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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聽（不）懂的故事的補遺 

1潘怡帆 

感謝諸位審查人耐心與仔細研讀本論文，并且提出許多建議。〈相見歡〉

是篇值得考察之作，無論是作品或衍生的評論總能激發許多不同角度的觀

看，與座落光譜兩端的反省，足見其中湧動的文學生命力。在此補述〈說

一個聽（不）懂的故事：張愛玲〈相見歡〉裏的書寫實驗〉的幾個論點。 

誠如周芬伶與也斯所言，張愛玲的晚期作品有許多值得關注的書寫實

驗，不過，本文無意以單篇〈相見歡〉囊括張愛玲對書寫的所有想法，而

比較是嘗試指出甚麼是潛藏在〈相見歡〉單作中的獨特書寫實驗。如此操

作，原因之一在於也斯〈張愛玲的刻苦寫作與高危寫作〉的點醒，他指出

普羅對「實驗小說」的僵固認識導致張愛玲短篇中的實驗性不容易被辨識

(89)。其二，本文提到，語言的繁複性難以藉由單一說法或概念一言以蔽之

(54)，只有實際分析作家的每篇作品才能豎立它們之間的差異性。本文以為

透過解析不同作品的差異性企圖有助於建構書寫的概念，並在此前提下，

認為張愛玲〈相見歡〉中使語言借「溝通」之名行「隔閡」之實的寫作對

書寫概念提供了具啟發性的觀點。 

在論文的結構安排上，本文首先定位〈相見歡〉在現今張愛玲研究光

譜的位置，提出卡夫卡作品中話語生殖性的書寫技術，嘗試展開對〈相見

歡〉的另一種向度閱讀，並在此視域中將張愛玲的寫作區分成「事件」與

「時間/生命」兩種路線，前者以作者的「傳奇時期」為代表，〈相見歡〉則

屬後者。第二節討論作品的主軸：如何發展一個「聽（不）懂」的故事，

並進一步以相關評論與此作的呼應，指出說者（作者）與聽者（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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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落差，追問人與人之間隔閡的來源。第三節以張愛玲類似之作〈留

情〉比對聽懂與聽不懂的一線之隔。第四節從語言的角度論述溝通與隔閡

的一體兩面。第五節論述文學是否可能轉悲觀為積極，〈相見歡〉運用隔閡

擴增想像空間，造就書寫意象的無限生機。本文環繞「聽懂與否、詮釋或

誤解」的問題性進行研究，從描述與分析文本現象到追溯語言本源與語言

特質，建構其與文學間的當代可能關係。 

就意旨而言，本文以「聽（不）懂」為題，目的不在聽懂與聽不懂之

間的壁壘分明，而是嘗試指出「聽不懂」並非毫無理解(60)，恰恰相反，體

諒、太懂、知書達禮的「聽懂」與避免尷尬的「話中有話」或言不由衷都

可能同時也是「聽不懂」與誤會的原因（請參見本文第四節）。伍太太因為

太懂荀太太的好，不認為她與荀紹甫有相愛的可能；荀太太省略問候外遇

的伍先生來彰顯貼心，反而錯失得知伍家夫妻早已和睦相處的實情。兩人

相互聽不懂的情況在「煮紅燒肉」的話題上格外明顯。沒有留學經驗的荀

太太不懂伍太太要炸肉的說法，無察覺兩人生活環境差異的伍太太沉浸在

過往的記憶裏，無視荀太太的困惑一概以「要炸」來答覆。透過兩位密友

的問答，張愛玲讓二位太太一個「換了不確定的口氣」，一個「就像是沒聽

懂」。此外，「聽不懂」的主旨不僅環繞在兩位太太身上，苑梅亦從來沒有

掌握太太聊天的目的其實不在相互理解而在維繫感情，因此在小說末了，

錯誤評價兩位太太的絕望處境，作為全文收尾，亦是「聽不懂」的表現之

一。荀紹甫屢屢聽錯伍太太語意，他與太太之間相互不理解的狀況也呼應

著同樣的主題。本文亦比較〈留情〉與〈相見歡〉，用來說明言不由衷與話

中有話，既可能導致聽懂，也可能是聽不懂的情況，來展現話語既溝通又

是隔閡的一體兩面。 

〈相見歡〉以狀似聽懂凹折了聽不懂的夾層敘事，理解與否和感情好

壞不一定有關。就像荀家夫妻互有誤解卻無損於日常情感，荀伍兩位太太

為了緬懷昔日美好，迴避面對各自現實中的諸多變化，既不意味著兩人友

誼生變，亦不能以感情篤堅來認證兩人之間的必然理解。張愛玲特意選擇

親密友人來談疏離一題，不僅突顯了人際關係的錯綜複雜（有別於非黑即

白），更因以親密（密友、母女、夫妻）來展現「疏離」的無所不在，進一

步強化了怵目驚心之感，具寓言之效。誠如趙家琦在〈花落．花開：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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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後張愛玲與《海上花列傳》的平淡寫實〉中所言：「將故事情節予以

