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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賢亮〈綠化樹〉的心理
分析

據弗洛伊德說，力比多慾望的滿足至少有三種途徑:用理智來
克服(壓抑投射到異性對象(投射升華為藝術形象(退
卻)。章永磷及馬櫻花在故事中正正經歷力比多壓抑、投射、 jl~卻。
故選用力比多理論來分析此部作品是最適當的。

男外，章永磷在投射的過程中，由於受潛意誠的戀母原慾影

響，才會愛上馬櫻花;而馬縷花對章永琇的愛只限於精神上。由於

鄧淑賢

他們的愛建基於精神上，才導致他們的愛無疾而終。所以在選取力
比多理論的同時兼取弗洛伊德的戀母、懼父情結的理論作輔助。

整篇論文分為五部分，除引論外，先簡述作者生平和(綠化樹)

一﹒引論

的內容大意:後說“力比多川“戀母情結"及“懼父情結"等理

張賢亮(綠化樹)在 1985 年出版後，便吸引很多學者的注意，
無論在內容及主題方面，學者們均不斷地進行反覆探討。但大部分

的學者多採用社會歷史批評的角度出發，企圖發掘小說所反映的社
會黑暗面

知識分子不容於世、人慾橫流、政治迫害、人性被歪曲

論;接著用以上三個理論分析章永磷的心理變化及行為;最後總結

全文。
其實，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是希望通過心理分析，理解中國知

識分子性慾被社會禁忌制約下，對他們的行為會有甚麼的影響。

等。這方面的研究己相當廣泛及深入，本文若再從事這方面的研

究，一來難有所突破，二來恐怕會被他人牽著鼻子走 O

二﹒作者生平

八十年代起，學者嘗試用西方文學理論來研究中國文學，希望
從新的研究途徑，尋求突破，跳出社會歷史批評的規範。在眾多西

張賢亮(1 936

-

)，原籍江蘇目于胎縣，出生於南京。 1955 年中學

方理論中，以心理分析最受學者垂青。心理分析主要是根據弗洛伊

畢業後至寧夏銀川幹部文化學校任教。 1957 年困在《延河}文學月

德 (Sigmund F記ud) 對人類心理結構中的無意識方面的強調。據弗洛

刊上發表長詩(大風歌)而被列為右派，遂遭受勞教、監禁達十幾

伊德所說，個人的犬部分精神活動過程是無意識的，而且，人的一

年，其間曾外逃流浪，討飯度日， 1979年9 月獲平反， 1980年調至寧

切行為根本上都是由我們所說的性慾促動的，弗洛伊德把這種根本

夏{朔方〉雜誌社任編輯，同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1981 年開始專

的精神力量稱作“力比多"

業創作。 1984 年 7 月 l 日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被選為寧夏回族自治

(Libido)

，即性能量 (Sexual Energy) 。換

言之，心理分析運用在文學作品的研究上，可幫助我們深入了解作
品主題和象徵意義，避免歷史批評方法過分著重歷史和社會背景，

張賢亮自中學時代開始廣泛接觸俄羅斯文學和法國文學作品，

並嘗試文學創作，曾寫作發表了 60餘首詩歌。 1979年重新執筆創作

而忽略了文學作品本身的獨立性。
因此，本文嘗試用西方的心理分析法

區文聯主席、中國作協寧夏分會主席。

弗洛伊德理論，來對

後，先後發表了短篇小說〈那老漠和狗的故事}、《靈與肉卜《初

〈綠化樹〉進行分析，希望能從另一角度，探討作品中所流露的性心

吻〉等;中篇小說{土牢情話}，

理，從而理解作品中男、女主角的行為。

半是女人>長篇小說《男人的風格卜〈習慣死亡〉。

<龍種卜{綠化樹}，

但弗洛伊德的理論繁多，本論文只選取其中三個最主要的理論

一←力比多、戀母情結、懷父情結，來分析(綠化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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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一

個﹒章永磷的心理探析

〈綠化樹〉內容大要
小說主角章永磷是知識分子，被打為“右"派，被迫下鄉加入

勞改大隊，其後因表現好被調往自由度較大的就業農場。故事一開

1. 力比多的抑壓
如果我們從社會歷史批評的角度出發，也許會和大部分學者般【 1]

首便述說章永琇被送到就業農場，正值飢荒的年月，終目不得溫

執著張賢亮在(綠化樹〉題記中所說的話:

