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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色，戒》的隱蔽敘事︰改編張愛玲

⊙ 邱加輝

 

（一）自傳／寓言

《色，戒》描寫一群中日戰爭時期的愛國學生，自行策劃行動去剷除漢奸，逐步接近已投效

日軍的汪精衛政權特務組織要員，試圖進行刺殺。不論是張愛玲的原著短篇小說，還是李安

的電影改編，都被兩種「隱蔽閱讀」圍繞著。第一種把《色，戒》解釋成作者自傳，將曾往

香港讀書的年輕女主角王佳芝，看成暗指同樣曾到香港讀書的張愛玲；王佳芝曾戀上漢奸特

務頭子易先生，張也曾戀上曾為汪政權工作的胡蘭成1；王易二人年紀相差一大截，張愛玲和

胡蘭成的年齡也是相差十五年2；易先生和胡蘭成同樣是已婚又同一時間與多名女子有情慾瓜

葛（王和張分別是他們的婚外戀人3）；兩段關係中的愛恨交纏，也互相彷彿。

第二種閱讀把《色，戒》解釋成政治寓言，影射1939年中日戰爭時一位中日混血女子鄭蘋如

（圖1）當起特務，色誘汪精衛政權下的組織「七十六號」4的特工首領丁默，試圖刺殺他

的真實事件。按鄭振鐸從友人口中聽聞的版本（1945年）5，和曾在汪政權工作的金雄白（以

筆名朱子家發表）後來的憶述（1958年）6，暗殺的方式是鄭蘋如的同黨先在商店埋伏，然後

在她把丁默引到商店購物時，趁機下手。但因丁默非常機警，發現有人埋伏便立即逃

走，後來更逮捕了鄭蘋如，把她槍斃。《色，戒》的女主角王佳芝同樣是個特工，密謀刺殺

的也是汪政權下的特工首領，而謀殺的計劃和結果也與刺丁事件大體相同，故又有謂《色，

戒》是影射式的政治寓言（儘管這種影射說必須對小說和現實都進行簡化──如鄭蘋如的日

本血統和家族背景、傳說中她的多重間諜身分7，還有丁默的間諜背景等等。）。

另外，更有合自傳和政治寓言為一的閱讀，把不為一般人所

知的刺丁事件的來龍去脈，看成由同在汪政權工作的胡蘭成

泄露給情人張愛玲的故事原材料。如此，《色，戒》便既自

敘自況張的一段「與漢奸的姦情」，又從此中的「漢奸」胡

蘭成口中得知另一段關於鄭蘋如「與漢奸（丁默）的姦

情」。兩段平行的真實故事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成了

經歷多番修改增刪的短篇小說《色，戒》，在述己又述人之

餘，避影匿形卻又欲蓋彌彰。對於政治寓言說，張愛玲在

1988年於《續集》一書已經否認：

不少讀者硬是分不清作者和作品人物的關係，往往混為

一談。曹雪芹的紅樓夢如果不是自傳，就是他傳，或是



圖1：1937年7月《良友》畫報130

期的封面女郎鄭蘋如。

合傳，偏偏沒有人拿它當小說讀。最近又有人說，

《色，戒》的女主角確有其人......當年敵偽特務鬥爭

的內幕，哪輪得到我們這種平常百姓知道底細？8

有論者認為此事的種種細節，只有位居汪精衛政府高層的胡蘭成，才能為張愛玲這個「平常

百姓」細說始末，於是兩人的關係便讓人對號入座了。對於自傳說，張愛玲素來是三緘其

口，不談她與胡蘭成的戀情的。但在談及《色，戒》時，她也借《紅樓夢》的自傳說，間接