明確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的定位，無非簡化了現實當中無法言明的眾多

因素而複雜含混、『渾渾噩噩』的真實狀態」(260-261)。倘若張愛玲意在以

語言描摹人情複雜，相較於人人有默契的〈留情〉，〈相見歡〉中叢生的語

言歧義與並不必然相互呼應的情感恐怕更能突顯世間的多面性與「渾渾噩

噩」的真實狀態。 

〈相見歡〉引人矚目的原因也在於它所承受的評價恰巧暴露了一個長

年暢銷的作家投入書寫實驗的風險。暢銷與實驗表面上是魚與熊掌不可兼

得的背反關係，前者為讀者而寫，後者背離讀者的習慣。然而此作是否同

時顛覆這種二分思考的必然性與合法性？亦即，實驗並不必然拒絕讀者，

反之，它可能指向作者對讀者提出的思想邀請。飽受讀者批判的張愛玲曾

在與宋淇的通信中提到：「這些人[讀者]是我的一點老本，也是個包袱，只

好揹着」（宋以朗 260）。足見她對讀者的重視。以小說進行「為說而說」

的書寫實驗（詳細請參見本文第一節）也並非因為作者任意妄為或無視讀

者，而是書寫技法從語意在同一思想軸線的「上下關聯，彼此符應」，轉向

朝各種可能表達的開放；使話語不再是「說甚麼」(parler de “ce qu’est”)的

目的性言說，而是「為了說」(pour parler)的話語開放可能性。在〈《太太萬

歲》題記〉裏，張愛玲提到：「中國觀眾最難應付的一點並不是低級趣味或

是理解力差，而是他們太習慣於傳奇。[……]但我總覺得，冀圖用技巧來代

替傳說，逐漸沖淡觀眾對於傳奇劇的無魘的欲望，這一點苦心，應當可以

被理解的罷？」(2001: 90)，或可推知張愛玲嘗試以新的（有別於傳奇式的

書寫）書寫技巧引領或更新讀者的閱讀習慣，這亦可說明張愛玲（甚或卡

夫卡）的「為說而說」並不是排除讀者的寫作。 

張愛玲在〈自己的文章〉提及：「許多留到現在的偉大作品，原來的主

題往往不再被讀者注意，因為事過境遷之後，原來的主題早已不使我們感

覺興趣，倒是隨時從故事本身發現了新的啟示，使那作品成為永生的。

[……]現代文學作品和過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這一點上，不再那麼強

調主題，卻是讓故事自身給它所能給的，而讓讀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2003: 110-111)。「不強調主題、讓故事自身給它所能給的、讀者取他所能

取的」皆說明作品不再特定為了說「甚麼」（主題），而是「為說而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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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故事自己開始說話，亦指出張愛玲對現代文學作品暨理論的關注。其中

