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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学者——琳达·哈琴的“历史元小说”理

论，解读黎紫书以历史为题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穿透后设小说迂

回的语言游戏，把小说中所再现的马来西亚历史，与现实中的历史记载作比较。小

说中虚实互涉的叙事手法，渗透着作者质疑客观历史的态度。此外，也透过后殖民

的批评视角，看黎紫书如何通过故事情节，影射马来西亚华人模棱两可的身份认同，

以及其虚无的社会定位。最后发现，黎紫书想借着《告别的年代》所传达的，是一

种辞别历史的态度：让历史成为历史。 

 

关键词：黎紫书、后设小说、历史元小说、历史、马来西亚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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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analyses Li Zishu’s first history novel, Gao Bie de Nian Dai (The Era 

of Farewell) based on Linda Hutcheon’s theory of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breaking 

through the sophisticated discourse of a metafiction, to compare the represented 

Malaysian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records in reality (History). Behind this intertwined 

storyline of reality and fiction, is the sceptical attitude of the author towards History. 

Moreover, with a postcolonialism perspective, we observe how Li reflects the ambiguous 

identity of Malaysian Chinese. With all this, what Li wants to deliver through her novel, 

is an attitude of “let bygones be bygones” towards history, asking the readers to let go of 

the past and let history be history itself. 

 

Keywords: Li Zishu, metafiction,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history, Malaysia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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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小说文本、历史书写、现实 

 

第一节 文献评论 

黎紫书在 1995 年首次参加马来西亚中文报，星洲日报第三届“花踪文学奖”

便获得短篇小说首奖，接下来的几年，她都频频得奖，因而开始受到国内外文坛瞩

目。首次获奖后，黎紫书的作品也受到出版商的亲睐，陆续出版作品集。目前已出

版的著作包括微型小说集《微型黎紫书》、1
 《无巧不成书》、2

 《简写》；3
 短篇

小说集《天国之门》、4
 《山瘟》；5

 散文集《因时光无序》，6
 并编著花踪回忆录

《花海无涯》。7
 近期新作有 2010 年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8

 以及

新旧作品参半的短篇小说集《野菩萨》。9
 

自从黎紫书在“花踪文学奖”一蹴而就以后，这位年轻作家就开始受到评论

家和学者的注意，关于她的评论与专著陆续出现。举凡新马、中国和台湾等地都有

学者对她进行研究，而研究角度也各有不同。 

黎紫书擅长挖掘与揭露暗藏在光鲜外表下人性的黑暗面，她在小说如《蛆

魇》、《天国之门》、《推开阁楼之窗》等中的写作手法与气氛营造都给人一种低

沉、阴森的感觉，王德威就曾如此评论黎紫书： 

以她現有的成绩來看，不论是书写略带史话意味的家族故事，或是白

描现世人生的浮光掠影，黎紫書都优以为之。而营造一种浓腻阴森的气氛，

用以投射生命无明的角落，尤其是她的拿手好戏。10 

                                                 
1
 黎紫书《微型黎紫书》（马来西亚：学而出版社，1999）。 

2
 黎紫书《无巧不成书》（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6）。 

3
 黎紫书《简写》（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9）。 

4
 黎紫书《天国之门》（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 

5
 黎紫书《山瘟》（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 

6
 黎紫书《因时光无序》（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8）。 

7
 黎紫书《花海无涯》（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4。）。 

8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 

9
 黎紫书《野菩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 

10
 王德威〈黑暗之心的探索者——试论黎紫书〉，见黎紫书《山瘟》（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

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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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黎说故事的能力是受到肯定的。除了擅长营造阴森恐怖的气氛以

外，她在《天国之门》中的暴力书写手法也被拿来和中国作家莫言比较。11
 此外，

正因为她的作品往往对罪以及宗教救赎有深入的探讨和描写，有些学者就从这个角

度，对黎的小说与写作手法进行剖析。曾从这一方面分析黎的小说的学者有许文荣、

黄一与胡金伦等。 

身为女性作家，黎紫书的小说也常常被学者们以性别的角度分析，尝试从小

说中人物性别的遭遇与情节解读出一番典型，并结合黎紫书的生平，找出造成这类

典型的个中原因。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助理教授林春美就曾在〈在父的国度：黎紫

书小说的女性空间〉12
 一文中对黎紫书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叙事结构——父亲的

背离”进行详细的论述，把小说中父亲的缺席视为一种更有力的存在。她认为小说

中不断出现的“寻父”情节是黎紫书本身的父亲在其童年中的缺席所造成的心理反

应。除林春美以外，许维贤也在〈“女人神话”在小说里的演绎——论黎紫书小说

集《天国之门》〉13
 一文中对黎的小说情节中所呈现的传统性别意识进行论述与批

判，指黎紫书的小说创作一再地搬演“女人神话”，已经成为一种既定的模式。许

维贤认为黎紫书如果要成为一流作家，就必须摆脱这样的模式，自成一格。 

身为马来西亚华人作家，黎的作品中处处流露出“南洋色彩”，故事写实的

同时又有作家的奇思妙想在当中。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是许多学者对黎作品

的评价。纵观对黎紫书小说的研究，虽然有许多种角度，但其中最为学者所痴迷，

也最多学者探讨的，无非是从后殖民论述的角度解读黎的小说。 

身处马来西亚这个后殖民语境里，黎的小说处处渗透着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

尤其是《山瘟》与《国北边陲》，当中的马共书写与国家寓言（national allegory）

更是为学者所津津乐道。许文荣就曾在其专著《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

学》14
 中的其中一章〈第五章：互文性与国家寓言〉中谈到黎紫书小说中马来西亚

华族遭遇的隐喻。另外，曾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硕士生的陈晞哲也在其硕

                                                 
11

 朱崇科〈（一）本土的嬗变：从概念纠缠到意识形态集结于文本呈现〉，见朱崇科《考古文学

“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页 97-128。 
12

 林春美〈在父的国度：黎紫书小说的女性空间〉，见《华文文学》，2008 年第 4 期，页 75-83。 
13

 许维贤〈“女人神话”在小说里的演绎——论黎紫书小说集《天国之门》〉，见《华文文学》，

2004 年第 2 期，页 31-37。 
14

 许文荣《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士古来：南方学院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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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论文〈论马华作家的后殖民与移民书写——以黎紫书、黄锦树、张贵兴为例〉15
 

中探讨黎紫书书写历史的策略，并从后殖民的角度，理解她如何通过历史的书写自

我定位。 

黎紫书的小说固然兴起了文学研究者对马华文学（尤其是黎紫书的作品）与

马华历史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然而，类似于这种对黎紫书小说再现历史、重写历史

的讨论，似乎也已经到了极致，对于作者身为华人移民后裔如何看待历史、面对现

实，却没有更深入的解读，无数的研究后所得出大同小异的结论最终沦为对华人移

民历史无力的哀悼。再者，黎紫书之后几年也都不再书写类似题材的小说，转而书

写更加贴近人群的微型小说，这样的转型，也是相关研究陷入死胡同的原因之一。

如今，黎紫书经过几年“不谈历史”的创作生涯，再次出版了一本《告别的年代》，

我也刚好乘上这个“风头”，希望可以从历史与后殖民论述的角度来分析她的这本

“大书”。 

 

