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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詭中國性──以黃錦樹個案為中心1

⊙ 朱崇科

 

黃錦樹的迅速崛起與頻頻發難，於馬華文壇的許多人來講，無異於晴天霹靂：他的狂放不

羈、咄咄逼人或者窮寇猛追、無理取鬧、偏執自負的二元對立行徑（含言論）往往令人大跌

眼鏡、震驚不已。但平心而論，在馬華文學的大河（如果我們樂觀一些的話）的滾滾潮流

中，如人所言，「至少可以說他是一個成功的弄潮兒，他以實驗性的小說創作和尖銳而不無

偏激的文學批評強力挑戰衝擊馬華文學的既有格局和美學成規」，所以解剖黃錦樹「或許可

以給人們提供把握九十年代馬華文學思潮的一種契機和途徑」2。

應當指出，黃錦樹馬華文學批評論述的蕪雜和缺乏系統性使得我們對他的有條不紊的解剖困

難重重，加之他同時又在他的實驗小說中灌輸了「相同的敏銳和視野」3，所以對他面面俱到

的涉獵和全面鋪開只會在筋疲力盡之餘收穫失望與膚淺，反倒不如長驅直入、直搗黃龍，故

本文則主要聚焦在他馬華文學批評的「金字招牌」4─中國性（或中華性）上。

一 吊詭的中國性

「無庸諱言，馬華文學自始至終糾纏了複雜的中國性，不管這種糾纏在還原到當時的歷史情

境中時，其性向是一種必然抑或偶然」5。黃錦樹在處理中國性的複雜性時似乎辦法不多，他

其實是用一種迂回的繁複來對付難以拿捏的複雜：以結集的論文代替看來相對系統、嚴密與

宏大敘事的專著。但如果我們穿越黃錦樹這種表面的虛飾同時又有幾分無奈的書寫，其中吊

詭的中國性論述大致可分為如下三個層面：

（一）漢字元碼中的中國性：中國性和「文」

黃錦樹聰明（也是無奈）地避開了清晰界定中國性的近乎勞而無功的纏繞（他對中國性的界

定為中國特性、中國特質、中國本色），轉而苦心孤詣地從文字/語言（主要為書寫語言）角

度來探析中國性與它的數度糾葛。

首先，黃錦樹認為，「文字是文化中最頑固的一環。文字有雙重功能：（1）閱讀中文典籍的

可能，進入『中國性』典藏的寶庫；（2）藉由文字進行文化生產，如馬華文學，讓『中文』

經驗嶄新的歷史實在。然而，除了『運用中文』這一點之外，馬華文學其實和『傳統中華文

化』是不相容的，除非馬華文學存在的目的僅僅是為了保存中文，是為了保存『純粹』的中

文而複製古老中國的感性和美學意趣，以大馬的條件那更不可能。」6從黃的論述中我們不難

看出其中的吊詭之處和他的野心，一方面，只有經由文字（中文）才能切實觸摸中國性，也

才能進行更深一層的吸納和汲取，而另一方面，黃又令人驚訝地強調中文的工具性以及它和



馬華文學的抵牾層面，希望馬華文學可以擺脫中國性的陰影而力圖發展乃至再造中文（華文

的催生？）。

黃錦樹在縷析漢語/中文、華文的漸次演變過程中仍然貫徹這一意念並發展了他對語言再造的

希冀和可能的實際操作7。和兩岸四地的中國作家不同，馬華作家們的華文書寫權利並非是自

然而然、水到渠成得到的，「由於是『獲得』（而非『賜與』），便可能對這一份禮物格外

珍惜。這種『珍惜』當然是帶著強烈的補償意味，因而甚至比中國文化區的書寫者更在乎，

更強調文字的『中華性』（文化性）」8，同時，也可能會更好的審視中國性。而吊詭的是，

黃認為，「於是這些人寫出了『中文』而非華文。如此，一旦選擇了漢字仿佛同時也就選擇

了文化身份，『內在中國』也就符碼化於漢字之中。」9

