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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的喧囂─東年的「啟示性作品」與

《模範市民》詮釋 

蕭義玲＊ 

摘 要 

臺灣文學評論中，東年及其小說向來未被論者投以關注的眼神。本文透過對東

年創作理念的探討，將研究焦點鎖定於東年邁入後期創作前夕的關鍵作品《模範市

民》，透過對小說寓意的解讀與詮釋，以「啟示性作品」的特殊視角來建置東年小說

的詮釋架構。本文以為東年與其小說所以長期知音寥落，實在於作家以特立獨行之

姿，堅持人文社科的文學理念，並以「啟示性作品」為其創作路線，如此的文學觀

與創作實踐，遂成為當代文學主流論述下的「異鄉人」。 

透過對《模範市民》的解讀，我們也看到東年創作的焦點，在於凸顯從鄉土到

城市的社會變遷中，現代人將遭遇種種價值觀幻化的「無聲的喧囂」，而對隱藏在「無

聲的喧囂」中，不知何時將如壓力鍋引爆的社會衝突之揭示，正是東年「啟示性作

品」的用心所在。 

關鍵詞：東年、模範市民、啟示性作品、現代主義小說、寫實主義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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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amor of Silent -- Dong Nian’s 

Clairvoyant Writ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Model Citizens 

Hsiao I-L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Dong Nian has long been neglected in the literary criticism academic of Taiwan. 

This paper aims to reconstruct interpretive frameworks of Dong Nian’s novels. By in-depth 

studies into Dong’s theory of creation, this essay uses writings which give warnings to 

delve into his key work Model Citizens on the eve of his tran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s 

writings in early years. This essay suggests that Dong’s novels finding no keenly 

appreciative readers lies in his maverick persistence of literary idea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path of creation for “Clairvoyant Writing” that make him become an 

“alien” in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In fact Dong’s novels and 

modernist novels, realistic traditional novels seem to be superficially similar, the intention 

and lasting charm will lead to frequently-seen different tones. 

An interpretation of Model Citizens has led readers to find Dong’s creation focusing on 

highlights of all types of magically changed values of “A Clamor of Silent” modern people 

will encounter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changes from rural to urban aspects. Social conflicts 

are hidden in the “A Clamor of Silent” that no one knows when they will explode just like a 

pressure cooker exactly embody the intention Dong wants to express in his writings which 

give warnings. 

Keywords: Dong Nian, Model Citizens, Clairvoyant Writing, Modernist Novel, 

Realism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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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的喧囂─東年的「啟示性作品」與

《模範市民》詮釋 

蕭義玲 

一、《模範市民》：失敗之作或是被誤讀的作品？ 

東年的所有小說當中，《模範市民》1常被視為東年創作生涯中較不成功的作品。

小說以主人公廖本群殺了高中同學張進德的命案為中心，隨著情節的推展，讀者逐

漸被導入「知識分子的暴力乃是整個社會虛無的結果」此一核心命題中。  

許多論者認為《模範市民》遠不及《失蹤的太平洋三號》2。如宋澤萊便從「自

然主義」的寫作技法上，認為《模範市民》不及《失蹤的太平洋三號》「這麼完整深

刻」3；廖淑芳也以為東年從 1972 年開始寫作，即習於描繪對社會充滿淑世熱情的

知識青年，東年對知識青年的描寫在《失蹤的太平洋三號》達到高潮，《模範市民》

「作為轉換期前的最後一部作品，東年已經把這種知識分子的虛無，做了最雄辯滔

滔而毫無進展的最佳示範」。4以上論說的出發點雖然有別，卻大抵將《模範市民》

當成《失蹤的太平洋三號》類似題材的續作，甚至認為二書相較之下，《模範市民》

是一部不太成功的作品。 

然而《模範市民》在 1988 年剛出版的時候，卻被《聯合文學》推許為年度好書。

                                                 
1 東年：《模範市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 

2 東年：《失蹤的太平洋三號》（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5）。 

3 宋澤萊認為《失蹤的太平洋三號》是東年自然主義文學的顛峰之作，「以後他又寫了一本十五萬字的

長篇『模範市民』描述一個社會挫敗者的殺人故事，也沒有《失蹤的太平洋三號》這麼完整深刻。」

見宋澤萊：〈將「自然主義」和「虛無主義」推向頂峰的文學高手─論東年小說的深度〉，《臺灣新

文學》10（1998.6），頁 250。 

4 見廖淑芳：〈東年的前世今生─以知識份子形象為主的閱讀〉，收入《1999 竹塹文學獎作品輯》（新

竹：新竹市文化中心，1999），頁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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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年度的九本年度好書當中，《模範市民》是唯一的長篇小說。5從事後刊載於《聯

合文學》的決審會議紀錄看來6，選拔過程十分嚴格謹慎，邀請的評審如馬森、黃碧

端、鄭清文、蔡源煌、洛夫、金恆杰、林亨泰、方渝等人，不是資深作家，便是專

業的文學評論者，陣容可謂堅強。因此《模範市民》的獲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

至少代表在 1988 年之際，得到了文壇專業讀者的肯認。 

《模範市民》究竟是一部成功的作品，還是一部失敗之作？還有待研究者深究。

但有一個現象則是不爭的事實，即《模範市民》所獲得的關注，著實過於稀少。到

目前為止，尚缺乏專門研究《模範市民》的論文，偶有論及《模範市民》的研究者，

亦皆以極小篇幅附列於論文的部分章節中，並以之與《失蹤的太平洋三號》並列為

類似題材之作。7
 

在極少的評論者當中，唯有大陸學者朱雙一將《模範市民》與《失蹤的太平洋

三號》提升至「民族歷史文化」和「社會現實」的高度進行解讀。8他獨具慧眼地看

出，東年在揭露現代人焦慮不安的集體潛意識外，其實指出了小說主要人物的困境

與他所陷入的社會關係方式，如壓制、挫折所產生的敵視有關，而「透過這一點的

揭示，東年的小說增強了它的社會批判意義」。《模範市民》是否與《失蹤的太平洋

三號》一樣夾帶著「民族歷史文化」的思索9，自是一個需要詳加釐清的問題。 

                                                 
5 《模範市民》也曾參加 1987 年《自立晚報》舉辦的「第三次百萬小說徵獎比賽」獲得第三名（第一

名從缺）。參見葉石濤等：〈開拓長篇小說的廣闊世界─第三次百萬小說決審過程紀錄（6-7）（《模

範市民》部分）〉，《自立晚報》第 10 版，1987 年 2 月 18-19 日。 

6 見馬森等：〈77 年度 9 本文學好書〉，《聯合文學》57（1989.7），頁 14-25。 

7 許琇禎即曾指出：「《模範市民》與《失蹤的太平洋三號》是以並不完美卻超越群眾的知識分子來承

擔完美的理想」、「東年小說所描繪的其實是一群失去舞台的知識分子，即使他們離開舞台的原因各

有不同」。許琇禎：《台灣當代小說縱論：解嚴前後（1977-1997）》（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1），

頁 237-238。 

8 朱雙一：〈東年：海船作為現代人生存空間的象徵〉，《戰後台灣新世代文學論》（臺北：揚智文化事

業公司，2002），頁 294-296。朱雙一之所以認為《模範市民》展現了東年對民族歷史文化和社會現

實的雙重反思，主要的證據在於主角廖本群依違於傳統文化要求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襟懷

與現代社會之間的衝突。 

9 關於《失蹤的太平洋三號》一書如何思索「民族歷史文化」和「社會現實」的衝突問題，請參見蕭

義玲：〈在深海上航行的「鐵屋子」─東年《失蹤的太平洋三號》中的國族寓言與知識分子〉，收

入許又方主編：《國際漢學研究趨勢：鄭清茂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下冊（花蓮：國立東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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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8 年的決選會議當中，決選委員金恆杰質疑《模範市民》完全模仿《罪與

罰》，卻未顯出《罪與罰》的力量。或許是因為將《模範市民》看成是《罪與罰》式

的故事，金恆杰進一步指出《模範市民》的缺失，在於作為一個展示個人犯罪心靈的

文本，無法說服讀者信服主角廖本群是如何面對理想的失落與罪責意識間的掙扎。10

而在會議上極力推薦《模範市民》入選的委員蔡源煌，則以知音者的口吻11，以自

己對東年長期創作意圖的理解，指出《模範市民》並非《罪與罰》式的故事，而是

要反映整體社會在發展過程所遭遇的問題。12值得一提的是，根據金恆杰自己的說

法，他在該次會議選拔小說的標準正是「從小說中接觸到這個社會」。13然而他卻完

全不認為《模範市民》反映了臺灣社會的生活方式。  

回顧《模範市民》的研究成果，以及 1988 年年度九本好書選拔會議，在《模範

市民》的解讀爭議當中，其實蘊含著三個研究《模範市民》時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

第一，《模範市民》是否只是《失蹤的太平洋三號》同一題材的續作？第二，《模範

市民》是否是一本指向社會批判的作品？第三，《模範市民》的主題，是否在處理理

想的失落與罪責意識間的掙扎？ 

其次，細心觀察既有《模範市民》研究的詮釋策略，可以發現論者大多是從該

                                                                                                                                      
2013），頁 1-45。 

10 馬森等：〈77 年度 9 本文學好書〉，頁 24。金恆杰的解讀不是特例，一些研究者也一樣將《模範市

民》的主題擺置在對於「罪」，或「惡」的思考上。例如許琇禎就從主角廖本群不是從違反法律的

角度認罪，而是從「對於我自己是有罪的」這個角度認罪，指出在《模範市民》中：「我們見到了

與杜斯妥也夫斯基在《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裡同樣的，對『法律』有能定『罪』的顛覆。」見許琇

禎：《台灣當代小說縱論：解嚴前後（1977-1997）》，頁 233。廖淑芳則結合「惡」與「社會改造」

的議題，認為東年筆下充滿淑世熱情的知識分子，在改造社會無望之後，往往藉由為惡，希冀打破

受囚的奴隸狀態，然而此一為惡的主體自由，只是反映了主體乃是一走向死亡、虛無的無能存有。

廖淑芳：〈東年的前世今生─以知識份子形象為主的閱讀〉，收入《1999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頁 359-361。 