第二节 选题意义 

对于黎紫书小说的研究，从她 1995 年得奖以来就持续不断，不管是对马华

文学有多年研究的学者，或是在籍大学生，对这位略带神秘的马华才华型女作家感

兴趣的，大有人在。 

我对黎紫书的兴趣，是在选修了新马华文文学之后产生的。个人对她的写作

风格与气氛的营造十分佩服。如今选择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除了个

人兴趣以外，主要是因为《告别的年代》自 2010 年出版以来，还未有专门研究之

论著出现。专门研究黎紫书的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金进博士在一个

黎紫书专题讲座中提到，长篇小说并不是人人都有能力写的，而且在一位作家或写

手的生涯中，第一篇长篇小说扮演着分水岭的角色，常是作者写作生涯前半部分的

总结；无论是在内容、写作手法、思想关怀等方面都具有总结性和概括性。黎紫书

自己也不讳言这对她来说是一本重要的作品。小说末尾的后记，〈想像中的想像之

书〉中，就在谈“为什么要写长篇小说？”这个问题，当中有这么一段话： 

                                                 
15

 陈晞哲〈论马华作家的后殖民与移民书写——以黎紫书、黄锦树、张贵兴为例〉（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学，2008，未出版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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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这像是我们这一代的小说写手潜意识里为自己设定好的一场马拉

松。不啻因为写小说的日子长了累积的创作经验丰富了，身边便会有人提醒

你该尝试写长篇，也是因为时候到了但凡严肃的写手总会对自己的写作产生

疑虑，便会想到以‚写长篇‛来测验自己对文学的忠诚，也希望借此检定自

己的能力，以确认自己是个成熟的创作者。16 

因此，作为黎紫书写作生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肯定是一部

重要的作品，所以值得研究。希望能通过我的毕业论文为这一部小说提供一种解读

方式。 

根据黎紫书在过往短篇小说作品中对历史的兴趣，17
 加上《告别的年代》这

一部写作生涯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及书中所涉及的“513”的历史符号等迹象，

我认为黎紫书这篇小说除了是写作生涯前半部分的总结以外，也是这许多年来书写

历史题材作品的总结，通过长篇元小说的长篇幅、复杂叙事、破碎的情节等，表达

她对待历史的态度。虽然黄锦树在该书序中写道：“这 513 符号大概也是个假靶，

误导刻意求深的读者而已。”18
 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不管是作者的意图与否，

“513”这个符号在小说中必能解读出其作用与含义，因为小说的三层叙事中，第

一层叙事的历史背景就是安排在 1969 年“513 事件”的时间点左右，并以此事件

作为故事的开始，作为故事第一层叙事主人翁，杜丽安的人生转折点。 

目前，尚未有学者针对《告别的年代》进行文本分析。经过一番搜索，除了

董启章为黎紫书撰写的附录〈为什么要写长篇小说？——答黎紫书《告别的年代》〉

19
 以外，就只有书评类的文章，或是与作者黎紫书的访谈录音。访谈录音记录的是

黎紫书接受中广新闻网〈每日一书〉主持人胡中信的访谈，具体日期不详。20
 至于

书评，一是《星洲日报》于2010年在〈活力副刊〉所刊登的书评、一是于2011年5

                                                 
16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页 299。 
17

 自 1998 年赴台南访问前马共总书记陈平以后，接下来几年所完成的作品，都以马共历史为题材：

《夜行》、《山瘟》、《州府记略》及《七日食遗》。 
18

 黄锦树〈序/艰难的告别〉，见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6。 
19

 董启章〈附录/为什么要写长篇小说？——答黎紫书《告别的年代》〉，见黎紫书《告别的年代》，

页 301。 
20

 访谈录音：“000027 论坛 Talking 访问 黎紫书小姐马来西亚女作家 谈小说 1000218 五 Fri.flv”，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Z48BPrNA0s&list=PLECB41E698D3770A4&feature=mh_lolz（浏览：

2011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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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2日，发表在上海“东方早报网”，名为《告别确凿的年代》的书评，21
 作者小

浪对这部长篇小说有独到的见解。小浪认为“黎紫书要以此表达她对记忆和历史的

态度：它们并非如历史书上写的那么确凿无疑；而是像这本（或这好几本）《告别

的年代》一样模棱两可，不但作者不明，而且前后断裂，如同无序的时光；甚至前

后矛盾，彼此拆解，像两本不同版本的历史教材或父母口中对遥远时代某一特定事

件迥异的记忆”。这样的评论把这部新作与黎紫书之前的作品联系起来，延续之前

作品的历史主题脉络，启发我利用相应理论深入分析文本的兴趣，望能以学术性的

角度分析、论证。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角度 

元小说（metafiction，或译后设小说）的写作技巧，虽不是黎紫书第一次采

用，她在之前的《把她写进小说里》就已经运用过后设技巧，但学界还无人运用元

小说的批评理论为主要论述框架解读黎紫书的小说。 

“元小说”这一术语首先出现在美国作家威廉·加斯（William H. Gass）发

表于 1970 年的《生活和生活中的人物》。一般对元小说的解释，都是采用戴

维·洛奇在《小说的艺术》中所说的：“元小说是有关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

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帕特里夏·沃更在《后设小说：自我意识小说

的理论与实践》加以阐释：“所谓元小说就是指这样一种小说，它为了对虚构和现

实的关系提出疑问，便一贯地把自我意识的注意力集中在作为人造品的自身的位置

上。这种小说对小说作业本身加以评判，它不仅审视记叙体小说的基本结构，甚至

探索存在于小说外部的虚构世界的条件。”作为众多后现代主义批评方法与书写技

巧的一员，元小说致力于打破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中许多的二元对立，如：真实与

虚构、对与错、中心与边缘，甚至把读者与作者的边界也模糊了，有些元小说作品

可以让读者参与在故事发展的当中。元小说原来打破陈规的出发点固然值得鼓励，

但是发展到后来，许多原小说的创作都走向极端，作家的自我意识过度膨胀，无视

读者的存在与需求，以至于把小说变成无止境的文字游戏。这样的现象使人对元小

说的解读产生偏颇，加上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刻板印象，形成“后现代主义作品对

                                                 
21

 告别确凿的年代 – 上海书评-东方早报网，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5/22/608198.shtml 

（浏览：2011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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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历史都只有虚无感”，这样的误解，使元小说被贴上“没有人读得懂”的标签。

然而，在 1988 年，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琳达·哈琴就在她的著作《后现代主义