黃對華文的強調和他對中文咬文嚼字的區分並非只是摳字眼兒、斤斤計較，而是因為其中別

有蹊蹺、深意存焉：華文其實可能被賦予了馬華作家以之自如書寫自我（主體性和本土性）

的獨特意味。如張錦忠所言，「華文對他們而言，並非『中國性』的緊箍咒，而是可塑性甚

強的文字，足以承載任何異質思維與表現方式」10。拋開其中的理想性因素（華文真有如此

功力？）和稍稍的偏見（中文竟然如此限囿「外人」的思維？）不談，黃所指出的更深一層

的危機在於他擔心中文中「中國性」的纏繞會讓馬華作家重新陷入中國文化脈動的迷思

（myth）中，喪失了對書寫語言的高度自覺與對自身書寫身份的體認。如人所論，「中國性

令馬華作品失掉創造性，令馬華文學失掉主體性，成為在馬來西亞的中國文學的附屬，成為

大中國文學中心的邊緣點綴」11。

另一方面，黃對語言再造的張揚也是不遺餘力。在「失語的南方」，書寫語言的貧乏與蕪雜

似的這種文學書寫更是困難重重，被功利性強調後的功能性語言其實是諸多辭彙流失後的產

物，而「死去的不只是字和詞，更嚴重的是個中蘊藏的特殊感性、理解、感覺事物和現實的

方式」12。所以最終的解決方案（彌補措施）往往又自然的指向了文字再造與更加強調文字

的中國性（文化性層面）。

顯然，黃錦樹對中國性其實抱有較深的敵意與警惕，所以語言再造無疑成為他的集中期冀。

他對李永平文字修行的細緻又過度的褒揚無疑也恰是因為後者在擺脫（抑或純化）中國性方

面所做的艱苦的跋涉和自我拷問。尤其體現在對李文字方面的卓絕的努力與造詣，黃錦樹甚

至將之提到了兩岸四地無人可望其項背的高度。黃的同道知己林建國為此也不無深刻乃至一

針見血的批評道，「然而面對李永平刻意用人工『純化』中文的『文字修行』，黃錦樹的筆

鋒卻顯得相當滯礙，不僅看不到太尖銳的批評，反而看見前述李永平的『底牌』（指西方現

代主義的古典主義底牌，朱按）在和他的美學底線交疊」13。

同時，黃錦樹對「峇峇文學」 和相關語文等的積極挖掘固然凸顯了他不願馬華文學為馬來西

亞國家文學收編的獨立性，與此同時，實際上他又為馬華文學擺脫中國性的籠罩而挖掘被淹

沒的聲音，同時又想借此為馬華文學語言的再造找尋歷史合法性與借鑒資源。

（二）文化（學）的限度：中國性與表演性

對中國性與表演性的深刻洞察與精妙闡發體現了黃錦樹的靈活多變與勤於思考。

黃對中國性與表演性的闡述首先得益於他人之論（林開忠碩士論文〈從國家理論的立場論-馬



來西亞華文教育運動中「傳統中華文化」之創造〉，台灣清華大學社人所，1992。此文今已

出版，見氏著〈建構中的「華人文化」：族群屬性、國家與華教運動〉，馬來西亞吉隆玻：

華社資料研究中心，1999），但黃卻由此另闢蹊徑，追究馬華文化與文學的限度。

黃在〈中國性與表演性──論馬華文學與文化的限度〉第二部分對「華人『想像的共同體』

之建構：語言-文化-種族-國家」的過程做了返還歷史情境式的梳理，指出革命派、維新派鬥

爭中對馬華文化及集體意識的客觀增強與整合，並論述了其形成原因，「華人對祖國事務持

續性的直接參與讓他們在意識上一直無法離開中國，甚至把南洋的版圖在內心裏歸併入中國

的想像的共同體中」14。中國性作為一種複雜的建構的同時，主宰了馬華的國家、文化認同

和歸屬感。

第三部分「華教運動的階段：公民權、官方語與最低限度的中國性」，以華教運動為例，不

僅論述了運動的三個層次及其結果的深層含義，還從運動的無奈的步步退讓中讀出了些許吊