飽，受著精神和肉體的痛苦 o 他在就業農場，起初負責打爐子糊窗

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甚至曾經有無朦朧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民主

“這一部書將描寫一個

戶，其後作翻肥工作。一天因為沒有準備工具，遭到了謝隊長的訓

主義思想的青年，經過‘苦難的歷程，最終變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

斥，章永磷正在尷尬的時候，一位年青的婦女主動借工具給他，替

的信仰者。"從多方面分析、研究，證明這就是小說的主旨。但如

果我們從另一角度看，就會發現，我們也可從心理的角度去分析這

他解了圍，章永琇心里很感激。
新生活開始了，但飢餓卻依舊纏身。一天，那位曾主動借與他
工具的年青婦女一一馬櫻花踏著雪找上門來，點名讓他去給她家打

爐子。到了她家以後才知道這只是一個藉口，是一個年輕女性邀請

本小說，了解小說中人物的活動情況。

按照弗洛伊德的描述及界定，認為性的本能衝動是支配人類各
種精神活動的主要動力。他說:

落難男人的一種特殊方式，目的是讓他享受一個白麵筷餒。章永磷

辛酸難抑，落下了眼淚，因她能使他享受家庭的溫暖。他覺得自己

我們將腦子里代表著性本能的力量叫做力比多， I!p 性慾，並把

越來越像一個人 7 。但是，一直愛戀著馬縷花的海喜喜卻因此惱怒

它看成類似於飢餓、慾望的力量，或者是渴望權力的意志，以

起來，並挑起毆門。馬縷花從此卻對章永磷流露進一步的熱情，但

及自我傾向中的其他類似的趨勢。【 2]

這使章永磷感到了幸福的恐懼，他愛上了馬縷花，但自卑感卻令他
無力承受這個事實，經過短暫思想的門爭，從閱讀《資本論〉一書
獲得解脫。再次面對馬縷花，章永磷再也禁不住愛意，把馬縷花擁
在懷裹，海喜喜目睹這事便決定悄然離去。章永磷本想與馬櫻花結

而由力比多支配的精神活動，其過程分別歸於三個精神區域.

本我(ID) 、自我 (EGO) 和超我 (SUPERGO) 。
本我的精神活動相等於動物性本能衝動，按照快樂原則 (THE
PLEASURE) 行事，沒有價值觀念，不分善惡，也不

婚，但她要求章永磷先安心讀〈資本論卜等條件好了再成家。可

PRINCIPLE OF

是，章永琇被召到場部，根據新的政治精神，他又重新管教起來。

講道德。在本我中，力比多滿足的途徑是最原始的、也最容易實行

章永磷又一次失去了人身自由，同時也永遠地失去了馬櫻花。只是

的，即將力比多慾望投射到異性對象上去:但當這種慾望得不到滿

在失去自由幾年後一個偶然機會得知，

足時，便會出現退卻，力比多便再度被帶回到自我中去。

“馬櫻花"原來還是一種植

物，又名“綠化樹"。二十年後，章永琇再返農場時，一切都已面目

自我是按照現實原則 (THE PRINCIPLE OF REALITY) 行動，是

全非了，經過多方探聽才知道馬縷花早已跟哥哥走到了青海，這令

一種能根據周圍環境的實際條件來調節自己的行為的意識。力比多

他感慨萬千。漫步在靜靜的雪夜中追懷往事，不知不覺中，一顆清

滿足則像藝術家一樣，將其轉移到其他目標上，或升華為藝術形象

涼的淚水，從章永磷久已乾潤的眼眶中流了出來。

以及其他高雅的人類精神文化產品。
超我是按照至善原則 (THE

PRINCIPLE OF

PERFECT)行事，它

代表一切道德約束，擁護追求完美的衝動。這是社會外加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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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違反人的本性的東西。力比多在超我中是不能獲得滿足的，只是

道德規範之下，一切精神活動受超我控制，勞改要他成為一個“至

通過心理結憶中理智的力量的調節來克服這種原慾，這在禁慾主義

善者"。

時代和傳統保守國度中常見。[J]小說中章永磷的愛情正好經歷這三

種精神區域:力此多壓抑( REPRESSION) 、投射 (PROJECTION) 和

章永磷身處的勞改農場象徵禁慾主義之地。中世紀宗教禁慾主
羲者認定:

