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體性訴求的幻滅以及未來意義 
-----關於陳映真《雲》的一些想法 

關鍵字：工會 知識份子 工人 主體性  

概述：本文從《雲》中的幾個主要人物入手，立足文本，力圖分析工會改革當中的幾個問題。

1、以宋老闆和艾森斯坦為例，分析以工會為爭奪重心，不同力量較量的背後的複雜性。2、

以張維傑為例，分析執行者角色的身份意義，並進一步分析知識份子主體性確立問題。3、

以何春燕、魷魚、小文為代表分析臺灣民眾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狀態，通過作品中不同的勞動

者特質分析，反省捲入運動中的人所體現的價值，以及運動失敗後產生的意義和未來可能。

結語：指出通過工會運動的描寫，陳映真所藉以傳達的寫作目的，處於劣勢的一方即社會/

知識份子/工人是否存在建構主體性的可能。 

------------------------------------------------------------------------------- 
前言 

《雲》作為陳映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之第三篇，描寫的是主

人公張維傑在麥迪森公司領導工人組織的一次流產的工會選舉，他受命于總經理艾森斯坦，

意圖建立一個“屬於工人自己的工會”，卻遭受到以宋老闆為代表的舊管理體制人員的阻撓

而失敗，張維傑因認識到艾森斯坦的真面目而致產生幻滅感，毅然離開了華盛頓大樓。而這

次工人運動中的積極分子何春豔、小文、魷魚、趙公子等也成為運動的犧牲品，或辭職或被

迫離開。而文章起筆於離開公司後兩年以來一直過著汲汲于營生、麻木生活的張維傑，當在

火車上偶遇趙公子，談起小文，又通過閱讀小文的日誌開始重拾舊事，進而受到鼓勵開始對

新的生活意義的尋求。 

故事的筆觸雖然常常觸及到小文和小文鄉村的家，但主體集中於麥迪森公司的這一次工

會運動，運動的失敗造成了小說當中眾多人物命運的巨大轉折，對這次運動的參與者來說，

無疑是巨大的精神創痛，產生了理想受到挫傷後的低迷和萎頓。有的人如候鳥，從一個公司

到另一個公司，卻再也燃不起工運的熱情；有的人選擇嫁人生子，回歸家庭，遠離工廠；有

的人選擇以寫作對抗現實，繼續在瑣碎和日常的人生中堅持自我，體味人生；有的開始經營

地方性產業，遭受百般欺詐而麻木恣睢，熱情泯滅。 

本文所要分析的是這場工會運動是怎樣的鬥爭，又因何走向失敗，以及，在這次工運過

程中不同人物的精神底色與未來走向，從而引出關於工人包括知識份子的主體性的問題，進

而分析陳映真創作的思想基礎和深刻意義。 

  

一、東西之爭，還是新舊之爭？ 

從這次工會運動的鬥爭來看，其中隱含了三個層面，這是一次自上而下（由艾森斯坦到

張維傑，由張維傑到工人），而後又自下而上（由工人到舊工會及廠長及舊的反動工會領導，

再到宋老闆）的運動。這場鬥爭表面上是代表西方現代觀念的艾森斯坦和代表舊勢力的宋老

闆以工會為爭奪重心的力量較量，但落實到工人實踐層面卻是另一重意義，也在現實層面生

發出另一套理解方式。 

一層是，保守勢力的管理方式與西方現代管理理念的衝撞。再具體指下去，在領導層，

則是西方管理觀念的艾森斯坦與傳統管理方式的宋老闆之間的衝突，再深入實踐層面，則是

工人與宋老闆為首的管理執行人員之間的衝突。這當中以女工數量為最多，她們對這次運動

的關注、參與度也最強，展現了頑強、熱情與勇敢的精神。隨著艾森斯坦新理念的執行者張

維傑所創刊的《麥台月報》，進而到對工人的動員，由幾個積極分子為主力帶動到引發的工

人關注，隨之調動起的工人的積極性，就由起初是幾個人，變得越來越多。以至於她們的行

為引起了舊工會以及廠長等人的警惕，進而進行語言上的威脅，以及工人福利待遇上的部分

調整。 

工會運動是由艾森斯坦授意張維傑，由張維傑著手聯絡工人，開始宣傳啟蒙。在這其中，

艾森斯坦並不確切瞭解工廠的現實境況，他只是秉持舊有的工作經驗以及自我的“光輝”的

西方管理理念，否定東方的傳統的管理模式。他打著“自由”“民主”“人權”的大旗推行

自己的思想，理由是舊有模式壓抑工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資本只會產生背叛和不忠，他