否定《色，戒》的自傳性。不過，她的否認本身也是個不斷被再解讀的文本，被看成是「由

於後來胡蘭成對她感情的背叛，深深傷害到她」9，故不想舊事重提。

按張愛玲「把小說當小說讀」的看法，其實這兩個「隱蔽」在故事背後的真人真事式閱讀，

也確實可增加讀小說的角度和趣味（那管只是獵奇和探私隱的趣味）。但若要借小說「隱

隱」現出真人真事則只是徒然，因為各種的「隱蔽閱讀」也不過是以真人真事解釋故事情

節，而非由故事情節展現真人真事。讀者總不能聯想到他所不知道的事。若不先知道這些真

人真事，又怎能從故事情節聯想到它們呢？說穿了，讀者就等於是把已知的（或把別的注釋

者考據出來的）真人真事，套到故事情節之上。

相對於這些「隱蔽閱讀」，李安的電影改編卻是一種「隱蔽敘事」。它未必排斥自傳和寓言

說，但它在利用另一媒介去說張愛玲的《色，戒》故事時，展現了一些原著小說所無的大膽

色慾場面。在惹來娛樂新聞熱話之餘，這些肉帛相見的場面更帶出了原著小說中更深的層

次，揭開連自傳和政治寓言說都未能涵蓋的「隱」諱。

（二）漢奸／張愛玲

自傳說和政治寓言說兩者所指向的真人真事，還牽涉到張愛玲本人與「漢奸」此一身分的關

聯。令她蒙上「漢奸」之名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她在上海淪陷之時沒有撤退到後方，

還有一位在汪政權宣傳部當次長的丈夫胡蘭成，而她的作品又都在汪政權控制下的刊物中發

表。張愛玲本身沒有正式替汪政權工作過，也沒有做過「漢奸」的宣傳喉舌，只是曾在淪陷

區寫她的男女情場戰爭。不過，嚴格的論者會認為繼續在敵偽政府的控制之下寫作出版，本

身就已經是一種屈服甚至是支持，正合汪政權想要營造的歌舞昇平，沒有秉持「漢賊不兩

立」的原則。10

汪政權和日本政府在文化政策上的消極態度和含糊11，反而造就了一個自由的創作空間，讓

張愛玲寫出了她的不少代表作。不過，所謂的自由創作空間，背後還是牽涉多重的「隱」諱

︰（1）張愛玲不想被牽扯到「漢奸」此一身分︰這可能由於她個人的國族認同和堅持，也可

能由於她對讀者群的國族認同之考量甚至是妥協。12（2）張愛玲不想被牽扯到她與胡蘭成的

一段關係︰這可能由於她不想重提一段不快的婚姻，也可能因為她的「漢奸」惡名很大程度

上來自她與胡的關係（故有對她的人身攻擊如「無恥之尤張愛玲願為漢奸妾」、「『傳

奇』」人物張愛玲願為『胡逆』第三妾」等）。13張愛玲在1947年出版的《傳奇》增訂本的

前言中申辯過︰

我自己從來沒有想到需要辯白，但最近一年來常常被人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

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想

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麼就是所謂「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三屆曾經叫我參加，報上登出



