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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鄉的路上
──決戰時期呂赫若《清秋》小說集的家與老者
羅詩雲 *

摘

要

一九四○年代的臺灣文壇陷於決戰時局之中，「戰爭」在官方主導下成
為所有文化活動的前提。然而，呂赫若卻是少數於決戰時期(1941-1945)繼續
執筆，甚至出版作品集的作家之一。期間他所發表的〈清秋〉
、
〈風頭水尾〉、
〈山川草木〉等小說，雖被質疑帶有皇民化色彩，但仍有研究者認為他是以
審慎的寫作技巧，對戰爭時局與皇民化運動表達幽微的抵抗；這些表面上被
解讀為協力國策的文學作品，實際記錄的是臺灣知識分子在「皇民化」的戰
鼓聲下，努力面向臺灣本土社會的自我省視與書寫嘗試。處於殖民地語境中
的呂赫若，不僅未被殖民當局的文藝政策所擊倒，反而於政治夾縫中發聲，
深刻化臺灣的主體意識與歷史記憶。承此，本文將以呂赫若決戰時期出版的
小說集《清秋》為討論對象，通過書寫構圖與人物典型的分析，檢視作家處
於高壓政治之下「家族史」與「老者形象」的寫作經營，呈現臺灣知識分子
面對決戰時期的文學觀點及書寫回應。
關鍵詞：呂赫若、決戰時期、《清秋》、家族史、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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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決戰期的臺灣文壇與呂赫若
1938 年日本發布國家總動員法，同時在臺灣推行皇民化運動。其後隨
1941 年底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臺灣則進入了對英美宣戰的決戰時期。1942
年 2 月皇民奉公會設立獎勵文化報國的臺灣文化賞，積極動員文化界協力戰
爭，5 月日本成立文壇統制單位「文學報國會」，1943 年 4 月成立「日本文
學報國會臺灣支部」。與此同時皇民奉公會改組，之後更將臺日作家一同納
入「臺灣文學奉公會」，與日本文學報國會臺灣支部互為提攜，推動皇民文
學之成立。處在「決戰文學」、「文學奉公」的戰時體制中，臺灣文壇遭受沉
重的打擊，臺灣文學奉公會、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到臺灣決戰文學會議、增產
文學一連串的舉行、提倡，使臺灣文學作家群難以置身事外。 1 曾健民分析
臺灣皇民文學的性格與本質時提到：

所謂臺灣皇民文學，是日本軍國殖民者對臺灣文學的壓迫與支配的產
物……；它更扼殺了臺灣文學的精神，是臺灣文學的對立物。它也是
日本軍國殖民體制在臺灣施行的戰爭總動員體制的一環，以文學的假
面，宣揚日本的軍國殖民法西斯理念，來動員臺灣人民的決戰意識，

1

決戰期文藝家如何協力戰爭是日本殖民政府的一大問題，因此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下設置
臺灣文學奉公會，藉以統合收編在臺灣的日人和臺人作家。1943 年 11 月 13 日「臺灣決戰
文學會議」的召開，形式上是要確立文學決戰態度，將臺灣文學界《文藝臺灣》與《臺灣
文學》兩大勢力統合於臺灣文學奉公會所新設立的《臺灣文藝》
，可謂宣告臺灣文學正式進
入決戰期，1944、1945 年《決戰臺灣小說集》的出版更是總督府情報課關於文學協力的具
體實踐；但從歷史事實與帝國治理角度而言，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即意謂臺灣被正式納
入軍事作戰考量，甚至 1941 年底日本陸軍軍部已開始募集臺灣原住民組成高砂義勇隊，以
軍伕身分協助南方作戰。此際的時空背景亦對 1942 年 4 月以前人在日本的呂赫若產生一定
影響，故本文將《清秋》收錄之七篇小說視為呂赫若決戰期的書寫。中島利郎著，羅仕昀
譯(2012)，
〈日本統治末期臺灣文學：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編《決戰臺灣小說集》的出版〉
，吳
佩珍主編，
《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臺灣文學．文化研究（上）》
，頁 304-305，
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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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日本侵略戰爭獻身的東西……。(曾健民，1998：頁 20-37)
戰爭時期的臺灣文壇往往隨著國家的施策方向而變動，「戰爭－作家－文學」
成為四○年代臺灣文壇當前的主軸；然而，呂赫若卻是在決戰時期少數持續
寫作且出版創作集的臺人作家。2 這段時期發表的作品雖被質疑為皇民文
學，但有學者陳辯這些作品性質實為「偽裝的皇民化謳歌」(葉石濤，1983：
頁 84-90)。實質記錄的是於日治末期的知識分子，在「皇民化」的戰鼓聲下，
避開個人內心告白，保持與當時代社會之距離，努力以台灣主體意識進行內
省式轉化的書寫。
1939 年臺灣的寫作環境不如從前，呂赫若因此東赴日本東京武藏野音樂
學校學習聲樂。在赴日的皇民化過渡時期，呂赫若未曾放棄創作活動，返臺
後他也未曾削減文學關懷、社會關注之情。1942 年臺灣已進入所謂的決戰之
境，返臺的呂赫若自然無法逃離日本當局的動員徵召，擔任了臺灣文學奉公
會常務理事一職。從 1942 至 1945 年的艱困時局中，呂赫若看似寫了數篇呼
應國策的作品，其創作如〈鄰居〉(1942)、
〈玉蘭花〉(1943)、
〈清秋〉(1944)、
〈山川草木〉(1944)、〈風頭水尾〉(1945)，無不被後人論者視為配合時局，
響應皇民化政策的作品；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日本「皇民化」政策的推行結
果是否真的造成臺灣文學民族意識與抵抗精神的荒廢？或是作家轉以其他
的寫作策略延續臺灣的主體意識與歷史記憶？
處於決戰語境的呂赫若，可想而知其寫作環境與創作空間的壓縮。但他
並未被殖民當局的文化路線所擊倒，反而與之斡旋，運用流利的日語能力進
行臺灣社會的主體觀察和文學書寫，出版了《清秋》小說集； 3 當時任職於

2

創作集指 1944 年 3 月(昭和 19 年 3 月)臺北清水書店出版的小說集《清秋》。前有帝國大學
國文系教授瀧田貞治作序，後由呂赫若寫跋，按目次依序收錄〈鄰居〉《
( 臺灣公論》1942.10)、
〈石榴〉(《臺灣文學》1943.7)、〈財子壽〉(《臺灣文學》1942.3)、〈合家平安〉(《臺灣文
學》1943.4)、
〈廟庭〉(《臺灣時報》1942.8)、
〈月夜〉(《臺灣文學》1943.1)、
〈清秋〉(1944.3)
等七篇小說。(括弧內為小說最初發表刊物與時間)《清秋》未按作品發表時序編排目次，
〈清
秋〉是未單獨發表而直接收錄小說集的壓卷作。

3

瀧田貞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助教授）
〈關於呂赫若君〉一文便稱許《清秋》是國語政

．273．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十二卷第二期

臺灣總督府情報課，且為臺灣文學奉公會成員的河野慶彥如此評價《清秋》：

透過以上七部作品所感受到的是，作者對社會的痛切批判，而批判的
根基則是作者的人道精神。再透過這些所感受到的，則是作者的
愛。……作者的眼光甚至成為貪婪的現實主義者的眼光。即使如此，
那並不只是冷酷的攝影師般的眼光，在那作品的陰暗處仍能感受到人
道主義者的心痛。作者揭露隱藏在本島人生活夾縫中的污穢、不道德
與不幸，同時也暗中為他們痛哭流涕。 4

呂赫若決戰時期的寫作主題為本島人及其灰暗不幸的現實生活，若要探究作
家之於時局的思考，其小說人物和書寫構圖的設定是關鍵的切入角度。綜觀
《清秋》的臺灣書寫，如〈月夜〉面目猙獰的婆婆、〈財子壽〉的權勢者周
九舍、〈合家平安〉吸食鴉片的范慶星、〈清秋〉深賦漢學造詣的祖父等，皆
為臺人家族主題中的老者典型。與作家 1935 年登上文壇以來至大東亞戰爭
前的書寫主題相較，顯見決戰時期作家對於臺人家族和老者角色的特意保留
與描寫，是以臺灣傳統家庭為舞台，詳細刻劃大家族人性和風俗文化的描寫

策推行成功的實證，且展現本島知識分子的自我思考，由此可推想《清秋》得於決戰時期
通過審查的出版背景。瀧田貞治，
〈呂赫若君のこと〉，呂赫若(1944)，
《清秋》
，臺北：清水
書店，頁 3-4。葉石濤曾評〈清秋〉具有反體制的內容，卻通過總督府保安課的戰時檢閱。
葉石濤(1983)，
〈清秋──偽裝的黃民化謳歌〉
，
《小說筆記》
，臺北市：前衛，頁 86。林瑞明
指出〈清秋〉並未單獨發表，是為了小說集順利出版的壓卷之作。林瑞明，
〈呂赫若的「台
灣家族史」與寫實風格〉
，陳映真等著(1997)，
《呂赫若作品研究──台灣第一才子》
，頁 65，
臺北：聯合文學。垂水千惠則分析〈清秋〉為呂赫若文學巔峰，同時間作家日記的空白也
暗示呂赫若脫離演劇活動而回歸文學寫作的道路。垂水千惠著，張文薰與鄒易儒譯(2008)，
〈1942 年-1943 年呂赫若之音樂、演劇活動〉
，《戲劇學刊》，8，頁 84。由葉石濤、林瑞明
與垂水千惠等人所述可知〈清秋〉的創作目的和策略，也有作家因應時局的個人意圖、時
代意義和文化活動之調整。
4

河野慶彥著，邱香凝譯，涂翠花校譯(2006)，〈呂赫若論──關於作品集《清秋》〉，黃英哲
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四冊，頁 475，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籌
備處。(原刊〈呂赫若論──作品集《清秋》について〉
，
《臺灣時報》
，第 293 號，1944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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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 5 關於老者形象的書寫，呂赫若曾述「老者」是日人作家難以深入描
寫的臺灣人物類型之一。 6 承此，本文以呂赫若決戰時期的創作──《清秋》
小說集為論，通過情節構圖與人物形象之分析，且配合《呂赫若日記》的記
述內容，析究其在高壓政治與文化動員下語境的書寫策略。從而彙整呂赫若
於決戰期的創作風格，及其臺灣家族史書寫之脈絡與老者形象的敘事意義。

二、如何回「家」：臺人家族的敘述再現
日治時期，臺灣人面對地主、資本家、殖民主、習俗等封建勢力、帝國
主義的雙重壓迫，致使他們現時生命受到種種的扭曲糾結，社會、階級及女

5

若以 1941 年 12 月日本發動珍珠港事變的大東亞戰爭，臺灣進入對英美宣戰的決戰體制為
時間界限，此前呂赫若作品有〈牛車〉(《文學評論》1935)、
〈暴風雨的故事〉(《台灣文藝》
1935)、〈婚約奇譚〉(《台灣文藝》1935)、〈前途手記〉(《台灣新文學》1936)、〈女人的命
運〉(《台灣文藝》1936)、
〈逃跑的男人〉(《台灣新文學》1937)、
〈季節圖鑑〉(《台灣新民
報》1939)、〈藍衣少女〉(《台灣藝術》1940)、〈春的呢喃〉(《台灣藝術》1940)、〈田園與
女人〉(《台灣藝術》1940)。上述文學作品主角多為殖民地臺灣女性，由農村逐漸著筆於都
會女性問題，書寫視野聚焦於殖民地經濟以及封建社會的階級矛盾。戰時文學筆觸則以傳
統家族制度和價值沒落為核心，反封建主題的擴大。研究者指出呂赫若在 1942 年以後作品
共同傾向，是以臺灣傳統家庭為舞台，並寫其複雜人性。參見垂水千惠著，莫素微與邱振
瑞譯(2012)，〈呂赫若與《陳夫人》──以一九四二年後呂作品為中心〉，吳佩珍主編，《中
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臺灣文學．文化研究（上）
》，頁 46-50，臺北市：國立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柳書琴也指出呂赫若此期小說題材選擇與人物塑造具有連貫性，涉及
組構鄉村秩序的風俗、慣習、信仰以及自然。柳書琴(1997)，〈再剝石榴──決戰時期呂赫
若小說的創作母題〉，陳映真等著，《呂赫若作品研究──台灣第一才子》，頁 155，臺北：
聯合文學。

