲再加上讀者的閱讀聲，眾聲瞳嘩。敘述者具有陳述

能力、作者具有書寫能力、讀者具有閱讀能力，相較朱四喜的不識字，敘述者、作者與
讀者都算是知識份子。皆因為掌握文字的使用權，而可以在情節之前，預知了故事的前

情提要﹔前情提要過早的提示，讀者太早看見結果，於是畫外音反而造成閱讀上的阻礙。

讀者閱讀話外音時，就如同下斷語，企圖預示情節。

2透過閱讀朱四喜，讀者能見牆上的錯置的圖片。希望站在朱四喜的位置去看這個世

界，而非用慣用的思考模式去看這個社會中的問題。故意暗示中國4、姐永遠戴著面具般

的虛偽，國軍如中國小姐般的柔弱，不堪一擊，美國總統是一隻豬公需要台灣發展事業

加以供養，美國的肥油來自台灣的發展。隱含的作者把這種寓意由此情節的安排透露出

來。

3 

「四喜先生台鑒：來稿敬悉。先生的文字、命題與風格均屬土乘，十分難能可貴。唯

本刊近期稿擠，篇幅時屬有限，礙難於短時間內刊登 大作。為兔延誤先生大作之

發表，特此璧遷。遺球之幟，情所不免﹔尚祈 先生原諒。並不請吝賜稿、賜教是

幸。 敬祝 文祺J （遠流，頁 141 。）

這是來自報社的退件函，書寫者是知識份子。敘述者與讀者以及朱四喜的共同發

聲，在發聲的同時，除了朱四喜的失望，所挾雜的是發函者、敘述者與讀者的笑諱聲。

這些聲音來自知識份子，握有知識來源的人，相對朱四喜所有知識來自唯一的報紙而

言，對比的張力更大。「上乘」、「難能可貴J 、「遺珠之憾J 、「賜稿」、 「賜教是幸」與朱
四喜的文告對比來看，這些字眼並非讀嘆而是嘲笑之詞。＜告全國軍民同胞書＞書寫者

是朱四喜，但發聲者卻是敘述者與閱讀者，藉由共同的發聲，去反勢這時代的問題、社
會價值、傳統倫理、國際政治。作者留下空白，希望與讀者共同思考。並且戲諱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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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有錢、榮耀主是不夠的J 「沒錢沒關係’錢是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沒錢連大洪

水都不怕，還怕共匪嗎？」榮耀主與大洪水呼應，在文告中不使用我們習慣的「淹水」

或「水災J 而改用「洪水J ’藉此呼應、王彼得常說宗教故事，對篤信宗教質疑。

4作者刻意營造的知識份子：

朱四喜寫好了一篇文告，希望王昌遠能幫他將文告刊載在報紙上，這時有一個穿著

制服的大學生，大學生所作的行為，是在c op y上課的筆記，作者這時還刻意用數字
「三十七」、「四十九」、「八十六」，讓讀者的視線停駐都重些數字上，將隱含的對知識