的名單內有我；雖然我寫了辭函去……報上仍舊沒有把名字去掉。14

雖然推卻了「參與敵偽文藝活動」15的機會，張還是被蒙上了「漢奸」之名，更因此令

《色，戒》添加了一重「歌頌漢奸」的疑雲。《色，戒》於台灣發表後不久，即惹來域外人

（張系國的筆名）的批判，指責其為「（曖昧地）歌頌漢奸的文學」。 域外人除了抓住小說

中幾個細節之外，更牽連到張的戰時「背景」，隱隱然引人聯想到她在淪陷區賣文為生的往

事︰

因為過去的生活背景，張愛玲女士在處理這類題材時，尤其應該特別小心慎重，勿引人

誤會，以免成為盛名之瑕。16

或許是因為「過去的生活背景」的觸發，張愛玲罕有地撰文還擊，反駁域文之斷章取義和誤

讀。撇除域外人是否別有用心，也不管張「過去的生活背景」是否情有可原，《色，戒》的

確是與民族主義保持距離，欠缺剷除漢奸的同仇敵愾。她對一幫學生湊雜成軍當特務，和王

佳芝胡裡糊塗為當間諜而失身等的描寫，都不是營造英雄形象的筆法。而王被巨鑽打動，覺

得易先生真的愛她之時，又產生了強烈的對比︰她為愛國要付出個人的貞節和壓抑她對鄺裕

民的愛意，但她以為要忍辱勾引漢奸易先生之時，卻得到出乎意料的寵愛。當然，小說對

「鼠相」的易先生的描寫，和他最後不留情面地置王於死地的結局，都不見得是在歌頌漢

奸。但張愛玲也的確是與民族主義保持距離，在國破家亡的題材上秉持冷眼，跟她一貫的作

品般，不以國族存亡為重心。

張愛玲對國族存亡的冷淡態度，在論者眼中早有共識。較早的有迅雨（傅雷）對張愛玲作品

題材偏窄，局限於男女之情的責難︰「我不責備作者（張愛玲）的題材只限於男女問題，但

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還遼闊得很。」17王德威也認為張愛玲對民族救贖（national

salvation）的神話，抱著輕蔑態度的。18在她身處的火紅年代中，她在在都顯得與其關心民

族存亡的朋輩格格不入︰

Compared with the agenda of other feminist writers of her time, Chang's

understanding of women's roles may sound rather passive, if not reactionary.

She is nevertheless a most somber guardian of her own space as a writer. She

knows well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not too earnest─or not too politically

correct, in contemporary terms─whatever the cause. At a time when most

Chinese writers, women and men alike, were eager to exchange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for a collective, national one, Chang's own brand of selfish

and feminine mannerism stood out as a genuinely defiant gesture.19

林幸謙從整個新文學傳統的角度，勾勒了張愛玲是如何兩面不討好，既不配合國族主義和男

性中心話語，但又不想簡單地陷入二者的對立面︰

她和五四民族論爭保持了一定的距離，若即若離地迴避了救亡與啟蒙的（男性）民族形

式，以及此種論述中的雙重歷史角色，然而又不至於全然背反（頁303）……以魯迅為代

表的革命作家，或被冠以經典作家的沈從文、徐志摩、巴金、老舍、曹禺等人，以及其

他提倡新文學運動者如胡適、周作人、劉半農、錢玄同等人，都無一例外有著崇尚民族

革命的傾向。像魯迅一樣，他們之中不少借助了民族主義論述從旁移入女性遭受壓迫的

歷史，避免了遭受邊陲化的命運。然而，張愛玲卻從她的寫作生涯開始，就已遠離民族



國家論述的中心（頁306）……在男性中心書寫和民族國家論述的夾縫中，努力尋找女性

傳統／女性自我所遭遇的問題（頁315）。20

這種抽離於其當代主流話語的寫作模式，並不局限於具有漢奸背景和題材的《色，戒》。傅

雷、王德威和林幸謙所作的都是對張愛玲寫作風格的摡括，只是《色，戒》的自傳和政治影

射色彩，比張的其他作品更直接地觸及了性別與國族此二議題，也更引人聯想而已。羅久蓉

也同樣在《色，戒》中，看到張愛玲對愛國主義的疏離態度，和張愛玲如何呈現國族對女性

身體的操控︰

張愛玲雖然對傳統某些東西懷有眷戀之情，但從頭到尾不曾讓盲目的愛國主義沖昏自己

的頭腦，民族主義對她來說就像一個圖騰，可遠觀而不可褻玩……在她看來，愛國只是

一種情緒的宣洩，發洩完畢，就甚麼都沒了，倒不如老老實實地過生活。因此她指出，

王佳芝深入敵營，不過「憑一時愛國心的衝動」，不需要有甚麼偉大的動機，在她看

來，愛國只是一種衝動而已……她語帶譏諷地寫愛國，彷彿一旦愛國變成人生的目的，

女人的身體理所當然地淪為手段，於是王佳芝「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個熱水澡，

把積鬱都沖掉了，因為一切都有了個目的」。21

如果「愛國」與「漢奸」之間不存在一個讓人抽離的空間（特別是在已經遠離民族存亡的時

代），《色，戒》實在是無立錐之地的。如果不義正詞嚴地鞭撻漢奸便等於是歌頌漢奸，不

愛國便等於是賣國，張的確可算兩面不是人。最少在作品中，張不見得是愛國的，但她也沒

有任何賣國的「歌頌漢奸」之作。或許張對《色，戒》二十多年來的不斷修改，除了是文字

與內容的修改，也是深知題材之敏感，故以「時間〔來為作品〕換取〔接受〕空間」的策略

（畢竟已是戰後多年，這也可算不悖國府戰時「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抗日策略），在各種權

