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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語的歷史：情感斷層和主體的消逝 

一、前言 

 

    在陳映真的寫作歷程中，前期是富有理想性的；中期則以《萬商帝君》來指

出資本主義的滲入；而進入晚期，則在這個我們熟稔的社會中，挖掘出已經被停

止理解的歷史主體經驗。然而，這些歷史的真實血肉卻消失於時間與空間交織的

歷史洪流之中。在現實社會中，這些歷史主體經驗似乎被放置在一個真空的環境

之下了。這些被置放在真空狀態下的意識、記憶與經驗，對照我們所熟知的大歷

史範疇，相對來看，似乎僅僅是一些枝微末節。然而，在去除了那些個殊性的經

驗之下，國家機器所建立出的中國／台灣的二元範疇是虛無的、並且是無法涵括

那些主體經驗的。陳映真的文章給了我許多無以名之的感觸，而在深入了解之

後，我可以發現，那些概念範疇是空洞不已的。 

 

    我們遺忘的，一直都是細節；而造成我們誤會的，卻又通常是那些理所當然

的簡單範疇。特殊的歷史個體經驗在那個概念的範疇下被排除了，然而，很珍貴

的，在陳映真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無以言說的歷史經驗。台灣的現代化

過程中，資本主義的進入或許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轉捩點，但是它究竟使我們對於

過去的認知產生了何種程度的斷裂？永恆的大地一文是在陳映真入獄前所寫

成，而文章裡呈現出了一種隔代的情感斷層，這一點在趙南棟也多所提及，然而

在後者中是較為具體的。而不知不覺的，幾十年的時間流逝過後，台灣內部模糊

且曖昧的情感斷層漸漸的變成了一種明確的認同斷層，然而如同歸鄉、夜霧、忠

孝公園中所呈現的那些典型在台灣經過現代化的變遷之下已經漸漸的消失，徒留

主流的分類框架。 

 

    在現今的認同政治在兩岸分斷以及兩黨惡鬥的脈絡底下，似乎沒有著一個對

話的依據，僅是空洞概念的競賽。其終極目的並非式完成一個歷史的和解，僅僅

是一種選舉的工具。在這樣一個空洞化的概念空間下，問題便產生了。群體的就

是個人的，而對於群體的認同也成了個人能夠達到生命狀態平衡的辦法，然而因

為政治的操作卻使得我們忽略了它的貧乏，總是在不明不白之中作了模模糊糊選

擇。 

 

    現在，陳映真的文章對於我原先的生命認知產生了極大的衝擊，仔細的思考

一番，發現這種感覺是來自於自身的無知。因此，我希望能從陳映真的永恆的大

地、趙南棟、歸鄉、夜霧、忠孝公園這五篇文章，來盡可能的再現那些被遺忘的

歷史，從他們自身細緻的理解來認知，在那些脈絡下人們的精神狀態是如何形

塑？又是如何用自己的血與肉，來適應或是衝撞一個比自己大的多的環境與想像

之中。並且，我希望能夠從而反省自身，我們究竟錯過了些什麼？ 



                                 東海社研 陳玫蓁 

 

二、永恆的大地中之情感分歧 

 

    這篇文章的主軸鋪陳在兒子和閣樓的父親，文章中兩人的形象是比較殘弱

的，然而，他們在情緒上的拉扯卻具有極大的張力： 

 

    一個雕刻匠的十分陰濕的房間裡，箱子上、櫃子上，都站滿了大大小小的木

雕品：穿著大鞋的外國士兵；裸著桅桿的帆船，健壯的水牛；昂然傲立著的洋

狗……不論是否沐著窗外傾落的那麼一絲陽光，都彷彿自成一個宇宙。(3:33) 

 

    我認為陳映真指出了那個時代的一個整體氛圍，窗外的陽光依然是照耀著，

然而這也對映出了房間內那個陰暗潮濕的小小宇宙。而什麼樣的人會處在那個陰

濕的小房間裡呢？陳映真大概的指出了某種典型，也就是那位在閣樓的老父。父

親鎮日處於一種哀傷的、陰鬱的空間，並且文章從頭至尾，父親都沒有離開過那

個閣樓，而那個閣樓，似乎也自成了一個小小的宇宙。父親在那個小小的閣樓之

中，想念著那個豎著旗桿的故鄉，也在那個閣樓之中，和同樣處於一個稍微大一

些的陰濕空間的兒子對話。在這種情況之下父親的生命狀態，也只能像是一隻司

著亡魂的惡鳥一般了。 

 

