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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異域，異域的宗教

⊙ 李海燕

 

中國現代文學以啟蒙為使命，在根本上是反宗教反迷信的。但二十世紀晚期的作家往往又發

現宗教具有一種特別的誘惑力，在知識份子與各種他者的相遇中扮演中重要的角色。在西方

及拉丁美洲的現代主義潮流的影響下，產生了很多聊齋志異式的現代鬼故事。在這些作品

中，怪誕之事往往就發生在城裏人的日常生活中，以揭示啟蒙理性的薄弱環節和陰暗面。所

謂的鬼怪到頭來不過是現代人脆弱的、神經質的心理投射而已。但也有一類文學作品把宗教

作為農民或少數民族的信仰與實踐來表述。那麼，一個鬧鬼的現代都市與遙遠的充滿神秘色

彩的村莊又有甚麼關係呢？

在這裏，我想借用一對德國哲學的概念來分析這一關係。這對概念在德語中是：Erlebnis

and Erfahrung，前者指一種相對直覺、神秘、但短期性的、孤立的 「體驗」，後者指經過

長期累積、比較系統化、有深度意義的「經驗」。德國哲學家諸如伽達默爾，狄爾泰，本雅

明等都對這對概念有過深入的探討。比如說，本雅明就認為在現代工業文明和都市化的衝擊

下，人們已經無法享有Erfahrung 或經驗。每個人只能有短暫Erlebnis 或體驗，而沒有能力

把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刺激綜合並昇華成為有意義的經驗。現代鬼故事可以說是文學對於經驗

的破裂的一種回應，而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魎就是現代生活中無休止的既帶來快樂、也引起焦

慮的種種刺激。 這些鬼怪忽隱忽現，人們卻無法將他們撞鬼的體驗綜合成有意義的經驗。但

是，當城裏人來到遙遠偏僻的村莊時，他們會驚奇地發現經驗的可能性。這是因為對於當地

的農民或少數民族來說，宗教仍然是宇宙觀和歷史的一部分，而不僅僅是與個人的存在或心

理狀態有關的。宗教雖然受到國家政策及現代化進程的打壓和排擠，但仍然是一種生活方

式，人們仍然通過各種儀式和禁忌來與神靈和鬼怪打交通。鬼神們都有他們不同的脾氣和性

格，是一個既有的、合理的世界的組成部分，而不是個人心裏潛意識的投射。

在高行健的《靈山》的第49章中，有一段近似於人類學家寫田野報告似的關於一個都市知識

份子貼近農村宗教生活的故事。敘事者想用他的筆記本和答錄機保留一絲在國家政策和商業

運作的壓力下殘喘而即將消失的生活方式的跡象。到最後，在一個居家道士家目睹了即興的

道家儀式表演和一場小型的鄰里狂歡會之後，他有了一次頓悟似的體驗，但是仍不過是一次

體驗而已。《靈山》的作者沒有加以考慮的是這樣的相遇對本地人以及他們的經驗有甚麼樣

的影響和衝擊。這正是黃春明的短篇小說《呷鬼的來了》的核心問題。

黃春明是台灣鄉土文學運動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寫於60和70年代的短篇小說有力地表現了台