诗学：历史·理论·小说》当中，提出“历史元小说”这样的概念： 

所谓‚历史元小说‛是指那些名闻遐迩，广为人知的小说，既具有强

烈的自我指涉性，又自相矛盾地宣称与历史事件、人物有关……。对后现代

主义的评论一般主要关注的是文学、历史或理论中的叙事。历史元小说融合

了上述三个领域，即其在理论层面上自觉意识到了历史与小说都是人类构建

之物（历史元小说），这为其重审和改造过去的艺术形式和内容奠定了基础。

22
 

琳达·哈琴提出的“历史元小说”理论所针对的是当时欧美的新型小说，她

通过元小说复杂的叙事结构，解读出欧美作家对待欧美历史的态度。 

在元小说的基础上，历史元小说加入了真实的小说元素，如历史背景、事件

与人物等，在原本应该突显其虚构性的元小说中加入了相对真实的成分。当历史，

这个被大众普遍接受的客观现实被放置在元小说这样一个完全虚构的装置里的时候，

必会产生矛盾与张力，原来公认的“现实”在虚构的小说中似乎并不全然属实，而

刻意虚构的情节却好像与事实相符。这样的似是而非，将引发读者思考“真实”与

“虚构”的意义，重新界定虚实的疆界。历史元小说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因为权威

叙述“希斯德里”（History）被质疑，作家才会通过元小说这种虚实互涉的表现手

法来解构历史，并重新建构“历史”。23 

以元小说的方式书写历史题材，在新马文坛属非常罕见，所以并没有以马来

西亚的后殖民语境为基础的相应理论。因此，我认为可以把“历史元小说”的理论

挪用到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语境上，对黎紫书的《告别的年代》进行解读，结合后

殖民书写的批评视角，审视黎紫书如何通过元小说有别于传统的叙事结构，诠释已

成为马华文学传统的后殖民母题。尝试探究这样的历史书写背后又承载了作者怎么

样的精神状态与对待历史的态度，她冀望建构一个怎么样的“民族寓言”。 

                                                 
22

 琳达·哈琴著，李杨、李锋译《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页 6。 
23

 除了虚构与真实的探讨外，《告别的年代》还可以用 His/Her story 的历史叙述理论角度解读，但

由于本论文篇幅有限，无法面面俱到，故不多涉足。本论文将着重于利用历史元小说理论中的虚实

概念解读《告别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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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殖民视角来解读马华作家的作品，已经不是新的角度。自从马来亚独立

以来，早期移民的文学创作也是以一种移民以及后殖民的笔调来书写。从早期的

“回望祖国”的母题，一直到近二十年来的“文化寻根”以及曾经在马华文坛引起

轩然大波的“烧芭论”、“断奶论”等，都生发自马来西亚华人所处的这个复杂的

后殖民语境下。 

马来西亚（当时的马来亚）于 1957 年正式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建国，不再是

英国的殖民地以后，表面上的殖民统治似乎已经结束，但事实上，殖民统治或思想

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在独立后的马来西亚国土上延续。外来侵略者撤退后，取而代之

的是表面合法化的“文化殖民”。马来民族霸权主义名正言顺地接收这块土地，压

制其他种族的文化，只承认马来文化为国家文化、马来文学为国家文学，无视马华

与马印文学文化的存在。在这样的政治与权力压力下，马华作家惟有通过自己的笔

锋，透过文学作品，书写自己的民族寓言，抒发自己压抑的民族情怀与不满，建构

自己理想中的“故国”。这样的典型有温氏兄弟——温瑞安和温任平，以及他们所

开创的天狼星诗社社员。许文荣也援引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其著作《政治

无意识》中的观点：“一切文学，不管多么虚弱，都必渗透着我们所谓的政治无意

识，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24
 来作为他论著《南方喧

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的出发点，为马华文学进行后殖民的解读。 

许文荣博士在其论著中也有评论黎紫书的小说，并对当中涉及的历史书写题

材进行梳理。但是，由于小说内容的限制，其分析也只能停留在故事情节的表面，

难以从现实小说的结构与写实的情节下手，最深入也只能从她阴森诡异与暴力的书

写分析。因此，这部以后设手法书写的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提供了另一个可以

深入探讨的问题，就是黎紫书如何以元小说的后设手法，在马来西亚的后殖民政治

与语境中，以虚实互涉的方式重新“温习”历史这个旧题，书写“513”这个符号

的故事，而结果是否会像书名所说，“告别”了什么？如何“告别”？相对的，是

否又“迎向”了一个怎么样的未来？ 

  

                                                 
24

 詹姆逊著，王逢振、张永国译《政治无意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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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513：种族暴乱的诠释与再现 

 

第一节 事件的发生 

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共同居住的国家，马来西亚的族群问题其实早在独立以前

就开始酝酿，而导因就是英国殖民地政府采取的种族主义和分而治之的政策。英国

当局制定种种法律和政策以隔离各个民族并扶持马来统治者为有名无实的领袖，25
 

同时，限制华人与印度人不能参与行政及政治工作。多年下来，如是政策保存了传

统马来封建社会的政治和意识结构。直至马来亚独立，表面上是以建立多元种族国

家与社会为前提，但实际上，从殖民地时期延续下来的矛盾，在各种族人民之间已

经根深蒂固。 

随着国家独立，除了马来人，华人与印度人也开始争取自己身为马来亚人民

的权力，不论在人民权益、国籍身份、经济与政治势力等方面都希望能与占人口大

多数的马来族平等。对马来西亚华人来说，在教育方面的努力尤其显著。华人既然

已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就想尽办法让中华民族悠久且独特的传统与文化传承

下去，因此，在争取华文教育（华教）方面，不遗余力。正因为致力于华教，华人

社会与马来民族为主的政府明显产生了矛盾，使种族之间的矛盾浮出台面。 

60 年代的马来西亚并没有以华文为媒介语的最高学府，国内惟一的一所大

学，马来亚大学又不接受高中文凭，许多华文独立中学26（独中）的毕业生于是只

好在毕业后出国深造。教育部于 1967 年宣布，从 1968 年开始，只有拥有剑桥文凭

或马来西亚教育文凭的学生才能出国深造，切断了华文独中毕业生出国深造的管道。

为了解决独中毕业生的升学问题，1967 年 12 月 8 日，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常

年代表大会上通过将联合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领导设立一所华文大学，

“独立大学”。在创办期间，“独大”屡次被政府阻拦，甚至在执政党联盟中代表

                                                 
25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编著《马来西亚种族两极化之根源》（吉隆坡：马来西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1987），页 6。 
26

 华文独立中学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独立开办的中学，以华文、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遍布全马来

西亚全国各地，成功在华人占少数人口的马来西亚延续华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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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族声音的政党马来西亚华人公会27也不予支持，称独立大学的开办为“铁树开