詭出來，「所謂的大馬華人文化的客體化其實不過是一種消極的收復失地（馬來政客反對甚

麼就爭取甚麼），傳統文化之創造不過是一出垂死鳳凰之舞，一出象徵劇。文化與教育成為

政治鬥爭的象徵場域，因為其他的場域已經關閉，其實體已隱遁在『敏感』的迷霧

中。」15語言作為一種教育的工具與對象成為被官方逐步抹殺差異（個性）、實現國家同化

政策的犧牲品，而同時它又是華人為保留（存）最低限度的中國性的表徵的精神維繫和物質

載體。

最為精彩的當屬第四部分「垂死鳳凰之舞：『收復失地』與馬華文學的『表演性』」。此部

分既是對第三的部分承續，同時其中的吊詭剖析更是層層加強。具有祭儀、宣揚和保衛作用

的文化活動在週期性的展示中，吊詭的使「表演性淩越了一切，甚至反過來使得表演性成為

文化活動的內在屬性。」16在文化的搶救過程中，其水準除遭到馬來化的客觀壓制之外，也

由於考慮到接受的流行性而使其逐步走向「商人性」，「移民性」和較強的功利性、盲目

性。「最終，活動的本身成了目的，儀式的祭者佔據了神的位置，以近乎犧牲的方式演出了

缺如本身，而本體化了缺如，死亡的焦慮成功的與死亡的欲望交織」17。

綜而觀之，黃錦樹一方面擔心馬華文學中中國性的過度糾纏的侵擾，另一方面卻又異常犀利

的指出了馬華文化與文學的限度：中國性與表演性。這不能不說是另外一種深層吊詭。「如

此的文化表徵型態注重的其實是文化上的情緒功能，但往往在效果上也僅止于滿足一時的情

緒，然而在情緒上又一再揚升至文化將亡的集體悲哀，甚至把大馬華人的傳統文化將亡混淆

為傳統中華文化將亡，在意識上回到國家獨立前大馬華人與中國的一體感中去」18。黃不僅

指出了大馬中華文化中的膚淺性危機，批評在保留中華文化的過程中的急功近利、浮躁短淺

和慌不擇路之下的意識錯置，同時又一次提醒大家勿墮入一廂情願中國性的陷阱中。

（三）可能的糾纏：中國性現代主義與西方現代主義背景下的古典中國性

面對馬華文學中中國性與現代性的可能糾纏，黃錦樹並沒有毫無保留的熱烈擁抱，相反，他

的冷靜/熱烈並存既彰顯了他的個性，同時又暴露了他學理上的偏執和認識上的盲點。

反對中國性現代主義。在他精彩的〈神州：文化鄉愁與內在中國〉一文中，黃認為神州詩社

一面披著現代主義的外衣，卻又極力強調文學中的中國成分，則帶來了僑民意識的復蘇。

「不幸的是，僑民意識恰恰同時符合中國（台灣）、大馬當地的官方意識型（原文如此，應



為形態，朱按）態（居住在外國的本國人＝僑＝居住在本地的外國人）」19，其負面效果在

黃的逼視下水落石出。

其實，黃錦樹感同身受又大加鞭撻的是馬華文學中與中國現代歷史（含文學、政治、文化

等）的心脈律動同步共振的親密關係。也即，中國性對馬華的過度糾纏。「首先是國民黨宣

稱它擁有包括內、外蒙古的版圖，這說明了它也參與了對中國的想像。這一想像需要意識形

態的支撐，那便是三民主義和中華文化。在偏安的劣勢中，國民黨在現實中難以和實際的中

共抗衡，因此它轉向歷史和記憶求救，把華裔子弟編入『僑生』的行列裏，企圖在時空錯置

中從他們身上喚醒原屬於他們祖輩的記憶：參與中國革命和中（華民）國建國抗日的歷史；

在中共建國之前，馬來亞獨立之前，一段灰暗的，前代的集體記憶。於是，這些學子又被投

擲在一個類似前代『旅華』的時代氛圍中，面對的是文化和（或）政治上的『重新中國

化』」20。中國性現代主義從某中程度上暗合了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的中國性灌輸意圖乃至