    而對於兒子來說，父親是令他懼怕的。而那個懼怕便是源於他對於父親的無

法理解，而那個無法理解，便是由於一種無知造成的。在兒子的認知中，他對於

父親想念故鄉的情緒抱持的是一種同情，而非理解。因此形容他是一個沒有故

鄉，卻同時又是個沒有懷鄉病的遊子。兒子處在一種尷尬的情況之下，對於那個

俗麗的伊，兒子總是對她說自己的故鄉是美麗的，等天氣好些就和父親回故鄉去

了。然而他在說這些話的同時，他的心卻偷偷的沉落著，又，兒子對於父親的沉

睡是有著某種安全的期盼。父親的沉睡，似乎成為了某種平衡，平衡了兒子對於

故鄉的想像以及現實狀況的揉雜。然而這樣似乎有著宿命的兒子，他有的不是恐

懼，也不算是憤怒，只是一種巨大的茫然罷了。 

  

    而對於那個伊來說，她對於這對父子的相處感覺到也只是一種母性般的原始

的同情，她總是不經意的散發出一種自然的生命力。在這三人中，似乎只有伊可

以脫離這個陰鬱的空間而活著。然而伊對於那些外面的水兵們以及那些散落在陰

濕房間箱子、櫃子上的木雕品們，是有著兒子所不知的某種期盼的。因此，她對

於兒子有著無法遮掩的不耐，甚至瞞著他懷了故鄉來的孩子。 

 

    文中三人的相處，交織出了一種時代的狀況劇。我想，那個雕刻師傅應該就

是兒子，他從自己的生命狀態出發，刻出了周遭生活的所見所感，陰鬱的房間中，

有著外國大兵，又有裸著桅桿的帆船，和水牛等等。父親盼啊盼的，就是要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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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對了又吹著南風時可以乘著船回到故鄉；而伊則是在一個有著水牛的故鄉，

並且現在將精神都全放在外國大兵身上；相對之下，兒子身為一個雕刻匠，卻無

法雕刻出一個能夠屬於自己的作品。兒子對於父親是敬愛的，但是這卻造成了他

的痛苦泉源，兒子他承繼著父親的期望，但是卻無法理解也沒有能力，因為當時

的他年紀實在太小了，而且因為兩岸分斷的關係，他無法自由的在陽光和碧波之

間來去，他承繼的更多的是一種愁苦以及絕望。由於父親的牽絆，他對於伊便無

法真正去愛，但是那個真實的母性的血肉，卻能夠暫時的撫慰著兒子的心靈。但

是文中也指出了，這並不是一個安全且穩定的長久之計，因為伊的心中對於這個

陰鬱的空間是沒有著真心的，外面的陽光才是鳥語花香的，這個房子裡的，要不

是她當初是被兒子所贖出，這裡可真是一個非人的地方。然而可以說她忽略又或

者說是無從得知，房子內的陰鬱並不是父子兩人所願，他們僅僅是承擔著歷史的

變遷，同樣的，窗外的陽光，也正是因為著個陰鬱的空間而顯得特別的美好。但

是，這並不是一種互相競爭的狀態，也不是只有一種生活可以得到救贖和提升

的。說穿了，在這個時代中的人們，沒有一個人是真心的在理解他人，或許是出

於自私，又或許是距離已經太遠了，一切都太難了。而這樣看來，世代間的情感

斷層是深刻的化不開了。 

 

三、趙南棟中根深的情感斷層 

 

    這篇文章我主要將焦點放在兒子與父親這個角色的代間互動關係。而造成他

們互動關係樣貌的關鍵因素，似乎就是趙慶雲的牢獄。寫作的時間推移到一九八

七年，趙慶雲，作為一個因為解嚴而獲釋的政治犯，在這個經濟發展已經到達某

種程度的環境下，他和家人的相處、和外界的溝通，已經有了徹底的改變，這些

改變也衝擊著他的生命過程。 

 

（一）趙慶雲 

 

    趙慶雲的妻子宋蓉萱在過去就被處死了，而留下來的趙慶雲，如同當時代的

許多青年一般，過了三十年牢獄的時間之後，縱使活著回來了，但是整個文化空

間與地理空間的鉅變，使得他在這個時代中變的無語。 

 

