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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踰越的必要 

 

一 

一九九三年十月七日瑞典皇家學院宣布莫莉森 (Toni Morrison) 獲得諾貝爾

文學獎，台北的各大報循例在第二天的副刊印製特刊。其中一家的專刊發表了一

幅二格漫畫，嘲諷莫莉森的獲獎是諾貝爾獎委員會玩弄平衡遊戲的結果。漫畫非

常活潑生動，富於嘲弄的批評意涵。第一格畫中，一位左手揮舞桂冠的黑人女士

挽着一位代表諾貝爾獎的紳士步下台階，女士的左邊站着一群代表西方世界的男

人，包括一位帶着頭罩的三 K 黨人。其中一位評論說：「他們是專搞種族、性別、

宗教、政治的平衡遊戲，還是真的在辦文學獎？……」 

漫畫的第二格中間站着一位主教模樣的人，頭上戴着法帽，上書「諾貝爾

獎」。他手奉桂冠，準備套在面前一位下跪的男人頭上，此人代表第三世界。主

教左後方站着兩個人，一位代表第一世界，另一位則是第二世界；主教的右前方

則站着幾位歡欣鼓舞的男女，他們無疑是第三世界的代表。主教開口說話：「我

奉諾貝爾在天之靈名要你……不，賜你最高榮譽。」 

漫畫家顯然對莫莉森獲獎頗有意見，我猜想他對莫莉森的文學產業可能所知

不多，因此會有這樣的偏見。這種偏見顯然不獨為漫畫家所有，其實在我們的社

會與文化中隨處可見，是我們最該警覺自省的一部分。這其中所涉及的當然主要

還是再現 (representation) 的問題：在許多人的文化知識裏，黑色美國恐怕還是

那個長期被白人媒體與好萊塢文化工業中介再現的黑色美國。 

對非裔美國文學乃至於其他弱勢族裔文學而言，再現自始就是一個極為複雜

的議題。誰來再現？再現些什麼？如何再現？誰掌握再現的工具？這些問題及其

答案無疑決定了再現的結果。我們對非裔美國文學的了解其實相當程度也是上述

這些問題介入的結果。非裔美國文學的社群很早就注意到這個現象，而且一直力

圖改變或翻轉這個現象。譬如早在一九六○年代，就有後來被稱為黑人美學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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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 Aesthetic) 的文學運動嘗試重新界定黑白的文學關係，破除既存的文學偏

見，以期建立新的文學疆界。黑人美學企圖自我形塑的乃是一個美學的對立系

統，用黑人美學的理論大將倪爾 (Larry Neal) 的話說，黑人美學希望能夠建立「分

別獨立的象徵、神話、批判與圖像系統」(Neal 1989: 62)，其最終目的當然是為

了對抗白人的強勢文化價值與主流美學觀點。要達成這樣的目的，黑人美學的主

要工作大致有二：一是發掘、創造與建立非裔美國文學傳統。黑人美學不可能憑

空產生，它必須根植於非裔美國人兩百多年來的日常生活經驗與文化傳統，包括

黑人宗教、音樂、舞蹈、口述與修辭策略、街頭民俗活動等等。也就是說，黑人

美學的養份必須來自非裔美國人獨特的歷史經驗以及此經驗所支撐的創作活

動。二是摸索、形塑與創建一套屬於非裔美國人的美學標準與價值系統，藉以分

析、詮釋、評斷非裔美國人的文學生產與論述活動。非裔美國文學既衍生自有別

於美國白人主流文學的歷史傳統，就必須建立一套屬於此歷史傳統的術語、符碼

與分析策略，才可能真正有效地詮釋與評論其文學生產。白人的理論與詮釋策略

既受制於自身歷史經驗與美學系統所造成的文化偏見，顯然並不適用於詮釋與評

斷非裔美國人的文學生產。黑人文學長期受到排斥、貶抑、變形、扭曲的命運，

道理不難想像。總之，黑人美學相信文學理論與批評系統有其文化獨特性，其所

隱含的種族與文化政治明顯在於：一方面消極地抗拒與顛覆白人的霸權文學理論

與詮釋系統；另一方面則積極地建立一套以非裔美國人的歷史經驗與文化傳統為

基礎的理論與批評系統，以新的語言與批評策略檢視非裔美國人的文學生產與文

學流變。 

黑人美學顯然很早就注意到再現的問題。再現的偏見最容易具體化各種各樣

的種族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想要形塑的對象主要是他者 (the other)，目的是「為