花”。申办独大适逢大选期间，反对党于是借题发挥，利用独大这个课题来攻击政

府与马华，在大选时期争取选票。1969 年 5 月 10 日的大选中，反对党大胜。在获

得了突破性的成绩后，反对党在首都游行庆祝，巫统内部强硬派大为不满，在吉隆

坡市区发动反示威。就在 5 月 13 日，两派人马起冲突，酿成了历史上的 513 种族

流血暴动。 

暴乱于 5 月 13 日发生之后，紧急状态于 16 日实施，由敦拉萨领导的“国家

行动理事会”随之成立，整个国家都在行动理事会的管治之下，宪法被中止。 

 

第二节 “官方报告”与“学者看法” 

根据书籍记载，官方正式发布的报告中表示，骚乱起因是：马来人觉得他们

在经济上落后，华人控制了经济，使马来人没有机会。28
 再加上反对党在大选成绩

公布后，因取得可观成绩而向执政党和马来人挑衅，引发种族暴乱。因此，根据官

方说法，煽动 1969 年大选后的种族暴乱的责任，应由反对党来承担。29
 “513 事件”

之后，为了解决经济上不平等的问题，政府于 1971 年推行了“新经济政策”的经

济改革计划，该计划的两大目标是：（一）重组社会，以纠正由于财富拥有权的不

平衡，而产生以经济活动辨识种族的现象；（二）消除贫穷。新经济政策对日后马

来西亚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并族群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来西亚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在所出版的《马来西亚种族两极化之根源》中对

“新经济政策”有如是评论： 

第二项目标在理论上是有裨益的，不过政府倾向于将‚贫穷‛及‚马

来人的贫穷‛视为同等。尽管如此，政府解决乡村贫穷的前提和方法也是令

                                                 
27

 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马华公会）是组成当时执政党联盟（现国民阵线，国阵）的三个政党之一，

另外两个政党为代表马来民族的巫统以及代表印度族群的马来亚印度国大党。 
28

 刘务求编译〈大马华人政治状况：五·一三事件的影响〉，见《90 年代大马政治》（古晋：Impact 

Management，1997），页 93-95。 
29

 柯嘉逊著，杨培根译《513 解密文件：1969 年大马种族暴乱》（吉隆坡：Polar Vista 有限公司，

2007），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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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质疑的。换言之，一开始，第一项目标的基本前提是不正确的，它只能产

生分裂及种族主义的不良影响，这种情况确实已经发生。30 

由此可见，学者对政府实施的，自称是重组经济与社会的新经济政策是带质

疑态度的。它并没有解决种族之间的问题，而是更加分化马来西亚的不同种族。 

由政府委任的“国家行动理事会”虽然在暴乱之后出版了一份相关报告书，

31
 理应把暴乱的来龙去脉整理清楚，给人民一个交待，然而，513 事件的这一套官

方说法，并不被大众所普遍接受，尤其是马来西亚华人。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柯嘉

逊博士对 513 种族暴乱的相关文件进行多年考证与研究，于 2007 年与出版了中文

版的《513 解密文件：1969 年大马种族暴乱》，杨培根翻译。柯博士结合当时伦敦

国家档案馆初解密的文件分析 513 事件，尝试还原历史，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这段由

官方权力话语叙述的“官方历史”。对于官方说法，译者在该书前言中提到： 

我国民众至今都不明了，引起大马历史上这场最糟糕的种族暴乱的真

正前因后果。官方说法充满了互相矛盾的说词，并且有纰漏和不足之处，因

此，难以令人相信。32 

除此以外，1969 年的种族暴乱，对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与文化的国家来

说，是一段黑暗的历史，统治者不鼓励人们讨论它。可是，每当马来西亚大选来临，

国家现状受到威胁时，如：1990 年大选，或者，每当非马来族群提出维护民权课

题的时候，马来西亚执政党就会召唤出这个“513 幽灵”来。以半恫吓的方式警告

大马人民不准质疑其国家现状，“不然„„513 事件可能会再发生！” 

身为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柯嘉逊博士对 513 事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发生

在 1969 年 5 月 13 日的种族暴乱决不是多元族群社会中自发的种族暴乱。33
 根据他

所搜集到的解密文件，发动这场种族暴乱是有计划的行动，这是新型马来官僚资产

                                                 
30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编著《马来西亚种族两极化之根源》，页 42。 
31

 全国（马来西亚）行动理事会《全国行动理事会报告书：五一三悲剧》（吉隆坡：全国行动理事

会，1969）。 

32
 柯嘉逊著，杨培根译《513 解密文件：1969 年大马种族暴乱》，页 2。 

3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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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推翻落后的马来贵族的政变。34
 以种族暴乱确保其崛起后，通过“新经济政策”

巩固其政治势力。 

从以上两个观点看来，513 事件的发生，并非自然源于马来西亚不同族群之

间的差异与分歧，而是有心人士在背后有计划地煽动与操纵种族情绪，种族问题政

治化、政治问题种族化，马来西亚华人只是这场政治斗争中的替死鬼，马来统治者

借这个机会，实施“新经济政策”，合法地打压华人，使华人的经济势力与发展于

1971 年之后大受限制。 

综上所述，513 事件之后，马来西亚华人的经济与文化都被打压，政府以

“重组社会，消除贫穷”为名，限制华人经济能力与文化势力，使马来西亚华人在

社会地位上居于劣势。马来西亚华人于是就在一种被压迫的环境中茁壮、繁衍。而

经历过这一段“黑暗的历史”的先辈也以这种抵抗的精神教育 513 事件之后的一代

又一代。 

后 513 出生的黎紫书35
 属于在抵抗精神教育下成长的年轻一代，并没有亲身

经历 513。正如第一章所述，黎紫书虽然没有经历抗日、马共等历史阶段，却在书

写相关题材的国家/族群寓言上非常成功，因此，她如何在《告别的年代》中再现

与诠释 513 事件，成为了读者与学者的焦点。 

 

第三节 历史元小说：另一种现实 

黎紫书一向热衷于书写与历史相关的题材，尤其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她之

前所创作的中篇小说《山瘟》、《国北边陲》、《七日拾遗》等都涉及历史题材。

然而，黎紫书对历史却抱持一种不信任，甚至轻蔑的态度，在书写历史的时候，她

以带有浓厚的民族寓言色彩的笔触，通过虚构的故事情节来重构真实的历史。黎紫

书这样把一向被当作客观现实的历史记载问题化的精神，就是历史书写元小说的精

神与目的。然而，之前的作品都只局限于建构作者想象中的现实，通过写实的说故

事手法，去重构历史。《告》则是采用元小说的形式，突破了以往的叙事框架，因

                                                 
34

 柯嘉逊著，杨培根译《513 解密文件：1969 年大马种族暴乱》，页 2。 
35

 黎紫书于 1971 年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的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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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探讨“历史”这个概念上的立意更深。《告》多层叙事的元小说结构、虚实互