    那個時代，過去了。怎麼說，沒人懂的。(5:120) 

 

    文中也以日本浦島太郎的故事，來描繪出趙慶雲出獄後的精神狀態。而想當

然爾兒子所接受到的，便是父親的無語。 

 

    爸爸，他都不說。他，什麼都不肯說。(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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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邊來看，我們可以發現，趙慶雲因為有著某種對各種事物的疏離感，因

此有口難開，然而原因並不是可以這麼簡單的帶過的。在病榻中，趙慶雲曾經這

麼辯解過 

 

    我說。我要說。這回病好了，我要說給你聽聽。(5:110) 

    其實，不是我不說。整個世界，全變了。說那些過去的是，有誰聽，有幾個     

    人聽懂哩？(5:110) 

 

    文中接著寫道，關於地景和文化上的徹底改變。台北城的現代化，歷史地景

的改變，默默的在不經意中將歷史所湮滅。真實的、具體空間的崩毀，還有時間

所帶來的心靈與文化上的隔離，這些都使得趙慶雲了解到，沒有人能夠完全的進

入他的生命情境中。縱使訴說，也只是空泛的，並沒有血肉的、身體的、直接的

感覺。而他或許曾經試過要緩緩的訴說，然而他接受到的，應該僅僅是對方為了

滿足自身愧疚的、讓自我感覺良好式的虛無的同情。因此，他再也找不到任何一

種溝通方式來和自己的生活對話了。 

 

（二）趙爾平 

 

    順著趙爾平的生命，我們可以發現他是鑲嵌在這個偌大的社會脈絡之中的。

從師範生到跨國公司的經理，他的人生也隨著社會的變遷，只能努力抓緊著某些

機會的在浮沉著。他早從父親出事的那一時刻起，就理解到他自己特殊的命運。

然而當時的趙爾平年紀太小，他只能抓住父親所留下來的某個精神，並以之過

活。因此，當父親病危時，他感覺到的，是一種莫大的孤單。 

 

    如今，這三十年來的，趙爾平所賴以活過來的「中心」，即將殞失於無有。

往後的他的生涯，自然未必就因而產生恐慌。但他卻不能已於感到孤單，一種自

幼小以來，經常陪伴著他的孤單。(5:134) 

 

    趙爾平是一個在面對命運的安排時，會從主流的道路去尋求解脫的類型。他

一直謹記著父親給予他的觀念，成家立業以致於到報效國家這類。因此從他國小

開始，成家立業便一直是他的目標，而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他上公費師範，接著

精讀英文，他的確也因為這樣的努力而開啟了他的立業之路。他雖然就此滑入了

這樣一個貪婪自私的社會之中，然而他卻又偶有為之的會突然醒，對自己的墮落

感到輕蔑。另一方面對於成家想法，卻又被他弟弟同性戀的行為顛覆了，而這件

事或許也影響到了自己對成家的想法。他的理想一直是存在腦海中的深處的，然

而，他所選擇的方式，卻又總是偏離了他的理想。這也許導致了他對莫葳的感情

是隱藏的，他想的很多，卻漸漸的不敢去做了。 

    然而支持著趙爾平的精神的，顯然便是父親趙慶雲的存在。因此，父親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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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趙爾平來說應該是極其重要的，然而當他凝視著父親的病容時，他卻只能感

覺到父親軀體的存在。 

 

    然而正也唯獨是哪一息游絲，使他和父親維繫著活著的，人與人之間，兒子 

    與父親之間的關聯。（5:154） 

 

    原來，他對於父親所給予的各種觀念，都是似是而非的。父親說的蔚為民族

所用，光是有關「民族」的定義，父子兩人的觀念便有所歧異。而最終趙爾平在

父親臨終前要做的一件事，他認為是父親所最遺憾的事，是找回弟弟趙南棟。然

而他所不知道的，父親真正念茲在茲的，卻是他和這個社會的不接頭，是時間和

空間的變化，是他在這整個戲裡，沒有角色和台詞。而這樣一個沉默的老趙，在

趙爾平心中，或許只是空洞化的在進行他的關於兒子的義務，展示他自己的孝

行。而對於真正的父親，他是徹底的不認識的。 

 

（三）趙南棟 

 

