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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過去研究的論者對於鍾理和身分認同的看法眾說紛紜，隨著不同時代的氛圍對鍾理和的

認同也有不同的詮釋。然而這種迥異的詮釋問題在於鍾理和對中國的認同實有「矛盾」的情

形，這也造成後人在解讀鍾理和的身分認同時，會有南轅北轍的看法。在本論文中，筆者藉

由分析鍾理和的文本來梳理其認同的轉變過程，提出與前人較為不同的見解。依筆者認為，

他所認同的並非實體的民族中國，而是認同於當時以五四運動以降自由、平等價值的「新中

國」。故當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皆以國家權力限制人民自由時，也遭致鍾理和對此二種文

化的揚棄，甚至在五○年代開始意識到：要以「臺灣文學」一詞將臺灣區別於中國左翼與右

翼文化團體之外。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鍾理和的認同，由最初單純的原鄉中國開始轉向於對

臺灣土地的認同，並借用國府體制所的本省／外省劃分、族群對立，開展以臺灣土地為主體

的共同體。 

 

【關鍵詞】鍾理和、身分認同、含混、共同體、客家性 

 

當你獨自前來 
我們也許可以成為一生的摯友 
為什麼 
當你隱入群體 
我們卻必須世代為敵？ 

席慕蓉〈蒙文課──內蒙古篇〉1 

                                                  
1 不論是國族或是民族作為「想像的共同體」下的群體，卻成為對立與對抗的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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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戰後本土作家的苦悶：從《文友通訊》開始談起 

臺灣戰後第一代的作家常被冠上「跨越語言的一代」一詞，此一詞語的出現也成

了形容那時代苦悶、荒涼的註腳。其中，匯集於《文友通訊》的臺灣作家，成為現今

臺灣文學評論聚焦討論的作家群。《文友通訊》經由鍾肇政的發起、廖清秀穿針引線

的介紹下，聚集了鍾肇政、廖清秀、陳火泉、鍾理和、施翠峰、李榮春、許炳成（文

心）七位作家，若加上之後參與的許山木、楊紫江則一共是九位。《文友通訊》作為

本土作家溝通、交流的平台，實屬於「聯誼性質」的刊物，與當時的《自由中國》、

《文壇》、《文學雜誌》、《文星》相比，在當時代的重要性遠低於這些雜誌，甚至是微

不足道。但「文友通訊」對於當時的臺灣本土作家來說，卻是一解在文壇四處碰壁、

無法得志下共同取暖的小天地，其重要性彌足珍貴。像是鍾理和在第十次的「文友通

訊」便提到： 
我灰心此道已久，自有「文友通訊」之舉後，無形中受了鼓舞，又復拿起筆

桿，是否寫得出像樣的東西，尚在未知，還望各位文友不吝賜教2。 
從鍾理和的例子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對於四處投稿碰壁的本土作家而言，加入

《文友通訊》最大的意義，在於能夠在相同際遇的本土作家身上取得創作上的溫暖。

面對以外省人為主，並佔有絕大多數文壇資源的「主流作家」來說，本土作家形成相

對應下的少數分子，不但在歷史經驗中有著特殊性，語言、身分更是本土作家無法拋

擲的烙印。換句話說，以本土身分集結的《文友通訊》作家群，「省籍」成為其組成

的最重要成因，而本省／外省的界分在國府國家機器的宰制下，成為不可忽略、亦不

可忽視的鴻溝。 
過去的研究中，對於鍾理和身分認同的看法眾說紛紜，隨著不同時代的氛圍對鍾

理和的認同也產生了不同的詮釋。臺灣文壇自七○年代以來民族認同開始趨於複雜，

在「鄉土文學論戰」熱烈展開之際，鍾理和的文學也是常被用以舉證的文學作品之

一。在不同立場、不同審美觀的評論者眼中，鍾理和作品成為評論者自身的民族認

                                                  
2 鍾肇政編，〈關於「文友通訊」〉，《文學界》，第 5 期，1983 年，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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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識型態的最好例證。像是陳映真、林載爵、唐文標、葉石濤等人皆對其作品皆

有所評論，且看法南轅北轍。面對如此的情況，應鳳凰為鍾理和發出感慨的不平之鳴： 
我們讀了七十年代各家批評，不免感慨，「殖民地作家」真是難當──〈夾竹

桃〉「抵抗」、「批評」的太多，《笠山農場》則「抵抗」得太少，都成了批評家

批評的箭靶；「太勇敢」或「太不夠勇敢」都顯得可疑3。 
面對七○年代以降不同評論者的「後見之明」，由於鍾理和去世得早，當然不能

有所回應。不過從這些評論者的身上我們可以發現，他們的意識型態潛藏於對鍾理和

作品評論時的文字中，換句話說，從其論述裡所「再現」的不是鍾理和本人，而是他

們所「希望」的鍾理和形象。我想，這與時代因素息息相關，但這裡必須進一步探討

的是：為何評論者對鍾理和的作品詮釋會有如此分歧的看法？究竟鍾理和的「認同」

又應如何看待與詮釋？而這也將是筆者在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4。 
若以後現代的觀點來看，自我認同的過程是藉著與他者「差異化」來進行界分，

而界分的因素有時是生理性的（血緣、種族、膚色、性別），也有可能是人為性的

（民族、政治社群）。但不論是哪種界分方式，都源自於以「論述」（discourse）來強

調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分別，細言之，由論述來建構「他者」也是型塑自我的最佳方