能夠認識到“女工占全生產部門總人數的五分之四，卻沒有一個女工被推選為工會的幹部。



這些都不對”（4：47）。而聲言 “應當提高而不是降低當地人民的生活，促進而不是阻礙

當地政治的民主化；應當尊重而不是壓抑資源國家工人的人格、權利。” （4：45） 

那麼，無疑，在閱讀過程中，讀者也不免為這樣一套理念所折服，進而欣喜若狂，欽羨

而急於皈依美國的自由民主人權夢。但這其實又牽扯出另一個疑惑，艾森斯坦先生雖然被冠

以“自然、乾淨、自在、謙和、自信、自在、快樂、高大”以及，“被青春、智慧、財富、

權力寵倖的人”（4：38）等美好的關鍵字，但究其身份，他到底是資本家還是慈善家，或

是傳播上主之愛的牧師？  

正如鬥爭經驗豐富的何春豔和老工人林伯伯所質疑的“沒有這麼好的事。公司鼓勵員

工組工會，給自己找麻煩。”（4：23）“做頭家的人，通世界都一樣”（4：93）這樣的詰

問直指艾森斯坦這一理論的要害所在。正如我們一直所知道的，在資源和利益有限的前提

下，工人是作為企業的雇工，他們對雇主之間的剝削關係在多大程度上能轉為“朋友、協助

者”（4：45）？而資本家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能否真正做到損己肥人，把到手的實利分

配給工人？ 

我們可以梳理艾森斯坦的一些言談的關鍵字： 

“橡皮圖章似的工會”“對公司是方便得多：言聽計從的……可是，這種工會的代價，

是怨恨、不忠、生產效率低下。（4：47） 

“企業，只懂得成長，只懂得擴張，Victor，企業唯一缺少的東西，就是心肝。（4：78）”  

“東方像是個深情而又保守的寡婦。各位先生，只要你懂得討她的歡心，她會獻出她的

一切---但是即使在最輕狂的時刻，也要顧到她的面子，以及一切東方人的禁忌。---而他就

用他的這種深得東方神髓的哲學，在幾年內擴張了麥迪森在東亞的地圖。”------（4：77） 

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 “生產效率”、“企業的成長”、“東方”“獻出”的“一切”

以及“擴張”的“地圖”才是他真正關心的內容。他之所謂完成“角色轉換，即從壓迫者變

成朋友、協助者”也只是為“調動資源國家的政治、文化、員工的忠誠、諒解、友誼和勤奮

的工作，使國際性企業，重新獲致富於生命和創意的遠景。” 由此可見，“民主、自由、

人權”在艾的論述中是跨國資本一面迎風招搖的大旗，它掩藏了麥迪森公司以西方民主自由

為表，而以追求實利和剝削為裡的本質。因此，他之能施予工人的所謂“幸福”“自由”和

“正義”，承諾讓渡一部分自主性給工人，是站立在最終的收益追求之上的。也就是說，根

本目的在於“給馬兒一根草，好讓馬兒拼命跑”。 

隨著艾森斯坦的理念所隨之而來的，只不過是民主和人權的幻象，工人在這樣的背景下

來爭取自己的權益，想獲取真正的自由、公平和正義，其結果也可想而知。 

  
如果說艾森斯坦在跨國公司當中，以看似光芒閃耀的美國夢想企圖實現他的跨國資本擴

張目的的話，宋老闆（宋弼）則是跨國公司當中另一跟他相映成趣的存在。 

宋老闆“說得一口漂亮極了的北平話---待人客氣、有禮、笑臉迎人，即使心中懷著深

仇大恨，也不輕易形於顏色”而且“唱得一腔好青衣”（4：81），他直接控制在中壢的廠長

以及舊工會，在華盛頓大樓內部又會啟用類似於東廠的監視裝置，懂得竊密、使人告密、打

擊、迫害等手段維護自己集團的利益，同時又會拉攏關係，為人虛偽狡詐。宋老闆所精熟的

是在地工人、以至於大陸甚至整個東方所一向承受甚至已經內化到靈魂的“傳統”、“保

守”、“本土”的管理模式。吊詭的是，一、他與麥迪森董事長派特內先生是因為傳統的義

利觀念而福禍與共，合資設立了跨國企業麥迪森公司。二，他控制這個代表西方現代化的跨

國企業運用的卻是最“傳統”的管理秩序，而麥伯裡也承認“這秩序，無疑是落後、愚蠢甚

至是殘酷的，對於企業結構，將帶來重大的損失”（4；76）。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艾森斯坦的西方式的被認為帶有普遍主義性質的一套先進理

念，是否也適於帶有差異性的臺灣地區，甚至所有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立足於以贏利為目