退卻( REGRESSON )的過程。

我們先來看看章永磷受壓抑的情形。從作者對他的介紹來看，

人的一切罪惡源、於性慾。當時甚至有一種反對洗澡的習慣。更

他並不是那種甘願忍受力比多壓抑的“禁慾主義者"。

為奇怪的是，孔子被稱為上帝的珍珠，而孔子滿身則是聖潔之
人不可缺少的標誌。這種禁慾主處，嚴重地扭曲了人性，摧殘

我的高祖、曾祖、祖父、外祖父都是近代和現代的 4年官野史上掛

了人的正常性慾'造成許多的性變態者。【8】

了名的人，父親又是闖過工廠的資本家。【4】
或既然是聖潔的象徵，章永磷在勞改農場四年可以說是完全禁

在我幼小的心靈中喚起了一股冥想的柔情。就在那一剎那，心靈

悠的。

和大自然無間的交匯，純淨的心靈對於純淨的大自然的感應，使
我莫名地摔下淚來，使我對大自然產生了難以言傳的歷重的虔

我身土酥酥地癢起來了。孔子感覺到熱氣，開始從衣縫里歡快

誠。可以說，是雪讓我過早地成熟了，以後成了一個詩人，再以

地爬出來。【91

後 ......[51

我從來沒有跟婦女一起勞動過。四年勞改農場的生活，我幾乎

章永磷出身於一個資產階級家庭，父親是工廠資本家 o 章永勝自少

沒有看見過婦女。我低著頭，局促不安地走到她們中闕，不知

接受教育，接觸西方自由思想，並在中一時已初嘗戀愛的滋味。 [61

道幹甚麼好。

[10 】

十多歲便成為詩人，借寫詩來宣泄力比多。據弗洛伊德說:
由此可見，四年來勞改農場把章永琇與現實、感情，甚至異性
一切藝術活動都是“無意識"的表現和象徵，都是和現實相對

隔絕了，生活在禁慾的國度裹，使他的性慾(力比多)完全受到抑

立的“幻想藝術創作的原動力是"不能滿足的原望藝術

壓。

家只要“任其無意識心理發展" .讓被壓抑的強烈本能在幻想中

2. 力比多的投射

得到宣泄，再“以藝街的形式表現出來便是藝術作品。他給
藝術下的定義是:

“藝術無異於白日做夢"。【 71

但章永磷正值二十五歲，年青力壯，具有七情六慾，既然他不
存在任何“閹割情結他本應該像常人一樣享受到性愛的歡樂;但

是，勞改農場與他的性格是不配合的，致使他的力比多慾望備受壓
由此可見，章永磷出身於自由的國度里，並富有詩人的浪漫精

神;他是不受任何客觀和人為的約束。但是無惰的現實並沒有賦予
他自由自在的權利，外在的社會使他將內在的情慾(力比多)壓在

抑，故當他能離開這個禁慾之地，擺脫抑壓，力比多賴以儲存的本
我，叉開始活躍起來。

所以當他離開勞改農場到一渠之隔的農場，他內在的力比多隨
即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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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衷的田地和渠那邊一樣，這里的天史和渠那遙相同，然而那

來解釋兒子與母親之間的性愛心理。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發展過程

條渠卻是自由與不自由的界線。

劃分為幾個階段，其中一個階段(一般為三至六歲) ，是性慾亂倫

(ll]

孔子在不咬人的時候，倒不失 J每一種可愛的動物，使我不感到

期。幼兒本能地渴求亂倫。弗洛伊德說:

那麼孤獨與貧窮一一還有種活生生的東西在串串撲我!我身土還
養著點甚麼

[12)

我們第一個性衝動的對象是自己的母親，而第一個仇恨暴力的
對象卻是自己的父親。

[17】

當海喜喜唱起情歌時，室主永磷內在的力比多更活躍起來。

這種對母親的性慾和對父親的仇視，叫做“戀母情結"也叫俄
他的歌聲喚起了這蒼茫而美麗的土地的精靈，喚起了在我胸中
沉暖了多年的詩情......引起我被飢餓折磨殆盡的情思抬了頭'"
..因為歌詞毫不掩飾、毫無文采地表現了赤裸裸的情慾......我

狄浦斯情結( OEDIPUS COMPLEX) 。
他用古希臘傳說和索福克勒 (SOPHOCLES) 的著名悲劇{俄狄
浦斯王)