    不同於哥哥趙爾平，趙南棟有著截然不同的生命典型。他按照自己的感官讓

身體帶著過活，如果以主流的觀點視之，他肯定是行為偏差的。哥哥趙爾平一直

以為，那個在母親的保護留下的弟弟，肯定是一個家要完整的不可或缺的一份

子，而認為父親對於趙南棟應該有著某種偏愛吧。然而，他卻沒將趙南棟在父親

面前卻總是沉默的事情放在心上。 

 

    而弟弟阿南，自始自終，卻出奇的沉默。（5:166） 

    阿南弟弟只是勉強的掩飾著他在這個完全陌生的父親之前的侷促，安靜地坐 

    著聽著父親渙慢、晦澀的又說著抗日；又說著逃難…（5:166） 

 

    趙南棟他很真，他知道他完全無法真正理解到父親的內裡。他無法同他哥哥

一樣，以似是而非的態度來帶過，然而，他沒有辦法去理解那麼複雜的過去，也

看不清楚這個混亂的社會。他對於父親的無知，使得他想遺忘那些自己所承擔著

但是卻無從碰觸的歷史；對於社會的運行，他不知目的與未來在哪，他想逃離，

但他似乎根本不知自己身在何處。 

 

    他能清楚的看到的，只有自己；無法捏造的，是他感官的所見所聞。所以他

沒有心機，把握當下並且勇於嘗試，這倒也保持了他靈魂與精神的潔淨。然而，

他卻無法真正和父親做一個完全的切割，因為，父親的死帶給他的感官經驗是騙

不了自己的。當他被通知到醫院時，父親已經死亡且正要往太平間裡送。一開始，

趙南棟像是一具甦醒的僵屍，他感到了焦躁和不安。然而，當他拖著自己的軀體

見到了父親之後，他只是沉默的、沒有流淚的開始吸著他的強力膠。從這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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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他的內心是真誠而不是虛偽的，但由於他不知道該如何來對於這一切

有一個開始的對話。對於父親的死，他知道他將永遠無法瞭解父親、無法理解過

去更無力面對社會，因此他心裡永遠將留著一個遺憾，而那個遺憾，卻是在父親

死後才洶湧而出。 

 

    因此從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發現文中兩種兩代情感斷層的典型。一種如同

趙爾平般，一直以為自己對於父親的所知是足夠且深刻的，而在這樣一知半解的

情況之下，達到一種對於上一代想像中的理解狀態。然而又由於時空環境的劇烈

變遷，對話的契機沒了，上一代也漸漸的凋零了，而他們也將錯就錯下去，反正

他們還可以順應這個社會的生活，他們有著主流的認知，有著政治正確的價值，

這就足夠了。而另一種典型，就是如同趙南棟般，對於上一代的歷史經驗他們予

以忽視。然而這樣做的原因並非對於父親的藐視，而是因為無從解構起罷了。當

父親能說想說的時候，時代的變遷已經那樣的劇烈，無論是坐牢的，又或是在社

會中專注於追求經濟發展的皆然。當他們一眨眼，地理空間和文化視野都隨著時

間的流逝而崩解。他們努力的說，他們盡力的聽，但是再怎麼樣，那個最佳的溝

通情境早已被那些時光所埋葬。於是他們寂寞，他們無語，他們嚥下了那深深的

悲哀後，消散。 

 

四、《忠孝公園》中之各種主體的典型 

 

    承接前兩部分形成的一種情感斷層，那些無法交流的主體們，構成了一幅底

層人們的歷史圖像，然而那些圖像是被主流的歷史論述所排除的。從永恆的大

地、趙南棟到《忠孝公園》，我們逐漸可以理解到，那些消逝的歷史是前面的那

些分裂和無語下之必然的結果。在經過了這一系列的閱讀之後，或許在場域中還

有著更多面對歷史的無語型態。然而，如果就我自身的定義，在閱讀陳映真的文

章前，我會比較像是趙爾平類自以為對於上一代的歷史是熟知的，可以碰觸到他

們真實血肉的。因此，我想藉由《忠孝公園》中之三篇文章，來再現出幾個可能

是真實或典型的歷史經驗，就如同趙南棟在最後還有個對於過去熟知的葉春美能

夠埋藏些許的希望。而陳映真敏銳的觀察，則成了葉春美般能夠提供些許希望的

種子，而在那一代正在快速消逝的當下，能夠捕捉一些歷史的片段細節，而趙南

棟類也不需再逃避。 

 