式。精神分析學者──拉康（Jacques Lacan）的「鏡像階段理論」（mirror stage）對自

我主體的建構作了如此說明：小孩在以鏡子看到自己的倒影時才展現自我與異己間的

差異，在「差異化」的映照下開啟了小孩對自我疆界的認知與認識，也因此而產生了

自我的認同5。我們若依此概念來看，戰後的臺灣族群分野在國府政權的操作下，以

                                                  
3 應鳳凰，〈鍾理和文學發展史（代序）〉；應鳳凰編《鍾理和論述》（高雄：春暉，2004 年 4 月），頁 23。 
4 不可避免的是，筆者對鍾理和的詮釋必然也帶有自身主觀的意識型態。但在本論文中，筆者希冀跳脫

過去較為「固著化」的身分談法，以「差異化」的概念配合德里達「延異」的身分不斷流轉的動態過

程，來端視鍾理和身分認同之問題。 
5 拉康「鏡像階段理論」是修正弗洛依德「伊底帕斯情節」而產生的，並以象徵界（the symbolic）、想

像界（the imaginary）、現實界（the real）作為「主體心理結構」三大要素。其中，象徵界是佔主導地

位的一種。拉康認為，「自我」（ego）並非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人的本原狀態，而是想像所構成的虛

構性產物，也是與「他者」具交混、相對應下所產生的產物。「鏡像階段理論」基本上可分作三部

分：首先，是嬰兒在鏡子前看到反射的自己時，開始對於自己與鏡像的自己產生混淆、無法辨認（這

即是自我與他者的混淆）。其次，嬰兒會發現鏡子反射的其實不是自己，而僅僅祇是一個影像而已

（此時陷入將他者視為獨立的個體）。最後，嬰兒不但會將鏡子中的影像是作是獨立的個體，而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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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外省的界線中建構起重要的差異疆界，並在此疆界中建構起臺灣本島中「正統

中國」的主體。對外省人來說，操作本省／外省的差異論述，有利於將本省人形容為

自我想像的「他者」。換句話說，掌控論述權力的外省人，將本省人視為必然存在而

無法發言的「他者」，不但用以界定自身的主體，更從中取得臺灣政治、經濟、文化

的主導權。 
借用葛蘭西「文化領導權」（culture hegemony）的理論來說：國家機器的權力不

僅透過軍事、監視、法律的力量掌控人民，國家機器的權力也會透過學校、家庭、媒

體等種種社會文化機制，形成共識與社會價值觀來對人民進行宰制。國府藉由這種無

形的國家權力，在臺灣島上操縱本省／外省的界分論述，使其政權能夠更為穩固並有

效的統治臺灣。也就是說，《文友通訊》的產生並非本省作家在操弄族群，刻意建構

起一個沒有外省作家的園地，而是面對國家機器的暴力下，本土作家被迫的、不得不

然的行徑。在這裡，我所要特別強調的是本土作家的在族群界分上的「被動性質」，

存在於當時國家機器全面掌控的戒嚴時代，臺灣人是「被分類」出來的人種，並非主

動、掌有權力選擇的結果。換句話說，在中國人／臺灣人的架構下，「臺灣」成為中

國主體的「他者」，特別是國共內戰下，流亡來台的中國人為了保存其「正統中國」

的權力，並有效掌控臺灣人民所建構出來的差異化論述。 
舉例來說，一九五○年代臺灣是一個「反共文學」、「戰鬥文藝」當道的時代，任

何的文學創作似乎都必須成為為政治服務的工具。缺乏反共、戰鬥經驗的本土作家，

在文學創作上當然也不會有深刻的、具經驗的反共、戰鬥的文學作品產生，這對本土

作家而言是一大困擾。而在鍾理和給好友鍾肇政的書信中，也曾表達了對「反共文

藝」充斥文壇現象的不滿。 
但是現在的風氣卻在要求你這篇也「愛國」那篇也「反共」，非如此便不足以

表示你確係一位愛國者，非如此便不為他們所歡迎，想起來真是肉麻之極。存

在哪裡？文藝在哪裡？嗚呼6！ 

                                                                                                                                                            
體影像與自身又是如此息息相關。因此，通過對於鏡中影像的認識，嬰兒開始認知道自身的存在，是

藉由與他者差異化的結構下所建構的「自我」。 
6 鍾理和致鍾肇政函，1958 年 12 月 24 日。見張良澤編《鍾理和書簡》（台北：遠行，1976 年 11 月），

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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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鍾氏的行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字句血淚般的無奈，國共之間的戰亂所衍生的

政治意識型態與他對原鄉的認同毫無關聯，不論是國、共兩個政權加諸在人民身上的

政治包袱，更是全然的切斷了兩岸人民的歸屬感與認同感。這種以政治論述的方式滲

透到人民的民族認同，也逐漸使臺灣人民的「民族認同」產生發酵，甚至是質變，最

終造成臺灣人民的認同產生含混、混雜的情況。在當時代的臺灣，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國府的「論述」以反不反共來界定這一個人愛不愛國。對完全沒有「反共經驗」的本