(KING OEDIPUS )的故事，來論證他的這種理論。

二十五歲的青春血液，雖然因為學養不足而變得非常稀薄，這
時也在我的血管中激蕩進滅......使我渾身不可抑制地煥熱起

伊底帕斯是底比斯 (THEBES) 閻王萊烏士 (LAIUS) 與王后約

來。叫

卡士達((JOCASTA) 所生的兒子，由於神論在他未出世f!p 已預

既然力比多能靈活躍起來，章永磷要找尋宣泄的途徑。起初他

被鄰囡囡王所收養，而成了該國王子，直到他後來因自己出身

不知道自由農場內有婦女共同工作，所以他去尋找為匹﹒希望與馬

不明而去求神論時，因為神論告訴他，他命中註定狀父娶母而

言他長大後會紙父，所以一生下來，即被拋棄於野外，但他卻

匹對話來宣泄呼之欲出的力此多。據陳炳良教授所說，章永磷與馬

警告他遠離家鄉，他才決定離開這國度，但就在離家的路上，

匹對話是帶有性慾色彩。【叫他去看馬時正遇上小說中的女主角馬櫻

他碰到了萊烏士王，而由於一個突然的爭吵，他將這身分未曉

花，她也是章永磷力比多投射的客體。章永磷一看見她時便引起他

的父王打死了。他到了底斯，在這兒他答出了擋絡的斯芬克斯

的力比多反應。

(SPHINX' 希臘神話之人面獅身怪物)之謎，而被感激的國民
擁戴為王，而同時娶了約卡士遠為妻。在位期間國泰民安，他

我沒敢看她，我莫名其妙地臉紅起來。 [15]

並與他所不認識的生母生下了二男二女，直到最後底比斯發生

這是把她自制的黃銅鎖匙，磨得很光滑，還留有人體的微 j且，

只要能將謀殺先王萊烏士的兇手逐出國度即可停止這場浩劫，

大概是她裝在貼身的衣兜里的。我翻來覆去地看了看，感激地

但兇手在何處呢?而這部悲劇主要就這樣一步一步地，乍爾山

撫挨著它，彷彿它是她的手。 [16]

窮水畫，乍爾柳暗花明地(就像精神分析的工作一樣)慢慢引

了一場大瘟疫，而使得國民再度去求神吉脅，這 E守所得的回答是

出最殘酷的真相一一伊底帕斯王就是殺先王萊烏士的兇手，並

3. 戀母情結

且更糟的是他本身竟是死者與其妻所生的兒子。為這本身糊里

但章永玉梅對馬櫻花的愛意卻源於戀母情結。弗洛伊德在{夢的

解析>

糊塗所幹出來的滔天大禍而震駭的伊底帕斯終於步入最悲、慘的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一書中用“戀母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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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局

自己弄瞎了眼，而離開其家鄉之圈，完全符合了神諭

的預言。

[18】

另外，弗洛伊德說有些男子:

純潔善良的女子，對他們沒有愛情的魅力;誘惑永遠只來自節
弗洛伊德在《夢的解釋}篇嘗試用戀母情結解釋{哈姆雷特〉

操和忠貞頗有可疑，性生活不甚檢點的女子。這種特徵有相當

(HAMLET) 他認為哈姆雷特之所以為父報仇再三猶豫，是由於他自

的差異，從愛上一個挑槌而稍有艷閥的有夫之婦，乃至面首三

己也戀母忌父.

千，有如妓女的“大眾情人.. (GRANDE AMOUREUS) ，在在不
等

他們硬是喜歡這種情調。說的粗俗點，這種條件可以稱

哈姆雷特能夠作所有事，但卻對一位殺掉他父親，並且鑫其王

為“青樓之戀..

位、奪其母后的人無能為力一一那是因為這人做出的正是他自

來了嫉妒的情緒。只有當他們嫉妒的時候，他們的熱情才升達

(LOVE FOR HARLOT)

......女人的浪蕩，則帶

己已經潛抑良久的童年慾望之實現。於是對仇人的恨意被良心

沸點......奇怪的是，他嫉妒的對象從來不是心上人的合法佔有

的自譴不安取代，因為良心告訴他，自己其實比這拭父娶母的

者，而總以她的新朋友，甚或陌生人為疑心的對象。[2:J]

兇手並好不了多少。 (19]