（一）歸鄉：身份標記的失落 

 

    歸鄉的情節主軸張羅在林標老人和老朱的對談之中，而他們進行的經驗交流

也使得全知的讀者得以一窺他們的主體經驗。這篇文章完成於 1999 年，而在當

中，碰觸到的是認同問題。然而究竟該從何去認同呢？意識和精神的分離究竟會

造成什麼樣的理解？文中，陳映真以「太極拳」的精義來對照所謂認同的內在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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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也間接暗示了他的想法。 

 

    太極拳，如文中所述，楊清他們是因著早覺會而集體的和楊斌接觸並學習太

極拳。在學習的過程中，楊斌老人雖然說不出什麼冠冕堂皇的話，然而他的肢體

表現生動更富於言語，並且，可以確定的，是他確確實實的將打太極拳的要訣掌

握住了。 

 

    在太極拳裡有很多上、下，左、右，虛、實，開、合……(6:3) 

    這些完全對反，卻又互相結合的觀念和動作。(6:3) 

 

   他雖然說不出太大的道理，然而對於太極拳，他是有著由內至外的深刻理解，

因此在駕馭太極拳時，他是沒有著困惑的。相對於張清而言，張清說的總是比作

的多，他總是在他那灰色的臉上說一些冠冕堂皇但卻僵硬不已的話，他在乎的是

主體意識、命運共同體的觀念，他提到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就應該愛台灣，反之

則不是台灣人且不愛台灣。 

 

    在這樣簡單的二分範疇之下，楊斌，他是一位身分特殊的台灣人？中國人？

他參加了國民黨在台灣的徵召，前往中國打仗，他對台灣的想念與情感，決不是

因為小時候吃台灣米喝台灣水。而對於他的口音，已經不像台灣人，但也異於中

國各地的腔調。因此，在脫離了傳統的分類框架之下，大家在談論中便無法有共

識，大家還是堅持自己自身的理解。他們的理解，都是各自由自身出發，來對楊

斌進行定義，而不同趙營長對於楊斌以及楊斌對於太極拳的態度。趙營長瞭解楊

斌這小子的生命將如何可能；楊斌對於太極拳的理解也絕不僅只是工具性的，而

是深入骨髓的。 

 

    趙營長是體認到楊斌這個年輕小夥子的生命狀態，而他理解過後，能作的便

是將當時未滿十九歲的、骨瘦如柴的楊斌，訓練起強壯的體魄。而楊斌在看待太

極拳這個運動時，也是將它深深的刻印在自己的生命中，他將之完全的理解、駕

馭，這也維繫著他有一天將能夠活著回家見爹娘的信念。因此，太極拳之於楊斌，

是一個趙營長給予的，並且是他擁有的能夠和想像中的歸鄉來連結，這已經深深

的進駐了楊斌的心靈和身體了。而相較於楊斌，張清也許在這個時代之下，能夠

藉著區分而有著某種歸屬感，或許張清還是年輕的，然而對於所謂「歸鄉」的意

義，他似乎並不是能全然去理解的。楊斌他了解到自己多重的身份，也認知到歸

鄉的內涵，那通小虎的電話，讓他了解到歸鄉真實的血肉存在與意義，歸鄉的意

義對他來說，是能夠完整那些生命中的片段，也能夠安適的面對真實的現況，他

的身心都不再飄泊。雖然在台灣他沒有著一個明確的身份標記，然而他知道自己

需要的並不是這個標記了，因為他早已擁有了一切，也接受了。至於張清，我們

只能希望歷史的狀態不要再有什麼樣大的變遷，因為他抓不住根底，很容易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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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根又漂泊的一群。 

 

（二）夜霧：後台人員的危機 

 

    李清皓是一位特務機關的工作人員，然而在解嚴之後，那些曾經和受害者有

著直接接觸的特務人員開始面對自己的罪惡感。他一直以來的信念崩解了，他承

擔了受害著的眼光，還有主流輿論的譴責。太依賴主流的觀點會使我們看不清那

些人的內心狀態，無法著眼於真正的問題所在。他是個善良、正直卻沒有決心，

因此無法自拔於這個趨勢之中，他誤將自己的信念植入在情報機關的工作和丁士

魁身上，而這樣一個後台的工作人員，卻沒有被通知即將換幕了，他們還是在舞

台上展演，而台下的目光，早已從虛弱的窺視，變成了報復的、怒火般的直視，

而這樣炙熱的眼光筆直的射穿了李清皓的腦袋，他的回憶變成一片空白。他在成

了狂人之後，才有勇氣或者說是衝動吧，看清楚那個維繫自己的信念早已喪失，

因此他只能結束自己的生命。狂人與看清本是兩相矛盾的詞彙，為何理性人無法

看清，只有狂人可呢？或許換幕真的造成了很大的衝擊。 

     