的外資企業，在這一套理念實踐過程之中，必然會觸動企業保守上層成員的切身利益，甚至

更上層。而對於工人，所謂的人權和主體性，即使是讓渡，也只能是部分的讓渡，因此，艾

森斯坦的這套理念落實到實踐層面，同“像皮圖章式的”、“有了跟沒有一樣的工會”的差

別僅僅在於，工人獲得了一部分主體性，但這部分主體性是建立在工人承認和遵從自己的受

支配地位，滿足於已經獲得的一部分福利和權益的可能性基礎之上的。 

但即使如此，艾森斯坦的這一套理念施行於臺灣本土的場域中，依然註定受到來自兩方



面的挑戰。首先，是以宋老闆為首的保守管理層，他們維護舊秩序，並認可帶有差序效應的

管理模式。正如在拉攏張維傑時所說的“我們的國情跟人家的不一樣”（4：83）“臺灣很

安定，很繁榮”，可見，維持現狀，才是重中之重。而這一現狀，恰恰是一個金字塔式的帶

有層級式的現狀，也是所有跨國公司所在的第三世界的現狀，塔頂是跨國公司，或它所隱喻

的那個高高在上的美國，管理層在中間在工人和頂層之間漁利，而工人們處於受剝削的最底

層。其次，是能否獲得工人集體性的支持。我們應當看到的是，不同的文化衝突會導致工人

採取的行動不同，尤其是在跨國公司式的企業當中，當有兩種或多種文化並存時，哪一種文

化管理方式占上風，就會導致工人行動時受哪一種文化的影響。工人們畢竟處於弱勢的地

位，所能表現出來的也僅僅是弱者的反抗，最大限度的保存自己並相時而動，他們較於管理

層能更切實的在每一步行動中認識到這些文化的差異，並在行動中遵從，即使是被迫地遵

從，因此，忍受成為大多數工人的選擇。這種認知模式不僅表現在日常工作治理方法中、工

人們的舉動當中（如親近上層與保守勢力站在一起；或對改革持否定態度、漠不關心；或者

觀望），而是內化在大多數人心裡。 

而兩股力量交錯鬥爭的過程中可以看到，艾森斯坦並不掌握實際權力，這一點被神秘老

工人“林伯伯”一語道破“公司要真支援你們，解散一個裝在他們口袋裡的工會，還不容

易？”（4：94）可見，舊的工會之所以頑固的存在，顛撲不破，恰恰因為它不被艾森斯坦

直接掌控，他只一個高高在上的指揮者，紙上談兵，以想當然的行動策略和普世豪情推行他

的理念，他貌似是給張維傑以最寬鬆的實踐自由和發揮空間，實則是一個對中壢工廠的狀況

瞭解不足，空有理論的“名譽總經理”。也許在這一方面，《萬商帝君》中的劉福金堪稱其

嫡傳弟子。而宋老闆才是真正的指揮家，他使用手段，操控工廠，並影響上層，他對於公司

的控制不僅“自上而下”，最終反動工會勝利的結果又說明，他也可以做到“自下而上”，

他無愧於一個在理念和實踐層面雙重領導稱號。從他對於廠長、工會的頭目，以及一些男工

人的思想控制，進而至於對公司內部電話的監控，就可以知道其控制手段之無孔不入。 

而且，他也並非沒有自己的一套理論，他講東方的特殊性和差異，可見他對於本土文化

瞭解掌握，並同時能夠運用西方的一些現代化的手段來增強鞏固自己的實力。他能夠一眼看

出工人獲得主體性的災難性後果，也能夠充分認清跨國公司的終極目的是資本最大化，具備

更老辣的眼光和更高明的手腕，貌似只有他的控制才能夠帶來“企業的安全和利益”，而且

又沒有“人權方面的需要”。 

以上，宋老闆對於公司握有的無孔不入的“實權”我們已經領較，但我們更應當注意到

這“實權”的“虛”。整個麥迪森公司看似在其運籌帷幄之中，但他並非金字塔頂層，而只

是被利用和操縱的傀儡，他所代表的是“東方”，其原形就是麥伯裡口中那“深情而保守的

寡婦”，顧名思義，因喪失了自己的丈夫，而以別人的丈夫為主心骨。董事長派特內因為“中

國式的江湖義氣”而充分地“討得他的歡心”。而作為回報，宋老闆在麥迪森公司無所不用

其極，只是為了“奉獻出自己的一切”，這其中也包括本土的尊嚴和主體性。而那“一派中

國式的裝潢…相映成一種幽遠的古趣。”（4：82）也只是這位深情的寡婦的“面子”和“禁

忌”。兩者之間，即所隱喻的西方與東方之間，帝國與第三世界之間，也不無輕狂的意味。 

即是說，宋老闆的存在與其說是一個令人厭惡的存在，不如說，他恰恰是影射出臺灣社

會更加悲哀的現狀。看似大權在握、只手通天，實為損己肥主的鷹犬，奴性比奴隸的地位本

身更可怕。 

因此，無論是艾森斯坦輝煌的民主夢境、均質化的帝國夢想，還是宋老闆保守而令人窒

息的鐵腕手段，都只是為了代表美國的“公司的安全和利益”，“人權”的考慮並不是二者

所真正關注的內容。 

而這一東西方理念的衝撞引出的問題或許在於：一、西方的人權概念和自由理想，究竟

在當時的臺灣本土有無實現的可能，兩者互相對接契合的點會在哪裡。二、無論哪一方獲勝，

都無法擺脫帝國的陰影，這樣的一次工會鬥爭，讓我們看到了在地工人和知識份子缺少主體

性所帶來的深刻危機，正以潛在的方式滲入到個人與民族的靈魂內部，它不僅是民族的自尊

被傷害，個體人格也受到侵犯的問題。也涉及到缺少主體性的個人和民族的未來走向問題。 

  
二、知識份子主體性和方向 

  