灣經濟起飛時期農村的衰落。90年代末，黃春明又一次回到鄉土這一主題，《呷鬼的來了》

就是這一時期的創作1。故事是用第三人稱來寫的，運用了大量的倒敘和心理描寫來講述發生

在台北和宜蘭之間的三個週末的事情。如果按時間順序來重述這篇故事的話，大概情節是這

樣的：小羊是一個二十多歲的白領職員，最初來自宜蘭，現在定居在台北。他是個攝影愛好



者。某個週末，他邀上幾位愛好攝影的朋友們一同駕車去宜蘭，拍攝他小時候經常看到的成

群結隊棲息在鄉間的白鷺鷥。他們到了之後才從一個老廟祝那裏得知白鷺鷥早就銷聲匿跡，

只好為神情端莊的老廟祝照了幾張相後就打道回府了。在途中他們又碰到一位叫石虎伯的老

鄉，聽他講了一個發生在濁水溪的鬼故事，並且也為石虎伯拍了幾張照片。第二個週末，同

樣一群朋友們又駕車來到宜蘭，這一次的目的是給老廟祝和石虎伯送上拍下的照片。但不幸

的是老廟祝在前一天剛剛去世，他的家人很感激地收下了照片。 第三個週末，小羊帶上了他

讀大學的妹妹和一幫女大學生們又一次駕車往宜蘭，說是領她們去聽石虎伯講鬼故事；但他

還有一個額外的動機，就是要討好他正在追求的妹妹的一個大學同學。這次遠足構成故事的

進行，而前兩次的遠足都是在俏皮的對話和調情打罵之間從小羊的角度倒敘的。

沿著陡峭的山壁而修的北宜公路以車禍不斷而著名。作者把這段公路描寫成一個喜怒無常、

作惡多端的妖怪，不滿足於躺在那裏讓來往的車輛碾過來碾過去，而是「熟練地玩著各種各

樣大小不同的車子，叫車子順著它彎曲的胳臂，讓車子滑過來，滑過去。」（頁149） 沿途

也就充滿了讓過往的人心驚膽顫的車禍現場。雖然台北和宜蘭兩地的縣政府都在路旁豎立了

嚴禁拋撒冥紙的警示牌，但始終不見嚇阻作用。兩地的雜貨鋪子設的冥紙攤位生意照樣紅

火。過路人買來冥紙，沿途拋撒著，尤其是危險地段、車禍現場、小土地公廟和有應公祠附

近，拋撒得更多。天氣晴朗的時候，公路旁就像有數不清的翩翩起舞的黃蝴蝶；若是雨天的

話，冥紙往往貼在路面上，鋪成一條醒目的黃色景觀，使得一位路過的洋人以為是哪位搞觀

念藝術的創作，而大加讚歎。

在黃春明的筆下，北宜公路處於一種生命直接面對死亡的非常狀態。如果說現代性意味著理

性戰勝了一切神秘性，那麼在這樣的非常狀態中死亡等非理性的勢力又捲土重來，迫使人們

公然無視政府的明文禁令。讓過路人心裏發毛的鬼魂也不是甚麼藏身深山老林裏的冤魂出來

報甚麼遠古的冤仇。他們是現代性本身的產物，是人們為了舒適、高效率的現代生活方式，

為了實現前人不可想像的奇跡──比如成批的人日日夜夜在崇山峻嶺中飛速地穿越而過──

而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在這個非常地帶，不論你信甚麼，不信甚麼，你都會不由自主地像別

人一樣認真地拋撒冥紙，認真地念釘在樹上或電線杆上的標語。這正是小羊叮囑他的女大學

生乘客們做的事。

這些城裏長大的女孩子們居然也對此興致很高，尤其是兩個國語發音全是一聲的洋妞。小羊

用一股既世故又風趣的語調與她們調侃，告訴她們只需要念念「南無阿彌陀佛」 和「南無地

藏王菩薩」，而「神愛世人」就不用念了，說：「這一趟路的老大公好兄弟，好像是道教或

者是佛教管的，多念阿彌陀佛就可以。」 有人問甚麼是老大公好兄弟時，他又故作神秘地

說：「在這條路上最好不要問，問了他們以為我們在找他。」（頁150）稍後，小羊在領著這

幫女生念標語時，又帶頭叫「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有幾個還傻傻地跟著念了兩三個字，才

意識到受騙，罵他討厭。小羊反唇相譏，說她們傻到連台北宜蘭兩縣的縣長都是民進黨，所

以決不會讓「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標語出現在各自境內都不知道（頁151-152）。 小羊和

女生們就這樣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 對這幫年輕人來說，在鬼神出沒的公路上拋撒冥紙念標