    反觀丁士魁，他的保護傘還是存在著。他面對的不是意義以及信念的喪失，

只是一種失去權力的危機感罷了。而文末也很清楚的點出了，他賴以維生的不是

信念，只是權力。因此，政治價值的改變並沒有使他崩壞，相反的，因為政黨的

輪替，倒使得組織重新建立起一種權威，而這樣的特殊權力一直沒有改變，他的

保護傘還是緊緊的維護著他。 

 

歷史並沒有被理解，這樣的一個歷史變遷，得來的只是一種權力位置的變

換。那些冷漠的、沒有思維能力的都市人，看著過去的歷史，只覺得是一場鬧劇。 

只是現在，人們可以不用那麼虛弱的窺視，而改抱以各種冰冷的、鄙視的、憤怒

的眼神，來看著那些沒有經過訓練的後台人員，和無知以及遲鈍的觀眾在演著一

齣齣的鬧劇。 

 

    我彷彿覺得張明在聲嘶力竭地向整個城市叫喊，而整個城市卻報之以深淵似

的沉默、冰冷的漠然、難堪的竊笑，報之以如常的嫁娶宴樂，報之以嗜欲和麻木。」

(6:118) 

 

    在台灣解嚴後，存在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許多人出來高唱民主自由，然而卻

沒有深刻的去檢討。人是活在體制、結構當中的，所有的問題不能皆歸因於個人

而忘卻了結構性的因素，否則會簡化與模糊了許多問題。主流的觀點常常將外省

人簡化於外來政權的迫害者，他們隻身在台，沒有任何的影響力。在政治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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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的因素下，外省人甚至是作者筆下的特務，也絕非僅只有加害者這個單純的

身份。那些當初的加害者，成了開明者；而當初的被害者還是被害者；然而，最

弔詭的是，當初的那些機關人員，卻成了社會所批判的加害者。歷史的劇本突然

的被改寫，而他們在這之中卻沒有一個正確的身份轉換，反而徹徹底底的成了歷

史的負罪者。 

 

（三）忠孝公園：忠與孝意義的崩解 

 

    這篇文章繞著三個主角打轉，林標、馬正濤和林欣木。林標面對的是「忠」

的意義的混亂。林標老人是一個生長日據時代且參加了日本皇民化運動響應的皇

軍，他一路當著軍伕到了菲律賓參戰。然而，在這個過程之中，日本人不將他當

成真正的日本人，且在日本戰敗的同時，他突然成為了戰勝國，中國人。但是很

弔詭的，當他被美國人抓住時，卻又被視為那個敵國的日本人。 

 

    一國的人究竟要怎樣在一夕間「變成」另一國的人呢？一旦被以「戰勝國國

民」之名和日本人分開，林標覺得一時失去了與日本人一起為敗戰同聲慟哭的立

場而無緣無故、憑空而來的「戰勝國國民」的身分，又一點也不能帶來「勝利」

的歡欣和驕傲。(6:153) 

 

    至此，他對應該忠於何國，而忠的意義與目的為何感到了巨大的混亂。日本

戰敗他沒有欣喜之情，因為他也認可自己是日本兵的一員，但他在幫助華橋逃

脫，卻又是同情中國同胞。在之後他參與了爭取日本補償的活動，他也是認知自

己曾為日本皇軍效力，也曾是日本國民，但日本又否定他們是日本人。他做了各

種的努力，但是仍然沒有一方能夠純然的接納他。至此，他的認同崩壞了，他沒

有了國，那家呢？ 

 

    林標在當軍伕時，最惦念的就是他的兒子林欣木。林欣木他總想著要離農發

家，那些知足以及守本分的價值早就被拋諸腦後。他期待著自己能夠從黑手變頭

家，能夠快速的賺錢，並在台灣的經濟史上有著一點小小的貢獻。然而，黑手沒

有變成頭家，反倒成了無家可歸的街友。林欣木他脫離了家鄉和土地，而這樣的

資本主義導向下，他也無法盡孝了。 

 