泰勒認為，“我們的認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認構成的，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認，或

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認，也會對我們的認同構成顯著的影響--甚至會成為一種壓迫形

式，它能夠把人囚禁在虛假的，被扭曲和被貶損的存在方式之中”在談到殖民地的文化政治

時，他以黑人為例，指出殖民文化通過有意識灌輸有色人種低劣的言論，使有色人種自身並

不承認這種地位的低下，卻又將等級內化在精神結構內部，產生扭曲的承認。而他們要解放

自己，首要任務就是要將自己從這種被強加的和毀滅性的認同中解救出來。
1[1]

 

張維傑正是這樣一個經歷在“扭曲的承認中”歷盡波折的知識份子形象。他是臺灣南部

農村的孩子，靠著自己的刻苦努力，終於躋身于行政主任的職業，受到艾森斯坦的傾睞，他

從作為一個鄉村教師，關心放牛班的孩子，為他們買筆記本，交學費；到出現在華盛頓大樓，

開始有了一部自己的車子，和自己有地毯和冷氣的辦公室，並開始想要租一個更大一點的房

子，變化可謂巨大，事業上可謂青雲直上。艾森斯坦的一句“可別告訴我你從來不曾到外國

念過書”對他來說仿佛是最大的褒獎，也是他接納了西方進步而東方落後這樣一種意識形態

概念的第一步。他似乎代表臺灣知識份子的某種普遍精神現狀，起初懷著對美國的光榮夢

想，將美國的思想理念和作為先進、科學、正義的化身和代表，充滿崇拜和學習的心理。因

此，即使在與艾森斯坦交流中一些細節令他感覺不快，但依然能夠克服這種自尊的挫傷而服

膺于艾導師的理念，以之為理想，盡心盡力的想要為那個自由理想的實現貢獻和力量。 

在工人眼裡，他是一個盡職盡責，充滿號召力和組織力的領導者，關心工人的成長，關

心工會的組織情況，鼓勵小文的寫作，假如說艾森斯坦在張維傑心中是西方民主進步的代

表，那麼張維傑在工人的心中則是工人成為工廠主人的推動人和發起者。 

在艾森斯坦眼裡，張維傑是他在東方推行他“跨國的自由”理念的執行者，他視張為

“自己人”，力圖在整個東方無視差異地推行他的自由和民主，在他的概念裡，自己的這一

套理念較之於東方的守舊反動來說，即使是為利潤謀，卻代表進步和真理，尊重人權，他可

以成為資源國家的朋友和協助者。但泰勒認為 “表面上公正和無視差異的社會不僅是違背

人性的，而且其本身是高度歧視性的，儘管這種歧視往往是以含蓄的和無意識的方式表現出

來的” 
2[2]

較之於舊的殖民主義，這但這實際上是另一種文化霸權，而張維傑恰恰是這種文

化理念和文化霸權的最直接領受者。當然，他從最初的對艾森斯坦的“隱約卻又實在的冷

漠”以及關於“東方的寡婦”的民族羞辱的忽略和不應，到在最後的幻滅中認識到所謂“跨

國結構”與“資源民族”之間的“友誼”的虛妄。 

在宋老闆那裡，張維傑是一個“異教徒”，把思想出賣給了鬼子，被灌了迷魂湯的本土

青年，是宋老闆防備和需要拉攏的物件。但張維傑因為出身、家庭、理想、和知識份子的社

會責任感等多種糾結的因素，使他的精神之弦註定無法接近宋老闆，而只能與艾相交接。但

艾森斯坦實際上與張維傑一廂情願所構想出來的精神導師，書中所寫的|“資源民族的公

平、民主、獨立和尊嚴”只是一種安慰性的施捨。他們雖然用著同樣的詞彙，但這些詞語在

他們心中實質意義卻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張維傑關心的是真正的“公平、民主、獨立和尊

嚴”，艾的關懷背後是跨國公司“繁榮”的“遠景”。因此，他只不過是宋老闆與艾森斯坦

短兵相接的陣前大將。 

正由於現實的桎梏壓抑，使他容易被那些新鮮動人的詞語所魅惑。民族的落後感與失敗

感，自卑感與焦慮感，同那帶恥辱的自尊常常交雜在一起，構成了對於自己民族落後的認同

的同時，接納了來自於西方的這一套意識形態的灌輸，另一方面，又因迫切改變的需要，急

於找到一種切實可行的理想路徑來代替和摧毀現實。張維傑平步青雲的際遇，加上艾森斯坦 

“知遇”之恩，以及“跨國性的自由”的指路的航標，使得這根救命的稻草一下子被敲定。

從而就堅信而勇往。一頭栽進了自己的深淵，他擁抱西方文化的熱戀，實質則是進一步的喪

失主體性的開始。 

商業化大潮襲卷一切，資本主義利用全球化的力量將一切事物捲入其中，剝奪一切可剝

奪的東西，並拿來出賣，尤其在第三世界國家，它以跨國公司為基地，向各處伸展自己的觸

鬚，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推行它所謂“自由、民主、人權”的那一套，進而灌輸第

三世界落後的理論。相對於劫掠和鎮壓，這種沖的表現形式不再像歷史以來所表現得那樣暴

力和血腥，它通過文化的滲透，各種觀念的灌輸，這時已經不僅僅是美國，而是一整套的資

                                                        
1[1][美]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摘自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P305，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2[2][美]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摘自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P305，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本文化系統，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拉動了包括本土居民在內共同去進一步破壞本已飽受摧殘的