6

此觀點可由呂赫若對《陳夫人》的批判見出，參見垂水千惠著，莫素微與邱振瑞譯(2012)，
〈呂赫若與《陳夫人》
：以一九四二年後呂作品為中心〉，吳佩珍主編，
《中心到邊陲的重軌
與分軌：日本帝國與臺灣文學．文化研究(上)》，頁 39-57，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呂赫若，〈「『陳夫人』の公演(四)〉，《興南新聞》(1941 年 5 月 23 日)，第 6 版：「……就像
老人阿三一樣，在描寫與外面沒有接觸而深藏在本島人家庭內部的女性時，對內地人作家
而言是相當困難的，就算能敏銳地掌握了抽象性，也會欠缺現實性。」從以上的批判看來，
呂赫若認為隱身於臺人家庭內部的老人是日人作家難以描寫的人物典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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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問題交織錯雜益顯複雜而無奈。這些問題也成為當時知識分子關懷的焦
點、追尋出路的課題，其書寫在某種程度上亦解構了政治高壓下的意識形
態。但若僅指出呂赫若對皇民化運動陽奉陰違的回應態度是不夠的，必須尋
找呂赫若被視為與皇民化有所糾葛的作品，之所以能被讀解出面對殖民當局
隱微抵抗的內涵因素。故本節針對呂赫若對作品題材的選取、書寫策略的運
用與情節物景的構思進行考察。

(一) 良巢的構築：
「家」敘事的選擇
殖民體制重組了臺灣人生活的空間結構，也給予當時知識分子相當大的
影響，亦使得呂赫若對故鄉/認同產生了迷惘，而嘗試尋找回家/鄉的書寫道
路。之於「生活故鄉」與「血統和傳統故鄉」的認同，對身處殖民地的臺灣
人民而言，似乎是不相牴觸的。 7 尤其後期接受了皇民化運動的洗禮之後，
更顯得前者價值的重要性；然而決戰時期的臺灣環境仍衝擊呂赫若的認同思
考和文學創作，1944 年出版的《清秋》跋文即陳述他在近十年寫作生涯的徬
徨和尋找自我的期望：

本小說集所收集的七篇作品，是昭和 17 年(1942)春天起一年半間，我
來回飛翔，到處構築的七個巢。現在看來，一切算是剛起步的巢，往
後回顧，正因為是我灌注精力而築成的，每篇都讓人懷念。就如所閱
讀的，會發現不管是內容或手法，各篇多少會有差異，但我想這可以
說是為了朝向構築自己良巢而產生的一種掙扎。 8

7

楊威理著，陳映真譯(1995)，
《雙鄉記──葉盛吉傳》
，臺北：人間出版社。此書內容按葉盛
吉生前的日記編成，葉盛吉形容自己是活在日本與台灣的二重世界，呈現了日治時期台灣
知識分子的認同問題，日本與台灣的認同交疊而不衝突。

8

呂赫若(1944)，
〈跋〉，《清秋》
，頁 338。譯文引自周華斌，
〈譯呂赫若《清秋》跋〉，許素蘭
主編(2011)，《考掘．研究．再現─臺灣文學史料集刊第一輯》
，頁 165，臺南市：國立臺灣
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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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 4 月是呂赫若決定結束日本聲樂學習生活返臺的時間點，作家在同年
一月一日的日記中記述：「從事文學艱苦奮鬥第九年。一、要多創作。二、
戲劇。三、發現美的事物。」 9 日記承載個人日常、社會生活與內心感受的
紀錄，表現了書寫者的心靈活動或人格特質，4 月 29 日的日記更記載回台後
定心從事文學的志向。可知跋文所言七篇作品是作家返臺之際重啟的文學之
巢，各篇之間內容、手法的差異則是在築良巢過程中掙扎的痕跡。將自身比
喻為飛鳥來回飛翔而築巢、營巢的掙扎，可以想見是源自作家對己身定位不
安和創作持續調整的態度。
細究《清秋》收錄的七篇小說，目次並非按作品發表順序編列。由呂赫
若特意在書跋中寫下作品發表的刊物和時間，並以回應南進國策的〈清秋〉
為壓卷作，以及特別對臺北帝大瀧田貞治和清水書店的發行指點和配合表達
感謝，可知此書目次編排應是作家有意經營的。依序由描寫日台親善的〈鄰
居〉、兄弟緊密關係的〈石榴〉，至家破人散的〈財子壽〉、〈合家平安〉與封
建悲劇的〈廟庭〉、〈月夜〉，最終為思考知識分子進路的〈清秋〉。小說集目
次的安排邏輯除了顯現臺灣家族或在地生活的常民史，還有呂赫若考量決戰
時局出版背景與自身定位的思考脈絡。〈鄰居〉、〈廟庭〉及其續篇〈月夜〉
至〈清秋〉中的知識分子身影，從置身旁觀的陳老師，到忿恨不平卻又無能
為力的翠竹表哥，最後至確立方向的耀勳，這一路變化除了回應殖民地臺灣
的現狀，也表現殖民地臺灣知識分子的心靈在回「家」(臺灣主體)的道路上
持續前行。
而《清秋》所收錄的七篇小說之創作時點，實又貼近呂赫若決定結束東
京聲樂學習生涯的時間，決定返臺的原因除卻 1942 年 3 月以來因感冒引發
肺浸潤讓作家動念離開東京外，還有亟欲回歸故鄉田園的心境使然：

自己試著反省：自己不是適合都會的人，適應不了東京。田園才是自

9

呂赫若著，鍾瑞芳譯(2005)，《呂赫若日記》(兩冊)，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頁 37-28。
(1942 年 1 月 1 日) 以下日記引文皆在文末直接標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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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精神故鄉吧！(1942 年 4 月 26 日)
夢裡夢見東京生活的寂寞。不過，早上醒來後想到農村時代所夢想的
東京繁華，到底是怎麼回事了呢？事物是只有伴隨著空想才美麗的。
(1942 年 5 月 2 日)

日記所記載的字句，顯示呂赫若因面對被殖民政權解體的臺灣故鄉，轉而遠
赴東京希冀尋求另一個他鄉的憧憬已然失落：「人生畢竟到哪裡都一樣。唯
有努力。」(1942 年 4 月 21 日)而 5 月 1 日的日記則記載呂赫若對於中國文
化被扭曲的痛心之感，顯見呂赫若抗衡日本所表述的「中國」形象，已決定
轉向臺灣故鄉而努力，構築他自己的作品世界觀。這次返臺的重新出發，鎖
定了故鄉臺灣的風土慣習與家族人情，這正是他與決戰期其他作家所謂的大
歷史書寫互別苗頭的特色。
決戰期呂赫若為何選擇以家族制度為書寫主軸，依研究者析論原因可歸
納皇民化運動對於臺灣社會漢人文化與宗族結構的威脅，以及戰時殖民官方
介入臺灣在地文化的轉型與整合所致。呂赫若旅日期間內在對於文學道路、
民族的思索亦是因素之一。換言之，臺灣的「地方文化」是帝國主侵略戰爭
背景下的特殊產物，但其文化動員的政策卻也提供了臺灣本土文化運行的彈
性空間及合法性。 10 作家旅日返臺前夕及其後數月間，從日記可見呂赫若一

10

戰爭期與臺灣主體建構相關的地域文化論述，實是三種論述相互交織：以國民精神建設為
宗旨的「官製地方文化論述」
、關切臺灣文化主體性維繫與持續現代性的「本土地方文化論
述」、以在臺日本人社會文化處境與未來願景為出發的「外地文化論述」。需辨明的是，上
述三種論述具有官/民、臺/日及知識分子個別的思維差異，包括殖民當局官製地方文化論述
的在臺日人文化人，以及促發本土文化甦生的地方文化論述之臺灣、日本自由主義立場的
文化人。因此，此際不論在臺日人或臺灣本島作家都開始書寫臺人家庭、家族題材。參見
柳書琴(2008)，
〈導言 帝國空間重塑、近衛新體制與臺灣「地方文化」〉
，石婉舜、柳書琴與
許佩賢編，《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頁 2-3、9-10，臺北市：
播種者出版；呂赫若旅日期間在東寶活動所見民族傳統被挪用的經驗，以及地方文化振興
運動的啟示，對他返臺後活動皆有相當影響。垂水千惠著，林巾力譯(2008)，〈回敬李香蘭
的視線──某位臺灣作家之所見〉，石婉舜、柳書琴與許佩賢編，《帝國裡的「地方文化」
：
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頁 233-237，臺北市：播種者出版；柳書琴也指出呂赫若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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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購閱關於中國古典戲曲和散文、小說的作品(《桃花扇》
、
《還魂記》
、
《浮生
六記》
、
《京華煙雲》等作)，甚至計畫翻譯《紅樓夢》並改寫為戲劇。創作的
思考面相則觸及生活史、臺灣風俗、精神生活、編入劇情的寫生式寫作方式
等要點，這些思考從《清秋》時人評論已顯示出呂赫若的具體實踐：「從文
體來看就是所謂「列舉法」(原文：詳悉法)，因此即使他文章的字裡行間沒
有語氣詞，構成文章的詞語全體卻已渾然天成，自成一幅風景，而交織成一
幕幕的情景。」 11 在《清秋》出版之前，呂赫若甚至燒毀已成稿的〈月夜〉
短篇，因為他認為內容不貼近臺灣人的生活和臺灣色彩。與此同時，作家也
持續構思、創作關於家族史題材的作品，包括〈鴻河堂四記〉
、
〈常遠堂〉
、
《建
成堂記》等系列，其中長篇小說《建成堂記》題目是以呂赫若出生地祖宅的
堂號為名，一方面顯現他欲將改編呂氏家族的創作意圖，另一方面則知旅日
期間家族故事的靈感已經化為具體的文學作品。事實上，家族史的寫作傾向
可謂延續前一時期呂赫若左翼視野中對被殖民鄉土的關懷，以及個人心靈成
長的探索。
以呂赫若日治時代整體寫作歷程來看，早期呈現個人與外在社會的衝
突，描寫女性、階級所受到的壓迫問題，再轉為家族內的抵抗書寫，最後則
著筆個人心理意識的交戰。呂赫若透過「家」書寫漸漸組成心中的原鄉臺灣，
探討、營造和強化人與人之間的關聯。呂赫若四○年代的留日經歷，也間接
影響他的文學書寫與藝術表現，尤其是返臺後在皇民化運動的社會氛圍下的
家族史書寫路線。呂赫若書寫傳統家族內部的崩壞過程與現代化進程的異質
性，尋求現代性與本土性之間的平衡。其挖掘臺灣傳統家族特質、歷史記憶，
進行所謂小敘述的書寫，頗有與當時國策虛應故事之用意，再者也回應了作
家旅日期間對文學與生活密切關係的寫作意識：「文學的學習就是人生的學
習，也就是生活的學習；生活貧乏的文學會令人覺得厭惡。」(〈我思我想〉，

自我期許甚高，內省性極強的作家。參見柳書琴(1997)，〈再剝石榴──決戰時期呂赫若小
說的創作母題〉
，陳映真等著，《呂赫若作品研究──台灣第一才子》，頁 127-135，臺北：
聯合文學。
11

同註 4，頁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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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562)從生活中取材創作，從現實產生精神上的共鳴，呂赫若的書寫始終充
滿生活氣息，不斷貼近臺灣的在地記憶。為了達到超越皇民化意識形態的目
的，呂赫若的書寫策略擇取日人作家難以貼近的題材和角色──臺人家族，
與時局保持不卑不亢的態度：