11 蔡源煌可能是東年最早的研究者，他在 1978 年寫作的論文〈符號與靈視─評東年《落雨的小鎮》〉

至今仍是研究東年的重要參考文獻。 

12 東年曾在一篇文章解釋《模範市民》不得不跑到聯合報系的美國《世界日報》去發表時，解釋是書

的創作意圖：「因為探討台灣經濟發展於社會的負面影響，其間知識分子的深重挫折和暴力反應，

也是禁忌的論題。」可見在東年的構想中，《模範市民》的主題跟蔡源煌的解讀比較一致。參見東

年：〈從小說獎談小說創作〉，《聯合報》第 37 版，1996 年 11 月 13 日。 

13 馬森等：〈77 年度 9 本文學好書〉，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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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的整體敘事脈絡著眼，然後再依據論者對於東年創作主題的某一掌握，進行《模

範市民》的詮釋。這種解讀策略，本是文學研究的基本手法，因此毋庸置疑。但問

題是這種研究策略，必須建立於對東年作品與創作理念的熟稔。以故，在此研究策

略下，有兩個步驟是必須先行掌握的：一、對東年本身的創作理念與創作流變史的

深入探討；二、探過以上探討，深入於東年單一作品的解讀，進而回應單一作品在

作家創作流變史上的意義。為了釐清前述問題，本文將遵循以上兩個研究步驟重讀

《模範市民》，並試著為這部小說在東年創作歷程中尋找應有的位置。 

二、即時的社會學家：東年的文學觀 

在東年的整體創作歷程中，《模範市民》具有何種價值與意義？首先，從出版的順

序來看，《模範市民》是作家的第五本小說，也是其前後期之間小說創作的代表作。14

根據東年的夫子自道，這本書的故事大綱是講述： 

《模範市民》……因為探討台灣經濟發展於社會的負面影響，其間知識分子

的深重挫折和暴力反應，也是禁忌的論題。15
 

從東年對故事大綱的自我陳述看來，上述的蔡源煌與廖淑芳以東年小說的主題為：

對整體社會發展過程所遭遇的問題，與對社會充滿淑世熱情的知識青年之暴力反應

的關切，如此解讀顯然較貼近作者原意。事實上，對社會發展的銳利觀察與描繪，一

直是東年創作的主軸。東年在七０年代發表的前兩本小說《落雨的小鎮》、《大火》16

                                                 
14 本文認為東年前期創作有以文學「警示社會」的強烈意圖，此一意圖在《模範市民》之後，轉而含

蓄低調（說詳後）。關於東年創作的轉變期，目前學界沒有定論：宋澤萊從小說技巧分析，將東年

小說分成：象徵主義時期、自然主義前期、自然主義後期、虛無主義前期、虛無主義後期、其他流

派等階段。廖淑芳則認為《初旅》、《地藏王本願寺》是轉變期的兩本重要著作。見宋澤萊：〈將「自

然主義」和「虛無主義」推向頂峰的文學高手─論東年小說的深度〉，頁 240-259；廖淑芳：〈東

年的前世今生─以知識份子形象為主的閱讀〉，收入《1999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頁 350。 

15 東年：〈從小說獎談小說創作〉。 

16 東年：《落雨的小鎮》（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東年：《大火》（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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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題便是「對於現代化不能適應的鄉土性」。17七０年代正值臺灣從農業社會轉型

到工業社會的關鍵年代，大量的農村人口從鄉土游離出來，移居到城市裡來，劇烈

的社會轉型，改變人與人的關係。舊的價值觀依然存在，卻與新的生活方式格格不

入，東年以「對於現代化不能適應的鄉土性」這個命題作為觀察社會發展的文化主

題，從今日視之，顯然十分正確。但社會轉型的速度越來越迅速，到了八０年代，

此一命題毋寧已經過期，發表於 1988 年的《模範市民》，從東年的夫子自道看來，

顯然試圖將寫作的視角轉向臺灣經濟發展帶來的深重挫折與暴力反應。《模範市民》

的主題是否深刻抓住社會發展的內在矛盾？自是可以深究的問題，但至少從一些史

料看來，東年非常樂意告知讀者他的創作理念，與作品的寫作意圖。從文學史料當

中可以看出，東年藉由擔任評審之便，屢次公開論述自己的創作理念。18
 

但本文的問題是，為何臺灣文學界仍很少真正的了解東年？一些論者以為東年

創作氣魄不夠，欲言又止，「顯然心中的『戒嚴令』未除」。19引來宋澤萊的不平之

鳴，指出：「能解讀他的行為和語言的人非常少，我們甚至還看不出誰真正地了解東

年」。20其實，蒐集東年文學主張的資料並不難，大部分作家甚少或沒機會論述自己

的創作觀，但與其他作家相較，東年有更多擔任文學獎評審的空間和機會，去展現

他對小說本行的洞見。21問題是：為何文學評論界在詮釋東年作品時，甚少注意或

                                                 
17 東年：〈我在上個世紀的寫作〉，《聯合文學》346（2013.8），頁 41。 

18 東年在文壇的處境，可以參考同一時代作家張大春在 1994 年評論東年新出版小說《地藏菩薩本願

寺》一書時，所作的見證：「產量少、銷量少、質量又漸不為人所知的小說家東年於過去七、八年

間大抵只在小說獎評審會議上，或者文藝營的講堂裡展現他對小說本行的洞見。」張大春：〈每周

新書金榜：《地藏菩薩本願寺》〉，《聯合報》第 42 版，1994 年 12 月 8 日。 

19 參見高天生：〈孤獨的先知─東年集序〉，收入東年著，高天生編：《東年集》（臺北：前衛出版社，

1992），頁 9。 

20 宋澤萊指出：「因為守恆的個性和務實的人生態度，使得東年在許多政治社會事件上採取了較獨立

的看法，他不隨便讚揚激烈的行為，也避免自己捲入這些事件中。可是將近二十年台灣政治社會的

變化逼得作家必須採取偏於一邊的立場，沒有激進或反動立場就意味著自己的不存在……能解讀他

的行為和語言的人非常少，我們甚至還看不出誰真正地了解東年。」宋澤萊：〈將「自然主義」和

「虛無主義」推向頂峰的文學高手─論東年小說的深度〉，頁 238。 

21 東年常常藉由擔任評審，或是審稿的機會表達他一以貫之的文學理念，在 1994 年的一篇書評當中，

東年如此說道：「無論如何，現代文學，特別是小說的專業特技，正在於它能將哲學與社會科學的

抽象洞察力更加具體化；它能夠直接描繪人的有情世界或各種存在境況，使一般人較易於認知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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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酌東年的文學論述？ 

造成這種不理解的原因很多，現有的研究文獻中，或有論者從作家的性格，及

其與文學社群的互動進行解釋，暗示東年的孤傲、潔癖與直言不諱的作風，和堅持

個人的創作理念，因而與文壇互動不佳，都可能使東年在文學論述中進一步被邊緣

化。22實則，這類型的解釋，雖然可以提供研究者以一種既透視又立體的角度觀察

歷史，將文學活動或論爭場域背後，作家之間的交情網絡與情感衝突，具體鮮明地

勾勒出來，從而還原了歷史事件的某些面貌，但也容易將文學現象的解釋導引至「意

氣之爭」的浮面答案上面，遮蔽了歷史行動者在思想與詮釋視域方面的衝突。23
 

另一個答案，則指向文學史詮釋脈絡的問題。即臺灣現代文學史在詮釋作品時，

習於以某種主義為中心，用演進的手法排比、定位作家與作品24，如廖淑芳便如此

省思此問題： 

                                                                                                                                      
解。」參見東年：〈鄉土文學，再出發〉，《聯合報》第 42 版，1994 年 5 月 19 日。 

22 既有研究便常引用高天生對東年的描述，來解釋東年研究的稀少。相關文獻請見簡淑玲：《東年小

說研究─以善惡主題思想為主》（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頁 3。高天

生在評論裡，如此形容東年：「東年平時不太與文壇人士來往，他的作品有個人的創作風格，創作

理念與同年齡的作家又格格不入……在當代作家群中，東年的孤傲、潔癖是遠近知名的。」參見高

天生：〈孤獨的先知─東年集序〉，收入東年著，高天生編：《東年集》，頁 9，高天生的評論其實

傳神地勾勒出東年的性格。如聯合報記者張殿在〈東年的後海洋時期〉如此描寫東年：「他也是文

壇有名的砲手，成天放砲」。參見《聯合報》第 43 版，1996 年 6 月 17 日。東年的直率與性格上的

孤傲在文壇頗為有名，例如在 1984 年東年參加《自立晚報》舉辦的百萬元小說徵獎活動，其作品

《失蹤的太平洋三號》從最高票（5 票）進入決選，到最後第一名從缺。或許是感受到背後某種非

文學的因素從中作梗，東年隨即在 3 月 23 日投書《自立晚報》直接而強烈地質疑評審：「當現代小

說發展到如今這般深邃、複雜且專業化的境況裡，各級評審委員是否也能具有小說家的精神和必需

的內涵知識和旨趣。」東年：〈我看百萬小說徵文〉，《自立晚報》第 2 版，1984 年 3 月 23 日。 

23 例如林文義即曾以知情人的口吻，敘說東年如何在「邊疆文學」事件後，在黨同伐異的排斥中被邊

緣化，他說：「而今回首三十年前，詹宏志與東年的諍言懇切，他們兩人所未言及的，事實上是期

許『寫出深厚的台灣文學』只有缺乏自信、儘以「鄉土」為上的世俗書寫者才會懼怒交集，嗷然反

噬。因之，東年小說的殊異，被蓄意的輕忽。被輕忽於鄉土派，豈不也反證其對東年獨具風格的小

說美學高度所馴服引致的自卑而自亢？」林文義：〈深海藏鯨〉，《聯合文學》346（2013.8），頁 72。 

24 王德威即曾指出此一文學詮釋方法論的危機，乃因無視文學史書寫有其隨機、偶然的層面，因此作

品是否進入文學史的視野中，不能用達爾文式的進化觀視之，「文學史教材中排比的形式演進過程，

從來不能視為當然。一味舉行某種主義的作者與評者難免有畫地自限之虞」。參見王德威：〈典律的

生成─小說爾雅三十年〉，收入陳義芝主編：《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

頁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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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七０年代洗禮的作家，或快或慢地，創作意識莫不逐漸傾向現實、關懷