城鎮和鄉村，它以一種漸漸的力量在拆解尊嚴、冰凍良知、催生欲望，但身入其中的很多人，

尤其是從底層奮鬥而來的想為人民做點事的知識份子來說，急於找到解救自身的種子，基於

對現狀不滿，以致對本土文化缺少自信的知識份子，起初並不能認清這一點，還誤以為是“太

陽”出來了，以為跟著“太陽”的光芒走，就能照亮前進的路，但“太陽”註定不是他們的，

跟著走的結果，是繼而來來環境污染，西方培養的“狼崽子”，各種逐利忘義，犧牲掉了自

信而正直的青年、臺灣的田野、鄉村，曾經怡然的桃園，附帶滋生出一個又一個支離破碎的

家庭。 

“思想的缺乏承接和理論工作的無所用力，所帶來的現實後果就是搭上了黨外主流（或

之後民進黨）的現代化理論（即，艾森斯坦的理論）的臺灣號順風車，而在無意識層次上接

受了霸權。這解釋了何以 80 年代勞工運動的主體性無法建立，而低眉聚攏于民進黨的自由、

民主、進步、獨立等口號之下。”
3[3]

他帶著臣服的心態去仰望那個遠在天邊又高高在上的“聖

城”，進而仰望聖城來的“代表”艾森斯坦先生，缺少民族自主性的知識份子身在廬山中，

辨不清方向，而民主自由的光華和理論照亮了小知識份子張維傑的心靈，但他隨之迎來的不

是自己的春天，也不是民族自強的出路，甚至可以說是靈魂中的嚴冬，建構主體性道路上的

一個死胡同。小說的悲劇在於，他以為看到的是曙光，結果那只是聖城的迷霧，理想幻滅後

的頹喪與迷惘帶有必然命定的意味。 

對於很多人來說，生存的需要往往會無奈地讓位於對於人性、自我尊嚴的考慮。在幻滅

後的張維傑曾一度茫茫然中泯滅了自己的靈魂，汲汲于從一個單子向下一個單子，勉力支撐

自己的公司，麻木恣睢。但，不同于陳映真小說中其它的主人公，如康雄、吳老師等因苦悶

和無望而自殺，到了這裡，張維傑變得更具有生命力的韌性，經過了一段的低迷之後，小文

的日記讓他想到自己曾經的堅持，曾經的放棄，閱讀過程的同時也成為他重新認識自我、找

回自我的過程。 

不能不說，假如不經歷幻滅的陣痛，他也無法從追崇西方的迷夢中清醒，更註定無法找

到自己應行的道路。張維傑恰恰是經歷了戴哲同學在討論課上所說的“捲入式的體驗”
4[4]

之後，才有了他尋找和建立新的主體性的可能。假如一味停留於想當然的理論操作和預設，

與真實的社會運動相隔絕，將永遠無法判明真理和謬誤。而真正使他重新找到方向的，不再

是高高在上的遙遠的西方“聖殿”，而是那個出身於鄉村的“畏怯、稚朴的女孩”（4：11）

的文字。 

  
三，工人的主體性和未來走向 

趙剛老師認為，“小文並非只是一個普世主義的被壓迫階級的一分子，她是，但她更是

第三世界民眾的一分子。”
5[5]

，她是我們凝神臺灣鄉村的一雙眼睛。這個出身于農家的天

真無邪的少女，家裡甚至窮困的養不起一頭小豬，一家人卻依然保有最善良的心腸，互相敬

愛。在越來越多的人放棄良知和操守的現代化進程中，他們堅持保有自己做人的底色。而張

維傑本來也同這樣的鄉村存在著血緣上的聯繫，因此，當他讀了小文的文章，從而能夠喚醒

了他的主體意志，重拾舊我，可以說，從知識份子層面，張維傑是小文努力的一重方向；而

在工人身份的層面，何春豔與小文之間則構成一種相互表徵的關係，作為工人的小文會慢慢

成長為何春豔，並會在將來顯示出比何春豔更強的鬥爭的實力和韌性，這不僅僅因為她是一

個知識份子，同時還因為她背後有來自鄉土的厚重的支撐。 

引起我注意的是，小文的日誌中有這樣一段關於“虛榮”的描寫，“我怕是染上了虛榮

的惡習了。我一定要努力地改，不要看到別人買了新衣，就熱心地看是什麼料子？什麼花色？

多少錢？儘管我對自己說：問問罷了，又不想買。其實，這就是一種虛榮心。”（4：19）

這段看似不經意的描寫，更突出小文這種質樸的鄉村本色的可貴。而相較于《萬商帝君》中

的林德旺進入莫飛穆公司之後“於不知不覺間，他開始向姐姐素香要錢，買新的襯衫、長褲、

皮帶、皮鞋。他去租下一間不錯的套房，買了一套小小的音響。他不斷地向姐姐素香伸手索

                                                        
3[3][台湾]赵刚《从仰望圣城到复归民众-陈映真小说〈云〉里的知识分子学习之路》 
4[4] 在陈光兴老师的“陈映真作品导读”的讨论课上，戴哲同学曾经提出“卷入式”概念，认为应当反对抽象和理性，强调具体