涉的写作手法，不只打破人们对历史与历史事件的既定印象，质疑历史，更加在相

同的文本中重新确立该段历史或历史事件所处的语境。表面上，这是自相矛盾的，

但自相矛盾就是后现代主义的精神。琳达·哈琴对历史元小说自相矛盾的特征有这

样的阐释： 

历史元小说一清二楚地保持了其形式上的自我再现和历史语境，而在

这一过程中，却把历史知识的可能性问题化，因为在这一点上没有妥协和辩

证法——只有悬而未决的矛盾。36 

此外，她也提到，在后现代小说和历史里重写和表现过去均等于将过去向现

在开放，避免使过去显得已经尘埃落定且带有明确目的性。37
 黎紫书写作生涯中的

第一部长篇小说，以后现代元小说的形式出现，又以历史事件为题材，便是这个目

的。通过元小说的方式，那深藏在人们心中的“黑暗的历史”，被元小说强烈的自

我意识的特征重新“照亮”，以 513 事件为导火线，反思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审

视这个族群的命运。 

黎紫书以元小说如此充斥着自我意识的形式来书写历史题材，虽然理论上重

在反思，内容固然也有回顾与反思，然而在这以外，《告》还有另一层意义。顾名

思义，实际上，反思之后，黎紫书真正希望的是告别，告别这个她自称“不属于我

的年代”。38
 在接受中广新闻网〈每日一书〉主持人胡中信的访谈时，黎紫书表示，

马来西亚的华裔年轻人在写作的时候，时常会投文学奖评审所好，刻意书写一些与

当年的马共、抗日战争等有关的历史题材，因为这些题材的作品常常得奖，但她希

望看到的不是这些作品，她更希望年轻人去发掘身边可以进行创作的题材，希望文

学作品与日常生活更贴近。因此，我相信黎紫书创作《告》就是希望为这样的一个

风潮划上句点，让文学更多元化，不要继续一味地为华人的命运自怨自艾。本文将

以小说不同的叙事层分章节，探讨黎紫书如何以元小说这样特殊的文本形式阐述历

史，最后告别历史。 

  

                                                 
36

 琳达·哈琴著，李杨、李锋译《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页 142。 
37

 同上，页 147。 
38

 黎紫书〈后记/想象中的想象之书〉，见《告别的年代》，页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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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年代：小说的叙事与建构 

 

第一节 事关 513 

《告别的年代》分为三个叙事层，讲述三个表面上不同，但又似乎连贯，甚

至重叠的故事。第一层叙事中的时间正是始于 513 事件发生的那一年，以 60-70 年

代的马来亚为时代背景，叙述一个少女杜丽安一生的故事；第二层叙事的时间段是

第一层叙事之后的好几年后，叙述主角“你”的生活故事；第三层叙事则是“第四

人”对书中《告别的年代》的评论以及关于“作者”韶子的奇闻轶事。本章将先着

重讨论第一层叙事，第二与第三层叙事的分析见本论文的第四章。 

第一层叙事的写作手法基本与传统写实主义小说无异，惟独不同的是，故事

中也出现了一本《告别的年代》。而且，在小说的第一章之前，还未开始叙述杜丽

安的故事，就有一段开篇文字，叙述 “你”如何开始阅读《告别的年代》，39
 尝

试定位它： 

你认得出来这种问题和读感，那语言有股旧时代的陈腐味，蘸饱了南

洋的蕉风椰雨和侨民们的风流韵事。……你一直以为这是一种正在消失中的

历史语言，一种适合为祖父辈状写传记的文字。所以在初看这段似是而非的

‚引言‛时，自然而然地把这书划为‚史册/传记‛类……。40 

有别于一般写实小说，黎紫书以第二人称 “你” 作为小说人物的指涉，而

“你”和读者一样，是一个正在阅读一本名叫《告》的书的读者。这样的写作手法，

是典型的后设小说技巧，通过第二人称“你”的运用，作者打破读者与小说文本之

间的隔阂，把读者写进故事当中，模糊现实和虚构的疆界。故事中的《告》与读者

手中的《告》既相同，也相异，使读者不知如何判断叙事中对《告》的评价是否真

实，是否也是对黎紫书这本《告》的形容。虽然小说中的《告》没有扉页、版权页、

书名页，“既没有标明出版者，也找不到作者的姓名”，显然与黎紫书的《告》不

同，但当它被“你”找到时，和黎紫书的《告》相同，也是从 513 页开始。从 513

                                                 
39

 以下简称《告》。 
40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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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开始的书，应该是残缺了之前的五百一十二页，但它却“外表看来完整无缺”，

且“无法印证那五百一十二页的存在”。黎紫书就以这样的似是而非，冒充读者，

对《告》进行界定、定位，试图建立文本中的真实，而这文本中的真实（事实上是

虚构）就因相同的“能指”——《告》这个书名而与读者所认知的现实产生互动，

“你”对小说中的《告》越进一步地描述、定位，虚构和真实的界线就越模糊，以

致虚实难辨。 

黎紫书利用开篇的一段文字对小说中的《告》进行一番分析与解读，除了玩

弄真实与虚构的定义，实际上也是为她这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导读。当中对《告》的

描述，字字句句都说明当中的内容与历史的关系，然而，放置《告》的 “那书架

紧挨着‘历史/传记’类书籍的专柜，上面标明的类别是‘其他’”，小说中又说

到，在“几乎每一本书都可以找到它们适当的位置”的图书馆里，“被归类为‘其

他’意味着被放逐”，因为“书的内容模棱两可，定位含糊不清，才一致同意让它

们流落到这五层高的铁质书架上”等等，这种种的描述，熟知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

人或马来西亚华人都知道，文本中的《告》这本书暗喻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命运与在

马来西亚的身份，因此黎紫书的《告》是在写与历史有关的故事，而且是马来西亚

华人的故事。 

 

第二节 所谓“真相” 

无法归类、从 513 页开始的书，以及“无法印证的那五百一十二页”，种种

细节都暗喻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命运。513 事件后，政府打着“重组经济”的旗号，

于 1971 年实施新经济政策，限制非马来族在经济上的发展，给予马来人，也就是

“土著”各方面的特权。因此，非马来民族，如华人与印度人就开始被边缘化。马

来西亚华人的命运从此改变，马来文被制定为惟一的官方语文，而且只有马来文学

受承认为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学，使华人移民后裔无所适从。在这个自己打算“落地

生根”的土地、国家，自己的语言、文化和文学却不被承认，要如何继续在这一块

自己期望落户的国度发展自己的文化？华人又要如何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是华人，

还是马来西亚人？抑或是中国人？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与身份就是处在这样“模棱

两可”的状况，“定位含糊不清”，最后落得被“放逐”，在正当归类的、官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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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传记”类别以外，成为“其他”。513 事件之前，从中国南来的华人先贤在