語無非是一種可以獲得城裏少有的體驗的冒險經歷。 這種冒險所帶來的樂趣與談戀愛或男女

社交所有的樂趣沒有本質上的區別。自然而然的，向孤魂野鬼買路獻祭一事與小羊追求其中

一位女生，以及在其餘的女生面前賣弄自己就完全糅合在一起。其實，這些年輕人對他們的

冒險經歷是如此地投入，他們居然不在乎交通嚴重阻塞的情況。

有趣的是，這些女生跟著小羊去宜蘭的目的是要去聽石虎伯講鬼故事，但是，在途中她們從

小羊那裏先聽到一個假的，也既是他為了製造氣氛臨時編造的鬼故事。他的鬼故事是按前現



代的志怪的套路來編的。在志怪故事中，主人公總是在事後才意識到他邂逅的美麗陌生女人

其實是個鬼，因為當他重訪故地時，總是會發現原來富麗堂皇的寓所原來是一堆荒墳而已。

在小羊編的故事中，他和他的攝影朋友們第二次來到宜蘭時，怎麼找也找不到第一次看到的

那座小廟及他們拍攝過的老廟祝。眼前只有一片荒涼的墳地，以及一個同事上次丟下的一個

柯達膠捲盒。當他們察看帶來的照片時，才發現幾乎所有的照片都是空白，只有一張有一點

點影子。講到這裏，小羊揚言要從背包裏掏出那張有影子的照片給女生們看，嚇得她們驚叫

著說不要看。直到小羊噗嗤一笑露出破綻，她們才知道又上了當。儘管如此，女生們的注意

力還是很快的轉移到了別的事情上，比如中英文的翻譯問題，《鐵達尼號》和李奧納多等

等。被冷落的小羊這時才有功夫回憶起從石虎伯那裏聽來的真資格的鬼故事以及當時聽故事

的情形。

在石虎伯的故事裏，一個殺豬匠正要淌水過濁水溪時，忽然聽到一個女孩子在哭。女孩子說

她去給病危的母親拿藥，現在天黑水急，她不敢一人涉溪過去， 所以求殺豬匠背她過溪。

殺豬匠怕她是水鬼，但又覺得她可憐，便答應下來，但有一個條件, 就是得用他捆豬的繩索

把女孩綁在他背上。在過溪過到一半時，女孩的藥包掉進水裏，她驚叫道：「阿伯，我的藥

包掉了! 快點替我撿起來！」殺豬匠當然不會上她的當，反而三步並作兩步，直往岸上跑，

根本不理會背上慘叫著、並用力把他往水裏壓的女孩。 他一口氣跑回家，解開繩索，只聽到

哢啦一聲，摔下來的是一塊棺材板。他拿起斧頭就把棺材板劈成柴，送進灶裏燒成灰，再抓

了一把灰和著酒喝下去。 從那以後，他每次過溪的時候，都能聽到水裏的腳步聲，還帶著

「呷鬼的來了」的叫喊聲。一年之後，他的屍體在出海口被發現，身上爬滿了螃蟹。

這個故事在棺材板掉到地上的關鍵時刻，小羊記起了聽石虎伯講故事的情形。他記得石虎伯

一邊說一邊摔肩膀的神態，都被他們攝入鏡頭。令他們感到驚訝的事是，老廟祝也好，石虎

伯也好，當他們說鬼說得入神的時候，一點鏡頭意識也沒有。他還記得石虎伯的頭像一隻泄

了氣還破了一個黑洞的皮球：「黑洞上下不超過四顆的牙齒，像不受管訓的徵兵歪七歪八地

站在那裏，任憑 [殺豬匠]、水鬼、或早期的洪水和浮屍，在它一張一合之間，跑出來借著唯

一的一根顫動不安的燭光，化成老人背後菅蓁壁上的黑影陰森森晃動。」（頁159）石虎伯講

完故事後，小羊和朋友們都很感動：

他們除了用很棒，很過癮來形容之外，不知誰說了很鄉土來讚美老人家，讚美《呷鬼的

來了》這個故事。他們都覺得這讚美很恰當，他們一直在說好鄉土，很鄉土，純鄉土。 

「阿伯，你真鄉土。」 

石虎伯很不以為然，還覺得冤枉了，他對這些不速之客那麼客氣，為甚麼還批評他？