弗洛伊德認為“這一型人的愛情條件和戀愛中的行為'的確都
正如現在章永磷愛上馬縷花也是基於戀母情結。據心理學家
說，嬰兒對母親有兩種不同看法。一方面母親的哺育和保護使他有

是源於戀母的情感。"

(24]

章永磷對馬櫻花的愛正有這方面的表現:

安全感;另一方面，當母親不在或未能及時使他溫飽時，他會覺得
母親是可怕的。 [20] 在小說中馬縷花滿足章永磷物質上的需要，當章

“美國飯店並不是指她那兒賣飯，誰都可以去吃，而是指哪

永磷每次到馬縷花家中時，馬縷花一定給予他充足的食物，使章永

個男人都可以去串門子，閑聊解悶，準確一點說應該叫“茶

磷得以溫飽不用再提餓，使身體強壯起來。

館"。其所以和“飯"字聯繫起來，是暗示著馬縷花通過給人提
供這種方便而撈取到定量外的糧食。妙就妙在“飯店"之前冠

以後你肚子餓了你就來。那天我看你，臉都發灰了，跟伊不利

以“美國"兩個字。在農工們看來，美國是個荒唐的、污七八

斯一個樣......【到 1

糟的、充斥著男女曖昧之情的地方，卻又是個富裕的、不愁吃
不愁穿的國家。把這個國家加在馬鰻花頭上，是完全沒有惡意

我每在她那里吃一頓用真正的糧食做的飽飯，就會發現自己的身

的，至多不過是種嘲笑而已。【叫

在形式上和實質上都比前一天有長進......但我用手摸就能知道我
面頰豐滿起來，兩臂、胸前、腹部和大腿開始有了彈性。 [22]

那“美國飯店"一言司總使我耿耿於懷，總使我聯想到杜牧、柳
永一類仕途失意，寄跡青樓的“風流韻事"。【叫

馬縷花不單只提供食物，還提供衣服及鞋子，當她知道章永磷

在打門時脫掉了扣子，她便立即幫他縫上。在縫上鈕扣時，她發現

.ft呆呆地坐著。那盤餃子肯定是為子保管員從我們嘴上刮下來

章永磷沒有汗衣，又說給他縫製汗衣倍兒。可見馬縷花是哺育他的

送給她的了!

“美國飯店喲!美國飯店喲! ........我心里憤然

好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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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反覆這樣念切。......但我懷疑她和保管員有某種“交易不

今天的白宮莫錢是發麵的，比昨天的更白。我轉來轉去看了又

然為甚麼會把這種“好事"給她?“真是不可救藥的風塵女子

看，再沒有昨天那樣的指紋印了。可是，即使有昨天那樣的指

啊! "我心里又念切了一句。 [27】

紋印，我會有甚麼樣的感覺呢?如果不是昨天，而是今天的缺
錢上有那樣的指紋印，我又會有甚麼樣的感覺呢?

[31]

他所喜歡的馬櫻花不時穿插在男人當中，她透過與不同男人建
立良好關係而獲得物質上的需要:尤以她與海喜喜的關係便是一個

啊!我要記住，我要記住，

好例證。

你寶石般的指紋。 [32]

我想到她和海喜喜。他們並非夫妻是明顯的了，而交情似乎又

在自饅鎮上有一中指的指紋，換言之即在白糢糢上有一中空

不尋常。可是我的直覺告訴我，海喜喜又沒有佔有她。如果海

處，即子宮的象徵。而這個中空處是由中指做成，中指是五隻手指

喜喜對她已經實現了法律外的佔有，他是不會像一條狗似的順

中最長的一隻，即男性性器官的象徵。章永磷對它念念不忘，還為

從她，領教她那有時幾乎是刻薄的嘲笑的。 [28】

它作詩，則毫無疑問章永磷對馬縷花是帶有性慾的衝動。

除了運用象徵表示外，章永磷更直接說出.
章永磷對馬縷花的愛正好符合 7 弗洛伊德的青樓之戀，而海喜

何況我去馬縷花家，不但有肚子的需要，還有心靈的渴

喜就是那個引起章永磷嫉妒的第三者，一個非合法的佔有者。
從以上的論點來看，章永磷對馬櫻花的愛是源於潛意識中的戀

望。 M

母情結。章永磷由當初力比多被壓抑，自我主導;進入由本我主
導，並對這個母親有性慾的衝動。

所以章永磷對馬櫻花的愛實源於戀母情結，符合了弗洛伊德所說:

據弗洛伊德在{夢的解釋}一書說:

“我們第一個性衝動的對象是自己的母親。..