現實。而崛起於六０年代的鄉土小說家黃春明王禎和等更使戰後臺灣鄉土小

說發展出典範性的風貌，即從六０年代中期的鄉土寫實到七０年代的反帝反

西方。與他們相較，東年則從未反帝反西方，也不夠鄉土寫實，相反地，他

堅持從個人的性格描寫出發，以多少帶著象徵性的筆法，關懷現代人在有限

資源下的生存競爭與深層焦慮，尤其是逐漸工業化的「現代城市」中知識分

子的處境……在鄉土回歸思潮如奔馬的歷史脈絡下，像東年這樣的作家顯得

距離現實太遠。25
 

東年與鄉土寫實的距離確實如論者所言一樣，東年與鄉土作家在觀念上的對立也確

實存在。臺灣文學的詮釋有其傳統，而此一詮釋的傳統可能導致東年的創作理念與

作品長期隱沒在研究者的視域之外。 

確實，綜觀目前學界對於東年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應可見出其未引起學界重

視的實況。首先，就研究數量來看，以東年為研究對象的單篇論文不出十篇，和東

年有關的學位士論文有六篇。26可見，東年研究並未受到相當重視，直至 2013 年 8

月聯合文學出版社同時出版兩本東年長篇小說《愚人國》、《城市時光》，《聯合文學》

又推出「東年創作 40 年專號」，我們才又擁有了一些東年小說的研究果實。27其次，

從 2000 年以後，在數量有限的東年研究論文中，研究者亦較少整體性地關注東年及

其作品的特殊主題與風格，而是在類型文學的認知框架下，以特定主題來凸顯所要

探討的東年小說之蘊意28，因而便欠缺對東年的文學特質與成就的特殊性考察。 

                                                 
25 廖淑芳：〈東年的前世今生─以知識份子形象為主的閱讀〉，收入《1999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頁 349。 

26 請參見文末參考資料。 

27 專號所收的評論篇章為：陳建忠：〈從恨世者到擺渡人─閱讀東年的新寫實主義小說〉，頁 58-65；

吳叡人：〈城邦啟示錄：東年《城市微光》的閱讀筆記〉，頁 66-71；林文義：〈深海藏鯨〉，頁 72-73；

王定國：〈失蹤太平洋〉，頁 74-76；李瑞騰：〈歷史感與悲憫心：我看東年小說〉，頁 80-81；方梓：

〈臺北寅時〉，頁 86-89；郭正偉：〈彼此陌生，但相互牽引：讀《城市微光》〉，頁 90-91；李嘉淋：

〈見微知著：讀《愚人國》與《城市微光》〉，頁 92-93；馬翊航：〈島嶼的風聲，城市的耳語：讀《愚

人國》與《城市微光》〉，頁 94-95。但以上評論除了陳建忠、吳叡人二文外，率多為作家印象短評，

並非正式的研究論文。（出版項請見引用資料） 

28 如徐錦成：〈東年《初旅》〉，收入楊松年、簡文志主編：《離心的辯證：世華小說評析》（臺北：唐

山出版社，2004），頁 146-152；蔡孟娟：〈當代文學之佛學世應─論東年《地藏菩薩本願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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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年及其作品長期受到冷落的事實上，倘使我們意圖重啟對東年創作意識與

小說主題的考察，應該從何處著手？本文以為，應先理解東年特殊的文學觀念：即他

主張的「小說家是『即時的社會學家』，社會學家是『後來的社會學家』」的觀點。29

「社會學家」是一個隱喻式的說法，代表東年想要以文學書寫（主要是小說）探究

社會現象的創作意圖。東年之所以認為小說家是「即時的」社會學家，是因為小說

家能夠以書寫技巧「直接、即時地描繪」人群的生活與情境，社會學家卻必須等待

社會事件已經發生過後，能夠掌握、分析資料時，才可以探究社會現象。30從很多

史料看來，東年此處的觀念其實是他一以貫之的創作理念31，也就是說，東年主要

從「探究社會現象」這個層次來定位文學活動的功能，堅持以描繪「人的景況」來

書寫整體社會，使小說家扮演「即時的社會學家」。32就小說家是「即時的社會學家」，

文學活動必須探究社會現象這個說法而言，東年的小說理論，強烈主張小說必須是

一種「社會書寫」，這就是東年獨特的文學觀念。 

 

 

                                                                                                                                      
收入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編：《文學與社會學術研討會─2004 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臺

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頁 1-19；莊宜文：〈航向人性的黝深海域─試論東年的海洋小說〉，

收入鍾玲編：《海洋與文藝國際會議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1999），頁 223-239。 

29 參見〈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專書研討會〉，收入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19•評論卷 7》（臺南：

臺灣文學館，2008），頁 216-217。原文刊登於《台北評論》2（1987.12）。 

30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專書研討會〉，收入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19•評論卷 7》，頁 216-217。 

31 東年的文學主張一直沒改變過，到了 2010 年在「第 24 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決審意見」中，

仍可看見東年繼續堅持小說家是「即時的社會學家」的主張，他說：「現代小說和現代小說家的崛

起，正因為他們能夠以直覺將這些領域直接描繪。現代小說家的興起，正因為他們對於價值的提出

比前兩世紀扮演更嚴肅、更具自覺性；把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的抽象洞察力變得更具體化，使更能

直接為人接受。」參見東年：〈現代小說如何反映時代〉，《聯合文學》313（2010.11），頁 50。 

32 東年的文友林文義對於東年社會書寫的創作理念知之甚詳，因此他如此解讀東年：「東年向來為人

低調，不喜文壇世俗交誼，他明白顯示左翼立場，長期對台灣政治保持一種看似疏離的等距，如果

深讀他的小說，其實無一不是以台灣歷史今古輝映，從始至今，深海接壤島嶼，正是連綿壯闊的思

維。」林文義：〈深海藏鯨〉，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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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書寫與「啟示性作品」 

─東年的創作意圖及其思考 

本文認為要釐清《模範市民》背後的爭議，可能要先深入東年的創作意圖。但

從前文所述可見，東年主張小說家應該扮演「即時的社會學家」。這個創作理念幾乎

貫穿了東年的寫作生涯，在 2013 年一次訪談當中，東年即曾自述：「我的文學概念

其實不來自文學系的文學，而是來自人文社科的文學」。33事實上，這是一段令人費

解的話，何謂「人文社科的文學」？這種文學觀與「文學系的文學」有何差異？ 

（一）人文社科的文學與「啟示性作品」 

在同一篇訪談當中，東年反對將「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當作文學技巧的

思考，或許可以部分解答上述疑惑： 

關於「現代」，我必須說：文學系認知的現代，與人文社科認知的現代是不

一樣的。台灣文壇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把「現代」當作表現的形式，而不

是表現的思想。過了二十年，到了「後現代」引進的時候，又同樣把後現代

當成另一種表現形式。我認為所謂的「現代」，是用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知

識來觀察社會和生活的一種方法與態度，而這不僅是形式的現代主義。34 

東年不認同將「現代」等同於「現代主義」，因而對於創作者將西方文學理論的語言、

技巧當作寫作圭臬的作風不以為然35，這點使東年與同時代的創作者格格不入。一

般而言，臺灣文學評論所意識到的「現代」，是指在美學實踐上奉行以下兩個原則：

一、文學形式與現代認知精神的高度結合；二、「服膺『唯有透過最深徹的個人體驗，

                                                 
33 陳允元紀錄：〈小說、生活：人生的事〉，《聯合文學》36（2013.8），頁 51。 

34 陳允元紀錄：〈小說、生活：人生的事〉，頁 51-52。 

35 對於這種現象，東年曾直接批評：「文學理論基本上是探討小說語言的問題；但無論使用什麼樣的

語法，對於小說作者來言，語言應當是用來表現關於人及生活的事物。一篇小說，如果描繪不到如

此的事物，而只停留在探討語言、文法或作者在其間的思辯，那麼作者應該去寫一篇語言哲學的論

文或筆記」。東年：〈從小說獎談小說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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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忠實的微觀式細節描寫，才能呈現最具共通性真理』的弔詭（或悖論）原則」36，

這就是東年所說的「把『現代』當作表現的形式，而不是表現的思想」。這也是現代

主義小說常常被反對者質疑的地方，以為現代主義小說耽溺於西方移植過來的技巧，

忽略了文學參與社會的責任與意識。與現代主義小說重形式技巧的思考不同，東年

很明顯的是以社會科學的眼光看待「現代」，以一種「現代性」的問題框架思索臺灣

當代的社會，用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脈絡來觀察描繪臺灣社會和生活的方式，

這就是東年所謂的「人文社科的文學」。 

唯有理解這點，我們才能理解為何東年是以看似無關的〈飆車的精神分析─代

序〉作為《模範市民》的序言。從文學敘事的角度來看，「飆車少年」與「因貧困而

殺友的知識份子」本分屬兩種不同的人物類型，東年卻將之係屬一起而相提並論，

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然唯有從「人文社科的文學」的角度思考，才能看出將二者

相提並論的合理性。如同在序言後面的註解當中，東年自己的說明： 

以上全文曾發表於《台北評論》第二期，因為能夠顯現社會整體精神之一斑，

所以用為《模範市民》的代序。當然，我們的模範市民，其精神狀態之焦慮

不安，具有更深沉的意境。37
 

東年的觀事焦點顯然有兩個重點：第一，如何呈顯整體社會的生活方式。第二，社會

深層的內在精神結構。「飆車少年」與「殺人的知識份子」之間的共同連結，在於這

兩類人物同樣反映出社會整體精神結構的問題，以及這兩類人物共同的符號意義。38

由此可知，描繪類型人物的生命哀愁，顯然不是東年的終極關懷所在，在東年眼中，

「飆車少年」與「殺人的知識份子」，都是揭露社會整體精神結構的切入點。與文學

界的「現代主義」觀相較，東年看待社會的方式，其實是另一種詮釋「視域」39，

                                                 
36 張誦聖：〈現代主義與台灣現代派小說〉，《文學場域的變遷》（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頁 12。 