對關於日本人的一切，他既沒有表示自己的卑屈，也沒有顯出崇拜、
羨慕的眼光。他幾乎是採取「河水不犯井水」、「我行我素」、「漠不關
心」的態度，這點是與日據時代其它的臺灣人作家有顯著的不同。(楊
千鶴，1996：頁 171)

呂赫若家族史敘事策略的經營，顯示了皇民化高壓下作家獨特的創作意識，
文本蘊含著偽裝與弦外之音的生存哲學。作家不斷挖掘臺灣風土人情的固有
性格，並給予傳統新的詮釋和本土價值。透過臺灣傳統家庭、家族史的題材，
呂赫若於小說中隱然召喚臺灣傳統的靈魂，確立臺灣本土文化體系的價值和
意義。

(二) 人情美：家族敘事的價值建構
殖民體制與戰時文化重組了整個臺灣的空間結構，給予知識分子相當大
的影響。呂赫若也對故鄉產生了迷失，但透過「家」書寫，呂赫若找尋到臺
灣傳統文化主體的道路，重新喚起臺灣人對過往歷史記憶的歸屬。呂赫若以
傳統家族史作為寫作策略，儘管避開了臺灣知識分子的政治告白，卻仍保持
社會主義的批判意識。尾崎秀樹曾評論呂赫若決戰書寫是圍繞於農村社會的
「家族」之寫作取向：

呂赫若注重研究解放前中國農村社會所見(雖然形式上已經進入崩潰
期，但是依然不能擺脫牢固的封建桎梏)的「家族」，並從中探索人類
的普遍性問題。其作品雖然創作於戰爭中，但幾乎看不到所謂國策性
空話。……像《財子壽》這樣的作品究竟寫於 1942 (昭和 17)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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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恐怕已能說明呂赫若的文學取向。另外，「財子壽」就是財產、
子孫以及長壽的意思。因此把它看作是在殘存著濃厚封建意識的台灣
農村社會裏，家長欲望的象徵可能比較合適。 12

四○年代呂赫若因不耐時局、文化、文學的苦悶，成為一個逃離臺灣土地的
知識分子。也正因他遠離臺灣的戰時風暴，才更有餘裕充實藝術修養與文學
技巧。留學東京是呂赫若文學生涯的關鍵期，不僅找到日後創作的雛型──
「家」，敘述角度和方式也能拉開自我與時代的距離而更貼近臺灣本土。呂
赫若與同世代作家所不同的，在於其小說書寫主題並非僅將臺灣置放於殖民
者與被殖民二元對立關係。基於呂赫若知識分子的視野，他同時注意到日本
殖民現代性對於臺灣社會體質的改變。 13
1944 年出版的《清秋》小說集，收錄的七篇作品調性極為一致，同對傳
統封建文化與缺乏主體的殖民現代性進行批判的書寫調性。批判之餘，卻也
寫出了對臺灣土地的熱情態度。從《清秋》最早脫稿的〈財子壽〉，至其後
的〈廟庭〉、〈鄰居〉、〈月夜〉、〈合家平安〉、〈石榴〉、〈清秋〉一路下來，呂
赫若確實也寫出對殖民現代性進入之前，臺灣家族所保有的美好傳統和人情
關係：

兩位弟弟一個十歲、一個十六歲，瀕臨寂寞、無依的生活，他強忍住
被自己兄弟悲慘命運牽引出的淚水，鞭策著自己，一心一意努力要成
為弟弟們的支柱。即使在田圃工作，他也儘可能將弟弟們帶在自己的

12

評論文字詳參尾崎秀樹著，陸平舟與 Aida Fusako 共譯(2004)，
〈決戰下臺灣文學〉
，
《舊殖民
地文學研究》，臺北市：人間，頁 198。

13

關於「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定義及特質，參見夏鑄九(2000)，
〈殖民的現代性
營造──重寫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建築與城市的歷史〉
，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40，頁 62-65。
論者解釋「現代性」是國族國家與有系統的資本主義生產結合之下，影響社會生活與組織
方式的複合體。日本殖民政權帶來臺灣的殖民現代性，是透過軍事和政治之暴力建構過程，
經由東洋轉手的西洋，於殖民國家強調的現代正當性之下，其成員沒有主體性，沒有自我，
無法給予自我意義。

．281．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十二卷第二期

身邊。到了夜晚時，三個兄弟就一起回到暗澹的家。 14

呂赫若雖以被竹林包圍的黑暗獨屋襯托三兄弟失去雙親的孤寂，卻也加強大
哥金生扛起父母責任，對兩個弟弟照顧有加的描述，烘托臺灣青年一輩對家
族傳統的堅持。這個由僅存的三兄弟建築出的破碎家庭，在大哥金生支柱般
的堅持下，充滿了溫情與關愛，「家」成為兄弟的救贖。然而現實的經濟問
題，致使兄弟三人分別入贅及作異姓養子而分散，三弟木火的發瘋讓金生自
責不已：「自發狂以來，被軟禁的弟弟日漸消瘦的身影浮現眼簾。眼看著那
般強壯的身體日漸衰弱，他也覺得很痛心。」(〈石榴〉，頁 474)直到將三弟
的牌位迎回家合爐，並將次子過繼，金生的心靈才獲紓解。透過〈石榴〉三
兄弟的遭遇，呂赫若強烈表達建構臺灣家族傳統價值的立場：縱使分離也堅
守家嗣的信念，即便家庭破碎不全卻因手足關係緊密顯得很有力量。
窪川鶴次郎評論圍繞「家」傳統思想與感情的〈石榴〉寫出農民真正的
姿態，呈現無法接觸的靈魂光輝， 15 如〈石榴〉的大哥金生一開始為弟弟木
火失蹤而操心，到其後激勵自己是三兄弟的支柱不可向命運倒下的決心，揭
示了金生這個人物充滿傳統家族情感，縱使三兄弟已各分東西，但社會現實
仍未改變兄弟情誼。《呂赫若日記》自陳對〈石榴〉構成的書寫意識：「最近
對〈兄弟〉的構成感到頭痛。說要加入時代性甚麼的。但我討厭把輕薄的時
代性塞進去。我堅持真實地、藝術性地，我要寫永恆的作品。」(1943 年 6
月 15 日)想見呂赫若欲呈現的，是一個未受殖民時代價值觀污染的傳統故事
架構，故〈石榴〉的人物即使面臨貧窮等現實問題，仍不改初衷，這也意味
呂赫若對臺人家族傳統精神之肯定。《清秋》一系列作品雖多見對現實或人
物的陰翳書寫，但呂赫若並未失去對正面人物的用筆，相對於《清秋》諸篇，

14

呂赫若著，林至潔譯(2006)，
〈石榴〉
，
《呂赫若小說全集》
，臺北縣：INK 印刻，頁 469。以
下《清秋》諸篇引文皆在文末直接標明篇名和頁碼。

15

窪川鶴次郎著，邱香凝譯，涂翠花校譯(2006)，
〈臺灣文學之半年(一)──昭和十八年下半期
小說總評〉
，黃英哲主編，
《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四冊，頁 458，臺南市：
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原刊《臺灣公論》，第 2 卷 9 期，1944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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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本洋溢著手足親情的人情美。
在一片悲愴氛圍中保有一絲光明，或可推想是呂赫若本身社會人道關懷
的意念作用。呂赫若關於大家族的正面形象同見於〈清秋〉，由對祖父的孺
慕之情和家族溫暖的根源兩方面，刻劃決戰之際愈加團結的臺人家族。屬《清
秋》小說集後期之作的〈清秋〉再次顯露回鄉的溫情：「在斯土生根、年幼
時點點滴滴的回憶……，溫暖地充塞心中。再次想起今後做農村醫生的生
活，自己畢竟是田園之子，絕不是都市人，連眺望家的眼中都燃燒著美麗的
憧憬。」(〈清秋〉，頁 512)耀勳是從東京留學回到臺灣的知識分子，卻能全
然開敞心胸投入臺灣鄉土，油然而生故鄉的懷念感，給予自己面對未來生活
的自信。這裡呂赫若投以更多對臺灣故鄉情感的共鳴，不僅喚起自我記憶，
也尋求自我在時代潮流中的定位。呂赫若此時重現傳統的臺人家族情感書
寫，或可視為是與皇民化的隱微對抗。〈清秋〉寫出呂赫若對知識分子的期
許，並非是投入戰爭或參與實際的社會運動，而是回到自己的身分職責上，
如同耀勳意識到身為醫師的當務之急：「在如此劇變時代的對應之道，不受
第三者迷惑，只要相信自己，堅守自己的工作崗位，然後達成自己的職責。」
(〈清秋〉，頁 558)發揮此般關懷性的自我社會定位。〈清秋〉表面描寫了臺
人響應「南進政策」，但實際上藉著主角的猶豫不決，呂赫若透露了知識分
子對時局的徬徨與進路的追索。
《清秋》諸篇雖然大致呈現家族毀壞、人性卑劣的圖式，細節中卻仍藏
有不少人情美的描述，例如〈鄰居〉敘事者陳老師對李夫人處境的憐憫、
〈財
子壽〉長工林溪河對玉梅的同情、〈合家平安〉長子有福、兩個兒子對范慶
星的親情、〈廟庭〉及〈月夜〉裡舅媽、敘事者對表妹翠竹的不捨和對封建
制度的憤怒無奈。這些人情和情緒的脈絡中不見得有血緣羈絆，卻有相互依
存或緊密聯繫的人緣關係；除此之外，呂赫若亦企圖在家族小說中建構臺灣
文化的新內涵。1942 至 1943 年(昭和 17-18 年) 日記中呂赫若記錄了閱讀、
購買大量關於中國的書籍，計有《浮生六記》(1942 年 3 月 9 日)、《滿支習
俗考》(1943 年 5 月 21 日)、《駱駝祥子》(1943 年 5 月 22 日)、《支那思想之
研究》(1943 年 6 月 5 日)、《楚辭》、《詩經》等書。這購買、閱讀的動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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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純為文學創作而行，而是為了更理解自己：「研究中國非為學問而是我的
義務，是要知道自己。」(1943 年 6 月 7 日)呂赫若欲透過中國經典書籍的閱
讀，重新確立中國與臺灣、自我的血脈關係，甚或是思辨臺灣書寫本身。這
是作者試以家族的小敘述書寫對抗決戰期國族大敘述，希冀組織屬於在地臺
灣社會敘事傳統前的考察。
在戰爭時期東洋對抗對西方的大東亞論述框架中，呂赫若挪用日本上承
中國儒教、漢文化的大東亞文化思維，以南方作為決戰期書寫的施力點，即
擺脫「北方憧憬」回歸至中國傳統的文化。 16 家族文化作為漢文化的傳統核
心，重視的是集體的精神，相同的家族文化薰陶下存在著大致相同的價值觀
念和追求目標。而呂赫若便是企圖建構臺灣本土傳統的「家族」觀念，呼喚
臺灣人的群體精神。結合家族中「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
餘殃」的傳統觀念，將個人行為與整個家族命運牽繫在一起，以小說書寫回
應當時的社會氛圍，日記寫道：

晚上身體比較舒服一點，所以動手翻譯自去年以來處於棄置狀態的
《紅樓夢》。儘管費上十年的功夫也行，一定要把這傑作譯出來，廣
為流傳，這是自己作為一個臺灣人的義務。(1942 年 3 月 14 日)