的将自身卷入现场的活的经验，包括身体和情感经验，并认为这是确立新路径的可能性的出口。 
5[5][台湾]赵刚 《从仰望圣城到复归民众-陈映真小说〈云〉里的知识分子学习之路》 



要”（4：183）一方面資本帶來的驅動力，激發人的購買欲望，從而順應潮流捲入其中、不

能自主，一旦接納並認同那一套意識形態系統，就被捲入一套被設定好的邏輯制度，他跟整

個城市一樣捲入飛速旋轉的齒輪而停不下來，從而為了“正常運轉”而枉顧更苦的家人，這

也勢必會造成精神的內部分裂，一方面急於追趕，同時又面對自我良知的拷問、產生巨大的

內心折磨和不安。不同的是，小文堅守著自己的鄉村本色，將一個女孩子的欲望貶為虛榮，

並認為“少女最美的衣裳，是心靈和德行的純美”，其可貴之處在於，她並未如林德旺一樣

接受那一套即將鋪天蓋地而來的資本邏輯系統，她這種微弱的個人抵抗有點類似于沙米爾阿

明所主張的“脫鉤”
6[6]
，她，以及一家人也是如此，包括那進城走一圈之後而歸鄉堅定自我

生命走向的二哥，這一家人做出自己對生存底色的堅持的品質是臺灣乃至世界最大的財富和

希望。文中對於小文，以及小文的家庭的描寫，似乎隱含了陳映真“向民眾學習”的寫作目

的。使小文的存在，一方面成為這次工運的見證和史筆，同時，又隱隱預示了張維傑未來道

路的走向。蔡翔老師曾經就李雙雙小傳當中的關於水車埋藏的一段描寫進行分析，認為“封

存本身意味著某種夢想的破滅---這也意味著破滅的不甘以及再度復興的希望。”
7[7]