所有長的物體一一如木棍、樹幹﹒及雨傘也許代表著男性性器

4. 懼父情結

[3 4 >

官......箱子、皮箱、櫥子、爐子則代表子宮。一些中空的東西
如船，各種容器亦具有同樣的意義。【n】

在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結"中除解釋了戀母情結外，還解
釋了“懼父情結"。弗洛伊德認為:

在小說中章永磷對馬縷花在白糢餵留下的指紋印念念不忘。

男孩與他父親的關 f系，是一種具有矛盾心理關係，既愛又恨，
我在上面發現了一個非常清晰的指紋印!它就印在白麵錢饒的

既欲又懼。既羨慕父親現有地位，又恨他獨佔了母親;既想取

表皮土，非常非常的清晰，從它的大小，我甚至能辨認出來它

而代之，又懼怕遭到被閹割的懲罰。【叫

是個中指的指印。......波紋又漸漸蕩漾闕，蕩漾間去......【叫

章永磷與海喜喜之間的關係就好像俄狄浦斯情結中“豆、父"那
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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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暗暗把海喜喜當成了我競爭的對手。 (40]

海喜喜在章罵的愛中以父親的角色，擔任“閹割者"

( CASTRATEUR) .及“阻撓者"的工作。他禁止章永磷性衝動的滿
足，設法把章永磷和馬櫻花分閱，因而埋下了小說的後半部海喜喜
與章永琇之間的衝突 o 章永琇每次遇見海喜喜均有一種恐懼感和負
罪感。

第三天章永磷主動地去跟海喜喜的車，但海喜喜故意不助章永

磷裝肥，希望他能哀求自己幫手。但章永磷裝了四趟而別的車只裝

三趟峙，他知道他戰勝了，他有足夠能力與海喜喜抗衡，不用再以
弱者的身分出現，他要反過來由當初被動變主動 o

小說開首海喜喜一出場，章永磷已自嘆不如。他說﹒
我頂住了，我勝利地應付了這場挑戰，即刻就想到要由我來向

雖然拉著他的不過是三隻可憐的瘦鳥，但他還是有一種雄豪

他挑戰。現在恕的不是被他壓倒，而是壓倒他。(41]

的、威武的神氣。我當然自慚形穢了 。 (36)
章永磷雖戰勝了，但他卻感到莫名其妙的內疚感.

但當海喜喜以馬櫻花的擁有者身分出場時，卻激起章永磷潛意
識中“欲除其父而代替之"的心理 o

前面，是海喜喜有點位縷的背脊。那脊背上一覽無餘地呈現出

他悶悶不樂、甚至是苦惱的心情。 JG 地，不知怎麼，我也和他
他的懶怠和對我的藐視，刺激起我的活動和競爭心。 (37]

一樣，感到悶悶不樂、甚至是苦惱，感到無趣、感到抑鬱......
勝利的喜悅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像掉進一個冰涼的深井里。 (42】

在夢里，我的面孔卻非常像海喜喜。【叫
章永琇有這樣的反應主要是他壓倒了父親奪取其位，這是有犯

由此可以看出章永磷渴望代替海喜喜的位置，佔有馬櫻花。但

倫常的，故形成他內心一份負罪感，正如他所說:

想歸想，事實歸事實，章永磷一日未能戰勝海喜喜，一日也是弱
者，未能佔有馬櫻花，而海喜喜也可以繼續以父親的身分出現。例

如馬縷花家中只有一個座位，每次海喜喜到她家總是像主人似的大
模大樣推門進來，相唯一座位佔了。

章永磷終於忍受不了海喜喜對他的阻撓，他決定要向他宣戰。
但他的蠻橫，他的妒嫉'他對我的蔑視，卻使我身體才是原後而

逐漸變網的年輕血液，在我脈管里加速流動起來。我面孔漲得
通紅，眼眶里轉動著憤?慧的眼水。我原來對他尚有的一點敬意
和好感早已化為烏有。然而，與此同時，他身上又有一些東西
在吸引我，在向我挑戰。 [39】

我懷著既是與最親愛的人分離，又是去和最親愛的人相會時的
那種悲愴與歡欣，到馬縷花家去。我不能準確地描述我現在的
心情，我整個人好像鵝珊在一個非常荒誕而又非常合理的夢
中。