了控制含混狀態與設定疆界」(Bronfen 1992: 182)。他者即非我族類，陌生、神

秘，其意義難以掌握，因此具有危險性，必須加以圍堵，控制，或放逐到邊陲地

帶。將他者刻板化，正好可以否定其異質性與個體性，也就是否定其歷史。「刻

板印象正是處理因自我與非自我（即他者）的分裂所造成的不穩定狀態的一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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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保留監控與秩序的幻覺」(Bronfen 1992: 182)。 

種族刻板印象正是種族歧視思想與行為中最常見的形式之一，本身即是一種

高度總體化與概括化的過程，是泯滅個別差異，模糊個人的獨特面貌，納入固定

分類，代之以定型，並重複，強化種族偏見的結果。在我看來，刻板印象不僅助

長邊陲化，更是一種知識停滯或不長進的行為，其背後所潛藏的其實是一種對踰

越行為的恐懼。 

 

二 

種族歧視之所以能夠深入社會各個階層，特別為社會中的強勢族群所信仰，

並作為合理化其迫害弱勢族群的理論依據，顯然必須經過經年累月綿密的規劃與

細心的設計，換言之，必須經過部署細節、列舉實證、製造聲明、建構理論等論

述程序，並且透過國家機器和社會與文化機制進行教育與滲透，才能夠形成氣

候，深植人心。鮑爾溫 (James Baldwin) 在黑奴解放一百週年紀念日以〈我的地

牢動搖〉(“My Dungeon Shook”) 為題，給他侄兒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到： 

這個天真的國家將你擺在貧民窟裏，其實早就有意讓你毀滅。且讓

我精確地說出我的意思，因為這才是事情的真相，也是我與自己國家爭

吵的根源。你出生在你出生的地方，面對你所面對的未來，只因為你是

個黑人，別無其他原因。你的志向的界線就此永遠受到限制。你出生在

這樣的一個社會，它以諸多方式，竭盡所能蠻橫而清楚地指出你是個一

無是處的人。沒有人期望你出類拔萃：人家只希望你與平庸為伍。不管

你走到那裏，……總有人告訴你該往何處去，該做些什麼（以及該怎麼

做），該住在那裏，以及該與誰婚娶。我知道你的同胞並不同意我這種

說法，我還聽到他們說：「你誇大其辭。」他們不了解哈林，可是我了

解。你也了解。不要輕信別人的話，包括我的——信任你的經驗。你要

了解你來自何方。如果你了解你來自何方，你就知道：你要去向何處其

實並無任何限制。人家早就處心積慮將你生命中的種種細節和象徵詳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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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要你相信白人所說的有關你的一切。請你設法記住，他們所相信

的，以及他們所做的、要你承受的一切，並不足以證明你的卑賤，反而

證明了他們的殘酷不仁與恐懼不安。……他們其實陷於自己所不了解的

歷史；除非他們了解，他們無法從中獲得釋放。……你不妨想像，某個

清晨你醒過來，發現陽光燦爛而群星燃放光芒，你會有何感覺。你會深

感恐懼，因為這一切有違自然秩序。宇宙中的任何變動都是令人害怕

的，因為這種變動深深地襲擊了一個人對自身現實的體認。誠然，在白

人世界裏，黑人的作用就像一顆固定的星辰、一根不可移動的支柱：一

旦他離開他的位置，天地勢必從根動搖。(Baldwin 1963: 21-23) 