    馬正濤，從小就沒有一個核心的信仰。他一直是依靠著李漢笙的庇護，從舊

滿洲國一直到來台的工作。在他卸下了工作之後，林標的裝扮讓他又想起了那些

塵封的檔案，而這也讓他認知到世界的秩序即將有所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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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成了墜落在無盡的空無中的人。他沒有了前去的路途，也沒有了安居的 

    處所。他仿如忽然被一個巨大的騙局所拋棄，向著沒有底的、永久的虛空與 

    黑暗下墜。」(6:220) 

    一些長年被他牢牢壓抑的回憶，就會從那黑暗的記憶的洞窟中，帶著屍臭， 

    漂流出來。像這樣的惡夢，在近五年中顯然開始越來越困擾著年以八十的馬 

    正濤。(6:137) 

 

    這裡所謂的「巨大的騙局」其實也是「巨大的歷史騙局」，馬正濤以為踏著

的厚實的地面瞬間被抽空，並且朝黑暗下墜，他原本以為的真實都在頃刻間崩毀

而再也沒有所謂的真實 

 

    「馬正濤感覺到彷彿他半生的紀錄都成了白紙」(6:220)。 

 

    在舊政權，我是劊子手；在新政權，我還是劊子手。在舊政權，我沒有自己

的定位；在新政權，我還是被貼上標籤。我是為誰效忠？應該為誰？馬正濤以年

近八十的高齡自殺身亡。他效忠過日本，也效忠過中國，然而對於無法再受到國

民黨庇護之下的台灣，他選擇了自殺。馬正濤和李漢笙並無血緣，而這樣的提攜

也成了他盡孝的原由。 

     

    在這個代的變遷之下，國不成國，家也不成家。在這個忠孝公園中的故事，

和我們所熟知的忠與孝的定義相去甚遠。大家都只是努力的用自己的血肉再衝撞

這個環境，只是命運不盡相同罷了。 

 

（四）反省與結語 

     

      當我們都以為民主化是必然進行的過程，表面上我們看到了國民黨黨國情

治機關就跟警總一樣早進入歷史的垃圾堆，但是作者展示給我們看了國民黨的情

治機器重新被新政權接收，舊官僚又與新體制蘊生了一種新的權力控制關係。底

層的或是脫離了保護的馬正濤、李清澔等都一樣在精神上產生極大壓迫自殺了；

像林標一樣相信台灣人的「天年」的，卻又四處尋求認同，但在求之不得的情況

之下如林標一般產生了精神分裂。 

 

    對於過去的許多歷史問題，我們常常把戒嚴時高壓統治的傷害簡單的劃分為

外省族群和本省族群的對立。但是這種簡單二元對立，陳映真提醒我們這在事實

上，是忽略了上層統治階層才是真正的加害者。國家機器利用警察制度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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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不分省籍族群的同時全面的壓迫著我們大家。外省籍背景不但沒能使他們

得到什麼特殊的庇蔭，還反而因為當時台獨意識的高漲，使得那些孤身來臺無親

無故的外省老兵，更是有著多重的弱勢。但是很弔詭的，對於李清皓一般的外省

籍第二代青年，卻又很弔詭的在所謂忠黨愛國的號召之下，進入特務單位，成為

黨國的鷹犬。而在前兩部分的情感斷層，則造成了我們對這一類事物的無知與無

感。 

 

    然而這種無知與無感，究其緣由，還是因為那些一去不復返的時光。體制內

的控制和歷史的分斷造成了情感的分歧，而在經過了時間與空間的變換之下，情

感的斷層是無法彌平了。然而，這樣的問題一直到人們開始可以正視那些原先必

須噤聲的議題，諸如歸鄉與認同時，才逐漸浮現出來。這些議題不是突然出現，

只是一直被忽略罷了，而會造成這種情況，是因為身在歷史洪流中的人們都在賣

力的生存，然而對於這一段過去，他們並沒有忽略，只是沒有人能真正看的見。 

 

    因此我認為，陳映真所給予我的，不是一個面對歷史問題的意識，反倒之，

是將歷史視作一種過往細節的追尋。正視所有獲得的片段資訊都能夠使我們更加

趨近真實，尊重要建立於理解之上，而要能理解也必須有機會認識對方。認識與

正視或許是避免歷史失語的一個不錯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