呂赫若想以中國書籍的閱讀及再翻譯尋找自我位置的目的昭然若揭。在臺灣

16

與本文討論背景相關之日本帝國侵略戰爭與大東亞概念的關係，為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
後，日本的「東洋」論述表現出更主動的意圖，將東洋主體建立在對西方的抵抗之上，所
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
。隨著日本帝國主義戰略範圍的擴大，日本積極為自己在東方文明
史尋找新定位，吸納、轉化東亞各地域文化，以日、滿、支共同建立的「東亞共同體」作
為建構新秩序、對抗英美的手段。
「大東亞」概念除了支那的政治文化圈，還包括長久以來
被西方帝國主義壓迫的南方諸國家、民族。陳瑋芬(2006)，
〈日本關於「東亞」的思考〉
，
《思
想》，3，頁 168-172。「北方憧憬」之概念，參見李郁蕙(2002)，〈憧憬的原型〉，《日本語文
學與臺灣：去邊緣化的軌跡》，臺北市：前衛，頁 69-74；以「中國」為回歸的說法，參見
鍾美芳(1994)，
〈呂赫若創作歷程初探──從《石榴》到《清秋》〉
，
「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
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主辦，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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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結合中國文化，成為決戰下臺灣知識分子的出口，由大東亞史觀的思想
夾縫中，重新反省臺灣的民族性。
仔細考察 1942 年 3 月之後呂赫若發表的作品，可以析論呂氏貼近自然
主義文學的手法， 17 詳細刻劃臺灣傳統器物及思考方式，混融中國與臺灣之
間的思考，重新建構屬於臺灣的本土精神與風物。透過〈清秋〉耀勳與祖父
(前清秀才)的對話，也可證明呂赫若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思考：
「因為文章不
只有助於教化世道人心，也是了解政治的最根本。詩經序曰：正得失動天地
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清秋〉
，
頁 515)耀勳的祖父深具中國傳統文人的思想，雖在日治時代曾擔任庄長，但
其對話仍無意流露出對時局的感嘆，認為當下的政治家或是知識分子都應學
習文章。此即呈顯作者有意追索中國傳統文化的意識，呼應呂赫若當時的閱
讀經驗、創作時感以及漢文化主體的追隨傾向。

(三) 回家/鄉的失落：晦暗的家屋物景
呂赫若的日文小說幾乎是臺灣傳統社會的書寫，這些堆砌的臺灣人生活
物景，形構他個人的鄉愁和認同：「那裡就是引發我鄉愁的關帝廟與舅舅家
的店。放眼一看，閃閃發亮的紅瓦屋恰似在跳舞。目睹此一情景，思念與感
傷之餘，胸中翻騰不已。」(〈廟庭〉，頁 309)〈廟庭〉裡的舅舅家與關帝廟
毗鄰，充滿許多敘事者與舅舅女兒翠竹的童年回憶，配合田間小路和故鄉青
空尤其令人感到溫馨。然而，一片故鄉情景中存在著突兀的甘蔗園，取代了
作者孩提記憶裡的茂盛竹叢，關帝廟祭壇也變成甘蔗倉庫。甘蔗園與故鄉環
境的迭變，可連結至決戰期呂氏以小說表現對臺灣人遭遇皇民化政策的「失
根」焦慮，臺灣傳統家族和物景的瓦解破碎正是失根社會解構狀態之顯影。
呂赫若《清秋》訴諸於瑣碎的、枝節的人事物之寫生式筆法，除了回應他對

17

劉乃慈指出呂赫若小說帶有自然主義文學特性的客觀紀錄，冷靜且抽離的敘述事件和細
節，自然主義強調清楚解剖人性醜惡和環境的美學，也影響呂赫若決戰書寫的批判意識和
人道精神。劉乃慈(2007)，
〈形式美學與敘事政治──日據時期台灣自然主義小說研究〉
，
《台
灣文學研究》，1，頁 12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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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復「物外之趣」審美態度之嚮往，能隨時發現並欣賞美的精神生活思考，
亦無非能得以閃避國策式的文化支配，專注於臺灣內部問題的省思。
傳統社會是個以時間為脈絡的社會，血緣、地緣關係、個人認同皆呈現
於線性歷史之中；然而日治臺灣面臨殖民現代性的衝擊，社會發展已由線性
歷史跳躍至以空間為核心的發展模式。基此，當呂赫若不斷回溯故鄉傳統的
歷史脈絡時，文本現下時間便相對形成另一股空間變革的失落或焦慮。這類
氛圍可見於〈廟庭〉之於關帝廟寫生式的描述：「走進關帝廟一看，廟庭堆
滿甘蔗的枯葉，雜草叢生。道出無法舉辦個熱鬧的祭典之實情。……隨著時
代潮流的沖激，它已逐漸沒落，如今變成部落居民的倉庫。」(〈廟庭〉，頁
311)原本古色古香的關帝廟，廟前廣場寬廣，是部落民眾的信仰中心，是一
股團聚眾人的力量。但是因為時代的潮流，打擊了廟宇的功用，群眾聚集之
處變成如今滿是甘蔗枯葉的倉庫，充斥著殖民地經濟下傳統衰逝的意象。臺
灣殖民地經濟被納入以日本為中心的生產體系，以封建的地佃關係作為基
礎，發展米、糖兩大作物的單一農業經濟，成為殖民母國的原料供應基地。
此時此地「關帝廟」暗喻出臺灣故鄉的本質已然不再，傳統臺灣農村的歷史
脈絡已行破裂，熱鬧的祭典徒為空想。
觀諸《清秋》各篇多所闡述家族內部的敗壞，如〈廟庭〉、〈月夜〉翠竹
在夫家受虐而娘家拒之門外的情節，便可看出呂赫若接續前一左翼視野階
段，其對傳統封建的批判；值得留意的是，呂赫若以寫生式的筆法描繪鄉村
道路、樹木、流水、石橋，瓦屋的廳堂、座椅、雕窗、匾額……等極富臺灣
日常或生活民俗的事物，從旁襯托臺灣傳統的文化意義。小說家屋內的物
品、擺設和事件亦反映家族成員的情感、意識和人格塑造(劉益州，2010：頁
88)。〈財子壽〉開頭整體場景的敘述筆觸，仔細交代每一景物的位置：

門樓已經是座古老的建築，牆壁上裝飾的色彩與各種人形雕飾紛紛剝
落，僅留下痕跡。門上有塊以青字寫著「福壽堂」的匾額。這塊匾額
也快壞了，上面結滿蜘蛛網。一進門樓，旁邊的電燈桿綁了一隻臺灣
狗。看到人就不停地狂吠。……「後龍」靠近四棟。就在所謂的後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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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甘蔗的枯葉掩埋如山高，又蓋了一間豬舍、家禽的小屋，以及
廁所。乍看就知道是古老的建築物，由於沒有什麼人氣，給人鴉雀無
聲的感覺。四棟與某個後龍大部分的牆壁已傾圮，窗櫺也脫落，滿目
瘡痍，每個入口的門都緊閉。(〈財子壽〉，頁 264-265)

由描寫的篇幅和細節可知四周物景和建物內外並非僅是小說背景，而是作為
文本表現的內容之一。 18 為了凸顯這個家族的沒落，呂赫若加深對傳統事物
的老舊描寫，以強化整體家族傳統的毀敗灰黯感。且人物的發言評述又能與
物景共構成一幅畫面，〈財子壽〉裡接在一大片寫景敘事文字後，敘事者藉
老母親的第一句話：「玉梅是個可憐的女孩啊。她死去的父親如果知道她嫁
給人家當繼室，不知道會如何嘆息啊。」(〈財子壽〉，頁 267)簡潔地交代女
主角的身世遭遇，並勾勒作者隱藏的價值判斷：條件佳卻家道中落的富家女
子只得為人繼室的不堪，逝去父親的嘆息則預言人物走向毀滅的下場。玉梅
的老母親雖為此感到哀傷，卻也欣喜女兒能嫁給有錢人，於此補述臺灣傳統
婚嫁觀念為金錢束縛、價值擺盪的墮落。
呂赫若《清秋》慣將空間與人際關係、家族景況緊密結合，並反映強烈
歷史意識和文化危機(垂水千惠，2012：頁 49-50)。晦暗破敗的家屋或建築，
映照居處其內人物的家運衰頹或情感疏離：

由於幾年沒有整修，任其荒廢，牆壁的雕刻已因風雨而傷痕斑斑，所
有紅

色與青色的色彩已褪色，土磚有洞，麻雀利用它來做巢，柱子

色彩的變化有明顯的擦傷。室內的日常用品在不知不覺中被盜光了，
缺腳的椅子倒在房間的一隅，玻璃的碎片格外顯眼。不管看哪一個房
間，都是無法修繕的古老建築物，牆壁因漏雨的痕跡，有幾處泛
黑。……即使有鴉片的資金，范慶星無論如何也不肯把它充作兒子讀
書的費用。(〈合家平安〉，頁 428)

18

同註 17，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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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家平安〉家宅的今昔對照正與人物悲慘的命運互為呼應。所有財產都化
作鴉片菸的范慶星，他唯一擁有的是殘破不堪、無法修繕的家宅。家中財物
盡被聚攏家屋的鴉片吸食者盜走，大厝的部分家宅轉賣他人、考究的庭園變
成水田，淪落至此的范慶星即使一時振作經營了飲食店，卻仍對鴉片執迷不
悟，一家人離散四處。「家」對於范慶星長子范有福而言更是種桎梏，親子
關係剩下嫌惡與悲慘。這種對臺灣傳統人事物的毀敗書寫，實是戰時呂赫若
反日本殖民現代性的論述策略。別於〈牛車〉對殖民現代性的直接批判，而
將外來殖民與資本主義對傳統社會結構及價值傳統的衝擊，隱藏在臺灣人情
傷痛的景況描寫之中，表現呂赫若對時局的迴避及不滿。
家庭是理解人類存在方式的基本範疇，基此家庭具有存在範疇、社會範
疇、認識範疇的三重含義。 19 家庭代表了一種規範性的社會群體生活形式，
也是人們日常經驗的中心；此外，「家」是人們最緊密的生活空間，具有住
屋、家庭、家等意義層次，有了住屋方能形構基本的社會單位──家庭；再
者，投注情感及關係經營始具家的精神意義。然而〈財子壽〉的主角卻將家
屋和財物視為生命重要的持有，而忽視家人情感的經營、投入：

海文每天一起床，就會有在偌大屋內屋外走一圈的習慣。走著走著，
越發滿意自己家的寬廣，不由自主地喜歡這棟具備作為資本家外觀的
建築物。(〈財子壽〉，頁 276)
因母親之死所花費的金錢與親友們的到來，使他無暇悲傷母親的死與
關心

妻子的病，整天忙著環視家中是否有什麼東西短失了。……光

是記載支出的明細表就足以使海文徹夜難眠。(〈財子壽〉，頁 301)
19

家庭的三重含義，參見王玨(2017)，〈家庭、文化戰爭與生命倫理政策──評 Mark J.Cherry
的《性、家庭與文化戰爭》
〉，《中國醫學倫理學》，4，頁 529。家庭是理解人類存在方式的
基本範疇，在此意義下家庭具有三重含義：一、作為存在範疇，家庭凝聚並實現著一種特
殊的善，這種善構成社會族群繁榮發達的必要條件，並且不能被其他社會組織所代替；二、
作為社會範疇，家庭代表了一種規範性的社會生活形式：生殖、養育等生物、社會事實通
過家庭而得到表達和規約，並由此生成為社會基礎，家庭是作為整體而存在的；三、作為
認識範疇，家庭是日常經驗的中心，也是深入社會脈絡的途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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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文以身為資本家欣喜，寧願房間空著廢棄而不願出租與人交際，居住的
福壽堂四周寂靜，家人也不互相干涉，小說中的家屋停留於物理空間的住屋
意義，外觀頹圮且本質匱乏空洞，人物對家、家族亦無精神歸屬感，只是物
慾把持的利己表現。決戰期《清秋》以家屋與物景描繪了臺灣日常的生活面
貌，道出臺灣家族的衰敗與人物自導的悲劇，同時呈現呂赫若對於臺灣文化
「失根」的焦慮意識。
值得留意的是描寫手足情感最力的〈石榴〉，其小說氛圍也是陷落於一
片漆黑，三弟木火養母家的晦暗家屋與主人正房是一重要象徵：「漆黑屋裡
的某處，有竹床的咿呀聲，以及想起老婆婆嘶啞的咳嗽聲。……這時人聲夾
著豬叫聲。大頭覺得很訝異，於是點起燈來。朦朧、昏明的屋裡浮現竹床，
眼盲的祖母就坐在邊緣。」(〈石榴〉，頁 462)竹床磨動聲、咳嗽聲、豬叫聲
等聲響在昏暗空間中更加清晰，聽覺和視覺的落差強化了感官感受。家屋和
正房的黑暗襯托木火沉重的家族生活，做為家長的祖母竟然與老鼠、豬隻共
處一室，房內更是髒污不堪。呂赫若透過上述空間的細描，側寫木火養母地
位的屈下，以及暗示養母家族的落魄景況。雙親早逝的金生與弟弟們同樣住
在暗澹的家屋，房子被竹林所包圍，三兄弟的相處總充滿憂愁悲淒的氛圍；
然而呂赫若在此穿插了一句「因為鄰居農夫住著一家人，多少能排解孤獨與
寂寞」(〈石榴〉，頁 469)，鄰居一家人排遣了三兄弟的孤寂，頗有意味家庭
完整的完善美好，亦回應故事尾聲迎回木火靈牌合爐、過房的家人團聚情節。