反攻的文化想像，故為黃錦樹所詬病。

擁抱西方現代主義下的古典中國性。黃對李永平不加選擇的推崇與提升在前文已有所述及，

但其中的關鍵是，李永平文學書寫與中國性的關係如何？這種推崇反映了黃錦樹怎樣吊詭的

美學意趣？

黃錦樹認為，「強烈的中國意識（與文化母體撕裂的精神創傷）令李永平和他精神上的同路

人把現代主義的語言命題承接到古中國文化詞庫的聯想軸上，那是他們兼具放逐與回歸雙重

歷程的自由之路。現代主義精神中堅毅的，具備和傳統決裂的自我給予李永平一種王文興式

的獨斷，以按照現代主義的程式去重新建構他的理想中文，而不致像中文學界的老夫子們那

般把精神全然沉湎在古典世界華麗淡泊的集體性中。換言之，李永平的純正中文並不是文言

文，古典詩，他尊崇的文類反倒是在中國古典美學中被判為『不入流』的白話小說」21。黃

錦樹的吊詭或者天真在於他的過度純粹性，他力圖在諸多矛盾與複雜糾纏中竦身一搖，全身

而退。李永平的寫作路線的確很別致，林建國曾有妙論，「移植自文化研究犯境前的大美帝

國。李永平把中文書寫當作護教行為，無意中掀開西方現代主義的古典主義底牌，並遵循這

條路線，透過他的美學操作向台灣政體下的『國學』 回歸。」22不難看出，李永平的路線所

關聯的中國性其實還是一種古典中國性，只不過是戴著西方現代主義眼鏡去自覺追尋一種古

典民間中「被壓抑的中國性」。李永平的文字資源與探尋途徑其實並不新鮮：在20世紀初

葉，我們的一些先輩們正是這樣轟轟烈烈拉開五四運動的帷幕的，梁啟超等對白話小說的激

情弘揚遠甚于李永平，當然其功利性也不言而喻。

黃錦樹對「美學現代主義不做任何反省的信仰」23使得他在面對李永平時並沒有顯示出他批

判「老現們」時的自信、自省與衝擊力，他對現代主義形式論的信服讓他無法保持清醒與理

性去洞悉其中的、同時有些也是他自己的盲點與誤區24。

二 怎樣中國性？

如前所述，中國性其實是一個非常隱晦繁複又立體玲瓏的概念。它自身的發展、更新與重點

的不斷轉移更是增大了今人界定與厘清的難度。黃錦樹甚至認為，「以中國性論述實質上的

多樣性，其受制于歷史、文化、權力的持續作用而具有相當程度的可變性，仿佛並無統一或

穩定的本質可言，而相當雄辯的論證了『中國性』本身並不足以構成一種共同論述（如杜維



明舊瓶裝新酒的『文化中國』論述）」25。應當指出，他對中國性的多變性認識獨到，但由

此得出的結論卻有失偏頗。因為當這種中國性在轉到文學上來時，相對共同的論述可以在存

異的基礎上展開，而所謂的中國性其實本身也有相當程度的主觀性，它代表了某一時代或某

幾個時代的文化集體特質，並非遙不可及的「想像的共同體」。實際上，即使我們在今天檢

索不同時段文學史中的中國性時，其確定性並非癡人說夢、夢裏看花。如王賡武所言，中國

在逐步現代化的過程中不可能一夜之間完全從傳統中國性（traditional Chineseness）中解

放出來26，儘管中國性從總的歷史發展進程來看是一個變數，但嬗變並非完全在拋棄前身的

基礎上脫胎換骨。相比較而言，總有一些相對恆定的內核得以延續、傳承。所以，我們不能

因其發展性27而抹殺了剖析和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通論中國性的可能性。

黃錦樹從一個維度（解構中心的邊緣）解析了中國性，其實中國性若從另一個層面（中國性

自身的主體性）來看，是「中國文化面對一個新世界，一個就目前來說是以西方文化為主流

文化，以各大文化共在互動的世界中，給自己提出的問題」28，在世界範圍內的現代性背景

下展開的中國性勢必要在吸納百家去蕪存精的基礎上再塑輝煌。同時，中國性的不同層面在

面對不同地區（中國大陸、港台、新馬和歐美等地）的華人時發揮的作用也有所不同，如人

所論，「中國性的種族建構促長了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而可能在此之前的文化概念卻經常以