鮑爾溫這一席話無異於戳破了美國種族關係的面具，直指美國種族主義的核心真

相，特別是種種規劃與界定種族關係的設計與結構。總之，黑色美國所面對的種

族歧視其實是薩依德 (Edward W. Said) 在論猶太復國主義 (Zionism) 時所謂的

細節政策 (policy of detail)。1鮑爾溫的話中另有一點值得注意。他對美國種族主

義的描述顯然多出之以地理或空間修辭：「貧民窟」、「界線」、「走到那裏」、「往

何處去」、「住在那裏」、「來自何方」、「根基」、「位置」，甚至於「固定的星辰」、

「不可移動的支柱」等涉及種族歧視的聲明，無不都是地理或空間用語。這些用

語清楚劃定了非裔美國人的社會與文化疆界，以及非裔美國人在疆界內所扮演的

角色與功能。角色不能混淆，功能不能錯置，疆界更不能踰越，對白人的世界而

言，這是「自然秩序」。一旦這些秩序稍有變動，一旦非裔美國人「離開他的位

置」，用鮑爾溫的話說，「天地勢必從根動搖」。 

在一個黑白涇渭分明的世界裏，踰越無疑是改變現狀的基礎，因此是危險

的。在非裔美國文學——特別是自傳傳統——中，這樣的實例不勝枚舉。非裔美

國人從許多歷史經驗中體會到，只有踰越才能挑戰或否定白人強勢種族的否定政

                                                 
1 薩依德認為猶太復國主義並非只是單純的殖民視境，而是一種細節政策。在這個政策的規劃

下，巴勒斯坦不僅是應許之地而已，亦且是個「具有特質的特別疆域」。猶太人「一寸寸、一步

步」，鉅細靡遺地 (in detail) 對這片特別疆域進行考察。阿拉伯人則渾然無知，不知道自己所面

對的其實是一種細節規訓 (a discipline of detail)，猶太人即是透過此細節規訓，在巴勒斯坦的土

地上建立起一向只能想像的家國 (Said 1992: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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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politics of negation)。正如胡克絲 (bell hooks) 所指出的，「要拒絕被否定就

要踰越」(hook 1994b: 270)，否則只好繼續接受現存的秩序。「如果有人不怕損失，

不怕被禁錮在持續的孤立狀態中——不被承認，有人想改變某些與他們有關的事

務，改變他們所生活的世界」(hooks 1994b: 270)，每一個這樣的時刻都是踰越的

時刻。踰越意味着跨界，也就是跨過已被接受的——不管願不願意——疆界，改

變原先建立的秩序，挑戰既有的規範。換句話說，踰越也意味着否定——否定現

狀，尤其是不公不義或充滿偏見的現狀。被踰越的一方固然會感到危險和恐懼，

因為既存的秩序與規範可能就此動搖；踰越的一方也同樣要面對危險和恐懼，因

為踰越不僅會招來壓制與反擊，踰越同時導向未知，導向陌生的疆界，而未知和

陌生往往令人害怕。 

不過，踰越也帶來了新的視角與新的可能性。胡克絲即曾以教學為例，說明

踰越的重要性。踰越才有可能使她質疑充滿偏見的教學實踐，而規範與鞏固各種

宰制性或支配性關係——如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正是這些教學實踐；踰越

也使她有機會想像新的方式和新的角度來教導不同群體的學生 (hooks 1994a: 

10)。顯然，對胡克絲而言，在各種危險和恐懼中，踰越其實也潛藏着諸多正面

而積極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來看，踰越無疑是一種解放。正如社會學家簡克思 

(Chris Jenks) 特別指出的，「踰越與無秩序不同；踰越打開混亂，並提醒我們秩

序的重要性」(Jenks 2003: 7)。簡克思的意思是，踰越是對舊有秩序的挑戰，其

目的在建立新的秩序，是破與立之間必要的過程。在經過破與立之後，新的秩序

理論上應該更為合理，更富正面意義。因此簡克思認為，「踰越是跨過由戒律或

法律或傳統設下的疆界或界限，是違規或侵犯。不過踰越不僅如此而已，踰越是

宣告甚至讚揚戒律、法律或傳統。踰越既是否定也是肯定的深切反省的行為」 

(Jenks 2003: 2)。 

我們還可以援引巴赫汀 (Mikhail Bakhtin) 來討論踰越的現象。巴赫汀並未

使用踰越一詞，他的用詞是嘉年華會 (carnival)。在《杜斯妥耶夫斯基詩學的問

題》(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一書中討論到文類的時候，他這麼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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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這麼說，……中世紀的人在某方面是過着兩種的生活：一種是官方

的，單調、嚴肅而陰鬱；謹守嚴格的層系秩序；充滿了恐懼、教條、虔

敬及順從；另一種則屬於嘉年華會廣場的生活，自由自在，沒有拘束，

充滿了含混的笑鬧，褻瀆神聖，冒犯所有神聖的事務，充斥着輕蔑與不

得體的行為，放肆地跟每個人和每件事接觸。(Bakhtin 1984a: 129-30) 