份子的批判帶出。知識份子的現身，除了提示朱四喜必須向輸吐投稿、一稿不二投的規

矩外﹔知識份子的學問只來自不停地拷貝與記取規則。知識份子應當擁有的創造性，卻

被拷貝的動作遮掩。「大學生側過身，撇一眼文告」’側過身與撒一眼，暗示知識份子對

於所不熟悉的「他者」通常是採取傾斜的視角去看待，在此作者提出社會知識份子的作

用，對於共時的「他者」所書寫的言論，知識份子只是大概的掠過，卻不加以關心﹔知

識份子的漠視與無能，在這幾個細膩的動作中見出。「只有少數人依然有足夠能力抗拒、

打聽董刻板印象和真正活生生事物的逝去，而獨立的藝術家和知識份子正屬於這群人。

近代的傳播工具以見解和才智的刻板印象吞沒了我們y 因此新鮮的感受現在包含了有能

力持續地揭穿、粉碎那些刻紋的印象...... j 6知識份子所應放下的 c op y的複勝日識行
為，所努力的是共時所發生的活生生與人相關的事物。

5 作者製造的他者：

＜四喜憂國〉的故事是以朱四害的希冀由文告中獲得知識，再由文告中所得的知識

傳授給來福，並且因為來財的質問以及夢中楊人龍的鼓勵而不斷寫出修改出朱四喜的文

告，以此來作為故事的基調。

甲、朱四喜是一個先從事挑水肥，再擔任清潔隊員，想回大陸的老兵。

乙、楊人龍與朱四喜從同樣是想要回大陸的老兵。

丙、王昌遠與太太是篤信耶穌的信仰者。

丁、 古蘭花：朱四喜的合法太太，她的合法婚姻關係’來自朱四喜非法的強暴行為。

「來福哥兒回個確乎是生的晚些一一一要不是朱四喜強把古蘭花蘿光半邊頭愛、

拿鞋帶子綁在床上硬搞了那麼幾田，恐怕來福根本不會出生呢 。」．．．．．．這種搞法

是王昌遠所提點的．．．．．．便再也不肯承認：他曾經出過這種壞主意。（遠流，頁 128 。）

“ Edward W .Said 著 i 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卜麥田，台北， 1997 ，頁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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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來福：來福需要接受特殊教育，我們推論來福是一個學習障礙的小孩，而且「在整

個家庭裡’似乎只有來福不見什麼改變，他每天洗不同的車子，偶而訓斥三個弟弟，

只在很少的時候會搞錯而訓斥起朱四喜」（頁 143 ）在此段中整個宅院中，所有的孩

子都在成長與學習對比出來福的學習及成長是停滯的，「不見改變」、「偶而會搞錯」

作者輕筆交代來福的特殊性，但，「特殊教育」即可完全代替作者的說明。

己、雜院：位於仁愛路附近的違章建築區。

知識份子所在的位置，事實上是和群眾站在一起的，甲至己，是一群知識份子所不

熟悉的「他者」’對於不熟悉的他者而言，知識份子容易忽略他們的權利，事已忽他們的

聲音，即使連觀看他們的視線都是傾斜的，不具任何平視的視角。知識份子習慣將自己

的位置變成一個觀看者，時時嘲諷自己不熟悉的「他者」。＜四喜憂國＞中的傳播媒體，

所傳播的都是大眾有興趣的議題。對於社會中急需關懷的各群小眾，卻沒有一個位置可

以容納這些小眾發聲。朱四喜的文告，報社退函件的原因是「擠稿」’說明在知識份子

所熟悉的領域中，他者沒有發聲的空間。

作者刻意讓知識份子能輕易進入文本中的每一個角色，是希望知識份子能夠用一個

切身的態度去貼近他者，而非只用觀察者的角色去觀看他者。貼近去正視他者，戲誰之

後批判的聲音隨之而起，知識份子在＜四喜憂國〉藉由兩種極端的落差來重新省思自己

的判斷以及自己所熟悉的一切。

陸、結論：

當你觀察這個世間，你會看到人，看到房子，看到天空，看到摸的到的東西﹔可你

如果觀察自己的內心世界，你會看到一個形象世界，許多形象在當中活動，一般人稱之

為想像。然而，這些想像都是事實，你會明白人會有如此這般的想像，而且想像本身乃

是切確可期的事實，例如，如果一個人有了某種想像，另一個人可能因此送命，或者一

座橋就此誕生，我們眼前這些房舍都是想像所生。你所作的每一樁事，這些房屋，任何

事情，都由想像所生，想像有它自己的真實。這一點我們絕不能忘掉，想、像並非無足輕

重之事。

朱四喜的夢境，雖然虛幻卻具有真實的意義，只因虛幻的部分太多，於是反映真實

的給予太少，知識份子擁有的過多，想、像太多，思考太少。知識份子應該多多關懷自己

所不熟悉的小眾他者，知識份子透過朱四喜的夢境與虛幻了解現實的問題，朱四喜的關

懷才得以被正視 ， 想像才得以實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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