一種微妙、曖昧、無意識的方式延伸至海外華人的概念中」29。

黃錦樹「中國性」的精彩論述之餘卻也牽引出了不少問題。除了其「中國性」缺乏系統性和

相當的連續性、貫穿性以外，他對中國性的處理也存在模糊和簡單化的一面。比如誰的「中

國性」？華文和中文的內在精神區分如果不只是局限於字面意思，那麼該如何處理「中國

性」在其中的吊詭？本土化非得以排斥中國性和斷奶為前提嗎？如何解決既要喝奶又要斷奶

的自相矛盾的張力衝突？

「中國性」本身也是彌漫權力（power）的話語(discourse)，也是一個持續發展的意義建

構。因此，黃其實在對本土的中國性特質進行精闢剖析的同時，卻又忽略了「中國性」的動

態發展活力和話語權力爭奪下的繽紛姿彩。朱耀偉在他的〈誰的「中國性」？〉一文中就不

無深意又精當扼要的勾勒了「中國性」在90年代的兩岸三地後殖民論述中的不同姿態：a中國

大陸：闡釋「中國」的焦慮；b台灣：本土的迷思；c香港：混雜的邊緣30。黃錦樹的「中國

性」時而游走於台灣經驗中，時而遊移到中國古典美學的純粹意趣中，這種漫無目的的飄浮

反映了他對發展著的「中國性」認知的模糊與混亂，而實際上，「假如當代理論對我們有任

何啟示，那是在於說明了中國並非不變的同質統一體。中國性也是一個自我組構的持續過

程。闡釋中國經常已是論述地建構中國」31。黃錦樹的中國性論述說白了更多還是台灣中國

性的進一步闡論，馬華文學中的中國性則有指向不明之感。

同樣，論述中國性的不可回避的另外一個維度就是本土性：馬華文學如何逐步確立本土性，

從而得以更旗幟鮮明地立足於世界華文文學之林？

黃錦樹精妙的論述了馬華文學必須對「中國性」入侵高度警醒，甚至力圖創立其自身的獨特

性。他的高瞻遠矚的確令他輕易超越了對中國現實主義亦步亦趨的馬華「老現們」，並為馬

華文學本土性和獨特性的確立塑造了良好的開端與姿態，然而他提供的最後對策卻是斷奶。

應當承認，遊移於中國性與本土性之間，的確是一個兩難的困境。但是，筆者卻傾向于能夠

出入於「中國性」之內外的左右逢源，而不是因噎廢食的斷奶，因為那只會是死路一條：讓

原本的營養不良變成主動絕食自殺。筆者的建議是拿來主義：辯證取捨，有機吸納，相容並



蓄32。

三 結 語

中國性作為一個與馬華文學似乎永遠糾纏不清的向度，其本身的八面玲瓏與繁複多變肯定依

舊是一個不斷推動的演進，所以在處理它時要更加謹慎，而且最好能夠表明它適時的語境和

歷史背景。黃錦樹在論述馬華文學與中國性的關係時很多時候顯得力不從心、斷斷續續，但

是，作為這方面的一個親歷者和旁觀者，他的吊詭身份與經歷讓他發表了許多前人難以覺察

的洞見（當然也有一些盲點），發人深思。不可避免的是，中國性的吊詭和他本身觀點的吊

詭有時交互夾雜，形成了標題所謂的「吊詭中國性」。

當然，由於這個課題的艱澀和開放性，圍繞中國性的論述空間依舊寬闊，比如中國性與本土

性的辨證關係如何處理？華文工具理性或者文化內蘊的強調與中國性高低限度（或者祛除）

的實際操作如何？黃錦樹的華文中國性的構想何以才能實現？台灣經驗與黃錦樹的馬華文學

批評的關係如何33？都可以做進一步的展開甚至是有創造性的闡發，我們期待更多方家之作

的接踵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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