巴赫汀對嘉年華會情有獨鍾，認為是通俗或嬉鬧文化最有效的形式，甚至成為他

的文類理論的重要成分，有別於古典的、典範的、一本正經的官方文化。在嘉年

華會中可以忽視或棄絕既有主流的規範和體制，嘉年華會是野台戲的、菜市場的

文化，具有批判、翻轉，乃至於顛覆既存典範與秩序的效應，因此是一種踰越的

形式。 

巴赫汀的話明示兩種文化層系，一種為官方所認可，屬於支配性的、拘謹的

文化；另一種則屬於市場的、被壓制的、邊陲的文化。前者位居文化權力的中心，

為社會與經濟的權勢群體所有，甚至可以對後者頤指氣使，將後者貶抑，並圍堵

在低等或不入流的文化類別內。巴赫汀的嘉年華會理論其實也指出了支配性文化

的不足，因為支配性文化只是任何社會整體文化的一部分，絕對不是全部，另一

部分則是所謂低等的邊陲文化，而這一部分所扮演的往往是支配性文化的他者。

史達利布拉斯 (Peter Stallybrass) 和懷特 (Allon White) 即以薩依德的東方主義 

(Orientalism) 批判闡明這個觀點。在薩依德看來，東方主義「在策略上所仰賴的

是一種反射的位置優越性，把西方人擺放在與東方一連串可能的關係中，卻又未

失去其相對優勢」(Said 1979: 7; Stallybrass and White 1986: 4-5)。其實薩依德不僅

把東方視為西方的他者，亦且認為東方應該是界定西方的「對比的意象、理念、

性格、經驗」(Said 1979: 1-2)。 

在薩依德論述東方主義之前，威廉士 (Raymond Williams) 在論宰制的特性

時也曾表示，「實際上沒有任何宰制性的社會秩序，……沒有任何宰制性的文化

可以含納或耗盡所有人的實踐、人的能力，以及人的意圖」(Williams 1977: 125)。

換句話說，在宰制性的文化之外，還有被宰制的文化；若論文化的整體性，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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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其重要性，皆不能偏廢，只不過宰制性文化掌握權力主導「社會的支配性定

義」(Williams 1977: 125) 而已。 

踰越可以鬆動威廉士此處所說的「社會的支配性定義」，質疑或改變這個定

義。踰越使被忽略的與被排斥的可以發聲，可以冒現；用威廉士的話說，踰越提

供了「對他者的另類觀感」(Williams 1977: 126)。踰越無疑衝撞固定的疆界，使

被圍堵的找到突圍的方向與缺口，使現狀再也難以維持而必須設法調整。一九八

○年代美國文學建制所面對的典律 (canon) 重建的問題，其實是許多長期被壓抑

或被消音的文學經驗不斷踰越的結果，現存的典律因此動搖，或者面臨修正的命

運，重建典律於是成為可能。 

 

三 

在這許多文學經驗中，非裔美國文學的經驗具有指標意義，成為其他弱勢族

裔文學看齊或學樣的對象。兩百多年來，非裔美國文學在其歷史發展的不同階

段，一再挑戰與碰撞由白人男性所主導的美國文學典律，非裔美國作家和批評家

以其創作和批評論述，展現其充沛的創造和論證能力，批判既有美國文學典律的

頑固與歧視，並不斷以另類或修正主義的文學史觀，直指主流美國文學史的偏頗

與武斷，把非裔美國文學排斥在美國文學典律之外。因此非裔美國文學自始就是

一種抗爭的文學。 

傑克森 (Blyden Jackson) 在其皇皇巨著《非裔美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Afro-American Literature) 第一卷的導論就開章明義指出： 

如果所有美國黑人對膚色種姓制度感到憤慨，任何群體的憤慨都比

不上那些獻身於非裔美國文學的美國黑人。……列丁  (J. Saunders 

Redding) 說得好，這些美國黑人所書寫的是一種「必要的文學」。對他

們而言，他們以滿懷的痛苦，摻雜着恆久的憤怒，介入膚色種姓制度，

他們的介入是支撐他們群體表現的背後力量，這個力量同時支撐他們發

展一種可被稱為既屬於他們的、又屬於所有美國黑人的文學。他們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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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的熱情中找到共同的理由，即種族的抗議，……而就種族的抗議（反

對）而言，他們與外在的世界與時俱進，共同展現了他們如何自我調整，

以適應美國政治與社會氣候的變遷，這些變遷基本上決定了他們的文學

形式與內容。他們就這樣依實際把他們的文學分為不同時代或時期。不

過他們也建立了他們的文學的連續性，使他們的文學一方面具有種族獨

特性，一方面又因為他們在美國出生、長大，所以基於這種種特質，他

們的文學又清清楚楚屬於美國。(Jackson 1989: 8-9) 