同樣

地，小文將關於工運那段經歷的日誌封存了，後又托趙公子轉交給張維傑，怕也有這樣的寓

意吧。 

  
同張維傑共同經歷幻滅的工人不只有小文，還有何春豔、趙公子、敏子、素菊等女工，

雖然也同樣在運動中失敗，並離開了麥迪森公司。但他們在公司中所扮演的角色，和際遇卻

大不相同。這裡只集中於何春豔，魷魚展開分析。 

何春豔一直是一位沉穩、幹練、有智慧、敢做敢為的女工人形象，她受工人尊敬，被領

導懼怕，她分析透徹，言談犀利，行動堅決，並且從頭至終，對資方（無論是反動保守的宋

老闆，還是新理念的艾森斯坦）始終保持警惕和懷疑，但即使懷疑，又絲毫不削減戰鬥精神。 

與此同時，她有一個破碎的家，獨自帶著孩子，生活艱苦，即使如此，她依然用博大的

用懷去關懷和幫助被大家排斥的魷魚，把她接到家中看病，養病，給以照顧。同時，在運動

開始的過程中，她又能聯合一些有運動經驗的老工人，說明她具有一定的組織和領導能力，

無疑是工運中領袖人物。而且知道進退的機遇，經驗老到，冷靜清醒，對資方老闆、規章以

及手段都有著比較清醒和深刻的認識。 

她對一同做工的姐妹都能誠心以待，勇於承擔後果，並預知這一眾積極分子會被秋後算

帳，於是主動請辭，為了防止姐妹受到報復，特地去找艾森斯坦，獲得宋老闆的陽奉陰違的

承諾。 

“我做女孩的時候就出來做工，頭尾也做了十七、八年了，工會的事，我看過、搞過，

也不知幾回了。吃虧、受騙，更不知幾回。”（4：68）這樣一個人物或許是工會運動中比

較常見的典型，她處事冷靜、沉著、和深刻認識的背後，揭示的恰恰是她從一個又一個工廠

做工所遭遇和體驗的辛酸和痛苦，她的一切工會鬥爭經驗，並非像張維傑一樣得到一套從天

而降的“如來神掌”，不是停留於概念的空洞耀眼現代化理論，而是步步血汗所鑄成的真知。 

而這樣的一個經驗豐富的女工，所帶領的群體運動還是失敗了，她不是單槍匹馬，既非

經驗不足，也不是缺少謀略，更不是勇氣不夠，她絲毫不缺少工人的自發、自為意識，以及

同反動力量甚至同資方對抗的決心，從她開始的冷靜觀察，到最後的全力以赴。一方面是她

知其不可而為的勇氣，另一方面，又有她敗事身退，不失尊嚴的智慧。何春豔這一形象，尤

其突顯出工人的力量和智慧之不容忽視，她代表隱藏在民眾、工人中的知識份子可尋找和依

賴的堅實後盾。她的存在、她的感染力、影響力，無論是在工人群體當中，還是在整個臺灣

社會，甚至陳映真小說的世界當中，猶如一盞明亮卻不刺眼的提燈，照亮和溫暖黑暗中的眼

睛，並為人們指引前路方向。也正是這樣一個形象，使得她身邊的魷魚一改舊貌，開始學會

關愛工友並在集體行動中表現出驚人的能量，如果說，張維傑是用空洞的關懷的督促激勵了

小文，何春豔則是在行動中給以最切實的教育和影響。 

另一個不能不說的女工是魷魚。她並不招人喜歡，因為“魷魚只知道有自己，別的人，

與她無關的事都令她討厭”（4：24）小文幾乎算是她唯一的朋友，這樣一個女工，最後卻

                                                        
6[6] [美]沙米尔·阿明《过时的资本主义》第六章提到“脱钩”理论，认为“” 
7[7] 蔡翔在这一段中提到李双双带领食堂炊事员打扫卫生却在“旧土炕”中挖出了“一部解放式水国”，他认为水车的主人孙有

因为入社而埋水车的行为意味着某种个人梦想的破灭，但随着水车的“深埋”水车的深埋，形成并强化的却是某种“记忆”。蔡

翔蔡翔《革命叙述－“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主体性叙事》，P257，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積極的加入了工會組織的隊伍，並在工會鬥爭遭遇阻撓的緊要關頭，她含著憤怒恥辱的淚

水、脫掉了自己的上衣，為拉選票的工友們沖出一條希望之路。值得分析的是，到底是什麼

力量，使她走到集體的隊伍中來，甘願工會運動奉獻力量。僅僅是艾森斯坦的那一套承諾給

予工人民主和尊嚴的理念嗎？倘是如此，她對於所謂民主和尊嚴的理解有多少？這樣的詞彙

在工人心中能起到多大的召喚作用？文中可見，魷魚認為她的家人並不喜歡自己，雖然小說

並未確切交待魷魚的家庭成長背景，但從單身女工何春豔、單親母親 LILY、以及正處於前

景似不太樂觀的戀愛中的秀麗等女性的處境中也可以揣知資本的擴張並非僅僅是物質空間

的擴張，也包括對臺灣在地民眾生活領域中如精神和情感空間的擴張，註定有無數個魷魚看

似傲慢、冷漠、自私，但內心裡充滿對愛的歸屬的渴求，這樣的渴望更進一步導致她不辨東

西，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命運。她對於工會的需要，恰恰也僅僅來源於她對於以何大姐、小文