力和話語之間開拓立足的縫隙。

不過，這也同時惹來了不少指責。正如李歐梵所概括，《色，戒》觸及了「背叛」這主題，

「故事的發展指王佳芝對於她的國民黨特工同志的背叛，在恨透漢奸的愛國讀者心中，這當

然更是對國家民族的背叛。因此連張愛玲寫此篇小說、李安拍這部電影，都是『背叛』了祖

國﹗（有人更罵李安是為迎合美國人而不惜卑躬屈膝。）」22李歐梵認為，這些指責正好點

出了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盲點，帶出了一系列沒有被正視的問題︰

為甚麼中國現代文學中對於這段歷史幾乎沒有甚麼出色的作品？電影更是如此？為甚麼

當事人和後世人對於汪偽時代都畏而遠之，莫測高深，不敢正視？怕戴上「漢奸」的大

帽子？23

在中國現代文學傳統中，狂人阿Q背後救國治民的大主題下，「國」與「民」的複雜性和在歷

史中的實際情況，竟跌進了邊陲縫隙，容不得深究。

如果和歐洲現代文學中的「德奸」、「意奸」或「法奸」作品……相比，我認為中國作

家在這一方面的反思簡直交了白卷，不敢寫也不願寫。張愛玲的這篇《色，戒》，聊可

充數，卻依然迴避了這個現代史上黑暗的一章，為甚麼沒有人有勇氣直搗「黑暗之

心」？24

從這些詰問中可以看出，中國現代文學缺乏的不是愛國愛民的熱忱，而是在喊愛施愛之前，

缺乏對「國」與「民」的深入反思。或許正因欠缺了一片反思的天空，反而使這種大主題縈



繞不去，凌空壓著過百年的歷史變遷。張愛玲和李安或許還是有欠勇銳，但他們還是以各自

獨特的方式和媒體，在不同的時空開拓著這黑暗的荒原。

（三）文學／電影

張愛玲小說中的「自由間接式話語」（free indirect discourse），是對電影改編者的一大

挑戰。它在敘述故事人物的所說所想時，穿梭於第一身自述和第三身彙報的語態之間，打破

主觀（人物語言、心理狀態）與客觀角度（事件、行為和環境）之間的的界限。敘事者時而

鑽入人物的腦內猶如夫子自道，時而以敘事者的語調冷眼旁觀，在主觀與客觀視覺之間交接

徘徊，使人難以分辨當中的觀點和態度，是來自人物還是敘事者。25此語態可起引君入甕透

入人物心理之效，但也同時讓人更注意到所謂的客觀敘事，亦只是有色眼鏡之下的一管之見

而已。不過當中的主客交融又可能產生反效果，不單未能將敘事者變為具性格觀點的人物之

一，反而令人對敘事過程中的主客區分更具警覺性。26這種在文字媒介中夾敘夾議的方式，

對主觀和客觀敘述、人物和敘事者（甚至是作者和潛作者）的界線，都會造成模糊效果，並

在當中產生微妙的作用。在電影之中，敘事者鑽入人物腦內所發的議論，又如何在電影媒體

中表達呢？西摩查曼（Seymour Chatman）指出，小說敘述的優勢在於可以直接形容人物的心

理，不像電影鏡頭般受物理空間的限制，總得在視覺和聲音上有所交代。27在張愛玲的小說

中，敘事者更是個非常顯著的角色，時常直透人物的心理，說穿種種的猜度與機心。這些難

以轉化成具體影像或聲音的元素，著實造成了改編上的難度。28

關錦鵬改編的《紅玫瑰白玫瑰》（1994），便應用了其中幾種主要的電影手法去處理張愛玲

小說中的敘事者︰（1）以畫外音（voiceover）把敘事者的話說出來，既解說又評議畫面中