「我按怎上土？」（頁159）

石虎伯是個本省人，所以把國語的「鄉土」錯聽成台語的「上土，」以為這些城裏人在嘲笑

他而不高興。他顯然不理解鄉土是個現代主義的概念，是通過讚美鄉下人的純樸忠厚來批評

華而不實的都市生活。小羊給石虎伯努力地解釋了一番後，石虎伯心裏還是鯁著：「鄉土又

是甚麼意義的褒獎呢？」（頁160）這時，整個敘事完全回到了現在，即第三次遠足，說小羊

他們已經很快要到達目的地。 然後視角陡然一轉，拋開了小羊和女生們而轉移到在田裏看瓜

的石虎伯那裏。這中間只有一小段過渡，說雨下得很大，看來濁水溪又要漲水了。

這個突然的視角轉移正是這篇故事與前幾部分所分析的小說的不同之處。在這裏，我們意識

到鬼故事不是隨時可以給城裏人消愁解悶的娛樂品，而是一種宇宙觀的組成部分。講鬼故事

是要講究時間和地點的。自從上次給幾個來躲雨的城裏人（即小羊一夥）閒聊起身邊這條濁



水溪後，石虎伯就一直反悔不已。不過他也沒有甚麼選擇：除了問問年輕人台北有甚麼好玩

之外，他能聊的，除了濁水溪，又有甚麼呢？聊濁水溪，不談大水和水鬼，又能說甚麼呢？

但是他的直覺告訴他那天晚上的聊天跟現在快要被溪水淹沒的西瓜地有一定的關聯。他越想

越焦慮不安，甚至被來草寮叫他回家吃飯的傻外孫嚇了一跳。正當他和孫子逗著好玩時，他

聽到在雨聲中有一群人在齊聲叫他的名字：「石虎伯！」

石虎伯走出草寮往堤防看，天雖暗堤防更黑，一群人站在堤防上，襯著天幕，一時看起

來像是皮影戲的皮偶在動。 

「石虎伯─」 

「阿公，誰在叫你？」 

首先石虎伯還弄不清楚，他想了一下，著了驚似的叫起來。 

「慘了！呷鬼的來了！」 

智障的孫子，覺得很好玩。他跑出來淋著雨，向堤防上的人影，大聲叫著： 

呷鬼的來了─ 

呷鬼的來了─ 

老天加了一把勁兒，雨越下越大了。（頁161）

故事就這樣結束了。

很顯然，擔憂過度的石虎伯把小羊一夥年輕人當作了來報復他隨便講鬼故事的水鬼們。他好

像變成了那個吃掉了一個水鬼後被其他的水鬼所懲罰的殺豬匠。這是因為石虎伯的世界仍是

一個因果交接的世界。事必有果，行必有報。當這個世界與小羊他們的世界相遇時，情況就

變得像濁水溪一樣渾濁。他當初給城裏人講鬼故事無非是個慷慨之舉。對城裏人來說，這是

一個難得的體驗，是在程式化、商品化和庸俗化的城市裏越來越稀有的體驗。他們因此感激

石虎伯幫他們重新建立與鄉土及其詭秘的、魔幻的世界的聯繫。但是對石虎伯來說，當這些

不速之客稱讚他很鄉土時，也就把他的世界的一部分奪走了，他的世界就變得脆弱，並失去

其經驗的連貫性。這大概就是他對鄉土這一讚美之詞感到很不舒服的原因吧。

但有沒有不導致誤解、焦慮、甚至悲劇的相遇呢？我認為在小羊一夥的第一次遠足中確實有

一種另類的相遇。這就是他們與老廟祝的相遇。當小羊他們向老廟祝詢問關於白鷺鷥的情況

時，老廟祝解釋說白鷺鷥的消失好像與鬧鬼有關，但卻不願進一步講怎麼個鬧鬼，只說，

「我們不要談人家的私事。」 隨後便任憑小羊他們將鏡頭對準他，而一個人沉浸在他的想像

世界中。在這個世界裏，成千上萬的白鷺鷥又棲息在山邊的竹圍上，整個竹圍遠看去像一座

白色的城圍。

當夕陽射出金黃色的餘暉時，白色的城圍就變成火紅[……]「火！」廟祝沒特別為誰