以及趙公子等一群工友的依賴和信任。 

因此，以她為代表，與其說工人要的是所謂的民主和自由，莫如說，他們更需要一個關

於“家”的形態的替代性裝置，以填充他們對於歸屬和愛的需求，正如文中當小文表示不知

道如何工作時，何大姐說，“工會，是使公司變得大家相處得更可理，更溫暖的工作。”（4：

68）然而這樣的一個“家”的結構裝置註定不會在跨國企業內部實現。棄舊並不意味著迎

新，現實對於他們來說，他們能夠爭取到的所謂的“自己的工會”，不過是那種在特定法令

範圍內，有限地替工人爭取權益、與資本家討價還價的工會，這也符合艾森斯坦的那一套所

謂先進的資本運作邏輯，因為，現代資本生產運作，不僅包括對工人進行剝削和使用，也包

括對勞動力的維護和保養。因此，同原來那個“有了跟沒有一樣的工會”比較，新工會即使

成立，也只是一個權益和福利或多或者少的差別。這種工會，同工人們內心對於新工會的構

想不可同日而語。 

總之，工人的自為的主體性，和艾森斯坦想要給工人的主體性，看來並不是同一種東西。

最終，新工會在“反動勢力”過於強大的情況下沒有產生。我想的問題是，在艾森斯坦的“跨

國性的自由”理念實踐成功的國家或區域，比如韓國、土耳其、菲律賓、泰國等地，那些獲

得部分主體性的工人，在經歷“解放”、“自由”和做了“主人”的狂喜之後，繼之而來又

會有怎樣的低迷和幻滅？他們的抗爭對象是依然如臺灣的在地工人一樣明晰嗎，還是已經淪

為飄浮的能指？ 

這次運動雖然失敗了，但我們常常在看到事情的直接結果時，忽略到另外的事實，即事

件在當事人心理層面所造成的後續性連鎖反應，以及它在未來所發生的作用。它的意義在

於，知識份子認識到追趕崇拜歐美模式的虛妄，擺脫舊有的思維模式，調整策略，而開始找

尋建立本民族文化主體性的新的道路。 

“工人運動”的意義在於，工人們在通過對“新的工會”的烏托邦想像的過程中，在精

神內部超越了做工的身份，而開始具備權益意識，和工廠、和工友，在整個的資本生產運作

的大圍牆內聯結在一起，彼此息息相關，在廠的內部已經初步地顯示出“家”的內涵，而有

了同仇敵愾的團結氣象。它不僅要打破上指揮下的固有意識形態，力圖打破領導層對於利益

的獨佔和壟斷，發出工人自己的呼聲，更重要在於這一過程能夠喚起其它工人的覺醒，意識

到在資源配置和佔有方面的不公，喚起對於個人的歸屬、愛和尊嚴的需要，進而對自身的境

況和地位以及未來的可能現產生一定的認識，並在各方面真正體現出工人的智慧和力量，改

變現實秩序中不公正、不合理的部分。 

或許，關於對工會運動的描寫，陳映真借助對工人治廠的企圖只是試探性的揭開現實帷

幕的一角，它卻是介入現實的一個媒介，一個視域，一種可能。它通過這一敘述，來構成對

於跨國資本所謂西方文化的考驗和批判，和對於未來的一種啟迪。而恰恰是這樣一種敘述，

以工運為介質，顯現西方與臺灣的關係的縮影。這種錯綜和複雜的恰如宋老闆與麥迪森高層

的關係，其中有相異、有對接，有奴役、有對抗，很難具本用東方或西方、來界定清楚，有

一些觀念和思想本來就內在於兩種體制內部。或許這些，可以提供給如張維傑一樣的知識份

子以思考的路徑，能夠從本土的文化和人群中尋找建構民族主體性以及和其它文化的對接

點，並走出一條自強自新的道路。 

  
結語： 

趙剛老師認為，陳映真這部小說，實以工會運動為表，而以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的出路為



裡，進而提出向民眾學習的主張。 

因此在我看來，在某種意義上，小文和小文的一家成為鄉村和民眾象徵性代表，被作者

寄予了極大的期望，投注了他影響知識份子、重建民族精神的期待。顯然，對小文及她一家

的筆墨安排，帶有一定的符號色彩，而這符號並不形式化，而顯得真實、深厚、飽滿、毫無

牽強附會之感。作者著意突出了鄉村的安寧、恬淡，鄉人的純樸、善良和無私，它實際代表

了作者對知識份子文化資源的思考，這一思考雖然未必現實，卻充滿知識份子深重的憂患之

心與強烈社會責任意識。趙老師分析說，在某個層次上，“他企圖說第三世界的文化思想界

應該從自身的處境為立足點，從在地的土壤與母體來看待自身的文化生產。”
8[8]

 

無疑反對第一世界向第三世界流動，也反對頑固保守勢力的一成不變，是知識份子包括

民眾的共同訴求，那麼，從哪裡汲取理論資源，這是一個問題。陳映真對於小文一家的筆墨

的鋪陳無疑暗示了他的指向，即到鄉村去尋找本民族文化和生命力之根，鄉村的純樸厚道、

家庭的溫暖和睦，這些都是知識份子不可或缺的精神、情感資源和強有力的後盾。 

然而，如果“主人”在實際的工作和生活中始終處於一種被管理的狀態中，那麼所謂

“主人”話語也即文化領導權又究竟該如何確立？
9[9]

這會不會如同工運本身一樣，成為另一

個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夢想？且不說已經被污染的小河、大量的死魚填塞河道，也不談《歸

鄉》中陳斌的二弟如何六親不認、只認金錢這些已經被強行修改的鄉村道德現狀，即使知識

份子能夠承擔起啟蒙的責任，敞開被民眾啟蒙的胸懷，即使鄉村的精神和情感資源穩固堅

實，足資作為知識份子可靠的後盾，然而，這些能否實現同第一世界的對抗，並產生向已經

被第一世界觀念佔據的區域流動的可能？ 

尤其是，居於政治、經濟、文化包括身份地位劣勢地位的工人、農民，連保障自身的合

法權益尚且舉步維艱，那麼，他們的文化和情感，如何能構成一個有意識的、集體式的對於

資本擴張的有力抵抗，並形成反向流動，鄉村脈脈的溫情如何浸潤到已經被資本主義大潮所

侵蝕的內心，這是一個難題。 

文章的結尾，小文作為一個小知識份子和民眾的結合體，她的文章，她的精神，浸潤了

曾一度麻木的張維傑，使他重新振作，開始從身邊的小事，一個公司項目，以及，身邊的秘

書來一步一步的構築自己的小陣地和實踐眼下的理想。 

然而這樣的溫暖的心懷能維持多久，是懸而未決的。這種原則能堅硬多久，同樣是不可

說的。 

 

 
 

 
 

                                                        
8[8]

[台湾]赵刚《从仰望圣城到复归民众-陈映真小说〈云〉里的知识分子学习之路》 
9[9] 蔡翔《革命叙述－“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主体性叙事》，P300，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