的影像。29（2）像默片中的字幕般，把敘述者的話語以文字方式出現於影像之間。（3）將

敘事者的話語以文字方式疊在影像之上。

許鞍華改編的《傾城之戀》（1984）又另有幾種作法30︰（1）將敘事者的自說自話，變成了

人物的對話，把面目和性格都較模糊，但某程度上又具權威性（因敘事者似為客觀，又能引

導敘述的方向和速度）的敘事者化身成故事中的人物，以較明確的角色位置帶出議論。如敘

事者化身成故事中的人物徐太太，以較明確的角色位置帶出她對其他人物的議論︰「……本

來，一個女人上了男人的當，就該死；女人給當給男人上，那更是淫婦；如果一個女人想給

當給男人上而失敗了，反而上了人家的當，那是雙料的淫惡，殺了她也還污了刀。」（2）於

某一情節中，用故事中的人物做敘事者，以她的聲音做畫外音。如小說敘事者對年近三十的

女人的心態描述，便成了女主角白流蘇在碼頭送別男主角范柳原後，以畫外音說出的一段內

心獨白：「問題卻在你回來的時候，我們的情形是否有了改變。那全在你了。一個禮拜的

愛，吊得住你的心麼？可是從另一方面看來，柳原是一個沒長性的人，這樣匆匆的聚了又散

了，你沒有機會厭倦。一個禮拜往往比一年值得懷念……你果真帶著熱情的回憶重新來找

我，我也許倒變了呢！近三十的女人往往有著反常的嬌嫩，一轉眼就憔悴了。總之，沒有婚

姻的保障而要長期的抓住一個男人，是一件艱難的，痛苦的事，幾乎是不可能的。」（3）將

敘事者的話語化成文字，帶點權威和壓迫性地疊在影像之上。但在下例中這種權威和壓迫性

的地位，卻是語帶反諷的。畫面上的是戰時的香港，但文字上說著的卻不是捨棄兒女私情為

時代效力，而是時代為兒女私情效力，巧合地造就出一段姻緣。此段質疑當中因果關係的敘

述話語，正正是凌而駕之，壓著戰時香港的畫面。



（四）色相／無相

在《色，戒》中，張愛玲小說中那位難以被電影化的敘事者，又有另外的存在形式。小說中

最重要的兩段敘述，在電影改編中消失於無形，使敘事者也影蹤全無。第一段敘事者的話

語，是關於他倆關係之間的心理猜度的。在王佳芝等著易先生帶她去買鑽戒時，小說敘事者

這樣說︰

他這樣的老奸巨猾，決不會認為她這麼個少奶奶會看上一個四五十歲的矮子。不是為錢

反而可疑。而且首飾向來是女太太們的一個弱點。她不是出來跑單幫嗎？順便撈點外快

也在情理之中。他自己是搞特工的，不起疑也都狡兔三窟，務必叫人捉摸不定。31

在電影中，這段話沒有變成畫外音、字幕，或者任何人物的說話。敘事者沒有了，但整個意

念卻化成了小說所無的大膽情慾鏡頭。在他們緊緊擁著時，王佳芝曾叫易先生買她一間公

寓，然後易先生臉上便露出安然的神色。在物質困乏的戰爭時期，實利就是王佳芝應酬易先

生的藉口。肉體關係是發生了，但她還是在一般的道德標準之下，借要求一間公寓宣示著自

己精神上的貞潔。她要求一間公寓，就等於是在解釋自己只是因生活所需才失節，也等於說

自己只是假裝享受與易先生的性關係。對這位間諜／演員來說，問題不是演得不夠真以致騙

不到對手，而是演得太真所以要自暴其假，才能使對手入信。正因為她向易先生揭穿了自己

的假裝逢迎，才能使易先生安安心心地繼續與她一起。如果她說很愛易先生，或者說很享受

他們的性關係，易先生反而不會相信。在他身處的那爾虞我詐的間諜世界中，純粹的性或愛