說，他在驚歎。他看到成千上萬的白鷺，映著夕陽的紅光，在不知受到甚麼驚擾，一下

子紛紛騰空飛起來的樣子，卻變成熊熊的火焰，然後一隻一隻尋找枝頭停息下來的白

鷺，又變得像尚未燒盡的紙錢，被氣流沖上天，然後又慢慢飄下來。（頁153-154）

老廟祝又說白鷺鷥不見了以後不久，還有人聽到白鷺鷥鬼一起鼓動翅膀飛起來的聲音，還會

看到竹枝被起飛時蹬跳而彈了一陣子的樣子。但現在連鬼也沒有了，「現在甚麼都沒有

了。」（頁154） 如果說老廟祝的世界曾經是一個體驗與經驗相吻合的世界，一個生與死、

鷺鷥與鷺鷥鬼相接替的世界，那麼現在這個世界也消失了，正如老廟祝本人也會在一周內過

世一般。他留下來的不過是小羊想像中的帶有陰影的空白照片。



老廟祝不願給小羊他們講鬼故事，但他自己卻成了後者所追尋的體驗的一種。因為小羊他們

無法欣賞老廟祝想像中的火一般飛舞的白鷺鷥，他們只好把老人當作他們審美目標而給他照

像。小羊甚至把他拿來當作即興創作鬼故事的素材。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老廟祝恰巧在小羊

他們去送照片的第二次遠足前一天去世，似乎也是一種反抗，他好像不願留下來看小羊他們

為他照的照片，進而參與現代人對宗教文化的片斷性的，一知半解的利用。他不願成為點綴

程式化的現代生活的體驗裝飾品。與其把對白鷺鷥的美好記憶留給城裏人消費，他要把這一

切帶去墳墓，帶給永恆。

有趣的是，小羊一行從未對老廟祝所掌管的那座小廟產生興趣，從沒問過該廟是祭甚麼神

的，更沒問過該廟在當地的宗教文化生活中扮演甚麼角色。《靈山》的敘事者就不同：他是

一個很自覺的採風者，刻意地去觀察和記錄民間宗教和風俗習慣。黃春明筆下的城裏人卻對

鄉下人以寺廟宗祠為中心的宗教生活不感興趣。他們最初來是為了拍白鷺鷥，第二次來是為

了送照片，第三次來只是為了聽石虎伯講鬼故事。值得疑問的是，為甚麼城裏人那麼喜歡聽

鬼故事卻對民間宗教生活及其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神靈和祖先不聞不問？ 人類學家伍爾夫

（Author Wolf） 曾寫過一篇有關台灣民間信仰的經典文章2，其主要論點是世俗生活與超現

實世界有一種對應關係，具體地說，就是各路神靈無非是世俗世界大大小小的官僚的化身，

得敬而遠之；自己的親人去世後則成為需要供奉的祖先；陌生人的魂靈，尤其是暴死的或沒

有後人的死者的魂靈就是鬼。 孤魂野鬼會四處遊蕩，尋找替身以便早日超生。鬼崇拜便有一

種強烈的驅邪性質，也源於人們對黑暗勢力的既恐懼又仰慕的雙重心理。人們祭鬼既是為了

消災免禍，也是為自己招財牟利，因為鬼不受道德牽制，所以往往會比祖先或神更靈。人類

學家魏勒（Robert Weller） 指出，在當今台灣社會盛行的鬼崇拜是個人主義和功利主義的

折射3。因為從定義上講，鬼本來就是游離於社會關係之外的存在。鬼永遠是孤魂野鬼，不屬

於任何社會群體。人們是為了個人利益而不是家庭或社區的利益而拜鬼。鬼是講一報還一報

的，會毫不留情地懲罰許了願卻不兌現的人。鬼崇拜是一種金錢換奇跡的市場，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無所謂人情的扯扯絆絆。