(43 】

軾父的行為表明兒子要同父親決裂，戰勝了便須與父親分開。

故說是與最親愛的人分閱。與最親愛的人相會，即與母親相會。他
覺這事荒誕，是因為他那軾父的行為:合理則是:人生下來，神就
註定他有誠父的傾向，他這樣做只是順天而行，故章永琇覺得合

理。現在章永磷與海喜喜分開，與馬縷花相會。

正如俄狄浦斯忍受不了他的父親阻路，而發生衝突，他更將父
親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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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章永琇)卻可以大模大樣地，像個主人似的坐在

這里。我似乎理解了海喜喜的恍惚，我甚至比他還恍惚。那空

白這場決鬥後海喜喜便沒有再在馬縷花面前出現，他要離開。

而章永磷完成了試父娶母後感到自己是個正常的人 o

著的，好像有意留給我坐的土垃凳子，突然改變了我的心理。
我對海喜喜又有了點尊敬和同情。【吋

今天我和海喜喜打架......我已經成為正常人重要標誌。 I叫

正如俄狄 j 甫斯在獄父後獲得父親皇位和娶母的機會一樣。但俄

在競技場上，我至少和這里令人畏懼的巨人鬥了個平手

狄 i甫斯若要真的奪位娶母，他便要戰勝斯芬克斯 o 章永磷雖然現在

“兩 T頁啦"

做到試父，獲得家中唯一的椅于，但還未完成娶母。海喜喜再次出

在我體內暗暗地湧動，我甚至能聽得它像海潮般的音響。【心】

!於是，我感到一種旺盛的活力，一種男性的激情也

場，但現在他則以斯芬克斯的角色出現，阻撓章永磷奪位和娶母。
海喜喜與馬縷花的兒子爾舍玩得非常熟絡，而爾舍和章永磷卻

從來沒有這樣親熱過。故章永磷“在意識之下潛行的心情，又兀地

5. 力比多的退卻
現在他真正獲得戰勝後的喜悅。章永磷原以為完成祇父娶母的

滋生出對他的妒嫉。"【的 1 因他感到自己在這個家中“完全是個多餘

歷程，克服超我和自我的管制，便可透過力比多投射佔有馬縷花，

人"。

怎料卻是換來力比多的退卻，潛意識便退到超我中去。

他要作最後反擊，完成整個試父娶母的歷程。
此時，那種強烈的、長期被壓抑的情味再也抑制不住了，以致

我已經不能說是不自覺地捲進了一個說不明白的關係中，而是

使我失去了理性， ......我突然地張開兩臂，一隻手像摔灰塵般

懷著遲來的青春期的顫動和競爭心，有意地要模進去的......我

在胸前一拂，她紅著臉，也斜著惺松迷離的眼睛看著我，用深

臉上響亮地挨了一鞭梢!我拾著火辣辣的臉頰，掉頭看看海喜

情的語氣結結巴巴地說:

喜......我舉起鐵又一擋，抽得鐵叉錚錚作響......他這樣遠遠拍

這個傷身子骨，你還是好好地念你的書吧

“行了，行了......你別幹這個......幹

[50]

了幾鞭，都被我擋了回去......我還很恐懼......但我意識到那些

目光里有馬縷花的似乎是在考驗我的目光，自尊心就壓倒了恐

當章永磷想佔有馬櫻花時，她卻毅然拒絕，頓時令章永磷清醒

懼......他一邊罵，一邊搖掉鞭子，猛撲過去......把我像隻死雞

了，她明白到娶母這事是有遠道德，本我此時壓著了自我，他後悔

似的摔在肥堆上......而我卻撩起左腳，踢在他的腹股溝土。【吋

剛才的所作所為。

起初章永磷邊鬥邊害怕，害怕輸了不能奪位娶母，他惟有越戰

越勇。最後章戰勝了海喜喜，完成了奪位娶母。

我的悔恨，我的羞愧，我良心的責備，在這世界上留不下一點

痕跡。我死了，我帶走了一個秘密，我銷毀了我製造的秘密，
難道這個秘密還不是永恆的嗎?叫

她像授予凱旋的旗幟似的把叉交到我手上。[47]

章永磷要以死作為試父娶母這個秘密的懲罰。以死埋藏這個秘

正如俄狄 j 甫斯戰勝斯芬克斯後被擁戴為皇，並娶了約卡士特為
妻 o

密。但此時超我卻出來拯救了他，教他將力比多升華，升華到藝術
層面中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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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清醒了......我摸到了一本精裝的堅硬的書一一《資本