南洋所做出的一切贡献也都被抹杀了，就好象《告》那似乎残缺，但却“无法印证

的那五百一十二页”。 

全本小说中对 513 事件有正面描写的篇幅虽然不算多，但却非常重要，因为

它是“真实”的部分，是历史元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与现实连接的历史背景，小说

的第一章就通过“你”对马来西亚历史的认识，记载了一些历史事实，简单地交待

513 事件的前因后果： 

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你虽然年轻，却也略懂 513这数字可能蕴含

的含义与暗示。那年国家大选，一向执政的国阵联盟失去了三分之二议席的

优势。五月十三日那天反对党在都城游行庆祝，没想到引起暴乱、失火和流

血。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在全国实施戒严四天。41 

叙述了众所周知的史实之后，叙述者紧接着描述“你”对 513 这个符号的印

象与认识： 

你记得 513曾经是一组紧急的数字。即使在事件过去好些年后，人们

再提起这串数字时，仍然习惯压低嗓门，用一种闷在咽喉，或顶多到达鼻子

的声音，把它‚说‛出来。人们神秘兮兮的眼神和闪缩其词的表现一直令你

不安，以致你每次打开这书，看见第一页右下方的页码时，都感到触目惊心，

觉得那五百一十二张缺页暗示着空白与忌讳，有一种挑衅，质问，或不可告

人的意思。42 

通过这两段的叙述，作者建构了一个文本中“真实”的部分，与现实的历史

事件，513 种族暴乱是相同的，借此将文本与现实生活和历史连接起来，建立反思

历史的基础。叙述者以说故事的方式，简洁明了地再现了史实与民间对这一段历史

的态度。然而，当小说主人翁杜丽安出现后，文本中的“真实”却又不尽然与现实

或“你”想象中的“513”相同。 

                                                 
41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17-18。 
42

 同上，页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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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本中的时代背景就是 1969 年 513 事件期间，60 年代末、70 年代的马

来亚。女主人翁杜丽安与母亲和弟弟在锡埠这个小镇开炒粉档，经历了 513 事件。

小说的第一章叙述了许多“五·一三那天”所发生的事，但没有一件是直接与种族

冲突相关的。事发当天，杜丽安还在看小说；她的母亲一如既往地开档；弟弟和平

时一样兴高采烈地和朋友去打羽毛球。杜丽安以及锡埠的老百姓都没有意识到 5 月

13 日那天发生了天大的事。他们并未意识到那日子有多么不寻常，43
 小镇里的男

人都沉浸在大选结果，以及一个当地州议员候选人的死当中，将国家大事当作茶余

饭后的话题。 

在同一章里，黎紫书先根据历史记载，简述了 513 事件，之后再以叙述者的

身份“冒充”读者“你”，再现大众看待 513 这个符号的心理与态度，紧接着，小

说叙述主人翁杜丽安对 513 的记忆与经历。这样的形式，使三种不同角度，对于相

同一段历史的叙述一字排开，让读者可以进行比较。这样的叙述手法目的在于把历

史问题化，质疑历史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在叙述了现实中 513 事件的历史记载，以及这符号在人民心中的含义后，黎

紫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诠释 513，也就是杜丽安的角度。1969 年 5 月 13 日发

生的种族暴乱虽然在马来西亚历史上是个重要事件，对其后马来西亚的社会与经济

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但根据小说中的故事情节，513 事件以及都城发生的，种族

之间的冲突，对杜丽安的家庭的生活并没有多大影响。1969 年 5 月 13 日对他们以

及锡埠小镇上的居民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活在 513 当下的人，并没有被影

响，惟有当杜丽安“不断回想”的时候才发现异样： 

后来杜丽安不断回想那一天，才觉得当时的情景欢乐得像随时要蹦出

一个卓别林式的彼·南利来。那画面充满电影感，其实有一种不祥的味道。

44 

由此可见，并不是全马来亚所有的人都被 1969 年 5 月 13 日的种族暴乱所影

响，冲突事件多数发生在都城，很多人，好像杜丽安，是事后“不断回想”的时候

才察觉当时的“不祥”。不管是否经历过 513，人人都开始对此事件进行渲染。结

                                                 
43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22。 
4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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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日子久了，造成没有经历过 513 的“你”，“在事件过去好些年后”，从“人

们”的一举一动中认识“513”这个符号为“禁忌的数字”，“人们神秘兮兮的眼

神和闪缩其词的表现一直令你不安”，好像“你”真的亲身经历过 513 事件似的。

与杜丽安相比，没有经历过 513 的“你”，被他人所影响；活在那个时代的杜丽安

反而觉得 513 没什么。更加讽刺的是，杜丽安在五·一三当天的确经历了一些改变

她命运的事，但却完全与种族暴乱无关，只是因为当天刚好一个疯子突然发狂闹事，

袭击杜丽安，让锡埠的一个黑社会老大钢波有机会救出杜丽安，尔后，钢波就对杜

丽安展开追求，杜丽安就嫁给了钢波。因此，这三个不同角度叙述的历史突显了历

史以及“事实”内在的问题，小说在质疑所谓的“众所周知”以及客观的历史。 

从“你”对“513 事件”的认识，小说尝试说明历史可以被建构，历史事件

可以被符号化，并可被赋予超越客观现实所发生的事件本身的含义。被人们当作事

实接受的“历史”其实并不那么可靠，所谓的“真相”其实有很多种，就如琳

达·哈琴所说的，小说和历史都是叙事，只是框架不同而已，就是历史元小说先建

立，后来又跨越出去的那种框架，它以此设立了小说和历史的体裁和约。45
 黎紫书

就是希望借着小说的叙事，来挑战历史，质疑历史的指涉性，道出官方史料和其他

传统历史记载之外的“真相”，为小说反思历史的主题思想立下基础。 

“513”这个符号虽然出现在完整书名中，也在封面构图上出现，但全篇文

本中对其描写与探讨篇幅不多，惟有在小说的第一章中比重较大，因此我认为

“513”只是引导作用，确立小说的历史主题，并连接文本与现实。《告》真正的

重点在第二和第三层叙事。第二层叙事再现思想与主题，第三层叙事则体现元小说

的自我意识精神，对之前文本中所建构的“真实”进行解构，以达到反思历史的目

的。 

  

                                                 
45

 琳达·哈琴著，李杨、李锋译《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页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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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预设：读者、作者、评论者 

 

第一节 “读者”的解读 

根据历史元小说的理论，以元小说的方式来编写历史题材，是在挑战历史与

现实的思想主题。黎紫书运用后设小说的写作手法，把读者，“你”和文本，《告》

都写进她的长篇小说里，目的就是为了建立小说文本的“真实性”，让读者认为文

本中的叙述都属实，从中利用象征、暗喻和隐喻等手法，诉说马来西亚华人的处境

和命运。在黎紫书过往的作品中，对马来西亚华人命运的书写最为深入的非《国北

边陲》莫属。 

《告》的第二层叙事讲述的是“你”的故事，由一个全知的叙述者叙述。

“你”住在一个叫“五月花”的旅馆，母亲是个妓女，两母子被五月花的老板细叔

收留。“你”就是《告》的读者，为了寻找自己的父亲而到图书馆去，并在那里发

现了《告》，希望从中可以追溯自己的身世。“你”最终认定《告》就是“父亲”