37 東年：〈飆車的精神分析─代序〉，《模範市民》，頁 5。 

38 東年擅長凝塑符號以分析、警示社會，蔡源煌稱之為「傑出的符號製造者」，見蔡源煌：〈符號與靈

視─評東年《落雨的小鎮》〉，收入東年著，高天生編：《東年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2），

頁 229。關於東年如何在創作中讓文本成為警示的符號，詳見後文的說明。 

39 「視域」（Horizont）是詮釋學的術語，從語意的表面上看，「視域就是看視的區域」，意指詮釋者

在理解世界時，總是站在某一固定的位置與前理解，對詮釋對象加以理解、詮釋。因此，「視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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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一種理解觀看世界的角度。  

東年雖然反對將「現代」看成「現代主義」，但是對臺灣現代主義小說的主張與

成就，基本上是肯定的，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深受其影響。40以故，在鄉土文學論戰

二十年後，東年兀自肯定現代主義小說深探個人體驗的書寫方式，對於病態社會的

揭露，實不遑多讓於鄉土文學。東年指出： 

或許單一個體的病痛和呻吟，也會比集體的病痛和呻吟具體而且真切。41
 

東年基本上是以一種冷靜的社會觀察者（或是思想家）的立場進行書寫，對於臺灣

社會的現況作整體性的觀照，試圖捕捉「現代性」在社會上呈現的種種現狀。對於

現代主義小說能夠深入描繪單一個體的病痛和呻吟，以呈現現代社會的病態，東年

是予以肯定的。 

由於堅持「人文社科的文學」的理念，東年反對任何「形式先行」的寫作策略，

主張「內容決定形式」。42因此東年對於現代主義小說堅持從存在主義的立場描繪個

體的存在狀態，在肯定中也頗有微詞，於是東年修正現代主義小說的書寫策略，認

為應該注意描繪「一個人和別的人是在怎樣的關係中存在」。43本文認為，東年此一

                                                                                                                                      
此一概念表達了人在理解時「從某個立足點出發所能看到的一切」。本文借用此一概念，指明東年

看待文學的詮釋學處境與一般觀點迥異的現象。詮釋學觀念參見﹝德﹞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

（Hans-Georg Gadamer）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頁 388。 

40 宋澤萊注意到東年在小說技法上面受到臺灣現代主義文學風潮的薰染。宋澤萊：〈將「自然主義」

和「虛無主義」推向頂峰的文學高手─論東年小說的深度〉，頁 240。 

41 東年：〈鄉土文學─意識型態的虛實〉，《聯合文學》160（1998.2），頁 184。 

42 東年在創作的早期就堅持要書寫生活的內容，「內容決定形式」這樣的創作理念，在 1978 年的一次

文壇的座談會中，他說：「為了追求類似史料的真實與及易於溝通理念的功用，小說中語言與技巧

這類有關形式的重要性是其次的層面，因為無論是具象或描寫的有關人類生活的事物，皆是由內容

決定形式，而且對於處理人類生活的小說家來言，沒有一種完美的形式能夠把握先天不完美的人類

的生活，因此，完美的形式是可怕的，可怕於為了追求片面的形式使小說可能單單成就於唯美的或

形式主義的完美，而破壞了內涵的忠實。」見詹宏志紀錄：〈聯副第一次作家雅集：尋找中國小說

自己的路─「小說的未來」座談會〉（東年部分），《聯合報》第 12 版，1978 年 4 月 29 日。（按：

東年沒有親自參與這次聚會，而是使用書面文字替代出席。） 

43 「台灣文學的現代主義是和存在主義同時被引進的，更精確的說，台灣文學的現代主義是台灣哲學

界熱鬧存在主義的一種回聲；這樣就不免喪失文學界本身應有的完整的現代性，這個界碑是說文學

家可以是生活思想家，他們同樣能使用人文和社科的知識去觀察、認識和探討人的生活現象和意義。

新起的結構主義思想家認為存在主義思想家盡是探討人為何存在、怎樣存在，如此攬鏡輾轉根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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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策略讓書寫「單一個體的病痛和呻吟」有了深刻而普遍的社會意義，面對個體

的病痛和呻吟，東年的創作意圖，是將描繪重點從個人的存在困境，轉向於此人與

別人存在著什麼關係的探討。這樣一來，個體身上的病痛和呻吟就不只是個體存在

的抉擇問題，而是顯現為社會中的人與人進行了怎樣的連結，此一基本結構便得以

凸顯整體社會的病徵與問題。 

因此，對東年小說的解讀，不應只針對個體的行動去問：「主要人物的存在困境

為何？」更應該從社會生活的描寫上問：「他／她是在怎樣的人際互動中走到這樣的

處境？」此一問題意識的轉向，若就文學思想的層面來看，顯然是將現代主義小說

的書寫主體轉向「社會書寫」，從個體病態之描寫，轉向對社會病態的隱喻。此外，

對於「社會書寫」，東年並不以冷靜、客觀地描寫社會為目的，而是帶著一種改善社

會的哲學態度，東年將此一哲學態度結合到他的文學創作論當中，並且在他創作初

期即確立此一創作論。在 1978 年的一場名為「尋找小說未來」的座談會上，東年用

書面文字如此宣告他對小說的信念： 

未來小說的題材，將因此從人類個別的內心的最深處開始，逐漸的涵蓋生活

的各種範疇，達到人類為了生活所推廣的廣袤時空的極外圍，不過其內涵不

以客觀的、冷漠的「現象」的紀錄為主，而是基於「改善人類生活」的理念

中去「呈現這些現象或予以重新組合」因此，小說家將扮演教育者，先知般

的預言者，甚或是異端的警告者。44
 

這段宣言式的文字，既是東年面對：「在未來社會裡，小說家的角色與小說的功能為

何？」此一問題的回應，也是東年第一次完整地論述自己的小說創作理念。對東年

而言，小說家必須以其心靈的透視能力，對社會發展可能出現的問題作出預警與揭

露，這是小說存在的意義與理由。由此可見，東年以小說揭露社會的病徵之餘，也

                                                                                                                                      
生活無益，重要的應是一個人和別的人是在怎樣的關係中存在。這樣，我們也就看到了文學現代主

義的死巷。」東年：〈2007 年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評審感言：從寫實•現代到新寫實〉，《東年網誌》

網站，2007 年 10 月 7 日，網址：http://blog.udn.com/highsea/1284021（2015 年 11 月 28 日上

網）。 

44 見詹宏志紀錄：〈聯副第一次作家雅集：尋找中國小說自己的路─「小說的未來」座談會〉（東年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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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含著教育讀者、社會的願望，這種願望促使東年小說中一些社會病態的描寫成為

對社會的「預警」。此種以「社會書寫」為本，利用文學技巧對社會的病徵加以書寫，

在書寫中運用象徵、隱喻塑造文學意象或符號，以構成一種徵兆，用來預示、警醒

社會大眾去面對問題的寫作，或可名之曰「啟示性作品」。 

就東年的整體創作言，寫作於 1978 年的短篇小說〈大火〉，正是上述「啟示性

作品」的代表作。故事的主要人物小三從鄉下到臺北當學徒，居住在分割成一間間

出租給外地人的小房間內。故事一開始就是一幕極具象徵性的場景，在夜幕沉沉的

臺北市，在居民於沉睡的夢鄉中，一把大火熊熊升起，而城市的居民兀自不覺。1979

年〈大火〉獲得聯合報文學獎之後，東年接受訪問時坦言小說中「『火』完全是一個

『符號』啊！警告的符號。」45〈大火〉這個故事主要在講小三如何在公寓的人際

互動中落敗、被欺凌，終至奮起反擊，放火焚燒公寓的過程，更重要的是，東年的

寫作目的顯然在警示社會。 

小說的焦點很明顯的被擺放至小三與公寓其他人的互動中，小三之所以放那把

火，是源自於人際間的疏離冷漠，甚至是用暴力對待彼此的結果。面對〈大火〉，解

讀焦點或不應置放於小三這個主要人物的處境抉擇，而是：小三如何在人際的碰撞

中必然地採取此一行動？是怎樣的社會生產出小三的狂暴行動？當然，東年的「啟

示性作品」更關切的問題，是小說結束後對讀者的探問：現代社會如何避免再次生

產出小三這樣的狂暴青年？ 

換言之，〈大火〉這個故事不只是書寫單一個體的病態、痛苦，東年想要提醒讀

者的，是使小三的病態行為成為可能的生活處境，並且如果這樣的生活處境沒有改

變，那麼類似的事件將不斷重演。由於將小說家視為「即時的社會學家」，東年透過

精心選定的主要人物，細心地勾勒其生活與情境，讓讀者深入這些人物的存在處境。

                                                 
45 見丘彥明：〈用小說去思想─訪短篇小說第三獎得主東年〉，《聯合報》第 8 版，1979 年 9 月 22 日。

雖然作者的創作意圖不是解讀作品的唯一答案，但可以被視為重要的詮釋參考。在訪談中，東年自

己對小說的詮釋是：「整個大火……是一種『警告的符號』。東年說，在這種『公寓文化』的社會裡，

大家連鄰居是誰都不知道，於是我們對人與人之間逐漸的疏離關係有份隱憂，但是不論怎麼喊叫，

那呼聲卻很微弱，唯有那明顯肯定的符號─火，才能把睡夢中的人們驚醒，走出來關懷他們所處

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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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這些人物往往被當作一種具社會意義的符號，指向普遍的社會問題。