土作家來說，被排除在國府政權外成為「他者」，是迫使他們集結於「文友通訊」共

同取暖、相互依賴的重要原因。這也造成本土作家在兩個中國（包括國民黨、共產黨

兩個政權）的相互拒斥下「臺灣意識」的萌芽，逐漸從「孤兒意識」走向以臺灣為中

心的本土意識7。 
當然，明確的以臺灣本土意識作為認同的主軸，已是西元一九七○年代以後的事

情了。但是在這段期間中，不論作家本身是否有意識到要以「臺灣中心」作為思考主

體，「臺灣意識」的確在本土作家心中開始萌芽。這種以「本土」作為中心的思考，

無非是破除過去這塊土地上多次被殖民、被壓迫的慘痛經驗，以追求平等、自由的價

值，讓臺灣人自己有當家作主的機會。我們可以發現鍾理和作品中已經透露出中國意

識、孤兒意識、臺灣意識並陳、含混的情況。不過，我們若將鍾理和的作品作歷時性

的並置，可以發現鍾氏的這種含混、矛盾的認同，卻也逐漸朝向臺灣本土意識位移。

誠然，這種位移的方式並非明確的、快速的導向臺灣本土意識，在中國、臺灣的符碼

間也存在著繁複的交混情形。但對鍾理和而言，中國認同的破滅緣起於離開臺灣到中

國後的生活經驗。關於此點，下面筆者將針對鍾理和的旅中經驗的作品〈白薯的悲

哀〉作為探討核心，並進一步詮釋在「差異化」的界分下，鍾理和中國認同的破滅過

程與心理轉折。其次，將討論他對中國的認同破滅後，所進一步的轉向對臺灣土地認

同的過程。 
 
 

                                                  
7 對國府或共產黨政權來說，「臺灣」都是一個「他者」，也因此像謝雪紅就在投共後，最終仍被冠上

「地方主義」的罪名被共產政權批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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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從中國意識到臺灣意識：一個含混、轉化的認同

流動的過程 

一、原鄉夢碎，夢碎原鄉？ 

吳濁流的成名著作《亞細亞的孤兒》中，其小說主人翁──胡太明在故事中展現

了臺灣人在身分認同上的混淆與碰壁，這無疑是「跨越語言一代」人們的縮影。小說

描述的胡太明在日本與中國身分間認同的混淆成為全書的焦點與鋪陳重心，故事最後

雖以胡太明「似乎」跑到中國的大後方參與抗日活動作為小說結尾，不過，我們依然

可以在文本中看見臺灣人在中國與日本夾縫中生存的處境。 
中日戰爭期間，臺灣人在原鄉中國與日本帝國的認同選擇上即產生矛盾與複雜，

特別是旅居中國的臺灣人，在認同中國或日本的矛盾、複雜情形更為明顯。不論是隨

日本軍隊到中國戰爭的軍夫、翻譯員，或是寓居中國做生意、討生活的「臺籍同

胞」，甚至是參加國軍對日抗戰的臺灣青年。對臺灣人而言，這一場戰爭中透露出臺

灣人心中不同的民族認同，有人仗著日軍的皇威在中國狐假虎威，有人因憂心中國未

來的命運而為中國犧牲奉獻對抗日軍8。不過，不論臺灣人「想」成為哪一種人，其

實這些皆不是臺灣人自己能夠決定的。因為，不論是在中國或日本的眼中，臺灣人就

是臺灣人，若非臣服中國即是依附日本，但卻也並不能成為中國，亦不能成為日本。

換句話說，在中日戰爭下的臺灣人，分別被這兩個群體所排斥，而臺灣人在這種無法

決定自己的認同命運中，成為被中國與日本民族拒斥下的次等民族。 
以鍾理和而言，其著作〈白薯的悲哀〉就是描寫臺灣人在中國遭到歧視的文章，

所透露出的便是臺灣人所受的歧視與不平等待遇。西元一九四六年二月鍾理和以筆名

「江流」將〈白薯的悲哀〉發表在《新臺灣》雜誌。當時《新臺灣》雜誌發刊於北

                                                  
8 臺灣人在中國因個人利益、民族認同之不同有很大的差異性存在，但在日本人或中國人眼中卻是被

「同質化」來看待的。像是到隨日軍到中國的臺灣人，日本政府因懼怕台人與中國的串通，因此僅只

能做通譯、伙夫、運輸兵等語戰爭較無直接關聯的工作。另外，像蔣碧雲、鍾和鳴等人中日戰爭期

間，回到中國希望為祖國效力，卻被當作是日軍派來的間諜。所幸是在中國的半山人士──丘念台的

營救，才化解被槍決的危機。從這兩個例子中可看出，臺灣人在中國所受到的雙重壓迫與猜忌，更顯

限期民族認同的多元性與複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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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是「臺灣旅北平同鄉會」的機關刊物，其重要成員有：梁永祿（社長）、張我

軍、洪炎秋、張深切等人。〈白薯的悲哀〉以第一人稱視角出發，文本裡首先陳述臺

灣在政權不斷更迭下命運的無奈，訴說身為臺灣人在二次大戰後於中國北平所遇到的

諸多歧視。特別是描寫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臺灣雖回歸祖國的懷抱，卻得不到祖國以同