傑克森總結非裔美國人兩百五十年來的經驗，將非裔美國文學定調為抗議或反抗

的文學，是非裔美國人止痛療傷，反對種族歧視，爭取種族平等與自由的重要實

踐和建制。非裔美國文學因此是一種具有目的——尤其是具有政治迫切性——的

文學，不但是黑人文學史家列丁所謂的「必要的文學」，更是一種充滿解放意義

的文學。非裔美國作家一方面藉其文學生產不斷批判美國社會的結構性種族主

義，另一方面則從根本解放非裔美國人長期被奴役、被禁錮與被扭曲的心靈。從

這個角度來看，非裔美國文學其實也饒富後殖民性 (postcoloniality)，而最能夠展

現此後殖民性與解放精神的則是踰越的書寫行為。 

踰越是一種抗議或反抗的形式——因為不滿，才會踰越。非裔美國作家企圖

踰越的不僅是美國文學的霸權典律而已，這是文學建制與美學系統的問題，其背

後所牽涉的仍是結構性的種族歧視現象；他們同時有意藉其文學實踐，踰越美國

社會中由種族這個類別所蠻橫界定的政治、經濟及文化藩籬。從流傳於美國黑人

社群的搗蛋鬼 (Trickster) 的故事，到民間傳唱的靈歌、民謠與勞動歌曲中的抗

爭意識，到內戰前後風行一時的黑奴自述 (slave narratives) 中諸多顛覆蓄奴制度

的逸軌行為，到現、當代非裔美國文學中常見的種種跨界現象，兩百多年來，非

裔美國文學生產所塑造的無疑是一個踰越的文學傳統——非裔美國作家不但勇

敢踰越種族疆界，亦且進一步挑戰性別與階級等類別所劃定的界線。對許多非裔

美國作家而言，踰越嘗試破除的不只是有形的空間限制，如種族隔離 (segregation) 

時代的許多社會實踐，更重要的還是無形的種族、性別、階級等的歧視行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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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疆界比較容易踰越，無形的疆界存在於人心陰暗之處，隱晦而不容易偵測，

因此益發難以踰越。 

這本書是我多年來研究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的部分成績，書中各章雖然完成

於不同階段，但是直接或間接都與踰越的主題相關，因此我把書名取為《踰越》，

希望這樣的書名可以統攝全書的主要關懷。疆界不管是有形或者無形，是明顯或

者隱晦，非裔美國人以其文學與文化生產指證這些疆界的蠻橫無理，他們前仆後

繼，不斷衝撞與踰越，希望最終改變這些疆界。本書各章即在以不同的角度與取

材論證非裔美國人在衝撞、踰越與改變這些疆界的努力。 

我把全書分為三輯。納入第一輯的首三章主要以若干非裔美國經典自傳為分

析對象。自蓄奴時代開始，非裔美國人的自傳行為就是個踰越的行為。對非裔美

國人而言，自傳始終是個極富顛覆性的文類，在廢奴運動中，曾經扮演過振耳發

聵或推波助瀾的關鍵性角色；即使在後蓄奴時代，這些自傳也曾見證了非裔美國

人在結構性種族主義的壓迫下所遭受的不公不義。 

第二輯則較有系統地討論非裔美國文學理論與批評實踐。第四章集中於哈林

文藝復興 (the Harlem Renaissance) 的文學生產與非裔美國人的口述傳統的關

係。口述文學最能夠體現非裔美國文學的差異性，是質疑白人主流文學典範的重

要利器。第五和第六章分別以理論家裴克 (Houston A. Baker) 的批評產業為基

礎，勾勒近一個世紀以來非裔美國文學理論不同階段的流變面貌，並分析非裔美

國文學傳統如何以其獨特性而自成體系，又如何挑戰美國主流文學批評系統與美

學價值，成為美國主流文學的另類或對立論述。 

第三輯各章籠統可以納入非裔美國文化研究的範疇。第七章以裴克的黑人都

會表現文化研究為例，析論此都會青年文化如何踰越種族化的空間限制，並探討

黑人文化研究如何是行動中的文化研究。第八章藉兩部好萊塢的黑人街坊電影，

對種族化都會空間提出批判，並分析踰越此種族化空間的危險與挑戰。第九章則

以胡克絲 (bell hooks) 的階級論述為基礎，探討非裔美國人經驗中階級與種族和

性別的糾葛關係，以及踰越階級界線，以社群主義安身立命的可能性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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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末的附錄為我對裴克所做的相當詳盡的訪談錄，裴克在此訪談錄中反覆回憶與

檢視他的非裔美國文學經驗；對他而言，每一次經驗彷彿都是踰越的經驗。 

總之，本書的根本關懷是踰越的政治與策略。非裔美國人的文學與文化經驗

告訴我們，在面對不平與失衡的狀態時，踰越可以導正視聽，改變偏頗不公的現

實或現狀。踰越其實具有正本清源的積極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