因此在閱讀東年作品時，理應擺脫現代主義、鄉土文學等主流敘事陳規的羈絆，採

取不同的視角去解讀小說，而非理所當然地將這些敘事陳規強加於東年作品之上。 

以故，或應以對社會結構進行專題研究的心態看待東年的小說，注意小說如何

對社會的內在肌理做深入的剖析，將主要人物當成一種社會符號，注意此一符號所

表徵的社會意義。即此，〈大火〉裡的小三，便不只是反映城市裡邊緣青年的困境，

更指向一種關注：小三為何放火？以及，使類似小三的「嗜殺族」不斷產生的社會

生產動能為何？46
 

（二）一以貫之的文學主張 

基於「啟示性作品」的原則，東年選定的主要人物常常具有某種精神痼疾，或

近乎神經質的敏感個性。大陸學者朱雙一注意到：「東年的小說就著重揭示這種為現

代社會所斫傷的心靈狀態」47，這些人物時常陷入自己某種病態的、甚至是狂暴的

行動中，最後往往與生產此一狂暴者的社會或環境一起毀滅，東年小說因而成為「社

會毀滅前的觀察錄」。48這種狂暴式的人物，如同「大火」的象徵，以他們狂暴、摧

毀世界的行動，震撼了疏離冷漠的社會。東年想要藉著描繪此一主題，使人走出冷

漠疏離的藩籬，重新關懷世界，以達到他以小說警示社會的意圖。然而若僅從表面

解讀，此種走向與世界一起毀滅的必然性，會讓評論者誤以為東年帶著虛無悲觀的

哲學觀。49這樣的解讀視角下，易會將故事裡主要人物的命運當成東年創作的主題，

忽略了「啟示性作品」的原則在於透過故事，以促成社會所需要的自我省思。 

                                                 
46 〈大火〉一經發表，朱炎便在書評當中做出正確的解讀，指出小說在警示、預言社會越來越頻繁出

現的「嗜殺族」。這種類型的人物，日後被宋澤萊命名為「狂暴的失敗者」，這是早期東年小說喜歡

描繪類型人物。朱炎：〈那團古怪的嚇人的火光─試釋「大火」〉，《聯合報》第 8 版，1979 年 9 月

22 日。 

47 朱雙一：〈東年：海船作為現代人生存空間的象徵〉，《戰後台灣新世代文學論》，頁 294。 

48 宋澤萊：〈將「自然主義」和「虛無主義」推向頂峰的文學高手─論東年小說的深度〉，頁 245。 

49 東年否認自己帶著悲觀的宿命論，他說：「我不是個悲觀主義者，我並不是要放一把火把整個社會

燒掉，對於工商業社會急速上升的『冷寞』，我有份焦急，我積極而熱切的希望提醒大家注意，原

本農業社會擁有的和諧所面臨的挑戰。『火』完全是一個『符號』啊！警告的符號。」丘彥明：〈用

小說去思想─訪短篇小說第三獎得主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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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源煌是最早注意到東年「啟示性作品」特色的學者，在評論東年第一本短篇

小說集《落雨的小鎮》時，他注意到東年短篇小說〈作品〉的寫作目的在為世人提

供啟示或警示： 

啟示性作品之一特徵是：創作者有感於限定時空裡之歷史、現實殊難之處，

被迫去擁抱某種悲觀的靈視；然而他所要傳達的絕非一味的悲觀、消極，相

反地，他以悲天憫人的英雄姿態提出某種認命的（amor fati）出路。50
 

由此觀之，「啟示性作品」不是悲觀、宿命，而是邀請讀者在閱讀故事之餘，反思社

會已發生的不幸，這就是拉丁文 amor fati 的意思。因此東年才會在《大火》的副標

題留下「同情與諒解」這個答案。 

論者或由於不理解「啟示性作品」，或者堅持既定的敘事陳規對作家作品進行詮

釋，因而以〈大火〉是在描述主要人物的存在困境。例如，彭瑞金與葉石濤認為〈大

火〉只是在描繪陷入孤絕境遇的人，否定〈大火〉是對社會現實的書寫，以為東年

耽溺在早年於海船的生活經驗不可自拔，故而專事描寫個體的病態與呻吟，小三代

表著一種特殊的、敏感近乎神經質的人性反應，而非平常普遍的人性，東年只是陷

入「褊狹的情緒深淵裡」進行創作。51
 

本文想突出的焦點，不在於凸顯東年與鄉土文學的齟齬，而在於產生齟齬的原

因，本文認為主因實為二者描述社會現實的想法大相逕庭；而二者的歧異想法，也

導致了東年小說的被誤讀。因為東年堅持「人文社科的文學」書寫社會現實的策略，

所以他認為七０年代鄉土文學陣營對生活內容與實質肌理描寫不足，「它的政治對談

或喊口號的意義，是要大於創作本身或發展的成果的」。52
 2007 年東年曾經為文指

                                                 
50 蔡源煌：〈符號與靈視─評東年《落雨的小鎮》〉，收入東年著，高天生編：《東年集》，頁 232。東

年的「啟示性作品」顯然源自於 1973 年發表的〈作品〉，可見此一想法在東年創作初期就已開始萌

動。 

51 葉石濤：〈喜見成長─葉石濤、彭瑞金眾副小說對談評論〉，《葉石濤全集 18•評論卷 6》，頁 414-415。

（「東年陷在褊狹的情緒深淵裡」部分。）原文刊登在《民眾日報》（1979 年 10 月 14 日）。彭瑞金

認為東年小說有兩大特色：「第一是以大海上的船員生活為背景；其二，他慣以近乎冷酷的筆觸描

寫人性褊狹的劣質。所以他的小說，一方面由濃厚的原罪一是去洞察人性在孤絕境遇的反應；一方

面又會以無可如何的宿命論來解決人生的困局。」 

52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專書研討會〉，收入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19•評論卷 7》，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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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二者在社會現實的描寫上有何不同，他說： 

懷有社會改革狂熱的寫實主義中，那種偉大的造作、理想的浮誇、人性昇華

等精神狀態，實際上是不寫實的，仍然是作者的主觀性的選擇和投射。因此，

新寫實主義的辯證發展和修正，是要重新面對我們生活日常或周遭各種小人

物的生活，回歸人性基本面，探討我們究竟是怎樣生活，能夠怎樣生活。53
 

對東年而言，鄉土文學的寫實主義傳統仍然有形式先行的毛病，因而他贊同「新寫

實主義」的寫作策略，即回歸日常生活下的各種人物之生活描繪，以反映社會的真

實內容。在東年的創作觀念中，鄉土小說因為懷抱改革社會的訴求而擁抱「寫實主

義」的技法，在形式先行結果下，「實際上是不寫實的，仍然是作者的主觀性的選擇

和投射」。這段文字雖然有助於我們辨別出東年小說中的社會現實，與既有鄉土小說

的不同，但也隨之衍生了新的問題：東年是以「新寫實主義」取代「寫實主義」嗎？

「新寫實主義」與本文的「社會書寫」、「啟示性作品」有何異同？ 

論者陳建忠敏銳地捕捉到，東年在這篇文章當中藉著評審意見「不僅是在分析

寫實技法的思想基礎，更不妨是他近作中示範的表現手法」。54透過將東年的創作歷

程作為解讀的參照，陳建忠認為「新寫實主義」是東年後期創作的新技法，並以此

為基礎，解讀東年 2013 年出版的小說《城市微光》55，以為《城市微光》實踐了東

年近幾年肯認的新寫實主義觀念。56對於東年小說創作手法符應於「新寫實主義」

的訴求，陳建忠的解讀無疑是正確的，但本文的問題卻是：這種小說技法是東年後

期新發展出來的文學觀念嗎？還是如本文所言，這種以小說家是「即時的社會學家」，

對社會生活的內容做直接的描繪，根本是東年一以貫之的文學主張？ 

首先，從現有的史料看來，更早之時，已可看到東年如此之主張。例如 1994

年藉著評審意見之便，東年如此說道： 

無論如何，現代文學，特別是小說的專業特技，正在於它能將哲學與社會科

                                                 
53 東年：〈2007 年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評審感言：從寫實•現代到新寫實〉。 

54 陳建忠：〈從恨世者到擺渡人─閱讀東年的新寫實主義小說〉，頁 60。 

55 東年：《城市微光》（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3）。 

56 陳建忠：〈從恨世者到擺渡人─閱讀東年的新寫實主義小說〉，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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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抽象洞察力更加具體化；它能夠直接描繪人的有情世界或各種存在境

況，使一般人較易於認知和理解。57
 

運用哲學與社會科學的抽象洞察力進行寫作58，直接進行人的生活方式、「人的景況」

之描繪，這就是東年「社會書寫」的基本主張，從其整體書寫歷程來看，是一以貫

之的。 

其次，東年素來反對套用西方文學理論來創作，主張直面社會的生活方式。故

運用文學理論分析東年，固然可以看見作品的某些特質，但卻容易反被概念所限，

忽略了東年這種一以貫之，以反映臺灣社會現代性問題的「社會書寫」。從東年創作

論的邏輯看來，他絕對不會以某種西方文學理論或技法拘限自己對內容的描繪，而

是主張「任何新觀念、思潮和技術，對於小說家來說應都只是哲學和美學的問題；

這樣歸類和認知，就不會囿於文學理論的有限性」。59
 

再次，東年談「新寫實主義」的初衷，也並非想要標榜自己的寫作風格屬於「新

寫實主義」，他的目的是「就小說寫作的新寫實精神來提醒小說寫作的專業」，闡明

小說寫作的專業是「直接去描繪人的存在和生活的樣態」。60以上便是本文並不傾向

直接以「新寫實主義」來指稱東年作品，或後期文學新主張之故。 

雖然本文認為對社會生活的內容做直接的描繪，根本是東年一以貫之的文學主

張，不認同特別標榜「新寫實主義」來概括東年後期的創作傾向，但仍須指出東年前

後期作品的偏重點略有差異。後期作品中，其警示社會的意圖確實朝向更隱微含蓄

                                                 
57 東年：〈鄉土文學，再出發〉。 

58 東年以為小說雖可藉由哲學與社會科學的抽象洞察力進行寫作，卻不直接處理抽象觀念，「我們所

以需要小說，因為對於人自身、人際關係以及人與外在世界（不論有形無形），諸此領域的思想以

及行為，特別是人直接在其中活生生的表現，具有其他學科或文類專業規格無法處理及說明的複雜

性。」東年：〈從小說獎談小說創作〉。 

59 東年：〈從小說獎談小說創作〉。 

60 東年如此說明自己論述新寫實主義的用心，他說：「就我自己來說，今年呼應兩位評審談新寫實，

並不在談小說寫作的新寫實，而是要就小說寫作的新寫實精神來提醒小說寫作的專業，或者有些小

說家具有生活思想家這樣身分的專業。我們小說家所以還能夠存在，被閱讀，正因為我們能夠直接

去描繪人的存在和生活的樣態，因為人的存在和生活的樣態是那樣繁複、多變且充滿矛盾，不是任

何學科的規格可擔當和完成的。」東年：〈2007 年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評審感言：從寫實•現代到