等地位的對待： 
例如有一回，他們的一個孩子說要買國旗，於是就有人走過來問他：「你是要

買哪一國的國旗？日本的可不大好買了9！…… 
想當然爾，這裡所指涉的即是臺灣人的孩子在北平所遭遇到的辱罵與歧視。我們

可以想見作家鍾理和，甚至是北平生活下的臺灣人，生活在被歧視的眼光下的痛苦、

憤怒與無奈，那種滿溢的悲憤情緒可見於字字珠璣的血淚筆墨。以下，容許我徵引兩

個段落作為探討的重心： 
北平很大的。以它的謙讓與偉大，它是可以擁抱下一切。但假若你被曉得了是

臺灣人，那是很不妙的。那很不幸的，是等於叫人宣判了死刑。那時候，你就

要切實的感覺到北平是那麼的狹窄，窄到不能隱藏你了。因為，它──只容許

光榮的人們。因為，你──是臺灣人。然而悲哀是無用的。而悲憤，怨恨，於

你尤其不配。記著吧，你──是那──白薯，也就這樣，被北平的臺灣人用了起

來10！ 
臺灣人──祖國說。並且它常是和朝鮮人什麼的被排在一起。朝鮮人怎麼樣，

臺灣人又怎麼樣，──報紙上常常登著。這樣的話我們已經聽得太多了。我們

能由這裡感到少許的親熱嗎？從前，我們的支配者也同樣叫我們──臺灣人！

這裡，我們讀到很多的意味：差別、輕視、侮辱，等等。然而我們能夠說什

麼呢？祖國──它是那麼偉大的。它不但包括一切的善，並且它包括一切的

惡。它要求我們的代價11。 
從上面兩段文字，我們可以歸納下面幾點：第一，所謂的白薯是臺灣的稱謂。這

                                                  
9 鍾理和，〈白薯的悲哀〉，《鍾理和全集 3》（高雄：財團法人鍾理和文教基金會，1997 年），頁 3。原刊

載於《新臺灣》第 2 期，1946 年 2 月，頁 3。 
10 同註 9，頁 3。 
11 同註 9，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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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形狀與臺灣本島土地相似之外，更是中國人對臺灣人的看法：臺灣人不是人，是

白薯，是有等級差別的、不具平等身分的，在中國人的界分下以「他者」的形態存在

於中國的論述之中。第二，臺灣人在中國人的眼光中是等同於朝鮮人的。換句話說，

臺灣雖然光復了，但臺灣依舊是臺灣，不是中國。臺灣和朝鮮雖然最後一個成為中國

領土的一部分，一個是建國，兩者雖走向迥異的道路，不過在中國人眼中，臺灣與朝

鮮地位是相同的，是屬於「第三等的人」12。看在鍾理和的眼裡，這種區分與日本人

對臺灣的歧視大同小異，同樣藉由族群的界分將臺灣排除在中國之外。第三，鍾理和

對中國的失望與不捨。「失望」與「不捨」是兩種矛盾的情緒。對他而言，中國是如

此令人厭惡，但卻又是臺灣的原鄉。因此，他在文本接下去說：「在從前，我們是那

麼自然的，發起了革命，發起了民族運動，而且求援於祖國。那完全是迫於必要──
那時候我們有敵人。……現在，我們已不知道我們的槍是要打些什麼人了。」13因為

面對祖國對臺灣的「內部殖民」，鍾理和十分徬徨、無奈，究竟要以什麼樣的態度面

對中國，而這也成為其日後身分認同複雜矛盾的來源。 
〈白薯的悲哀〉可說是鍾理和旅居中國時間中所發表的最後著作，在同年的三

月，鍾理和從北平回到臺灣，完成了旅居中國八年的遊歷。我們從其散文〈原鄉人〉

可以看見鍾理和年少時期對於原鄉的眷戀，但不可否認的是，逃離臺灣前往中國並非

僅止於對於回到原鄉的渴望，更是鍾理和在面對「同姓之婚」的社會道德壓力下逃離

臺灣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說，鍾理和旅居中國的原因，除了受到家庭教育的影響之

外，自身的婚姻關係不為當時淳樸的客家社會所接受也是他離開臺灣的重要原因。其

作品具有強烈的自傳性色彩，讓我們可以從他的作品看到其生命經歷的痕跡。像是

〈夾竹桃〉就是描寫鍾氏在中國所看見中國國民性的醜陋，〈同姓之婚〉、〈笠山農

場〉皆是描寫鍾理和與鍾平妹同姓婚姻的戀愛故事，〈原鄉人〉則是鍾理和對自身過

                                                  
12 蔣介石在一九四○年〈八．一三紀念日告淪陷區同胞書〉是將臺灣與朝鮮歸納為最下等的「第三等

的人」：「我們可以想像得到淪陷區的同胞們，是在三重奴化下過非人的生活，是在作著第三層的奴

隸。換一句話說，在淪陷區內，敵國軍人是第一等人，敵國僑民是第二等人，為虎作倀的鮮台浪人

是第三等的人……」雖然，蔣氏已說「為虎作倀」的鮮台浪人才是第三等的人。不過，以族群的方

式界分也種下日後中台間族群衝突的肇端。 
13 同註 9，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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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對原鄉渴望的原因所作的最好描述。除了上述四篇之外，還有許多他的著作與其生

命經歷息息相關，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到鍾理和生命經歷的苦難與貧病，並可約略的拼

湊出鍾理和生命經歷的圖像。但是，這裡所討論的〈白薯的悲哀〉一文最為重要的意

義，乃在於代表著鍾理和中國經驗的完整結束，以及回台後故鄉生活體驗的再出發。

這種「再出發」的歷程，除了可以代表鍾理和旅居中國多年的一個終結之外，也象徵

著返家後新的開始。 
〈白薯的悲哀〉一文其實可作為鍾理和中國經驗的結束，但這所謂的結束並不代

表鍾理和對中國認同的終止。誠然，如前面的的分析可見，鍾理和對中國民族操弄族

群，以不平等的待遇對待臺灣人民深表不滿。但是，自身對中國身分的矛盾、複雜情

緒，卻非簡化式的中國／臺灣二元對立可以呈現的。換句話說，對鍾理和來說，中國

／臺灣的認同是可以分割的，亦是不可分割的。「分割的」在於中國人的主動界分下

不得不然的結果，不論是戰前或是戰後，臺灣人處於中國的「論述」權力之中，是存

在於既存在卻又不斷被排外的「他者」身分位置之中；至於「不可分割的」是自古以

來中國與臺灣在語言、血緣、文化層面的臍帶關係，對臺灣而言，尤其是客家人，對

於姓氏、祖籍、文化皆源自於中國的想法更為根深蒂固。故，對「原鄉」總是抱持一

種「共同體」的想像，藉由想像的血緣、姓氏甚至是文化的統一性來達到「共同體」

的建構。也因為中國與臺灣所存在著歷史的、文化的、民族的身分之複雜，因此，若

將鍾理和身分認同視為動態的過程或許有助於讓我們理解其中複雜的心理狀態。 

二、含混與轉化的認同流動 

文化研究學者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在〈文化身分與族裔散居〉一文中為身

分在差異化過程中的流動進行解釋： 
文化身分既是「存在」又是「變化」的問題。它屬於過去也同樣屬於未來。它

不是已經存在、超越時間地點、歷史和文化的東西。文化身分是有源頭、有歷

史的。但是，與一切歷史的事物一樣，它們也經歷了不斷變化。它們決不是永

恆地固定在某一個本質化的過去，而是屈從於歷史、文化和權力的不斷「嬉

戲」。身分絕非根植於對過去純粹的「恢復」，過去仍等待著發現，而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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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將永恆地固定了我們的自我感；過去的敘事以不同的方式規定了我們