魏勒認為鬼崇拜是一種社會沙漠化的表現，跟社會學家講到的美國人獨自一人玩保齡球是同

一種現象。但是他沒有涉及到的是鬼崇拜也可以成為那些追求真實體驗的人們的魔幻之域。

雖然都市生活確實已到了個人主義和商業化的登峰造極的程度，但至少這篇小說裏的年輕人

對於鬼的興趣幾乎沒有甚麼功利性質。尤其是這些嘻嘻哈哈的女生們，很難說她們撒冥紙念

標語的舉動是在跟鬼魂作交易。而水鬼不過是神怪故事的必備角色而已。年輕人是來聽鬼故

事的，而不是來拜鬼的。他們尋求的是一種審美體驗，而不是存在主義意義上的經驗。但

是，正因為他們的審美體驗是建立在鄉下人的宗教經驗之上的，也因為他們的樂趣是跟現代

化進程中的生態環境的惡化緊密相連的，所以他們自己也就成為非道德的鬼，莫名其妙地來

到鄉下，並且總是湊上下傾盆大雨的時候，好像是老天爺遣送的鬼差使，來宣告即將降臨的

災難。 難怪石虎伯會心驚膽戰地把他們當作前來索命的水鬼。

在黃春明的故事裏，體驗和經驗之間的關係有別於典型的西方文學的處理方式。比如說，在

勞倫斯的短篇小說〈騎馬出走的女人〉裏，女主人公一時衝動去看印第安人，卻被印第安人

作為祭祀獻給了他們的神靈。雖然黃春明和勞倫斯的小說都是關於現代人到宗教的異域去尋

找體驗，但在後者宗教的異域是一個既誘惑人又具有摧毀力的地方，一個殘酷野蠻的地方，

一個不可理喻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他者的世界。

在黃春明的故事裏，外來者也無意中被本地人納入他們的經驗中，如石虎伯把小羊一夥當成



水鬼。但民間宗教沒有被描寫成一種無緣無故地吞噬來訪者的龐然怪物。相反，小說向我們

顯示的是，現代工業文明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農村積怨不散的孤魂野鬼，尤其是通過長期的

單向人口流動以及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白鷺鷥的消失就是最明顯的例子。石虎伯開始胡思亂

想也是因為反常的連綿不斷的雨給西瓜地也既是給他和他的家人的生存造成了威脅。可是他

的歇斯底里當然不會直接傷害到堤防上的年輕人。大不了他們聽不到鬼故事，但他們一路上

的樂趣大概足可以彌補這個失望。這一趟應該不算白跑了。

黃春明在小說的開頭附了一首短詩，我們可以從中讀到黃春明對體驗與經驗的辯證關係的看

法：

濁水溪 

當我還沒見過你之前 

你就從阿公的嘴裏流進我的耳朵 

然而，好多個村莊 

好多豬只和雞鴨牛羊 

好多叫天，叫孩子，叫救命的聲音 

好多人和水鬼 

全都卡在我的心底

濁水溪 

我長大之後跨過你離鄉遠去 

當我想起家鄉，想起你 

卡在我心底的都醒過來 

串成一串串的故事 

從我的口中流進 

在異鄉出生的孩子的耳朵裏

他們時常為這些故事 

在夢中驚叫，也 

在夢中微笑 

我知道他們為甚麼驚叫 

但我不知道他們為甚麼微笑 （頁148）

這首頗具鄉愁的詩告訴我們，一代人的悲慘經歷，經過敘事傳承，就變成後代人的審美體

驗。大水和水鬼就變成了城裏長大的孩子們惡夢裏的角色，即恐怖又好玩，既讓孩子們驚

叫，也讓他們微笑。

中國現代的鬼故事可以說都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對啟蒙理性的反叛的大潮流中的分

流。跟西方反理性主義作品一樣，這些鬼故事都認為宗教可以直接或間接地拯救現代文明的

精神空虛，但《呷鬼的來了》並不把宗教與現代文明絕對對立起來，而是把二者放到體驗與

經驗的辯證關係中。在黃春明看來，宗教不是破產的教條，也不是無意識的投射或人性醜陋

面的隱喻，而且一種必須同藝術，文學，大眾文化，甚至科學相競爭的現代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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