的遗物： 

现在你把它当成了‚父亲‛的遗物，那是他故意留在图书馆里，等待

你去认领的东西。书里面藏着某些等待你去指认的秘密，而且你已经喜欢上

书里的韶子了。46
  

这里的父亲用了开关引号，可见它另有所指，“父亲”可能已不存在，或根

本不存在，它已经成为了某种象征。黎紫书以她擅长营造的黑暗、阴森的小说氛围

书写第二层叙事，字里行间渗透着疑惑与抑郁的情绪。 

“你”除了寻找父亲以外，从小就常常处在寻找的状态中。小时候，母亲就

常常把玩具藏起来让“你”去寻找，这样“你”就不会来烦她，有时候母亲所说的

玩具并不存在。47
 “你”最后甚至怀疑母亲把父亲藏起来了： 

                                                 
46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115。 
47

 同上，页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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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味道还在。一种调侃的意思。‚找到你的父亲吗？‛仿佛她把父亲

藏起来了，而这不过是她在张腿分娩时设计好的一场恶作剧。你生下来就注

定要参与这场游戏。48 

 “父亲”象征源头、起源，因此，“你”在寻找父亲，就喻表“寻根”。

而且，根据以上所引段落，“你”之所以要寻找父亲，似乎是打从出生时就注定的，

是“你”的命运、宿命。“寻找”的母题，在黎紫书的小说中不是第一次出现。她

的中篇小说《国北边陲》叙述的也是一段关于“寻找”的故事，但《国》的主人翁

不是在寻找父亲，他寻找的是能够帮助自己生存下去的解药或方法。《国》的故事

被解读为一个影射马来西亚华人命运的民族寓言。有了黎紫书之前创作手法的先例，

《告》中对父亲的执著与寻找，可以解读为马来西亚华人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与

定位时，对“故国”，中国以及“中国性”的寻觅与执著。 

上溯中国移民到南洋的移民史，因着战乱与生活，辗转来到南洋的华人先辈，

华人在此成为占少数的种族。在这里落地生根后，与在地土著的矛盾与冲突让第一

代华人移民的子子孙孙不禁对那已逝去的“故乡”产生各种想象，在不被本地文化

与人群接受的时候，转而利用各种方法奋力抵抗其他文化，努力坚持自身的中华文

化，并尝试寻回自己身份认同的归属。然而，就好像“你”寻找父亲的过程与结果

一样，只能通过阅读《告》来对自己的父亲与身世进行无穷尽的想象：想象母亲是

第一层叙事中的杜丽安，父亲则是她的情人，一个重叠的身份和角色，无法确定是

孪生兄弟中的哪一个。“你”的身世就是如此的模糊不清，就如马来西亚华人，当

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尤其华文教育被限制与打压时，无法认同本土文化的时候，

却业已无法寻回对中国的认同，只能无止境地寻找与想象，那只存在心中的“故

国”。象征根源的“父亲”一词成了禁忌；“作家”，肩负发扬文化的重任，也变

成了一个别扭的辞藻，甚至感觉这像一种根本不存在的职业。49
 为了充分表现马来

西亚华人的无助与迷茫，就连叙述手法也是似是而非、似有还无的状态。 

小说里，“父亲”是“你”主要寻找的目标，但其过程中“你”也对另外两

个人物特别感兴趣，J 和玛纳，J 貌似“你”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玛纳则是一个

住在五月花旅馆的神秘泰国女孩。 

                                                 
48

 同上。 
49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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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在第二章出现，“你”认为他是你失散的孪生兄弟。虽然面貌相像，但他

却有优越的出身，与“你”不同。他就读于很好的学校，家境富裕。“你”看到他

的时候就好像看到自己。就好像马来西亚华人心目中希望自己可以有好日子过，能

够像其他地区的海外华人一般有好的待遇和环境，“你”认为 J 是自己的孪生兄弟，

可是他们之间却隔着可望不可及的距离。50
 “你”的母亲却自相矛盾，曾说你有个

孪生兄弟，之后却似乎因为记忆力衰退而记不起 J，也不知道是否是她在戏弄

“你”，重复那寻找的游戏。因此，J 是否是“你”的孪生兄弟？文本中没有真相，

只有无限的可能，读者只能猜测、想象。“你”的思绪，以及对于 J，也都充满了

想象。当“你”在快餐店的同事黑杰克误以为 J 是“你”之后，有这样的描述： 

你愣了一下，忽然觉得不好笑了。你马上意识到黑杰克遇见的人并不

是你。那一定是 J吧？他果真与你在同一天出生。你和他住在同一座城里，

一人在前台，明亮的聚光灯下；另一人在后台，城市长满黴癍的阴影中。你

和他都搂住自己心爱的女孩，庆祝你们共同的生日。你不喜欢这想像，他揉

进了让人不悦的现实；你又想起小时候总困扰着你的某个想像——那与现世

错开的镜中世界。你凝视镜中男孩身后的背景，并幻想镜上有个隐藏的按钮

或门把，也很可能得靠某句暗语，镜里的孩子就会开门让你入内。那里会有

你从未得到却已然失去的一切。51 

这样的不确定与模棱两可，暗喻了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J 就好象源自

同一个“母亲”，在同一个“故国”出生，之后却到了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命

运。J 的生活虽然是“你”遥不可及的，但他的存在，似乎成为“你”的一种安慰，

52
 同时又是对“你”的折磨，因为他在“镜像世界”中拥有了“你”所没有的，

“你”和 J 是如此相像，而“你”却无法拥有自己想要的。其中，“从未得到却已

然失去的一切”，看似矛盾，但其实就是马来西亚华人在身份认同上的吊诡，一个

非常真实的写照。513 之后，无论是在文化、国家或民族层面上，马来西亚华人都

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处境里。1971 年，政府推行“国家文化政策”，独尊马来文

化与文学，分别推选为国家文化与国家文学，并把马来语列为官方语言。在这样的

环境下，马来西亚华人在文化与教育上，就受到了影响、压迫。当华人无法被马来

                                                 
50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40。 
51

 同上，页 200。 
52

 “J 尚在。你于焉满足。”，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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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的国家体制所认同时，在身份认同方面就失去了对象和方向，于是希望以中华