的位置，我們也以不同的方式在過去的敘事中給自身規定了位置，身分就是

我們給這些不同方式起的名字14。 
從霍爾的說法中我們可以瞭解到，自我主體身分是具有不斷變動與轉化的現象，

這種轉換就像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延異」的概念一般，主體是存在於不斷流動

與建構的過程中。從這角度動態的一面來看待身分認同的變化，有助於我們理解鍾理

和其身分的含混性，更可以讓我們了解到其認同傾向並非對中國／臺灣兩個符碼進行

選擇，而是在於歷史記憶與生命經驗的感覺，使他的認同有所猶疑與拉扯15。 
所謂「含混」的身分認同的展現，更可以以動態的方式看到文化身分的流動過

程，這不但打破了過去將身分認同視為本質化的想法，並可了解到認同含混的人們內

心糾雜的情況16。這種「含混」的文化身分，我們可以從鍾理和的作品中得到印證，

除了上文所述的〈白薯的悲哀〉之外，〈原鄉人〉也是一篇很好的例子。在〈原鄉

人〉中，鍾理和描寫到過去的家庭教育、私塾教育，以及其兄長的影響下，使其對

「原鄉」的想像與認同。然而，這種認同並非實際經驗的「土地認同」，而是藉由教

育下的符碼所編織出來的意識型態。在文中如此寫到： 
但真正啟發我對中國發生思想和感情的人，是我二哥。我這位二哥，少時即有

一種可說是與生具來的強烈傾向──傾慕祖國大陸。在高雄中學時，曾為「思

想不穩」──反抗日本老師，及閱讀「不良書籍」──「三民主義」，而受到兩

次記過處分，並累及父親被召至學校接受警告17。 
這裡的二哥所指的是鍾和鳴。鍾和鳴於日治時期曾回到中國，加入中國的對日抗

                                                  
14 Stuart Hall，〈文化身分與族裔散居〉，《文化研究讀本》（中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出版社，2000 年 9

月），頁 208。 
15 王萬睿在其碩論《殖民統治與差異認同──張文環與鍾理和鄉土主體的承繼》中對於鍾理和身分認同

的探討也有相似的想法，不過筆者希望藉由認同流動的概念更加強化說明鍾理和所認同的並非表面

的中國、臺灣符號而已，而是更深一層的平等、自由的思想。 
16 荷米．巴巴（Homi Bhabha）將此種認同的「含混」以「第三空間」（third-space）的概念來詮釋之，

亦指「第三空間」打破了內、外二元對立的架構，創造出一個組合起兩大文化意識的空間，一個游

離於兩者的空白地帶，可讓認同的意識在其中流動穿梭的地方。 
17 鍾理和，〈原鄉人〉，《鍾理和全集 2》（高雄市：春暉出版，1977），頁 9。原刊載於《民間知識》，

195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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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到了戰後初期在基隆中學擔任校長一職。其一生不但是強烈認同中國，但卻也反

抗著國民黨政府在台的暴行，最後因為「《光明報》事件」遭到國民黨政府逮捕、槍

決。除了鍾和鳴之外，鍾理和的表弟邱連球、友人藍明谷也同樣在「《光明報》事

件」遭到處刑，這件事影響了鍾理和甚鉅，使鍾氏在原鄉認同中產生糾雜的情況。 
我們可以試著釐清鍾理和這一代在中國認同上糾雜的情形：首先，他們必須承認

臺灣過去的歷史與血緣與中國所串聯起的關係。但如同鍾和鳴一樣，「反抗日本」與

「傾慕中國」是不可分割的思想與意識型態，不論是由於「傾慕中國」而「反抗日

本」，或是「反抗日本」而「傾慕中國」，在中國對日抗戰的過程中，認同中國與日本

是不可並陳的兩個符碼。也就是說，中日大戰下的臺灣人民，被迫在殖民母國與祖國

間進行抉擇。而選擇中國有兩種可能，第一，是自發性的國族認同，像張我軍就是如

此。另外，也有為了反抗日本而投效祖國的例子，這裡的鍾和鳴即是一例。其次，臺

灣人對原鄉的認同，這也是包含兩個層面的，一個是表面的中國符碼，另一個其背後

深層的「新中國」思想的認同。對當時的臺灣人來說，認同中國是包含這兩個層面

的，這裡提到的「三民主義」其背後的民族、民權、民生的思想，是當時代臺灣人在

面對日本殖民壓迫下，渴望追求與達到的烏托邦境地。而服膺於三民主義下建立的中

華民國，便成為臺灣人傾慕的原鄉國度。因為過去在日本殖民體制下無法獲得的「平

等」、「自由」的生活與生存空間，故將此寄望於對原鄉「新中國」的認同。這也就可

以說明在戰後當中華民國背離了「三民主義」實質內涵時，包括鍾和鳴在內的過去傾

慕中國青年會憤而與國民黨政府對抗。因為，對他們而言，認同的對象最主要的並非

中國的符碼，而是符碼背後的精神與思想。對鍾和鳴來說是如此，對鍾理和而言亦是

如此。若依此來看，也就可以解釋鍾理和為何會在〈原鄉人〉一文的最後會說道： 
我不是愛國主義者，但是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18！ 