新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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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上走。此一改變由兩個原因造成：第一，是社會生活方式的轉變，促使以「社會

書寫」、「啟示性作品」為主的東年必須調整。東年在寫完《模範市民》以後，有感

於「台灣政經社會，這時已經發展到頂峰；破舊陰鬱和混亂的時代完全結束了。」61

轉而寫了一本以少年李立的日記為核心，夾雜著十三篇從 1986 到 1989 年在各報紙

投稿以少年李立為主要人物的短篇小說，於 1993 年以《初旅》62之名發表。《初旅》

透過少年李立的成長啟蒙，從少年童稚的眼光，折射出臺灣戒嚴時期的社會生活方

式，這是另一種「社會書寫」的方式。由此觀之，《模範市民》實代表著東年前期創

作的句點，而《初旅》是開始啟程探索新階段臺灣社會發展前夕的最後一瞥。 

至於第二個原因則是：東年在生活上逐漸無法密切觀察、感受社會生活。這點

除了上述的社會變遷原因外，主要是東年個人的生活／職涯狀況所致。根據東年自

己的說法是： 

有一陣子我越來越忙於工作，而且意識到自己已經多年脫離那種能密切觀察

和在境中感受的日常生活，暫時當是不能再繼續從事感受社會和生活的寫

作，就開始整理自以為能和讀者分享的思想。63
 

從行文脈絡看來，引文的時間點，應該是 1992 年之後。在這之後，東年因為無法對

社會做深刻的觀察與反思，便暫時放棄了社會書寫的路線，轉而從事思想整理的工

作。因此從東年的創作歷程來看，1988 年是東年創作的前期，1988 年到 1998 年是

朝後期創作的調整期。從作品而論，1988 年《模範市民》出版後，東年寫作《初旅》

（1993 年）、《地藏菩薩本願寺》64（1994 年），《我是這樣說的─希達多的本事及

原始教義》65（1996 年），一直到 1998 年的《再會福爾摩莎》66為止，總共歷經了十

年的調整期。日後頗受讀者重視，被認為是東年宗教文學的作品：《地藏菩薩本願寺》、

《我是這樣說的─希達多的本事及原始教義》，其實在作家的創作意願中，只是這

                                                 
61 東年：〈我在上個世紀的寫作〉，頁 44。 

62 東年：《初旅》（臺北：麥田出版社，1994）。 

63 東年：〈我在上個世紀的寫作〉，頁 46。 

64 東年：《地藏菩薩本願寺》（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4）。 

65 東年：《我是這樣說的─希達多的本事及原始教義》（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6）。 

66 東年：《再會福爾摩莎》（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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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思想整理時期的墊檔作品。從此一創作歷程來看，1988 年出版的《模範市民》，

無疑是邁入後期創作前夕的關鍵作品。 

四、「啟示性作品」與《模範市民》的解讀 

從「啟示性作品」寫作的觀點來看，《模範市民》顯然不是一部現代主義式的小

說。雖然故事的主線描繪主要人物廖本群如何因為殺人陷入了自我價值的衝突中，

在這困境裡面，讀者看到了故事的敘事主體主要設定在廖本群如何在紛亂的思緒與

環境中，開展其存在的自我詰辯。但這不表明東年想要寫作一部個人罪責與懺悔意

識的小說。如同前文所述，主要人物的命運，不是東年小說關懷的課題，如何引發

讀者關注人物摧毀世界的狂暴行動之象徵意義，以及對我們能夠怎樣生活的反思，

才是東年在意的問題。以此觀之，東年的創作意圖顯然是一種社會批判。根據此一

思路，我們或應對《模範市民》問出的問題是：怎樣的社會會生產出廖本群殺人的

狂暴行為？在此一問題基點上，本文將把論述視角，置於廖本群殺人事件下的社會

運作，及殺人事件所警示的意義之討論。 

（一）誰是模範市民？─從理想主義到自我之罪 

《模範市民》是一部經過精心設計，以彰顯戲劇張力的小說。它的敘事結構由

五個章節，兩條互相交錯的敘事主軸構成，其中一、三、五等單數章節的敘事主線

以張進德命案這個事件為核心，敘述命案現場的發現，到法庭攻防時廖本群的認罪。

第二、四章的敘事主線則放在廖本群身上，透過廖本群以訴說故事，第二、四章底

下又各自有六個小節來講述廖本群對抗的對象，第二章的六個小節，講述的是廖本

群如何從對抗社會的價值觀，到「興起寄居俗世隨波逐流的念頭」（頁 109）；第四

章的六個小節，則主要敘述廖本群與司法人員的衝突對抗。透過這些對抗，凸顯出

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下的種種矛盾。若細讀小說，我們會發現透過對第二、四章的種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五 十 八 期 

 

180 

種矛盾、衝突情節之鋪敘，東年其實在引導出一個貫穿故事的戲劇性衝突─廖本

群的自我對抗。東年試著讓八０年代臺灣社會發展過程中，各種對立的價值觀念在

廖本群的心中吶喊、喧鬧，那聲音意味著廖本群生活的歷史，便是一頁內在與外在

世界強烈衝突的奮戰史。雖然廖本群表面是一位冷漠疏離的人，但在以廖本群為主

的敘事觀點下，東年卻著意於引導讀者進入廖本群的心靈世界，透過對廖本群的種

種掙扎、徬徨與怒吼心緒的描寫，讓人感受到整個社會的「無聲的喧囂」67，那便

是一股此起彼落、推移不去的紛雜互斥的價值衝突，無人可逃脫其間。 

廖本群的自我對抗，其實源自於社會上新舊價值觀念的變遷。作為一位敏銳的

社會觀察家，東年的小說其實力圖再現八０年代臺灣社會發展的真面目，因而《模

範市民》遂有與《失蹤的太平洋三號》不一樣的社會關懷。1976 年完成的《失蹤的

太平洋三號》，基本上反映的是七０年代臺灣社會自我定位的定向障礙，在航向世界

與民族主義情懷間的徘徊，故事雖以遠洋漁船上的船員生活為中心，但東年書寫的

重心其實放在「人的秩序」上面68，藉由太平洋三號此一封閉的社會，體現社會從

上而下的權力位階與矛盾。小說中華北與梅岑所代表的知識分子，依違在喚醒昏睡

麻木的庸俗大眾之理想與咀嚼自身的無能感之間，最後梅岑的暴力行為，宣告了知

識分子邊緣化時代的來臨，徹底翻轉了魯迅的鐵屋子隱喻，知識分子由絕望的啟蒙

者轉變為摧毀世界的激進份子。69而《模範市民》裡的廖本群所面臨的八０年代臺

                                                 
67 心理學家黃光國曾用「無聲的喧囂」此一形容刻劃當代臺灣大眾的心理，他指出：「生活在現代的

『都市叢林』裡，每個人都必須學會『尊重』別人，大家聚居在一起，彼此也互相交換訊息，可是

每個人都要管『自家』的事，每個人都覺得十分孤寂。他必須單獨面對生活中的各種價值抉擇，即

使各種對立的價值觀念在他心中吶喊、吼叫，他身旁的人也可能渾然不覺，難以產生『共鳴』。所

以這種『喧囂』，只能說是一種『無聲的喧囂』……（當前的台灣社會）每個人在面臨生活中重大

抉擇的關頭，跨越時空而來的各種價值觀念，都可能在他心中一起湧現，彼此詰問，互相抗辯，形

成本文所謂的『無聲喧囂』。尤其是人在受到其心靈中原始欲望的驅使，而必須去做一些違背『天

理』之事時，這種『天人交戰』所產生的『無聲喧囂』，更是令人焦躁不安。」參見黃光國：〈現代

人的價值衝突〉，《聯合文學》131（1995.9），頁 86-87。此一概念正好可以和東年在《模範市民•飆

車的精神分析─代序》所說的：「當然，我們的模範市民，其精神狀態之焦慮不安，具有更深沉

的意境。」相互呼應，因而本文以之用來說明廖本群精神焦慮之內在意蘊。東年：《模範市民》，頁

5。 

68 東年：〈我看百萬小說徵文〉。 

69 參見蕭義玲：〈在深海上航行的「鐵屋子」─東年《失蹤的太平洋三號》中的國族寓言與知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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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社會，因為資本主義與大眾文化興起之故，舊的社會體制與價值觀逐漸解體，廖