三、家族史的老者形象與敘事意義
決戰期的呂赫若一變直揭時局弊害的寫作風格，改以細膩書寫家族現實
的經營。其中呂赫若對「人」的關注憐憫，經常出現在對時代、社會出路的
決戰期探索，以小說人物的他者價值和眼光觀看世界。透過自我在別人之外
的獨特角度，和彼此的視域剩餘交換和情感上的互相呼應，來補充、建立自
我視野。《清秋》人物形象塑造之目的，參見作家日記：「我並不是不會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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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個性美為對象的小說。而是一直更想以社會為對象，描寫人的命運的變
遷。」(1943 年 6 月 13 日)呂赫若一生記錄了戰前、戰後臺灣在日本、中國
統治下的經驗，尤其凸顯政權更迭之際社會的面貌，人們所承受的巨大衝
擊。呂正惠析論呂赫若與皇民化相關的創作時指出：「他似乎“奉命”處理了
時局問題，但他有自己的答案，並以隱微的方式在小說中表現出來。」(呂正
惠，1997：頁 53)文學本身含有豐富的詮釋空間，而呂赫若於決戰期嘗試以
臺人家族史小敘事抵抗國族大敘事的書寫策略，使他更加著力於臺灣人的書
寫，於弦外之音寄寓臺灣主體意識。以下就《清秋》的老者形象及其象徵意
義展開討論：

(一) 病態的封建制度
呂赫若的環境意識是敏銳的，其小說總能清楚呈示時代文化語境的問
題，例如臺灣人迷信風水、家庭封建、媒妁婚姻……等。他平實、自然地呈
現自己的感受，描述自己的時代。《呂赫若日記》寫道：「小田切秀雄的文藝
時評〈間隙的克服〉一文很能與自己的創作態度起共鳴。」 20 (1942 年 2 月
12 日)又在同年 2 月 28 日抄寫〈間隙的克服〉原文：

──探索現實上應被否定的事物之根源，而且徹底加以描寫，以資真
正去克服它的這種文學裡頭才能感受到美。
──正因為有希望光明而厭惡黑暗的、不易止息的希求之心，所以希
望文學從根徹底描寫黑暗，以達到克服黑暗。

呂赫若相當贊同小田切秀雄在〈間隙的克服〉提出的創作態度，就是要寫出
現實生活中黑暗且否定的事物，如此一來才能達到克服黑暗的效果。而呂赫
若也真正將之實踐於小說創作，對於小說寫作曾自詡「已經達到巴爾札克(H.

20

小田切秀雄，是為日本評論家，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進行文藝理論研究和批評活動。其
文〈間隙的克服〉是小田切秀雄在 1942 年發表《中央公論》2 月號的文藝評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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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Balzac)的手法的境界」(1942 年 8 月 18 日)，期間不斷閱讀《歐也妮˙葛朗
台》(Eugenie Grandet)、
《吝嗇鬼》(L'Avare)等描繪階級醜惡的作品，不論是文
學觀或其所關注的焦點，皆是資產階級對於社會結構、組織的晦暗影響。21 且
當其創作遭遇困難停滯，呂赫若也會試著閱讀如谷崎潤一郎《貓與庄造和兩
個女人》(1942 年 2 月 2 日)或觀賞修尼茲勒(Arthur Schnitzler)《 綠鸚哥》(1942
年 2 月 27 日)、海厄曼斯(Herman Heijermans)《永遠的猶太人》(1942 年 3
月 1 日)、蘇德曼(H˙Sudermann)《榮譽》(1942 年 3 月 7 日)等藝文作品。谷
崎氏向來善寫社會關係疏離的背景，在死亡與破敗中思考人的生存意義；修
尼茲勒、海厄曼斯、蘇德曼等作家則是藉由沒落貴族或資產階層的心理書
寫，反映社會腐敗沒落的文化。
上述作品、作家風格都呼應決戰期作家營造灰暗人物、氛圍的書寫特
性，對現實生活的控訴，以及一連串與時局隔離、封建崩潰的情節。呂赫若
的小說世界以「家」為基本單位，藉由成員互動相應呈示道德人性、社會變
遷及殖民統治的影響(林瑞明，1997：頁 69)；《清秋》小說集亦同時將老者
與封建體制勾連，呈現出臺人對現代化的認同、對傳統的否定，與身處於新、
舊夾縫中的焦慮感。〈月夜〉翠竹在夫家及父親刁難之下，無路可逃的選擇
跳河自盡，難過的「我」這樣想著：「我格外感受到翠竹必須投水自盡的心
情。既然娘家與婆家都無法安身，除了求死外，還能有什麼方法呢。」(〈月
夜〉，頁 414)這一次的自我告白，除了再次陳述知識分子的無能為力外，也
點出時代尖端的資本知識分子(翠竹丈夫)腦中根深蒂固的封建陳舊思想，與
同一時代環境的社會共相。從家族的認識範疇上，呂赫若由女性婚姻的家庭
問題呈現臺灣社會脈絡的封建問題。換言之，兩個應為社會中公共特定角色
21

《歐也妮．葛朗台》(1883)是巴爾札克最得意的長篇小說之一。此篇創作的年代，貴族階級
日趨衰落，取而代之的是資產階級的金錢勢力。而《歐也妮．葛朗台》正是通過對葛朗台
及其侄兒查理充滿血腥罪惡的家族史的描寫，以反映這一時代的特徵。此篇小說心理分析、
風俗描繪、細節刻畫、社會議論融為一體，取得相當高的藝術成就，是巴爾札克思想或藝
術方面的飛躍；《吝嗇鬼》(1688)是莫里哀(Molière)最深刻的性格喜劇之一，劇中寫出了人
對於致富的強烈渴求。劇中主人公、高利貸者阿巴貢是法國文學最著名的人物形象之一，
在其身上體現了資本發展初期的資產者極度貪婪和吝嗇的性格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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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識分子，在實際處理女性命運的問題上，所抱持的觀點及作法並未與傳
統父長的舅父不同：

當然，我個人的意見，既然對方如此的不像話，就沒有必要勉強在一
起。不過在考慮到翠竹是舅父女兒的立場，與其第三次不平等的再
婚，到不如忍耐目前的婚姻，找出某個融合點，方為上策。(〈月夜〉，
頁 397-398)

考慮到翠竹是舅父女兒的因素，與其再婚女性不平等的婚姻條件，翠竹表哥
「我」便轉想不如忍耐目前的婚姻，才是對雙方最好的作法。至此，這位新
知識分子又再度落入傳統的父權思考，因為他並未將翠竹的利益視為首要，
故甚至不惜低聲下氣向翠竹夫家求情，挫傷知識分子的進步形象。如此帶有
自我辯解的接連敘述，不僅顯現「封建意識」的陰影，更精準地書寫「舅父」
這個具封建象徵及價值的老者，其對新式知識分子的挫敗。「保護」有時成
為了枷鎖的同義詞，知識分子在面對封建社會的跛腳處境，正建立於舅父因
為害怕翠竹第二次婚姻失敗，而翠竹婆婆袒護其子的保守因素：

那是多麼鬱悶、不愉快的臉啊！婆婆是六十多歲的老太婆，臉長得非
常

長就像是馬臉，細小的雙眼緊挨著額頭向上吊，一副壞心眼的模

樣，頭髮機乎掉光，就像某家齒科所掛的照片，四、五顆骯髒的暴牙
埋在臉的下半部，瘦骨嶙峋的身體，配上一雙細腳，而且是纏足的小
腳，好不容易才得以支撐身體。……一副不管他外面世界如何，君臨
於自己為所欲為世界之表情。(〈月夜〉，頁 401)

翠竹的丈夫是個「走在時代前端的知識分子與美男子」，骨子裡卻是個「與
母親們共謀，享受與妻子魚水之歡的好色之徒」。翠竹的婆婆更憑恃封建道
德和社會觀感對翠竹為所欲為，翠竹的婆婆、小姑、丈夫三人構成同流合污
的家族圖像，她的父親、婆婆實是臺灣封建社會與殖民現代性之下共犯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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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顯影。臺灣家族的老者典型成為《清秋》一再用筆的對象，觀諸〈合家平
安〉的范慶星更是臺灣封建關係的見證。范慶星自幼也讀四書五經，但是物
質享受與鴉片讓他無法面對貧窮，他成為一個「恬不知恥地走訪親戚間，偽
稱借生活費，錢一拿到手，全部化成鴉片的煙」的封建寄生蟲，其於封建社
會的社經地位與知識角色使他自恃而墮落，無法接受現實。〈合家平安〉尾
聲范慶星更以父親角色和家人團聚的價值，要求疏遠已久的長子同住以供養
自己，於此家庭此一共同生活組織反倒成為子女的牢籠。
另外，〈石榴〉文本的重要配角黃福春，推測亦應為老者， 22 黃福春這
個人物具有封建與知識階級的雙重性質，這點頗令人玩味：「奇怪的是，在
福春舍的面前，受其威嚴所震懾，金生想說的事只能說出一半。不只是因為
福春舍是個有錢人與讀書人，或許是由於日常生活蒙其指導與照顧吧。」〈
( 石
榴〉，頁 464)福春舍對金生三兄弟可說是照顧有加，但是細究福春舍的指導
與照顧卻非全然出自人道關懷，如此也才能理解為何金生對福春舍總有股莫
名的緊張。從福春舍與金生的對話，可以得知福春舍的姿態永遠是處於上位
的，發言的態度或遣詞用字都充滿了令金生佇立難安的壓迫：

「是啊！是啊！」福春舍冷笑說：「我聽大頭說了。在這個夜晚，應
該是找不到的吧。如果這麼簡單就能找到，或許他就已經沒有發狂
了。」
「不過……」
「你擔心也沒有用。發瘋這種病是要長期治療的。」
福春舍以滿不在乎的口吻說。白色的光線中吐出白色的煙，在連呼吸
也幾乎聽不到的寧靜中，只聽到吸菸管的聲音。金生這次做出刺目的
表情。(〈石石榴，頁 464-465〉)