因為，對他而言，有意義的不是原鄉，而是原鄉國度所建立的民主、自由、平等

的精神。雖然在〈原鄉人〉的內文裡並沒有明文寫到他對中國失望的細節，但從文章

的蛛絲馬跡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鍾氏對國府政權的批判，甚至是對中國此一民族的

                                                  
18 同註 17，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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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19。原來，回到原鄉後的體驗才讓他明白，中國人並不把臺灣人當作是自己的一

分子來看待。反倒以觀看「他者」的眼光，以差異化的方式界分了中國人與臺灣人，

將臺灣人排除在「想像的」中國共同體之外。這讓鍾理和切切實實的體認到中國國民

性的腐敗與政權的不堪，身為臺灣人，是被中國這一群體所排斥的，甚至更處於被界

分下的次等人種。也因此，他原鄉人的血停止了沸騰了！他開始發現，他愛的不是那

個國家、那個民族，而是那一份追求平等、自由的精神。 
因此，我們可以說「臺灣意識」或是「臺灣主體」的建構，是藉由與中國的「對

話」中所產生的。當中國民族對臺灣進行排他界分的同時，這套論述模式卻最終變成

被臺灣人拿來作為主體建構「逆寫」回中國的工具。也就是說，臺灣承襲中國對其論

述的模式，繼而以這一套邏輯來建構自身的主體，使自身不僅是存在於中國差異化論

述下的沉默「他者」而已，而是逐漸變成另外一個與中國共同存在、進行對話的新的

主體。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

散佈》中沿用人類學家特納（Victor Turner）的說法，將被殖民者所受到的歧視，作

為新興民族崛起的重大原因。吳叡人為其譯之序言如此解釋安德森的說法：「他（安

德森）引用人類學家特納的理論，指出這種歧視與殖民地邊界的重合，為殖民地的歐

裔移民創造了一種『受到束縛的朝聖之旅』（cramped pilgrimage）的共同經驗──被限

定在個別殖民地的共同領域內經驗這種被母國歧視的『旅伴』們於是開始將殖民地想

像成他們的祖國，將殖民地住民想像成他們的『民族』。」20 
對臺灣人民而言，早已在歷史的軌跡中問過自己無數次：「我究竟是誰？」然

而，不論是「成為日本人」或是「成為中國人」，臺灣依然是被邊緣化、被歧視的一

群。故，走出孤兒意識，以自身的土地作為發言的主體，使臺灣脫離被歧視的命運是

臺灣意識崛起的最大原因。當然，如此的主體建構在鍾理和所處的時代尚未成形，但

卻悄然可見以臺灣土地作為自身民族的建構的邊界，而這種情形在臺灣作家的大河小

                                                  
19 這在鍾理和〈夾竹桃〉的作品中即有所呈現。 
20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怖》，

台北：時報，1999 年 4 月，頁 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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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書寫中更可一目了然。 
戰後第一代的作家並未意識到自身應如何脫離被中國視為「他者」，因此陷入與

中國的斷裂與延續的矛盾狀態。我們從鍾理和的創作歷程與文本內容中可以看到這

點，其文化身分的流動正好處於矛盾的狀態。不論是早期的〈夾竹桃〉到戰後的〈白

薯的悲哀〉、〈原鄉人〉，可以發現，鍾理和與原鄉中國的接觸越密切、越深刻，心中

的矛盾感越大，而內心中「臺灣」、「故鄉」的影子也越巨大，這也是他為何在歸台之

後的創作取材皆以美濃土地作為出發的原因，並且開始有計畫的以美濃鄉土與臺灣土

地作為創作長篇小說的藍圖。像〈笠山農場〉就是以美濃鄉土作為小說創作的背景，

至於鍾氏的〈大武山之歌〉原本要以臺灣歷史為背景創作小說，但卻因病不幸早逝而

最終無法完成。在鍾理和去世前與鍾肇政的書信中就曾提及，希望撰寫以臺灣家族史

來襯托自清代以來的臺灣歷史的長篇小說。 
所以本年決計拋開短篇試將全力向長篇發展。頭一篇定為《大武山之歌》內容

描寫一家三代人在起自光緒末葉至今約七十年間生活和思想的演變。分三部；

第一部，自開首至七七事變前後一段，字數暫定二十萬字。以我現在的體力，

時間和環境，似可寫到十萬字左右。還有一點，歷史資料很多都需靠圖書館和

博物館始克補充。這將使我的寫作不能順利地進行。不過我將盡力做去，也希

望各文友多多助力21。 
從這段文字可見鍾氏希望為臺灣歷史作長篇小說的創作。在臺灣作家中有這樣想

法的不只有鍾理和，像鍾肇政也有如此的想法，很幸運的是鍾肇政最終也完成了「濁

流三部曲」、「臺灣人三部曲」兩大部長篇歷史小說的撰寫。但相對而言，鍾理和卻因

病情惡化無法完成撰寫長篇歷史小說的夢想，這可說是臺灣文學史上的一大遺憾。 
 
 
 
 

                                                  
21 鍾理和，《鍾理和全集 6》（高雄市：春暉出版，1997），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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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臺灣主體的確立：鍾理和客家文化身分「在場中