都很難令他入信。正如張愛玲的敘事者所說︰「他這樣的老奸巨猾，決不會認為她這麼個少

奶奶會看上一個四五十歲的矮子。不是為錢反而可疑。」但在物質匱乏的戰亂時期，為了過

點舒適的生活而買賣一下性和愛，卻是個可信的理由。不過，敘事者這段說穿一切的推理，

並沒有在電影中被直接道出。

「他〔易先生〕自己是搞特工的，不起疑也都狡兔三窟」。她對物質的需索，除了在主流道

德標準下為她宣示了點點精神上的忠貞，還令他相信這個還堅持這點「忠貞」的女人，應該

不會有甚麼陰謀詭計，更不似是個毫不惜身的女特務。對他這個「不忠」於國族身分的漢奸

來說，在失貞之時還會對「忠貞」有所堅持的女人，是足以令他安心的。因為像易先生般對

身分沒有底線的人，總能在一個還顧忌主流道德標準的女人身上佔到便宜。易先生能在日本

人的控制下位居要職，第一個條件就是因為他可以放棄對國族身分的忠貞。所以，他的眼睛

總傾向剖開別人表面的身分，探進人家別有的用心。王佳芝的心底真言，只會令易先生起

疑，反而她的假話可令易先生入信，也只有這假話可以令易先生安心地繼續享受所得的性和

愛。

此中的關鍵，就是身分的問題。王佳芝是個擁抱「中國身分」的特務，以對付不忠於此一身

分的漢奸為己任。易先生的身分是特務頭子，是變節為日本特務機關效勞而得「漢奸」之名

的「身分變易」先生。他後天得到的名字（given name）是甚麼，小說讀者不得而知。他只

是位「先生」，正合他需要「埋名」的特務身分。他雖沒有「隱姓」，但他的姓本身就是變

易的「易」，更代表著他不單「埋」著自己後天的「名」，還象徵性地「隱」去了先天承傳

下來的「姓」（family name），進而連先天遺襲的國族身分也可改「易」。李安在電影中給

了他一個名字叫「易默成」，將丁默與胡蘭成拼合為一身分，呼應著故事中身分的「易」

轉。32



王佳芝和易先生的身分互相衝突，又相互連結於「若隱若現」的肉慾關係之中。「現」的，

是輿論熱話的那幾場性愛場面。但在極其顯「現」的肉慾背後，易先生和王佳芝還有「隱」

在背後不足為外人道的一面。在電影中，易先生不只是因為好色而與王佳芝發生肉體關係。

他有個年紀已經頗大的妻子，相較之下王佳芝的姿色和吸引力固然是個誘因。他還因為處在

日本人和中國人之間工作而承受著巨大壓力，和因其國族身分易轉而無時無刻恐懼被暗殺。

所以，王佳芝一開始便不只是洩慾工具，還是減壓的途徑和恐懼中的慰藉。但反過來說，易

先生也同樣是她減壓的途徑和恐懼中的慰藉。從他們初次發生關係時的施虐與被虐，到慢慢

互相享受也互相在體位上壓倒對方，到二人於暗室中的緊擁慰藉，都顯示了他倆在壓力與慰

藉中，一步一步由性入愛。李焯桃將片中的性愛場面和由性入愛的過程，分成幾個層次︰

李安更想到易先生作為特務頭子，每天工作離不開施刑逼供，心理難免極度扭曲，所以

二人的首場性戲以皮帶虐打及猶如強暴的形式進行，便可謂理所當然。第二場性戲改為

王佳芝在易公館內的房間中發生，便多了一重偷情的意味，對白也交代了二人數日不

見、愛恨交纏的心理﹙當然真真假假耐人尋味﹚。性愛過程不再SM，但男方仍處處主動

操控。第三場性戲才有較多女上男下的姿勢，輪流主動的過程。平日極度壓抑行屍走肉