更呈顯了張愛玲希冀形構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開放關係，並且認為讀者從故

事中讀出的新啟示正是作品永生的原因。由此可見，張愛玲對於讀者的愛

護或許比較不是順應之的書寫，更是期待讀者的介入，使作品跨時空的持

存。 

張愛玲作品的虛實對照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關注。〈相見歡〉的故事來源

亦可以通過宋以朗提供作者的親筆信得到驗證。不過，這是否意味著以現

實為依據的小說必然是再現而不可能是虛構則有待商榷。《百年孤寂》的作

者馬奎斯曾在訪談中提到：「我的作品獲得的最大讚美是想像力，這真有意

思，實際上我所有的作品中沒有哪一個句子是沒有現實依據的」(Stone 26)。

依張愛玲所言，〈相見歡〉的來源，「是我在大陸的時候聽見這兩個密友談

話。一個自己循規蹈矩，卻代這彩鳳隨鴉不平得恨不得她紅杏出牆，但是

對她僅有的那點不像樣的羅曼斯鄙夷冷漠。幾個月後（五二年春）她又念

念不忘講了一遍，一個忘了說過，一個忘了聽見過。我在旁邊幾乎不能相

信我的耳朵——她們都不是健忘的人——伍太太二次反應相同，可見人與

人之間的隔膜，我非常震動。伍太太並不是不關心外界，不過他們倆的交

情根本是懷舊的，所以話題永遠是過去，尤其是荀太太的過去，因為她知

道她當年的 admirer（仰慕者[宋以朗補充]）永遠感到興趣」（宋以朗 266）。

本文據此與〈相見歡〉結尾處苑梅「恨不得大叫一聲，又差點笑出聲來」

的反應，皆把「觸動」與「伍太太兩次反應相同」、「一個忘了說過，一個

忘了聽見過」（重複）與「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作聯結。研究重心放在書寫

的技術與實驗性，較非現實與虛構的對照。因而作品〈相見歡〉的人物是

否有所本，並不影響本文進行的研究。 

在〈表姨細姨及其他〉中，張愛玲自陳〈相見歡〉為一「拙劣的嘗試」

(1993: 31)，可見作者將此作視為實驗小說的意圖。誠如張愛玲在〈談看書〉

所言：「實事不過是原料，我是對創作苛求，而對原料非常愛好，並不是『尊

重事實』，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種韻味，其實也就是人生味」(2003: 323)。事

實的真正價值在於從中提煉「人生味」以便移植到創作中，〈相見歡〉展現

的正是人際隔閡的「人生味」，亦是張愛玲對「事實的金石聲」的表達，她

提到「一團亂絲，但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可以隱隱聽見許多弦外之音齊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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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裏面有深度闊度，覺得實在，我想這就是西諺所謂 the ring of truth——

『事實的金石聲』。[……]是內心的一種震盪的回音，許多因素雖然不知道，

可以依稀覺得它們的存在。[……]造成一種複雜的況味，很難分析而容易辨

認」(2003: 324)。事實的金石聲並非再現事實，而是從萬千世界描繪中領悟

真諦。楊青泉在〈張愛玲溫州之行考述：以《異鄉記》為中心〉中提到，

張愛玲的許多作品中皆可看見散文《異鄉記》的影子(139)，然而考據結果

究竟是事實的原料或「金石聲」，或可另書一文仔細探討。 

張愛玲晚年堅守「平淡而近自然」的語言觀，正是以白描人物的動作

與意見使意向情感自行展現。無論在周芬伶的《豔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

(234)或張愛玲自己的〈表姨細姨及其他〉(1993: 29)皆明白表示〈相見歡〉

是以白描手法完成之作。張愛玲的白描亦同時是「夾縫文章」與「言在意

外」(1993: 31)，於是使張愛玲感嘆與評論者的「這種隔閡，我想由來已久」

（同上）。此外，在〈《太太萬歲》題記〉裏，張愛玲提到：「對於觀眾的心

理，說老實話，到現在我還是一點把握都沒有，雖然一直在那裏探索著。

偶然有些發現，也是使人的心情更為慘淡的發現」(2001: 90)。倘若語言毫

無疑義，何以張愛玲對觀眾的心理「一點把握都沒有」？又為何寫〈羊毛

出在羊身上〉回應張系國對《色．戒》的評論？更遑論她在〈相見歡〉中

以人物對話映照各種語意誤解的可能面向。 

本文并呈以〈相見歡〉為主題的不同評論，目的不在比較誰的說法更

具說服力，而在於暴露小說經由詮釋展現的繁殖性(58)，於是同一篇小說可

以有不同的閱讀方法，並且淬鍊出不同的書寫技術與啟發。將張愛玲的想

法並置於其他評論者之列而不以作者意見為尊，因為作品一經完成，便脫

離任何一位讀者（含作者）的專屬。人人皆有自己理解的〈相見歡〉，也無

法阻止他人版本的〈相見歡〉在場。誠如本文標題「說一個聽（不）懂的

故事」，故事不只是說者的責任，亦需要聽者的參與，讀者以聽故事的方式

重說故事，作者通過評論認識到作品本身而非「自己的作品」。因此聽懂或

不懂並非為了討論書寫正確與否，而比較是暴露語言可被多重詮釋的繁殖

性，呼應張愛玲所謂的「意在言外」。 

無論是林佩芬、張愛玲、宋以朗或顏擇雅詮釋的〈相見歡〉版本，皆

在他們閱讀（理解）的脈絡中具有一定的說服力而能各自成立，但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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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同時亦因為相互矛盾，而不可共在。例如，林佩芬的〈相見歡〉存在於