的不在場」 

當臺灣面對統治者不斷以論述的技術，將日本／臺灣、中國／臺灣作為族群的界

分方式，這也迫使臺灣內部原有的閩南、客家、原住民族裔間的疆界，在此政治性的

架構下隱藏了起來。臺灣島上在政治、經濟上的區分，似乎依循著官方／民間的劃分

與日本／臺灣、中國／臺灣的界分趨於吻合。這種劃分方式雖源自於殖民政權的論述

與統治技術，卻也被「被殖民者」所承襲與延用，換句話說，服膺於如此的界分方

式，也使臺灣內部逐漸建構成「共同體」的形態。當臺灣不斷的僅以「他者」的位置

被迫存在的同時，臺灣自身也逐漸從無言的「他者」身分，逐漸轉向進入了主體對抗

主體的對話位置。也就是說，臺灣人在政治、經濟、文化的不同層面中，為求取其平

等的地位，開始以自我為中心的策略與殖民者的策略展開「對抗」。這裡所謂的「對

抗」並非以武裝或是製造另一種形態的語言暴力，而是游走於政治、法律的邊緣，求

取臺灣人民最大利益的方式進行突破。 

而《文友通訊》就是最好的例子，此組織不但是本土作家刻意以「臺灣省籍作

家」的身分作為集結的要素之外，《文友通訊》的發行與聚會更曾經遭到國民黨特務

系統的監視。雖然此組織並沒有觸及國府政權所建構的國家體制，但以「臺灣身分」

為主體的集結此一特點，就可以說是游走於當時國府體制邊緣的行為。 
從上一段落我們已經詳細說明了鍾理和作品中所展露的臺灣意識。不過，這種臺

灣意識並非完全與中國呈現對立的狀態，而是介於同一與對立的流動疆界之中。也因

為如此，鍾氏的作品中充滿文化認同的矛盾與複雜，但在逐漸走向以臺灣作為主體認

同的同時，鍾理和本身的客家身分也在中國／臺灣的對立狀態中隱藏了起來。 
彭瑞金在〈遞變中的臺灣客家社會與「客家文學」〉一文中，提出了對客籍作家

書寫位置的獨特見解。他認為客家人的文學創作常以「臺灣性」作為優先的身分表

徵，是以「臺灣優先」作為書寫的重要核心，故，在其創作中的「客家性」是較為模

糊而被隱藏的。 
臺灣客家文學的存在現象證明戰後客系作家的文學視野，並未以族群自我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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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而依然延襲戰前以整體臺灣社會作為立足點的傳統。所以無論戰前戰後，

臺灣客系作家文學活動的強烈臺灣屬性，以及薄弱、隱藏的族群屬性，似乎都

強調客家人把「文學」作為進入臺灣社會核心的階梯。藉由「文學」，這種可

以單槍匹馬闖盪的方式，客家人可以輕易的越過經濟、人口比例、政治權力、

舊文化制約的弱勢族群包袱，直探臺灣社會核心。其實從舊文學時代開始，臺

灣的文學語言都是由統治政權制約下的統一的「外來文字」，這無疑帶給客系

作家極大的脫卸弱勢族群社會悲情的方便，客系作家可以和其他族群作家同站

在「不公平」的出發點上22。 
從彭瑞金說法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客籍作家（包括鍾理和）以臺灣作為優先的書

寫立場。而如此的主體確立也起因於臺灣社會上的多次殖民經驗，使得客籍作家在抵

抗外來不公平的壓迫下，以臺灣作為共同體的概念而隱藏了自身的客家身分。就像後

殖民批評家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ty Spivak）所說的「策略性的本質主義」一

般，客籍作家著重於以「臺灣」作為主體的書寫位置：對內以人的普遍性出發批判封

建社會、人性的邪惡等等，對外則以臺灣作為主體，來控訴中國霸權、日本帝國對臺

灣人的歧視與壓迫。 
不過，必須說明的是，所謂的「客家」身分的隱藏並不等於「客家性」的不存

在。就如彭瑞金所說的，客籍作家的創作是具有「朦朧的客家族群文化特質」23存在

的，而鍾理和的作品裡就有許多明顯的例子。像是〈菸樓〉即以美濃鄉土作為描寫對

象，〈笠山農場〉、〈親家與山歌〉則在文中蒐錄許多客家山歌對唱的過程，〈假黎婆〉

就是以客語作為發音的題目。不僅如此，鍾理和也常以客語作為人物對話的語言。這

些「客家性」是被隱藏在書寫的篇章或是片段之中，雖然不是客籍作家創作的重心，

但，不是創作中心並不表示其不存在，反倒成為隱藏於「臺灣身分」下小說中的重要

元素。也就是說，所謂的「在場中的不在場」恰好可以形容在「臺灣意識」下「客家

性」的存在。在客籍作家作品中「客家性」是在場的、存在的，但是在臺灣意識的架

                                                  
22 彭瑞金，〈遞變中的臺灣客家社會與「客家文學」〉，《驅逐迷霧 找回祖靈》（高雄：春暉，2000 年 5

月），頁 29。 
23 同註 22，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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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下，它又必須被隱藏成為不在場的族群身分。 
《文友通訊》第四期本土作家以〈關於臺灣方言文學之我見〉一題各自發表意見