22

呂赫若著，林至潔譯(2006)，〈石榴〉，《呂赫若小說全集》
，臺北縣：INK 印刻，頁 461-462：
「瞎眼的祖母年近七十，二十幾年來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金生現在已想不起她的模樣，不
曾正面與她照過面，雖說是黃福春堂兄的媳婦，家境極為貧困，年輕時似乎是個女中豪傑。」
由以上文字推估年近七十的祖母是為黃福春堂兄的媳婦，黃福春年齡應不在祖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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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冷笑、不在乎的口吻說明了黃福春社經角色的上位姿態，呂赫若以隱晦
的筆法，曲折地表達自己的見解。黃福春對金生、二弟大頭的入贅和小弟木
火為人養子的安排，雖有經濟問題考量，但也說明人民的苦痛因封建遺毒和
階級結構所害，而殖民現代性引起的社會變遷為幫兇。
〈月夜〉舅父和婆婆、
〈石榴〉黃福春的描寫暴露出「本島人生活夾縫中的污穢、不道德與不幸」
(河野慶彥 評)，23 縱使人物並未直接站在第一線的封建結構，卻往往間接施
了力，此類老者最佳例證便是〈財子壽〉中「完全可以算是福壽堂的人」的
長工林溪河。他之所以留在周家正是因為抓準了周海文的心態：「自己算是
個老資格者，如果不能奉獻某些心力，是不好意思一直賴在這個家不走的。」
(〈財子壽〉，頁 271)林溪河雖然常對海文妻子玉梅表示哀憐，但總是保持沉
默，更順從於為所欲為的秋香和周海文，無疑助長了封建權力的結構。這些
人物不但作為封建制度的化身，藉以表現作者批判傳統的立場，也在皇民化
運動和文化動員之外凸顯臺灣社會的病態結構，幽微地表露作家對故鄉的悵
惘。
呂赫若小說對封建傳統的描寫，宛如一張密不透風的網，籠罩住整個臺
灣家族內外。從〈財子壽〉、〈合家平安〉、〈月夜〉等系列篇章，可看出呂赫
若極力描寫家族的崩解實與傳統觀念有關：「在與他起居室鄰接的「後龍廳」
之正面，掛著一幅畫有代表財子壽三人的畫軸，他每天總要眺望多回。」(〈 財
子壽〉，頁 269)偌大家屋中周海文總不時眺望「財子壽」的動作，顯現其價
值觀念始終圍繞於物慾，對於妻子、下人，甚至是手足皆不留情面，一心只
為自己的私慾謀求；而〈合家平安〉的范慶星一旦過得舒適，從前貧窮的感
覺似乎已隨風而逝：「了解啊！了解啊！不過現在做生意賺錢了，而且孩子
們也在膝下，一家平安度日。再也沒有這麼幸福了。因此，讓我享受一下人
生嘛！一坐在櫃臺裡，老骨頭就疼痛不已。」(〈合家平安〉，頁 435)顯露臺
灣社會寡德多欲與厚顏無恥的圖像，同時暗示家庭運數將一蹶不振，足見呂
赫若對臺人老者陰晦性格之用筆。

23

同註 4，頁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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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疏離的殖民地家族
呂赫若對日治時期在臺日籍作家的人物描寫多有意見，認為他們對臺人
的刻劃欠缺現實性，除非由臺灣作家來書寫，否則難以寫出現實的島內面
貌，這也是呂赫若決戰書寫所持續掌握的目標。〈風水〉雖未被收錄於《清
秋》
，卻同樣發表於決戰期的 1942 年，可視為呂赫若決戰書寫的佐證。24〈風
水〉周長乾、周長坤兩老為親兄弟，但是面對一己利益時，弟弟長坤卻失去
兄弟間應有的慈祥寬厚，徒留如蛇般的狡詐猙獰。〈風水〉內的老者書寫蘊
含了作家對臺灣家族倫理結構脫序的諷刺，尤其透過長坤、長乾兩兄弟呈現
對比：

雖然同是兄弟，卻有天壤之別。知道周長乾老人為人很好的人，一聽
到周長坤是他的弟弟，大都驚訝萬分。兄弟間個性的迥異，可以看出
對兩人家庭生活的影響。……以人望來說，周長乾老人遙遙領先，而
周長坤贏得部落居民「乞食坤仔」的惡評。(〈風水〉，頁 347-348)

話雖如此，但是周長坤仍對他的惡名無動於衷，甚至認為是他哥哥造成的。
相較之下，周長乾對於他弟弟的榮達則顯得十分欣喜，知足地認為自己的沒
落是命運所致；呂赫若的小說不斷強調殖民地社會結構是致使人物悲劇一再
發生的原因，故其小說瀰漫著一股無力感和宿命論，包括了〈財子壽〉的桂
春夫人、〈廟庭〉和〈月夜〉的舅父、〈合家平安〉的范慶星、〈石榴〉的木
火養母、〈清秋〉的祖父，藉由老者此一人物設定出發，或作為主要描寫對
象，或作旁襯角色，呂赫若彰顯日治臺灣家族內人情與人性的灰暗面：「因
母親之死所花費的金錢與親友們的到來，使他無暇悲傷母親的死與關心妻子
的病，整天忙著環視家中是否有什麼東西短失了，……光是記載支出的明細

24

〈風水〉未收錄的原因可能是 1944 年《清秋》小說集出版前，此篇已收錄於日本大木書房
出版的《臺灣小說集》
。垂水千惠著，莫素微與邱振瑞譯(2012)，
〈呂赫若與《陳夫人》──
以一九四二年後呂作品為中心〉，吳佩珍主編，《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臺
灣文學．文化研究(上)》，頁 47，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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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就足以使海文徹夜難眠。」(〈財子壽〉，頁 301)物質財產顯然比母親的逝
世與妻子的病情來得重要許多，主角違背道德的貪慾、對家人冷酷的性格毀
敗溢於言表，所謂家庭凝聚猶如神話。呂赫若以家族關係的離散破裂象徵家
族所代表的社會生活規範性的毀壞，親族眾人的離散、情感疏離則打破家庭
作為共同生活組織的社會意義。
臺灣傳統社會的長者權威的正當性立基於歷史悠久的習俗與傳統，但在
非常時代中老者卻也成了社會轉型下的另面犧牲者。一部分人積累財富、建
立權威，必然有另一部分人成為其過程的犧牲品。周海文對母親桂春夫人的
悲涼態度，便是社會倫理關係崩潰的鐵證；而〈石榴〉亦以木火養母來對應
時代的無情與家族關係的疏離：

瞎眼的祖母年近七十，二十幾年來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金生現在已想
不起她的模樣，不曾正面與她照過面，雖說是黃福春堂兄的媳婦，家
境極為貧困，年輕時似乎是個女中豪傑。如今一個人在黑漆漆的屋裡
喀哧喀哧地走動，偶爾拉長尾音。呼喊木火的聲音長達半小時。部落
的人民聽到呼聲，這才想起原來那位阿婆還活著。(〈石榴〉
，頁 461-462)

以往的女中豪傑竟在老年成為一個毫無存在感的阿婆，令人不勝唏噓。黃福
春雖為同族堂嫂收了養子木火，但在日常起居並未對其母子多加照顧，不僅
對名義上的姪子木火的失蹤抱以消極態度，更讓親堂嫂陷於髒污黑暗的正
房，與牲畜共處一室，家族關係的親疏可見一斑；而小說人物墮落和毀滅的
主因，作家往往歸咎於人類自身的負面性格與生存環境的黑暗。 25
呂赫若刻意選擇具封建性、資本性或家族代表的人物，作為書寫現實黑
暗面的介面。如〈財子壽〉周海文對於傳統觀念的「財子壽」的執迷不悟，
〈合家平安〉染有鴉片煙癮的范慶星，由家財萬貫的大地主到家道中落的過
程。作家不僅描繪出一個封建資產家族的沒落之因，也帶出殖民者與家族興

25

同註 17，頁 1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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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的關係：「日本侵占臺灣後，九舍被推舉為三 庒 的總理，那時他已經是個
有錢人，在牛眠埔蓋了福壽堂，這個時候作米的買賣事業剛好順應潮流所
需，所以他的財產逐年增加。」(〈財子壽〉，頁 272)將周九舍定位於日本時
代發跡的人物，自然有其象徵性。在殖民地經濟結構中獲得巨大利益，顯示
周家的崛起乃依附著殖民政權。而這種與殖民者合作的態度延伸至第二代的
周海文，透過福壽堂靠近門樓的一棟房間的招牌「六角莊第三保正事務所」，
間接揭露周海文的身分與作為。
在住屋、家庭和家的層次意義中，家庭是因婚姻、血緣或收養關係所組
成的團體，包括夫妻、親子關係、經濟扶養等權利義務(畢恆達，2000：頁
55)。〈廟庭〉、〈月夜〉除了舅父與女兒翠竹關係的描述，也特別從婚姻夫妻
的角度剖析家庭關係的破裂。〈廟庭〉最末舅媽的泣訴：「或許她去尋死了。
都是因為你的關係。被丈夫拋棄，被婆婆虐待，回家又被父親責罵，翠竹去
尋死也是理所當然。」(〈廟庭〉，頁 323)道破翠竹於「家」的各式關係中的
疏離破滅，夫妻、姻親、親子關係裡都不得其所的弱勢困境，唯有母親能站
在翠竹的立場著想，抵抗舅父的決定，卻也無法挽回女兒的頹勢。呂赫若在
這兩篇小說延續前期對女性處境的人道關懷和社會批判，亦接續決戰期家構
圖的寫作策略與視點。這種夫妻關係的破滅疏遠在《清秋》多有描述，包括
〈財子壽〉玉梅和周海文、〈合家平安〉玉鳳和范慶星之間，甚至〈鄰居〉
李夫人的丈夫李培元最後的現身與木然神態，也暗示家庭親子、夫婦關係實
存距離感；相對於此，〈石榴〉表現了手足的緊密聯繫，〈清秋〉則琢磨祖父
與耀勳、耀東的祖孫情，耀勳於兄弟對話間肯定祖父：
「是家庭溫暖的根源。
和祖父住在一起，一切的雜念都消失，心情變得很愉快。」(〈清秋〉
，頁 549)
即便是決意南進的耀東也認為祖父對他來說是偉大的存在。從此來看，〈清
秋〉「祖父」角色的意義顯得獨特且複雜，此部分有待下一節進一步論述。
呂赫若的《清秋》於知識、階級、性別與殖民政權四者，同時混以權力
網絡而在家構圖中施展老者敘事，深刻了「精神性的日本」以及「肉體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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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兩個相對概念。 26 孝道傳統、文化價值、知識分子和日本殖民者間的
關係，於決戰時期更趨錯綜複雜，表現在小說人物耀勳游移不定的情緒中，
對今後進路的思考詳實呈現於〈清秋〉：「在討論到〈清秋〉、〈風頭水尾〉及
〈山川草木〉這三篇小說時，我認為呂赫若是想要在『決戰文學』的架構與
外表下，隱約而曲折的影射臺灣人應如何自處。」(呂正惠，1997：頁 39)無
疑的，殖民地內外力量交互作用下的社會確實帶給殖民地人民重重苦悶。即
使是出身良好的臺灣封建階級或知識分子，仍受到結合殖民政權、階級、知
識三方的時代壓迫。而《清秋》之所以別於同時期的決戰書寫，在於呂赫若
多從醜惡的現實將島內臺人家族及人物形象賦予現實性及批判性，由人道關
懷的角度準確地鎖定臺灣的風土人情與社會問題。《清秋》的書寫跳脫了時
代裹脅，而不斷呼喚臺灣人民回到自己的民族、社會、生活歸屬中思考。

(三) 前進故鄉的引導：〈清秋〉的祖父和父母
相對於外部殖民政策的壓迫，內部的家族亦不斷地面臨壓力。家族內不
論男女老幼，皆因父權封建或經濟結構的力量干涉，致其生存空間與精神意
志的折損。如〈廟庭〉、〈月夜〉的「我」與翠竹，因為翠竹父親(「我」的舅
父)的干擾，以致於無法自由行動、思考：「罵翠竹的話中，多半為諷刺我的
話。我一直保持沉默。手足無措時，腦海裡浮現舅父的臉，於是決定一個勁
兒地賠禮。」(〈月夜〉
，頁 406)敘事者「我」此等受過現代知識教育的青年，
都無法抗拒傳統封建的父權支配而屈服，況如翠竹般的再婚女子又怎能孤身
對抗這封建價值，以及父親不捨陪嫁金和日用家具的不甘心態。
相對於〈廟庭〉
、
〈月夜〉知識分子面對傳統父權的挫敗，研究者則稱〈清
秋〉成功表現了決戰期知識分子的猶疑不定，老者角色的演繹尤在〈清秋〉
殊屬耀眼。知識分子的耀勳佩服祖父深厚的漢學素養，對其能有個學問造詣
非凡的祖父，自己卻反而離學問越來越遠，胸中有著一股孤寂。這樣的人物