的易先生，終可通過肉體原始的歡愉，找回一點真實存在的感覺。……李安其後還加多

一場日本餐廳的幽會，卻全不涉性愛。王佳芝獻唱一曲《天涯歌女》，易先生似被她的

柔情觸動，是點睛的一筆，二人虛虛實實弄假成真的關係發展至此遂告圓滿。同時令她

在最後關頭放他一馬多了個伏筆，而不止「這個人是真愛我的，她突然想」那般心血來

潮。33

肉體滿足和鏡頭前的肉帛相見只是個表象。他倆構成了「隱蔽」的空間和關係，對立於那個

可怕的外在世界（這裡多少有點《感官世界》的影子，在日本軍國主義泛濫得喘不過氣的社

會環境中，建立一個肉慾的私人空間）。而當中的「私隱」程度，甚至是在此空間中的二人

也不可互訴一句真心話。他們只可以將壓力和恐懼，坦率地抒發於肉體的接觸之中，然後再

用虛假的言語令對方和自己都安心。要表達「難言」的情景，李安的改編便不能讓二人互說

心底話，也容不下一個說穿人物心底話的敘事者。要被「敘」出來的「事」，只能在看穿人

物間的對話和漸變的肉慾場面時，才能了然於觀眾心內。

另一種「隱」藏起敘事者的手法，是把敘事者口中描述的心理狀況，化成畫面和空間──鑽

戒和王佳芝的目光之間的點點空隙。此表現手段中只有影像，沒有話語。在珠寶店中，小說

敘事者鑽入了王佳芝的心，描繪了她的心理狀況。但敘事者的描述，卻是簡約和中斷的︰

只有現在，緊張得拉長到永恒的這一剎那間，這室內小陽台上一燈熒然，映襯著樓下門

窗上一片白色的天空。有這印度人在旁邊，只有更覺得是他們倆在燈下單獨相對，又密

切又拘束，還從來沒有過。但是就連此刻她也再也不會想到她愛不愛他，而是──

他不在看她，臉上的微笑有點悲哀。本來以為想不到中年以後還有這樣的奇遇。當然也

是權勢的魔力。那倒還猶可，他的權力與他本人多少是分不開的。對女人，禮也是非送

不可的，不過送早了就像是看不起她。明知是這麼回事，不讓他自我陶醉一下，不免憮

然。

陪歡場女子買東西，他是老手了，只一旁隨侍，總使人不注意他。此刻的微笑也絲毫不

帶諷刺性，不過有點悲哀。他的側影迎著檯燈，目光下視，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

瘦瘦的面頰上，在她看來是一種溫柔憐惜的神氣。



這個人是真愛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轟然一聲，若有所失。 

太晚了。 

店主把單據遞給他，他往身上一揣。 

「快走，」她低聲說。34

那隻鑽戒足以攝人，因為它價值連城，也因為它極度不切實際。在易先生饋贈巨型鑽戒給王

佳芝的一幕，觀眾和王都被那顆巨鑽的色澤、形狀和體積所攝住。不管那顆鑽石在美學上如

何充滿難以被量化的美感，當中的攝人魅力總不能排除金錢價值上的考量。美鑽與巨鑽，很

多時會被人用「價值連城」一詞去形容，因為價值才是人們心目中的歸宿。而電影《色，

戒》卻在連起了香港與上海雙城之餘，顛覆了鑽戒背後的一套價值體系。基本上，鑽戒是令

人聯想起浮華生活的飾物，電影《色，戒》中的巨型鑽戒則更是浮誇。不管是在現實世界，

在張愛玲的原著短篇小說，還是在李安的電影中，鑽石的價值也如常地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