時，鍾理和就曾如此提出其見解： 
我的意見很簡單。第一，開宗明義我是不贊成這主張的。倒不是因為方言文學

本身的問題，而是基於現實環境的考慮。吾兄所謂臺灣方言並沒有明白指示，

不知究指何種語言。一般人提起「臺灣話」一詞幾乎就是指閩南語，然則吾兄

大概就是指閩南語了。以閩南語為基礎，為工具，推行臺灣方言文學，至少應

具備如下二條件。一，人人皆諳閩語。二，人人能以閩音閱讀。……雖然閩胞

在臺灣佔絕大多數，但終不能以此而否認粵胞的存在。今若以「臺灣方言」嚴

格自限，把粵胞拒於千里之外，姑無論行不行得通，時在今日究非明智之舉
24。 

對「方言文學」鍾理和是抱持反對的態度，並認為方言文學的界分只會使得臺灣

的語言問題更為複雜。不過，對「文學中的方言」一題，他是持贊成的態度，他認為

在文學中加入方言更能突顯「臺灣文學」的特色： 
然而臺灣文學又確乎有臺灣文學的特色，這是不容否認不容推諉的，我們應如

何予以研究，並培植、發揚，使之成為「重要的一環」倒的確是「責無旁貸」

的。因此我們似乎應捨去方言而只標榜「臺灣文學」，只把方言作為其中一個

重要的因素，似乎即已把「臺灣文學有臺灣文學的特色」這意旨凸顯出來了25。 
從鍾氏的看法中，我們可以看出：他認為方言是建構臺灣文學中臺灣特色的重要

因素之一，卻非全部的因素。因此，他贊成文學中加上方言的特色來豐富作品，使其

更為生動，並更凸顯臺灣文學的特色。但鍾理和在文中自己也說道，他所在乎的不是

客家方言、客家特色，而是以臺灣作為主體所呈顯的「臺灣特色」。在此，我們可以

一目了然的從鍾理和的身上看到以臺灣作為優先、立足點的思考方式。 
總結來看，鍾理和並非不贊同將「客家性」置入文學創作之中，而是以臺灣作為

主體將「客家性」置入臺灣的框架。從鍾氏的行文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將在臺灣的文

                                                  
24 同註 21，頁 4。 
25 同註 21，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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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叫做「臺灣文學」而不稱中國文學，這代表了以臺灣作為主體的思維儼然存在於鍾

理和的心中。或許，對他來說，臺灣與中國並非截然二分的兩個個體。不過，依其行

文的脈絡來看，他亦認為臺灣文學也絕非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否則又何必將在臺灣

的文學稱做是「臺灣文學」呢？換句話說，在認同上，鍾理和或許沒有意識到自己的

認同究竟為何？不過從其作品、書信中無意識透露出以「臺灣」作為優先主體的意

識，讓我們可以大略了解到，鍾氏的認知裡，臺灣人已然從戰後被視為中國的「他

者」中，逐漸走向以自身作為主體的發言位置。 

肆、結語 

現今臺灣學者多以「二二八事件」作為臺灣本土意識興起與發揚的轉捩點。筆者

認為，這種以單一事件作為切分太過於武斷，不但無法看到臺灣人民族認同的流動過

程，也會喪失了解戰後一代臺灣人從孤兒意識與原鄉情結中的糾結與拉扯情況。所謂

的以「二二八事件」作為分野，的確是可視為臺灣人與中國接觸後的失望到憤怒的轉

變。但對鍾理和來說，因日治時期早就有旅中八年的經驗，因此，其對中國的失望到

臺灣意識崛起的轉變與發展是早於其他臺灣作家的。我們從其作品〈夾竹桃〉

（1944）、〈祖國歸來〉（1946）、〈白薯的悲哀〉（1947）一系列作品中，可發現其對中

國民族、中國政權的批判。雖然在「二二八事件」後，由於政治權力強力掌控臺灣文

壇，鍾氏的作品也再也不復見其批判色彩，反倒轉向書寫美濃鄉土，並著手撰寫以臺

灣歷史為背景的長篇歷史小說。對他而言，也許「原鄉中國」與「臺灣鄉土」間的關

聯並非二元對立的，但從其作品中我們可以發現，其作品所呈現濃厚的土地意識，甚

至從其書信中也可看到以臺灣作為主體發言位置的思考態度。 
至於客籍身分的問題與看法，鍾理和認為應將其視作臺灣文學中的元素之一即

可。這種將自身客籍身分隱藏在臺灣主體的看法，是臺灣客籍作家慣有的思維模式。

面對政治上、社會上的殖民或是內部殖民的統治，臺灣島內逐漸形成共同體的形態，

此形態的產生並非源於自身主體的「主動」建構，而是長期被視為「他者」，並受到

不平等待遇後，藉由「他人之眼」翻轉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也就是說，臺灣主體意識



 

 
60 

 臺 灣 學 研 究

第四期 / 96 年 12 月

的產生並非來自於族群因素，而是來自於政治因素，面對不合理的壓迫與剝削，臺灣

主體的建立最大的用意在於追尋平等、自由社會的普世價值。 
在本論文的最後，我想以印度史學家古哈（Ranajit Guha）〈歷史的細語〉一文暫

作結論，古哈在〈歷史的細語〉中詳述了國家機器與意識型態的無所不在，對此古哈

在內文中並未提出任何的解構方式，他認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展現如此的（內）殖民

暴力，讓眾人了解到權力的無所不在。不過此篇文章還是提供了我們以「諦聽」作為

找尋歷史細語很好的方式。也就是說，當國家權力、意識型態、大敘事文本不斷的干

擾我們找尋「細語」的時候，「諦聽」不僅是一種方式，也會是一種了解、學習的態

度： 
我們知道，「諦聽」是「論述的基本因素」。諦聽就是開放自己，其存在狀態

是有所傾向：人在諦聽時，身體會稍往一旁靠。所以，老一代和新一代婦女之

間交談和諦聽是團結的條件26。 
在戰後本土作家荒涼的一個世代中，我想，我「諦聽」到一些聲音……。 
 

                                                  
26 古哈，〈歷史的細語〉，劉健芝、許兆麟編，《庶民研究》（中國北京：中央編譯社，2005 年 1 月），頁

3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