26

有關「精神性的日本」以及「肉體性的臺灣」之概念，轉引自李郁蕙對吳濁流《亞細亞的
孤兒》的「孤兒性」論述。詳見李郁蕙(2002)，
《日本語文學與臺灣：去邊緣化的軌跡》
，臺
北市：前衛，頁 2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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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設定(祖父之於耀勳)刻劃了漢文對於日治時期的新知識分子的距離。 27
耀勳本身的醫師身分，相對於祖父的漢學修養也只不過是「時勢所趨的營利
思想」罷了(〈清秋〉
，頁 513)。小說的漢文想像儼然調和精神與肉體的空間，
稍微治癒了殖民地知識分子精神與肉體分裂的痛苦，也回應作家以〈清秋〉
思考今後臺灣知識分子進路的寫作意識。
臺灣作家對於自我認同之曖昧書寫，與其說是個人時代中的抉擇，不如
說是一種不容遲疑的思考，因此除了刻劃迎拒掙扎的兩難心理，也應考慮到
如何對臺灣故鄉進行啟蒙、召喚。在此態勢使然之下，呂赫若重新注意到臺
灣鄉土現實。自日記中小說創作紀錄的企圖來看：「晚上更新構思，開始寫
〈清秋〉。想描寫當今的氣息，以明示本島知識分子的動向。」(1943 年 8 月
7 日)〈清秋〉是立基於有意指引本島知識分子的目的，但是整體書寫反令讀
者覺得與作者以往立場充滿矛盾；在情節安排上祖父似是對耀勳產生莫大的
影響與指引，以下為祖父對耀勳的談話：

各有長短吧。不過，還是必須要了解文章。昔日，研究儒家經典，學
策論或為官必備的文學，習詩賦、應科舉，因不成功而耽於詩文三昧
的大有人在。為官從政，遠離優美文學者亦甚多。雖然現在已過
時……。(〈清秋〉，頁 515)

雖然前面不斷強調文章儒學的重要性，但是在時代推移下這種知識論述已失
去立足點，具「文秀才」身分的祖父不得不對現實持保留態度。文字一旦寫
定，就有文本性，意義亦不斷延異(difference)，衍生不同的理解。雖然呂赫
若的小說〈清秋〉表面似有部分呼應國策的陰影，但作家不斷使用「遲延結
構」的書寫策略(垂水千惠，1994)，以不確定的筆觸暗示對當時國策的懷疑

27

橫路啟子(2009)，
〈呂赫若「清秋」論〉
，
《東吳日語教育學報》
，33，頁 91-94。
〈清秋〉人物
設定之於時局的違逆，包括呂赫若採用具有傳統漢民族血緣關係的「祖─孫」設定，而非
當時日本帝國所宣傳的「父(天皇)─子(國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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徬徨；另一方面，耀勳面對弟弟耀東突然表示「南方是我今後活躍的舞台」
時，主角耀勳一時雖覺得無所適從，但也觸發自己思考自我生命本質。認同
在發展與形成的過程，同時涉及了個人自我認定的部分以及群體特徵的限
制，耀勳便是生活在決戰時期下臺灣傳統的群體之中，而這個群體影響耀勳
的是孝道的倫理思考與未來的自我定位：

眼前母親的身影刺痛他的胸口。認真回顧自己兄弟兩人在東京悠哉讀
書的 背後，隱藏了多大的犧牲。為了讓兄弟兩人能出人頭地，默默
地承受著勞苦日子的煎熬。思及父親老態的身影，如今眼中又映出母
親的白髮，他想現在該輪到自己盡孝養之道。因此，先決條件還是醫
院要開業。責任感促使他閉目輕咬著嘴唇。(〈清秋〉，頁 520-521)
以上是耀勳得知弟弟將隱瞞家人前往南方後的想法。具有現代教育和價值觀
背景的青年耀勳面對國策南進，仍選擇回歸保有傳統價值觀的家族(崔末順，
2013，頁 232)。假若〈清秋〉真是皇民化作品，那麼呂赫若何必於情節中不
斷安插耀勳對孝道、傳統思考的描寫，從而阻礙了其前進南方的想望和行動。
《呂赫若日記》寫道：「今天買了《詩經》、《楚辭》、《支那史研究》三
本書。研究中國非為學問，是我的義務，是要知道自我，回歸東洋，想寫立
足在東洋自覺上的作品。」(1943 年 6 月 7 日)可見作家試圖梳理中國、日本
元素的嘗試，亦宣告呂氏摸索立足「東洋」概念的創作方向。決戰時期的「東
洋」對臺灣而言是種對立西洋指稱的符號，「東洋」一詞蘊含近代日本知識
分子對文化血緣回歸或超越的思考。 28呂赫若於〈清秋〉中運用祖父介於日
本(庄長)、臺灣(秀才)的歷史及文化角色之雙重性，架構出一個曖昧的故事

28

陳瑋芬(2001)，〈自我的客體化與普遍化──近代日本的「東洋」論及隱匿其中的「西洋」
與「支那」〉，《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18，頁 405-415。近代日本知識分子的「東洋論」
，不
僅勾勒了東洋圖像，也隱然預示心理上與支那、西洋的比較圖像。而近代「東洋論」中日
本知識分子對自我詮釋的文化思辨以及與中國的比較框架，或一定程度刺激、影響了呂赫
若決戰期對臺灣主體性與中國文化的思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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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耀勳從兒童的行列間，只看到祖父每次講話就會移動的鬍子，籠罩
在連自己都變得偉大之優越感中，經常有種想傲視其他小朋友的昂然心情。」
(〈清秋〉，頁 514)一方面呈現耀勳對祖父政治身分的優越感，另一方面又有
對祖父漢學修養的欽慕：「難得能有個學問造詣非凡的祖父，自己卻反而離
學問越來越遠，胸中無法否認這種孤寂。」(〈清秋〉，頁 513)透過祖父庄長
身分、漢學這兩組看似相對概念於耀勳內心的糾結和態度的曖昧，正表現了
當時臺灣知識分子擺盪於日本與臺灣之間的認同狀態，以及決戰時期被迫失
去文化自主性的作家困境與書寫特質。 29
現實生活當中的行為反應或多或少表現了人內心深處的需求。耀勳時刻
繫念的便是診所開業一事，雖然表面裝作不在意，卻因為透露出自己的在
意，使內心感到很不好意思。考究〈清秋〉主角耀勳返鄉開設診所的矛盾情
緒，一方面是戰爭在遠方召喚，一方面是傳統孝道要求他留在故鄉對父母盡
責。呈現戰爭年代的臺灣知識青年，似乎無法逃離關於戰爭的思考，然而曲
折的遭遇及孝道的傳統思考卻留住耀勳前往南方的憧憬：「每次看到父親與
母親，就想早點開業，以便盡孝養之道。」(〈清秋〉，頁 539)、「和祖父住
在一起，一切的雜念都消失。」(〈清秋〉
，頁 439)耀勳面對無可迴避的現實，
首要意識的是以祖父、父母為首的「孝」和「家」。透過耀勳的掙扎糾葛，
對比決戰下大東亞戰爭的文化動員思維，則顯現偏向中國式傳統倫理的價值
考量。30 1943 年作家日記有如下的紀錄：
「但我討厭把輕薄的時代性塞進去，
我堅持真實地、藝術性地，我要寫永恆的作品，……塞進了太多時局性之故，

29

張誦聖認為〈清秋〉突兀的情節和「南方」集結正面價值的意涵，讓作品結構顯有瑕疵，
這是戰爭國策外力干擾下失去文化正當性的困境。張誦聖(2017)，
〈戰時台灣文壇：
「世界文
學體系」的一個案例研究〉，《臺灣文學學報》，31，頁 26-28。

30

戰時日本以東洋論述的建構來統治東亞、凝聚東亞地域認同感，藉由近代超克重新回歸傳
統的文化訴求，於儒家思想方面重新詮釋忠孝，將中國式的忠孝思想以家、孝為先的特質，
接合至家族國家主義體制下對日本天皇的服從。李澤厚(1999)，〈中日文化心理比較試說略
稿〉，黃俊傑編，
《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日本篇》
，頁 25-86，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研究所。呂赫若〈清秋〉則安排主角耀勳對祖父、父母盡孝和「家」的選擇，挪轉了戰時
日本帝國的大東亞文化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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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感到不自然，苦惱。」(1943 年 6 月 15 日)作家對於時局性所感到的寫
作苦悶，讓他偏移戰爭的文化動員和語境，將書寫視野指向臺灣內部的家庭
與家族。
「時代性」是呂赫若創作〈石榴〉之際所思索的問題，他認為時代性摧
毀了藝術而不自然，然之後隨即在十七日便想到〈清秋〉的主題，可想而知
呂赫若對於〈清秋〉構圖必定有對「時代性」進行嚴密的思慮而用筆。面對
故鄉田園，具兩重性身分的耀勳總是充滿美麗的憧憬， 31 國策倡導的南方對
他而言似乎並不是那麼重要且直接，縱使時代的影響力令人瞠目，但耀勳仍
慶幸自己的家族擁有漢學修養；而其他自願前進南方的人，細究其南進行動
的動機也並非是全然主動積極，顯得有苦衷而為之。 32 藉由上一世代的老者
們(祖父、父母親)加強了耀勳這類臺灣知識分子對時局與近代價植的遲疑態
度，襯托呂赫若本身對殖民政府南進政策的反動性，削弱了國策宣傳意義。
在此論點上，再扣合呂赫若〈清秋〉的書寫意識，便可想見作家以此篇名為
小說集冠名的用意：決戰時期下臺灣知識分子的進路選擇和認同對象之釐
清。

四、老者的缺席──〈鄰居〉
歷史是一種真實的折射而非史實本身，而小說則能反映出某種程度的社
會現實。呂赫若藉由隱身於臺灣封建社會中的人物典型──老者，暗喻臺灣
傳統家族倫理與日治時期社會結構的重新調整與現時狀態。更處理了臺日種
31

〈清秋〉中耀勳的兩重性身分闡釋，詳見垂水千惠著，凃翠花譯(1998)，《臺灣的日本語文
學》
，臺北市：前衛，頁 142：
「耀勳是一個同時具有兩組矛盾要素的角色：
『孝道』
、
『農村』、
『漢文學』等反近代要素，和『留學』、『醫生』等近代要素。」

32

林瑞明(1997)，
〈呂赫若的「台灣家族史」與寫實風格〉
，陳映真等著，
《呂赫若作品研究──
台灣第一才子》，頁 69，臺北：聯合文學：「主角的弟弟因事業的發展不如預期而決定赴馬
來西亞；開飲食店的黃明金因無法開業了，才把老母丟下到南洋去；小兒科醫生江有海因
『徵召』而赴南洋；這些都隱隱的顯現了並非因到南洋是多麼吸引人的事才到南洋，而是
皆有苦衷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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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之間的和諧與衝突，書寫傳統與現代化之間的緊張關係；然而作為《清秋》
目次首篇的〈鄰居〉卻是此書唯一未出現「老者」的故事文本，臺人家庭的
父親則至故事尾聲才現身，當中是否顯現了作家面對戰時體制下意識形態的
另一種可能性，這是本節亟欲探討的問題。
1942 年 10 月發表的〈鄰居〉在呂赫若赴日期間已開始構思， 33如果呂
赫若從構思到完成之間的創作歷程是發於自覺的，那麼小說這種日臺親善情
結的組構成因究竟為何？這點必須連結思考到留日期間呂赫若如何定位自
我身分的過程。以〈鄰居〉完成時《呂赫若日記》的記述研判：「〈鄰居〉意
圖寫出內地人、臺灣人所應有的態度。」(1942 年 10 月 1 日)自發性創作〈鄰
居〉的呂赫若，此時其內在意識是擺盪在中國、臺灣、日本之間的。這呈顯
呂赫若身為殖民地作家的認同困境，既無法擺脫日本教育形塑於殖民地知識
分子的國家認同，又無法放棄自己臺灣民族立場。〈鄰居〉開篇便細描臺灣
人龍蛇雜居的居住環境：