本群在新的社會秩序當中進退失據。在此社會轉型之際，強調個人競爭的資本主義，

使社會成為相互角鬥的競技場，如同東年在《模範市民》序言所說的一樣：「競爭對

於我們文化的每一個人都會構成問題，並且在日常生活中散布難以紓解的壓力和焦

慮不安」。70為了反映此一價值衝突，東年挑選了知識分子而不是飆車少年作為故事

的主要人物，主要的原因就在於知識分子是體現新舊價值觀念變遷的最佳載體。 

知識分子向來扮演著價值的傳遞者與知識啟蒙者的角色，但八０年代的臺灣社

會，在解嚴前後，傳統垂直的權力體系開始瓦解，大眾媒介的發達，使價值觀從一

元朝向多元發展。71一向敏於觀察社會變化的東年，意識到大眾社會來臨對臺灣的

衝擊，此一意識基本上構成東年八０年代的創作主軸，因此，在《去年冬天》的序

言中說： 

群眾正跨過他們（知識分子）的肩膀潮湧而去，不久就會將他們踩進歷史的

爛泥。在解嚴後的權力遊戲：解構和重組，驅逐知識階層，再沒有比這樣的

火牛陣更好用的。72
 

以此為背景，《模範市民》架構了一個隱喻大眾社會的戲劇性舞台─「好來屋大廈」。

住在「好來屋大廈」的張進德是資本主義大眾社會價值觀的代表者，專事放高利貸、

盜錄色情影帶、玩弄女人，並且對此毫無良心的負擔，一切行為均以金錢作為衡量

判斷之標準。在張進德的嘲諷下，廖本群堅持理念以批判社會的行為進退失據。帶

著相對主義的虛無態度，張進德質疑廖本群沒有權利「要求別人都拿你當模範」（頁

                                                                                                                                      
子〉，收入許又方主編：《國際漢學研究趨勢：鄭清茂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下冊，頁 1-45。 

70 東年：《模範市民》，頁 2。 

71 東年常帶著一種保守的文化菁英觀點觀察世界，對於大眾社會的發展抱著不信任的態度，因此曾撰

文指出大眾社會的多元價值觀下知識分子的悲哀：「群眾選擇了他們要的媒體；他們自己甚至於進

入書寫系統或傳播系統論述國政或社會要務。群眾也隨時乘著電訊在空中打雷咆哮或縱聲大笑，或

者輕聲細語而談扮演生活導師。他們穿起西裝打起領帶，帶著斯文的眼鏡透過電視攝影機有模有樣

的望著你。他們甚或正好是你的上司或者老闆，隨時隨地指示你做這個做那個。假使你正好自認是

個知識分子，你當然會感到悲哀。」東年：〈知識分子的規格和特質〉，《聯合報》第 41 版，1997 年

5 月 7 日。 

72 東年：《去年冬天》（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3），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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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從而解構、翻轉了「模範」的標準。在屈辱感、挫敗的憤懣以及維護自己合理

性的情緒下，廖本群殺了張進德。對於殺人，雖有引爆情緒的導火線，但廖本群其

實預謀許久，他就像作家在另一篇小說〈海鷗〉裡面那位為了釐清自己感覺，沉迷

在殺了一隻又一隻海鷗的實驗中之畫家一樣，廖本群預先在房間殺死一隻壁虎，以

模擬殺人的實境感覺。73因此，「好來屋」大廈作為殺人的舞台，有著高度的象徵意

義，象徵著當代的大眾社會。所以當廖本群看著路邊歌廳廣告裡的明星照片時，他

才會自怨自艾說道： 

「這些人才真正是我們這時代的英雄。」瞥了一眼這些得意洋洋的照片，他

邊走邊想：「新的貴族，一種貴族，看，他們穿的像王子和公主，而我竟是

個罪犯，嗯，我應該清楚了吧，這種角色才是真正有價值的，而我是無用的

人，我所想的事物沒有一件是有意義的，都是一些幻想，我所要說的想表現

的，沒有聽眾，沒有觀眾，只是唱獨角戲，呵，不是嗎？我不是正在走往好

來屋大廈去嗎？去演一場未排完的戲、那就是我的好來塢，我的劇場。」（頁

77） 

在大眾社會搭建的舞台裡，在整個社會的競爭體系中，由廖本群所表徵的知識份子

變成邊緣化的角色，而這些明星以及在資本主義競爭體系中獲勝的得利者，才是這

個時代真正的「模範」。 

在邊緣化的窘境裡，廖本群並未堅持知識份子的理想，在慾望的騷動中，他先

是在思想混亂中殺了人，繼而在心中的各種價值觀衝突、現實的利誘下，又逐漸鬆

動、瓦解了自己素所堅持的信念。74殺了張進德以後，廖本群被不意看到的鈔票所

                                                 
73 東年在《模範市民》如此描繪廖本群的感受：「殺人的恐怖會有不同嗎？一個頭、一個軀體和四隻

手腳，嗯，差不多嘛，而且這個可怕東西具有更原始的醜惡形態和色彩，使人背脊發冷，但是要克

服這種本能的反應，其實真是只需要一點點意志力，就是一點點了悟和決心，或者只需要一點點時

間。」（頁 23） 

74 此處必須辨明的是，廖本群的生命困境，不代表東年對知識分子應有角色的認知，東年到後來仍然

堅持以下論點：「人類需要知識分子，無論自覺的扮演正面或不自覺的扮演反面角色；那種正面的

光明或反面的陰影或正反撞擊抗衡所產生的火花，都能夠持續提醒人性中的善與惡。沒有這種提醒，

無論群眾或知識分子，都可能因為野性、貪求無厭和愚昧使自己或相互毀滅。這就是知識分子的天

職，無酬償的志業；而，這也正是所謂知識分子自我檢驗的第一規格。」東年：〈知識分子的規格

和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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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惑，劫掠了張進德的錢財，也從此陷入天人交戰的爭鬥。在廖本群心中，善惡之

念循環周旋，罪惡意識旋起乍滅，小說又寫道廖本群不斷地運用各種理由來合理化

自己的殺人行為，同時將微小初萌的罪惡感鎮壓下去，他自我催眠地想： 

是的，我犯了一次錯，但是我並沒想過搶錢去吃喝玩樂，我不過是提拔自己，

使我自己在一個不平等的境況中有個平等而能夠去奮鬥的立足和起點，是

的，我殺了一個人，但是我是殺了一個無用的人，無用的人。（頁 92） 

通過這樣的自我暗示，廖本群逐漸的感受不到殺人的道德重軛。但這也只是廖本群

心中日夜喧囂的各種聲音當中的一種罷了，在殺人之後，他內心充斥著種種自相矛

盾的聲音，但一種關於自我定位的解釋卻也逐漸形成：廖本群開始從真實／虛無的

命題當中認識到自我存在的問題，他想著：「所有理想，任何理想，現在我明白了，

只有在相互喋喋不休的言談或者寫作中才可能是真實的……任何理想只要脫離現實

的生活都必然導入虛無的結果。」（頁 98）廖本群開始與現實妥協，想要隨波逐流

地度日，並且轉過身來批判他向來持守的理想： 

我的過去就此結束了，所有的美好德行和偉大理想，都被血腥弄髒了，但是，

呃，我為什麼不這麼想呢，死去的是德行和理想，而不是我，邪惡的是德行

和理想，而不是我，我是無辜的，呃，是無罪的，是應該活下去的。（頁 109） 

可以注意的是，《模範市民》中，每每讓主人公隨著故事進展，在歷經患難或者困境

後，從這一端發展到另一端：廖本群從義不苟合當世的「模範」市民，轉變成寄居

俗世，以世俗規則規範化自身的「新模範市民」。 

就這樣，廖本群最後將搶來的三萬塊丟入河裡，看著鈔票落水，逐一隱沒入黑

暗的河水裡，他感到：「無論如何，好來屋大廈的痛苦回憶，對他來說是已經完全深

沉河底，或者隨波遠去了。」（頁 116）廖本群開始去上班，直到警察李明慶懷疑廖

本群便是殺人案的兇嫌為止。 

從情節的發展可見，《模範市民》主要不是從罪責意識的這個問題層次來展現主

題思想。因為從頭到尾，廖本群從未就「責任倫理」的角度，意識到自己行為結果

產生的過犯。甚至連小說最後，廖本群的「認罪」，也只是基於一種自我觀點。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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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審訊崩潰後，廖本群以頗令人費解的說詞坦承自己殺了人，他的說詞是：「我是

有罪的，對於我自己我是有罪的」（頁 212）。這個「有罪」，並非是「殺人」作為戕

害他人性命的良心罪責，而是指向自己。至於什麼是「對自己犯罪」？從小說情節

看來，東年在更早的情節中便對這個「自己」之意有所鋪排暗示：當曾是童年夥伴，

後成為辦案刑警的李明慶指控他犯了殺人罪，廖本群在倉促之際便如此道：「我對不

起我自己，對我自己來說我是有罪的，我從來就沒有好好的想過我自己，為我自己

著想」（頁 157），這是一段極為重要的陳述。值得注意的是，廖本群意識到的「罪

惡」，已完全是資本主義觀點下的個人競爭產物，正因為他開始認同「人要為自己負

責」這個現代觀點，從而便體認到自己從來不顧現實，從來不肯好好為自己著想，

才遂使自己落入眼前之不堪窘境，如此的未從競爭來定位自己，便是廖本群的自我

之罪。因此，從廖本群的殺人以及罪責中可見，《模範市民》實揭示了八０年代臺灣

社會轉型的最重要抉擇：面對強調個人競爭的資本主義社會，每個個體都無法逃避

嚴峻的考驗，或順應時勢，凡事為自己著想，加入競爭的行列；或死守理想的話語，

脫離現實的生活，終至於虛無。 

（二）社會虛無／知識分子的思想虛無 

因為論者常常忽略了廖本群「對自己犯罪」的內在意涵，故將論述重心置於廖

本群的律師替廖本群的辯護詞上面，以為這就是《模範市民》的主題思想。之所以

如此解讀，如上文的文獻檢討所述，主要是因為先預設了《模範市民》是一部講述

主要人物廖本群因殺人而導致心靈負罪的命運故事，因此便理所當然地從廖本群生

命發展的軌跡，來尋找，進而建立小說的主題思想。在如此解讀視角下，論者多將

小說的主題，聚焦於闡述廖本群的律師在法庭上為其辯護的話。它的背景是，庭訊

上，針對檢察官對廖本群起訴的：「暴力乃是思想虛無的必然結果」，律師反過來為

廖本群辯護道： 

那就是道德敗壞乃是知識分子思想虛無的原因，我們這個社會是不是糟透

了？知識分子被教育以天下為己任，上卻無法充分且自由的參與政治和社

會，下也無法分享經濟發展的豐盛成果，知識分子的思想如何不虛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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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律師為廖本群辯護的「道德敗壞乃是知識分子思想虛無的原因」這句話，常常被論