虛榮之中。王佳芝的牌友們，都一起在麻將桌上展現過這種虛榮。原著小說的敘事者說︰

「牌桌上的確是戒指展覽會，佳芝想。只有她沒有鑽戒……」。35不過後來易先生送她一隻

巨型鑽戒時，她卻不是被鑽光的虛榮所迷倒。王佳芝確是被鑽光攝得神昏目眩，因為她在鑽

戒之中看出了愛情，使她忘卻了民族大義和她本身的特務身分，放走了易先生又毀了自己和

特務同僚們的生命。36

牌友們眼中的鑽戒，是以愛情的糖衣包裹著的金錢和虛榮；王佳芝眼中的鑽戒，卻是以金錢

和虛榮的糖衣包裹著的愛情。 從金錢的角度看，那隻鑽戒當然代表了她在易先生心目中的價

值，反映出易先生很願意在她身上花錢。但在這表面的金錢價值背後，還代表著他要顧全她

的面子，不要她在麻將桌上丟臉，不讓她被牌友看扁。鑽戒在那個連基本生活所需都非常匱

乏的時勢中，很奢侈地讓王佳芝受寵若驚。穿戴著這鑽戒時，王佳芝這位愛國女特務真正進

入了一個受困於主流道德標準，和甘於為物質出賣身體的身分角色之中。按理，這角色只求

錢銀利益，所以她很實際地說要一間公寓。易先生固然不會讓得寵的她欠缺實際生活所需，

還送她一隻如此浮誇（又無實用）的巨型鑽戒。在肉體和生活所需上的滿足和幸福之餘，這

男人還讓她可以在牌友面前炫耀幸福﹗相對於那個叫她去當特務為國效力，令她死心塌地無

條件付出，不惜放棄貞操（在李安的鏡頭前，她與那位男同學生硬可笑又痛苦的一幕）和幸

福（就算是在戰亂時期，她也可做個不愁生活的大學生）的年輕愛國才俊鄺裕民，易先生的

那鑽戒真的令她受寵若驚。那種「驚」，是驚覺到她寧願好好地忠於那漢奸情婦麥太太（是

「麥」（mai4）也是「賣」（mai4），被別人出賣也出賣別人的太太）的角色，而不想再效

忠於那有名有姓，捨身為國的王佳芝。

小說中敘事者及其敘述語言都被「隱蔽」了起來。在前面的引文可見，小說中敘事者對王佳

芝心態的描寫，本已是簡約和欲言又止的了。在電影中，她的心態更只存在於整體敘事的前

文後理之中。王佳芝的心態不在畫外音、字幕、人物對話和獨白之中。但只要觀眾對比鄺裕

民和易先生、鑽戒的浮誇與戰時生活的困乏、愛國的自願付出與賣國的意外收穫、麻將桌上

太太們的鑽戒與珠寶店內易先生送的鑽戒……，還有王佳芝與麥太太此二身分之間的差異，

便自有欲「敘」之「事」在縫隙之中。那就是張愛玲寫作風格中要建構的抽離空間︰不熱中

為國族付出，不等於要當漢奸。在愛國主義話語中形成的非此即彼邏輯之下，不愛國者便成

了賣國賊。這種指責，對漠然於國家民族但又從沒當過漢奸的張愛玲，可謂切膚之痛。而在

她身上，還再加上一層自性別而來的枷鎖，要她出嫁從夫，與她的漢奸丈夫胡蘭成同負「漢

奸」的身分。在國族與性別話語的陰影下，身分的扮演與背叛就是張愛玲的《色，戒》要

「敘」的「事」，闖開重重話語籠牢之間的縫隙。而李安的電影改編，則看準了原著要敘述



的一種悖離主流話語的「難言」狀態，故連張愛玲小說中那看穿一切的敘事者都隱去，實行

以「無言」演繹「難言」。

王佳芝爭持於國族與性別話語之間的複雜心態，正「隱蔽」在湯唯定睛於鑽戒時，那受寵若

驚的出神目光之中。

 

註釋

1 張愛玲沒有撰文詳述她與胡蘭成的戀情，胡則曾單方面敘述他倆的關係。參胡蘭成︰〈民國女

子︰張愛玲記〉，載《今生今世》（台北︰遠景出版社，1988），頁16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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