我所租屋的附近，雖說是市郊，卻是龍蛇雜居之處。大部分的居民不
外乎是人力車伕、飲食店的商人，粗製的點心舖、工人、農夫等。隔
著十五米寬的街道，面對的是二、三層樓房，井然有序的繁華街。只
有這附近一帶，乍看之下很破舊，矮簷、泛黑、光線很差的房子櫛比
鱗次，……路的兩側，紫黑淤泥色的水面上，經常漂浮著各種垃圾，
沼氣閃閃發光，惡臭撲鼻。紅銅色之乳房下垂的太太們粗魯的叫喚
聲，流著鼻涕的孩子們之喧嘩聲，自行車經過的聲音，賣東西的叫賣
聲，所有的喧嘩聲烘托出工商業居住地歡騰的氣氛。(〈 鄰居〉
，頁 325)

敘事者所居住的臺人街道是住家、布教所、商店、算命鋪雜沓的破舊巷弄，
充斥著髒亂、喧嘩與惡臭，與之相對的是「隔著十五米寬的街道，面對的是

33

呂赫若著，鍾瑞芳譯(2005)，
《呂赫若日記》(兩冊)，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頁 47。(1942
年 1 月 19 日)「晚上繼續創作。想到了短篇小說〈鄰居〉的構想。」

．303．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十二卷第二期

二、三層樓房，井然有序的繁華街」。小說敘述者「我」面對所嫌棄的臺灣
環境方式，便是透過躺在塌塌米上「凝視天花板新木板的接縫」解放自己置
於世界垃圾堆的意識。相較之下，遷入的田中夫婦不但不對環境感到厭惡，
反而打破民族和血緣的迷思，與當時普遍被日人視為低下的本島人同住一個
屋簷下。
而「我」更為田中夫人對本島孩子阿民所表現的母愛感到驚異，這裡呂
赫若刻意以「母性」的角度消泯種族的現實差異：「夫人給人的感覺卻是非
常母性的，甚至有時讓我有種像是母親的錯覺。」(〈鄰居〉，頁 331)人的心
靈具有一種對母親的特殊依戀，這種依戀往往投射在人類的記憶當中，然呂
赫若以「錯覺」定位這樣的感受，反而是對家庭結構裡「母親」意義的剝削，
而非增益：

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田中夫婦未免過於好事。大體上說來，阿民是
別人家的小孩，這是早已注定好的，田中夫婦卻百般疼愛扶養他，而
且異常辛苦吧。……田中夫婦可說是個異數。(〈鄰居〉，頁 335)

儘管田中夫婦種種之好，卻仍讓敘事者「我」(陳老師)覺得田中夫婦是好事
的異樣感覺，而且對田中夫人稱阿民為她的孩子的說法不斷表達奇怪的回
應，這些描述皆流露了呂赫若對於日人與臺人融合假象的疑慮。
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的認同困惑，同樣呈現在呂赫若對日本現代性嚮
往與臺灣意識之間的矛盾性。〈鄰居〉透過孩子的主軸書寫，反映了呂赫若
如何看待日臺親善關係的發展，亦顯示臺灣知識分子對這些來自內地人、
事、物的思考。〈鄰居〉日人給予臺人小孩無微不至的照顧，展現日本所謂
的現代化技術(醫療方式)，故事裡的臺灣(小孩)是單方面且半強迫的被吸納
至日本之內的。爾後，陳老師一時產生相信阿民是田中夫婦親生兒子的想
法，但故事中間和末尾又夾以反諷的情節，留下阿民是被田中夫婦強行帶走
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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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捉住李健山盤問的結果，並沒有把阿民送給田中夫婦，而是田中夫
人說是想要，硬把他帶回家。到現在經過一個多月，母親與健山等人
之所以沒有露面，是因為田中夫人在阿民住習慣以前制止他們見面。
(〈鄰居〉，頁 337)
李夫人用手帕摀住鼻頭。從越駛越遠的火車窗口，田中夫人拉著阿民
的手頻頻揮動白手帕。
「阿民已經正式送給田中先生了嗎？」
我問呆呆站著的李培元氏。李氏的視線沒有離開火車，回答說：「還
沒有。」
放眼望去，火車消失在市街建築物的陰影裡。(〈鄰居〉，頁 344)

〈鄰居〉先鋪陳知識分子──陳老師對臺灣人街道環境的不滿，以及對秩序
井然的「日式文化」欽慕之潛藏心理，但故事末端轉折地寫出田中夫婦表面
雖親善，實際上卻是強行將阿民帶往臺北的作為。最後相對於生母李夫人用
手帕摀住鼻頭啜泣，田中夫人卻以勝利姿態般揮動手帕，兩個母親的動作和
情緒之蘊藏意涵迥異。而本島知識分子的「我」只能無奈望著前往臺北的火
車消逝於建物陰影。
〈鄰居〉敘事者不斷強調田中夫婦入境隨俗的隨和行事，但夫婦的所作
所為仍表現出日本人優於臺灣人的位階與心態。不論是阿民生病時，田中夫
婦西醫治療與李夫人向神明求草藥治療的方式；或是田中夫人見到阿民對親
生母親李夫人疏遠態度之欣喜：「阿民伸手吵著要田中氏抱他。李夫人立刻
伸出手，阿民卻不看她，讓田中氏抱在腕中。李夫人的淚水盈眶。目睹此一
情景，田中夫人也噙淚微笑。」(〈鄰居〉，頁 344)田中夫人的反應讓人匪夷
所思，假若田中夫婦是慣於與本島人生活，為何對阿民的本島生母持以此般
態度，在尚未取得阿民雙親入籍同意前即呼李夫人為阿民保姆，還強行將阿
民帶往臺北。這些行為、反應抵銷了作者表面以「母性」消泯種族差別的鋪
述，經由對傳統習俗的情感皈依，呂赫若流露出不願被同化的民族意識，隱
晦描繪日治時期日人欲改造臺人為純良皇民的殖民同化政策，〈鄰居〉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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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民化時期殖民政府對臺人意識、身分改造的偽善思考。
表面看來，《清秋》目次首篇〈鄰居〉是家族史書寫系列裡唯一老者缺
席的作品，但其故事框架仍牽涉了臺人家族題材和親子關係，更可歸納出一
個模式：敘事者的態度是從排拒到逐漸接納日人的轉變，但日人一方卻在強
行掠奪後北歸離去，拔除世人對「母親」的神聖化。這情節隱然暗示日臺關
係無法真正達到親善，甚至有本質上掠奪的負面性，一如〈鄰居〉的臺灣囝
仔阿民被日人帶走。呂赫若略筆其他篇作品具有舉足輕重作用的老者，而琢
磨於如大地般養護下一代的母親角色，當中對時局有另一層的影射意涵。寫
或不寫的選擇皆是種鮮明的態度，成稿於〈財子壽〉
、
〈廟庭〉之後的〈鄰居〉
並未脫離家族敘事的寫作脈絡，而是以親善的糖衣包裹殖民地臺灣的民族階
級問題。家庭對加強社會的秩序性和穩定性意義，就在田中夫婦與阿民強行
組成家庭，折損了另一個在地的臺人家庭的情節設定下而遭折損破滅，作為
《清秋》收錄的開篇之作，其意義即在於此。

五、結語：決戰書寫的時代超越
呂赫若的生命經歷與藝術才華，不僅讓他在決戰期臺灣的政治夾縫中得
到表現舞台，迂迴挑戰臺灣現實，更在文學史留下日治臺灣作家抗拒國策文
化動員的見證。無產階級文學作家窪川鶴次郎認為，呂赫若的〈石榴〉表現
了「無法輕易接觸到的靈魂」，令人感動。 34 文學作品能夠被不同階層、不
同種族的讀者所接受，並能得到深切的解讀與感悟，都足以說明它內蘊的豐
富與藝術水準的高超。呂赫若 1944 年出版的小說集《清秋》，以情節構圖及
人物設定作為表述策略，拓展他個人對於時局的發言立場。具有深厚文學修
養，且精通音樂藝術的呂赫若，在戰時地方文化振興與大東亞文化動員論述
下，反倒藉由臺人作家獨善的家族史寫作消解與抵抗了決戰語境的統治話語
及政治收攏。

34

同註 15，頁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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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赫若認為精神的共鳴與感動，若沒有與人類社會性、生活實踐的事物
交涉就無法產生。因此，決戰時期他透過家族構圖捕捉臺灣民眾的心靈、生
活、形象，以及勾畫出新舊時代、社會與歷史的崩解與重建。呂赫若認同寫
實主義的根本命題︰文學反映社會現實，並根據此理論創造「典型」人物以
反映社會的整體性：「是要寫對民族更有貢獻的作品的時代嗎？自己只是想
描寫典型的性格而一直寫到如今。因此也描寫了黑暗面──好吧！那就描寫
美的事物吧！」 (1943 年 6 月 1 日) 故決戰時期的寫作走向追尋家族史的主
軸，由臺灣社會結構的典型人物──「老者」展開敘事視角。書寫策略上，
迴避外在戰爭時局的描述而經營臺灣社會和傳統問題的內省，包括殖民地社
會的臺灣人家族關係、人情價值、文化物景等層面，呈現臺灣知識分子面對
決戰時期力求自我的回應姿態。
臺灣自古以來是數個殖民文化交疊的地域，當我們審視決戰時期的文學
作品時，雖然終以臺灣立場看待外來文化的接受限度，但審視前提需是開放
的。在一個艱難的時代，我們應從人性的角度考慮人在極端受壓迫的情境下
可能的各種反應，思索人之所以為人的多面與多變。呂赫若於決戰時期的文
學書寫選擇埋藏知識分子的積極面，跳脫前一時期的普羅意識批判，運用旁
觀者的敘事角度，以「老者」此一人物典型特性凸顯殖民地臺灣的家族問題。
其寫作意識不只是專業作家，而是一個冷靜、理性卻熱烈關懷臺灣社會的知
識分子。生活在日治時期各種矛盾與張力之中的呂赫若，仍實現了「『向』(to)
公眾以及『為』(for)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念、態度、哲學或意
見」的階段任務(Edward W. Said, 1997: 48)，其書寫背後激昂的社會關懷，以
及藉時局文化政策之彈性治理空間，借力使力的書寫地方文化的藝術觀點，
不啻為後人提供決戰期文學書寫之地方主體的另面存在和時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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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Family and the Elderly:
A Narrative Analysis of Lu Heruo’s Clear Autumn
during the Last Period of World War II

Lo, Shih-Yun *

Abstract
In the 1940s,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the literary circle were entangled in the
midst of the Greater East Asia War. Under the colonial and military rule, “the war”
became the main theme of literary writings. Despite the hardships, Lu Heruo was one of
the few Taiwanese writers who continued to write and publish during the last period of
World War II (1941-1945). Many researchers have pointed out that Lu Heruo expressed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resistance to the imperial subject movement by prudent writing
skills and realistic aesthetics. Although Lu’s literary writings in the 1940s appeared to
be imperial subject literature, these works actually reflected that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tried to reconstruct the subjectivity of Taiwanese society in the end of the Japanese rule.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Lu Heruo’s Clear Autumn, a collection of short
novels which was written and published during the years of 1942 to 1944. After
close-reading Clear Autumn and the writer’s diary, this paper discovers Lu’s special
writing strategy of “family history” and “images of the Elderly” under the political
pressure from Japanese colonialism, thus showing the unique appearanc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during the last period of World War II.
Keywords: Lu Heruo, the Last Period of World War II, Clear Autumn, Family History,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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