者引述來說明《模範市民》的主題：知識分子的思想虛無、焦慮不安，須歸根於社

會的敗壞。而當犯罪的癥結在於社會的敗壞，便能反過來辯詰檢察官對廖本群的控

訴。 

然而在這裡要辨明的重點有二：第一，這段引文是律師在挑戰檢察官的起訴書：

「暴力乃是思想虛無的必然結果」此一命題時的說話，卻不一定等同廖本群的想法。

因為在律師與檢察官針鋒相對的庭訊言詞中，小說最後情節卻急轉直下，廖本群在

一連串的刺激之下，突然崩潰認罪，激動地制止了律師與檢察官的辯論，以「再不

必說這些蠢話了」形容律師「道德敗壞乃是知識分子思想虛無的原因」的辯詞。（頁

212）因此從情節設計看來，律師的辯詞並未獲得廖本群的認可。 

第二，從語言邏輯的角度，廖本群在制止律師與檢察官針鋒相對的言詞後，自

己卻以「知識分子的暴力乃是整個社會虛無的結果」來為自己的罪行下註腳，仔細

分辨，將發現這句話與律師、檢察官的陳述，在語義上並不相同。事實上，假如細

心分析上述語句的命題，會發現廖本群的陳述與律師的話分別指向兩個方向。律師

與檢察官真正在意的是行為主體的動機，檢察官在起訴書中所謂的「暴力乃是思想

虛無的必然結果」，是從行為主體廖本群身上去探究他犯罪的原因，因此「暴力乃是

思想虛無的必然結果」這個陳述句，將所有問題的焦點、根源歸因於廖本群在思想

上的虛無，以此解釋廖本群如何產生暴力的行動。而辯護律師並未推翻從行為主體

解釋犯罪原因的思路，他只是將廖本群思想虛無的原因往更根源之處追溯，上推到

社會環境的問題，所謂「道德敗壞乃是知識分子思想虛無的原因」，為廖本群的失序

行為找到情有可原的理由─社會的道德敗壞，辯護律師藉著此一論述意圖尋求法

官諒解廖本群的行為。 

但，廖本群的說法並不循著同樣的思路，所謂的「知識分子的暴力乃是整個社

會虛無的結果」，並不是從行動者的內在思想進行解釋，而是從「啟示性作品」的觀

點來看。這個陳述句的重點在於知識分子的暴力是通過社會虛無的途徑被生產出來

的，東年希望讀者關注的焦點不是廖本群的個人抉擇與遭遇，而是價值虛無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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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社會將不斷複製出廖本群這樣的人、這樣的行為。 

更深刻地說，東年是從知識分子與社會轉型的相互關係性來看問題。其重點在

於指出臺灣社會在轉型階段面臨的深刻文化問題，當舊有的傳統、習慣、理想通通

被宣告過時，持守理想的知識分子要不是加入新的遊戲規則中，在資本主義的競逐

體系中勝出，成為社會的菁英份子；要不就是繼續死守善道，與現實脫節，最後如

同廖本群認識到的情況一樣：「任何理想只要脫離現實的生活都必然導入虛無的結

果」（頁 98）。以故，真正虛無的不是知識分子，而是整個時代的內在氛圍，知識分

子只是在此轉變的時代縫隙中，因為理想與現實的衝突而逐漸憤懣、虛無，終至於

犯罪。 

從以上論述來看，便可理解《模範市民》的主要寫作旨趣所在：整個社會的虛

無化及其後果─廖本群只有在歷經種種自我質疑與衝突後，才會認識到自己的暴

力行為源自於社會的虛無，是這樣子的時代氛圍，致使他堅持理想的行為落空，甚

至被嘲弄，因為無法面對這樣的生存困境，便直接訴諸於暴力來解決困境。可以說，

廖本群正是整個社會價值虛無化的產物，在東年筆下，社會環境像一部大機器，這

部機器生產出來的成品便是廖本群殺人事件，而且在可預期的未來，這部機器將不

斷複製生產類似的行徑，這點正是東年以小說來書寫社會的著力處所在。或如東年

在《去年冬天•舊序》對自己所以如此書寫的言說： 

解析和了悟隨時隨地必然發生的困境，使自己不傷害自己或傷害別人。75
 

在社會轉型價值衝突不斷的當代社會，值得讀者反思的，是生產廖本群狂暴殺人行

為的社會環境依然故我，而在這社會下的人們也依然無法找到立足之處，因而在理

想與現實的衝突憤懣中，釀造一次次的暴力之可能，這才是最讓人憂心之處。76唯

有意識到如此社會困境的存在，且用更大的理解與自省能力去面對它，否則類似廖

本群這樣的狂暴殺人者，將會繼續在我們所處的生活周遭出現，如此的「無聲的喧

                                                 
75 東年：《去年冬天》，頁 169。 

76 虛無社會所生產的暴力事件確實仍在我們的生活中不斷上演，近來令人印象深刻的，如鄭捷捷運殺

人事件（2014/5/21）、龔重安文化國小女童割喉案（2015/5/29），龔嫌在開庭時甚至微笑向法官

表示，「對於再犯風險，我也沒有把握」……等等，想來，確實令人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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囂」不啻是東年透過「啟示性作品」與讀者最深的溝通？ 

五、結論 

藉著深入東年的創作論，本文嘗試建構「啟示性作品」此一理路，以重新解析

東年小說《模範市民》及其早期的作品。寫作過程中，發現了東年小說長期知音寥

落的主要原因，在於東年堅持特立獨行的文學創作路線使然─堅持人文社科的文

學與「啟示性作品」路線，使得東年成為當代文學主流論述中的「異鄉人」，東年的

小說與現代主義、寫實主義傳統的小說在表面上十分類似，但細究其中韻味，卻會

發現有許多不同調之處。 

對現代主義小說著重描繪個體的存在困境的技法，東年的創作觀，將描繪重點

從個人的存在困境，轉向此人與別人在怎樣的關係中存在，將個體身上的病痛和呻

吟，轉向反思社會中人與人進行連結的基本結構，以及整體社會的病徵與問題。面

對社會現實，東年筆下的主角，往往生存在社會的角落，帶著一種特殊的、敏感近

乎神經質的人性反應。從寫實主義的理論來看，東年筆下的主要人物，並非「典型

人物」，也很難透過他們生命的遭遇來反映社會整體關係，因此從寫實主義的文學批

評來看，東年時常陷入「褊狹的情緒深淵裡」進行創作。 

東年的「異鄉人」處境，源自於他不隨大流的獨特文學創作觀，但此一處境加

深了東年作品在文學史論述中的邊緣處境。透過反省東年在文學評論上的遭遇，本

文的研究目的乃在於重新建置東年小說的詮釋架構。面對東年這樣不隨流俗，甚至

是挑戰既有文學陳規的獨立作家，本文希望更深入地直面作家的創作意識與文本觀

點，盡量避免以既定的文學史分類方柄圓鑿，強將作家作品納入所預設的詮釋框架

中。 

為了凸顯東年作品的詮釋困境，本文以東年前期創作句點的作品《模範市民》

為主要探討對象。《模範市民》主角廖本群的悲劇，是時代更替與社會轉型累積下來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五 十 八 期 

 

188 

的問題。作為邁入後期創作前夕的關鍵作品，《模範市民》結合了東年創作以來的關

懷，從早期「對於現代化不能適應的鄉土性」，到八０年代臺灣社會在急遽轉型的過

程，東年尖銳而深刻地觀察到社會由於價值觀的更替，昨日的理想，成為今日的不

合時宜。出身宜蘭鄉下的廖本群，其實是東年早期小說裡知識青年的成熟版。他的

悲劇在於他的知識份子性格，使他永遠無法融入城市，也永遠活在自我內在追求與

外在現實世界的衝突當中，此一衝突所醞釀，乃至即將爆發的悲劇，正是小說家東

年的「啟示性作品」用心所在。我們或可以《模範市民》中，廖本群坐在新店溪畔，

遠眺臺北市景的一個象徵性情節，來總結東年筆下的廖本群悲劇之面目： 

他的腦海中立即湧出一條琤琮作響的小溪，溪水蜿蜒而流；他的想像跟隨著

水波緩緩而去，視線卻撞著了現實的溪岸……他望著台北盆地中平地而起的

高樓叢聚……突然間，他的心田裡湧起一陣鮮奇的喜悅的感覺。在早晨清新

的陽光裡和淡薄的潮氣中，這城市像是一組照在玻璃櫥中新漆亮麗的模型，

使人賞心悅目。但是這種親近的感覺，轉瞬間就消散的無影無踪。無論如何，

他不是初旅的人或者過客；曾經在裡面打滾，他深深的識得立體結構中的陰

影。因此，這城市結實明快的外圍印象，尤其一片片的樓面，對他來說，像

是遠望的墓碑林立的墳場。想像的溪水再度在他的腦海中喧嘩起來，並且盈

瀅而流；兩岸的田野，也無止境的在天空下開展而變成一片空茫。（頁 91） 

短短瞬間，廖本群腦中閃逝無數念頭，從鄉土走進城市，對現代社會的喜悅之情，

轉即深識城市的陰暗面，坐在城市外遠眺城市，既走不進去，更無法安居。只有各

種價值觀幻化的聲音，無聲地，日夜喧鬧在廖本群心中，因而這「無聲的喧囂」所

指向的人與變遷社會的互動關係性，正可視為東年以「啟示性作品」與讀者進行的

深度溝通。至於《模範市民》之後，東年如何繼續發展其「啟示性作品」的路線，

因篇幅所限，就有待於來文繼續深入探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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