所以章永磷向馬櫻花求婚純粹是受潛意識驅使，是戰勝海喜喜
的必然結果。故他的求婚是一點誠意也沒有。

論〉。【位

弗洛伊德認為，藝術的功能還表現在藝術作品對讀者和觀眾也

他(海喜喜) .他勸我......跟你結婚。【叫

能起一種升華作用。讀者或觀眾同藝術家一樣，同樣受著不能滿足
的慾火煎熬。他們當然也可以創造自己的“白日夢"以求解脫，但

馬櫻花卻拒絕了他的要求。馬縷花之所以拒絕章永磷的求婚，

由於缺乏藝術才能，他們的幻想往往單調枯燥，無法達到精神上的

主要原因是馬縷花只嚮往柏拉圖 (PLATO) 式精神的戀愛，她擔心

滿足，所以他們還要鑒賞藝術家所創造的藝術作品，從因欣賞藝術

肉體戀愛的後果。

作品而引起更豐富的幻覺中找到精神上慰藉。【 5.ìl
章永琇因能戰勝海喜喜擁有馬櫻花，當他希望能進一步佔有她

我不能沾男人，一沾男人就壞(懷孕的意思)

...... [57]

時馬櫻花卻拒絕了，這令章永磷陷入自賞、悔恨中，而他的力比多

也退入超我，他希望透過閱讀文學作品來疏導力比多，他不再找馬

你J5IJ 幹這個......幹這個傷身子骨。 I路1

櫻花，而寄情於{資本論》。

當馬縷花拒絕了他的要求後，令章永磷的力比多迅速地退卻，
我沒有去馬縷花家......這本書就是我能“超越自己"的惟一憑

藉了。叫

退到超我中，準備承受新的壓抑。

章永琇求婚失敗後，他已完全清醒了，從戀母情結中掙扎出

來，他為了懲罰自己以往的罪孽，他甘願被調往勞改農場，重過備
由於章永琇不斷透過看書宣泄力比多，致令超我成為他日常生

活的主導，故他漸漸意識到他和馬縷花之間的距離，他開始從戀母

受壓抑的生活，更不與馬櫻花聯絡。正如俄狄 j甫斯為懲罰自己的罪
孽，自毀雙日，把自我放逐一樣，藉以了結戀母情結。

情結中掙扎出來。

五﹒結語
我雖然不願意她發現我與她之間，有著她不可能拉齊的差距，
但我卻開始清醒地意識到了這種差 ]!g...... 我漸漸地覺得她變得

綜合以上所說章永磷對馬縷花的愛是源於戀母情結，作者在書

中有意淡化其他女角，只集中描寫章永磷眼中馬縷花的一舉一動，

陌生起來。【品】

目的在於突出章永琇之異戀。而書中作者透過章永磷的內心獨白，
然而為何後來章永磷仍要向馬縷花求婚，這是(我狄浦斯試父

說出自己與馬櫻花的戀愛是屬於荒誕，屬於秘密，表明了章永磷對

後，戰勝斯芬克斯的獎品。俄狄 i南斯連母親一眼也未見過，按推論

馬縷花的“母子戀"是為世所不容，故章永磷對馬櫻花的愛顯得畏

未必是愛他的母親，只是他長大成人有性的需要，加上母親是一份

首畏尾。章永磷對海喜喜則有懼父情結，故他對海喜喜既敬愛又憎

必須接受的獎品，所以才娶母親，可見他對母親是有性無愛。正如

恨，當他完全擊倒海喜喜後，他才敢作進一步行動，欲佔有馬縷

弗洛伊德只說“我們早就註定第一個性衝動的對象是自己的母親。"

花。但好景不常，馬櫻花對章永磷的愛只存有柏拉國式的精神戀，

他並不是說“我們第一個愛的對象是自己的母親。"

認為肉體的關係是有傷身子的。所以章永磷在個人的戀母及馬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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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戀下，他們的愛惟有分手收場，本我再次被壓抑在自我中，
重過失去自由的勞改生活。

(7)弗洛伊德著，楊庸一譯騰與禁忌 HIOTEM

AND TABOQ) (台

北:志文出版社. 1975年8 月)。

從以上的結論，我們便可以解釋為何章永磷對馬櫻花的愛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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