重複「盯梢」橋段之前，張愛玲的〈相見歡〉卻必須放置在重複「盯梢」

的框架中；宋以朗與顏擇雅不僅在定位時間上呈現兩種版本（五二年？或

四八－四九年？），亦在苑梅究竟是誰（張愛玲 vs 讀者）的問題上不同調。

然而這些差異是否意味著其中之一應當被取消？或許可以從張愛玲事後的

幾個線索來思考。她以〈表姨細姨及其他〉澄清了一些文本誤會，也不諱

言自己的白描手法不總是成功，換言之，讀者解讀並非毫無道理。不過，

當〈相見歡〉從雜誌收錄到《惘然記》時，她卻沒有針對先前被誤會處修

改文稿，誤會被保留下來了。本文以為保留誤會呼應著〈相見歡〉裏的隔

閡無從迴避，這並非放棄文本之意，反之，正因為誤會、隔閡才能彰顯同

一句話是如何能被多重理解，同一篇小說可以一目重瞳成讀不盡的多重文

本(71)。〈表姨細姨及其他〉最後結論：〈相見歡〉「是個拙劣的嘗試，但是

『意在言外』『一說便俗』的傳統也是失傳了，我們不習慣看字裏行間的夾

縫文章。而從另一方面說來，夾縫文章并不是打謎」(1993: 31)。〈相見歡〉

是意在言外與夾縫文章的嘗試，夾縫並非打謎，非略去謎底或隱匿意義不

表，而是謎底即謎題的「意在言外」，亦即，意義無需外求新造，已然在字

裏行間無盡滋長。 

同理，本文認為〈相見歡〉迥異於前期作品敘事風格，意不在比較張

愛玲前後期作品優劣，而在指出〈相見歡〉對「人與人之間隔閡」的白描

暴露了話語是既溝通也反溝通的雙面刃，它既可名實相符的運用，亦可通

過名實不符的雙關語夾帶更豐富且迂迴的意義。話語雙向的可能性使同一

個句子能衍生截然不同的語意，時而溝通時造隔閡。〈相見歡〉的主題是隔

閡，乍看與寫作的功能相悖。寫作的功能應是透過書寫釐清事實，但隔閡

卻突顯事情的說不清楚，因此抵消寫作。如何書寫隔閡，如何通過清楚的

寫作來寫「寫不清楚」，便成為創作〈相見歡〉的挑戰。確切地說，張愛玲

必須通過清楚寫作來取消寫作中的清晰性，突顯話語既清楚亦模糊的弔詭

性質。在小說中，張愛玲先後以客套話、知書達禮、默契、體諒、規避、

話中有話、言不由衷、避免尷尬等說話方式展現平淡表達下的意義洶湧。

話語似是而非的多層語意一旦啟動，再簡單的話語都無法被輕鬆對待。因

為話語不再單純為了溝通，更是對所思的遮蔽或另有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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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見歡〉的情節和對白都看似尋常，其實是將繁複凹摺入平易的日

常話語內部。話語愈是單一無奇愈能突顯內在語意的包羅萬象，最終使得

反覆出現的噯、嚜、哦、唔等語助詞都不再單純為了刻劃不同腔調，而是

複雜化敘事的共謀。多重語意的在場使讀者難以重拾與作者的默契，重演

了〈相見歡〉中的隔閡感，並透過理解的阻礙來迫使讀者另闢蹊徑，尋找

新的詮釋方向。由是亦可以回應審查人提出的問題：溝通不良如何作為溝

通不懈的基進動力，轉悲觀為樂觀？〈相見歡〉以「人與人的隔閡」作為

主導動機來說故事，三十餘頁的作品使我們愕然發覺，隔閡（溝通不良）

不僅不阻礙故事誕生，更能以「聽不懂或誤解」來複雜化作品。所有的溝

通都結束在聽懂，反之，溝通不良才迫使溝通繼續，為了相互理解而繼續

說不停。 

相較於終結話語的「聽懂」，「聽不懂」把直路彎成曲道，使看似簡單

之物有別於眼見的平凡，從中萌生詭譎、多變與精巧的細節。吉訶德從風

車中看見巨人而衍生《堂吉訶德》；馬賽爾從小瑪德蓮娜折射貢布雷而築起

《追憶似水年華》。風車並非巨人，小瑪德蓮娜並非城市，然而卻是通過話

語的隔閡、誤解或認識的裂縫，事物的曲扭被轉化為情節的摺曲，最終攤

展成龐雜的小說建構。在此意義上，本文的結論提到「隔閡作為話語的一

種（誤會的）詮釋，分歧語意，滋長多重敘事迴路，促成作品的腹/複語發

聲，[……]溝通不良並非無話可說，而是以頻頻接錯線的意義擴增了想像的

可能空間，由是使自身蛻變為誕生話語的基進動力」(71)。 

以上幾點補遺，盼能使本文獲得更多的理解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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