文化寻求身份认同，但往往也陷入迷失。 

小说的第三章，“你” 的母亲死后不久，从住在五月花的妓女们口中听说

有一个很年轻的泰国女孩， 名叫玛纳。叙述中，她非常的神秘，在母亲还没死之

前就入住五月花，但“你”却不知道，于是决定利用会考后等待放榜的长假把她找

出来。玛纳住在“你”的楼下，204 号房，在与她面对面，认识她之前，“你”就

已经潜入她的房间，送她指甲剪、非洲菊，还帮她把鞋子上脱落的装饰品补上，甚

至对她产生性幻想，在梦中射精。终于，玛纳在看到了“你”送的花和所修补的鞋

子后，趁“你”不注意的时候进入房间，留下了一张照片： 

她进来了，走了，留下一张照片。很可能在你洗澡的时候。你凝视照

片里的人，忽然被某种不曾有过的情绪触动。那是一种美好而哀伤的感觉，

它在你的心脏与肺腑之间，像一簇不断膨胀中的气球，让你以为自己被充满。

你觉得自己被寻获了。就是这样一种虚无的幸福感吗？让母亲自愿死在那一

刻。她闭上眼睛里的眼睛。我在人世已然饱足。53 

当一直在寻找事物和人的“你”发现玛纳知道她的存在时，竟然有“自己被

寻获”的感觉，从一个寻找者的身份，变成被寻找的。然而，被寻获后却又有一种

吊诡的“虚无的幸福感”。这样的感觉，似乎和“你”的母亲死的时候所感受到的

“饱足”相同，在那时刻，原本希望找到父亲的“你”，似乎也因为玛纳的出现而

满足了。虽然玛纳是哑巴，但这并不阻止“你”和她相爱。小说中描述了许多他们

互相爱抚，甚至口交的场景，但他们始终没有发生性行为。 

找到玛纳后，“你”似乎过着幸福的生活，虽然偶尔会想起母亲与一些悲伤

的往事，但仍比过去执著于寻找父亲来得快乐。但在“你”生日那天，同事黑杰克

放工后载着“你”去兜风，却在一个人妖和妓女聚集的地方看到了玛纳。这与玛纳

在“你”心中的形象完全不同。“你”原以为她是清丽脱俗的一个年轻女孩，没想

到竟然是妓女，甚至可能是人妖。玛纳当晚也看到了“你”，之后，她便离开了五

                                                 
53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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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花，在“你”的笔记本里留下了圣经里耶稣说的一句话：“你们要彼此相爱，像

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54
 

玛纳和“你”从最初的神秘，经历了相知、相见、相爱，最后道别，小说的

第二层叙述从第四章开始就把焦点放在玛纳这个人物身上。“你”在认识玛纳之后，

似乎满足了，圆满了，不需要再寻找父亲。如之前所述，若“你”的经历影射了马

来西亚华人的命运，那玛纳就好比华人的另一种身份认同，好像 J 一样。当“你”

找到玛纳时，父亲似乎不再重要，“你”每天所期待的就是玛纳，她是“你”自己

真正拥有的东西。然而，最后她却与你的想象大相径庭，原本崇高美好的形象在一

夜间毁了，玛纳竟然是人妖，这是小说中的另一个吊诡。玛纳离开时留下了根据

《圣经》记载，耶稣所说过的一句话，而“你”则以像孩童似的，一张祈祷者的脸

55
 向细叔询问玛纳的下落，暗喻着“你”原以为玛纳就如耶稣、如救主一般，从黑

暗中拯救了“你”，生活变得有目标、有希望。然而，到最后却成为一场空，影射

马来西亚华人注定无法找到自己所渴望的身份与定位。 

J 和玛纳都是“你”向往和寻找的对象，J 是“你”永远达不到的彼岸，而

玛纳是个错觉、错误的对象。就如马来西亚华人的处境，在身份认同与定位中迷失。 

 

第二节 “作者”与“评论者”的解读 

后设小说的结构比传统写实小说复杂。黎紫书以完全不同于一般小说的方式

来呈现《告》的第三层叙事。第三层叙事主要转述对于文本中小说《告》的文学评

论。黎紫书还在故事中加入学术论文中常用的注脚，但当中的内容都是虚构的。因

此，普遍上被认定为真实的注脚在小说中也被质疑，成为虚构，使读者在虚实之间

更加迷失。 

小说的第二层叙事一开始便把预设读者，“你”写进小说里，接着在第三层

叙事中，黎紫书更进一步把作者也写进小说里。第三层叙事中，出现了对文本中

《告》的作者，韶子的叙述，以及在作品、作者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之外，评论《告》

                                                 
54

 同上，页 235（引自《圣经》约翰福音 15 章 12 节）。 
55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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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四人”。小说第三层叙事的叙述都是来自于“你”对《告》的背景的研究。

韶子一方面是一位作家，但同时也是个在夜市场卖内衣裤的社会底层人士，坊间称

她“丽姐”，但这个身份在她生前不为大众所知。“第四人”则是一个专门研究与

评论韶子的作品的文学评论家，他的评论与韶子的作品可说是如影随形。小说中提

到，“藏书家们无不明白韶子的著作必须与第四人的评论配套，才能算是‘完整’

的收藏。”56
 第四人依赖韶子到了极致，甚至被怀疑在韶子死后模仿韶子的写作手

法来创作《告》。这一切的叙述，其实是在转述预设读者“你”在阅读文本中的小

说《告》所得到的讯息。当中对第一和第二层叙事的一些内容都有加以分析，并结

合韶子其他的作品来解读《告》的情节。 

在第一层叙事和第二层叙事的基础上，黎紫书加入了第三层叙事，内容与第

一和第二层叙事相互呼应，让读者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三个故事在某些情节上

似乎有连贯性，但往往在下一个情节又被推翻、前后逻辑不通了，尝试把这三段故

事联系在一起，或是想根据小说中提及的历史事件追寻它故事的踪迹的话，就会如

小说中的预设读者“你”一样，因为尝试从《告》追溯自己的身世，而在看到杜丽

安和叶望生幽会的情节时，“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与他们交叠在一个空间的两个时

间层上”。57
 “你”想象杜丽安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自己和 J 是孪生兄弟。不管是

读者或“你”所设想的，虽然都有可能，却都无法印证，也不能自圆其说。 

黎紫书在第三层叙事的第一章就以后设笔法刻意曝露小说的虚构性，首先告

诉读者，文本中的预设小说读者“你”发现在小说的后半部出现另一个杜丽安，是

小说的作者，看到这里，“你”描述“那感觉像是沿着迂回的走廊打开一道一道外

观各异的门，而最终竟通向原处，或至少是一个与‘原处’极其相似的地方。”58
 

而在小说的后半部，杜丽安有个笔名，叫“韶子”。关于这段描述，以及“原处”，

我认为就是对“真相”的比喻。 

刻意曝露小说的创作性与虚构性，是后设小说的特征，以元小说书写历史题

材之后，原本虚构的小说混入了真实，原本真实的事件，却叙述得像虚构事件，59
 

                                                 
56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61。 
57

 同上，页 163。 
58

 同上，页 31。 
59

 文本中的第四人评论韶子“把真实写得像道听途说。他甚至质疑韶子对待历史的态度，„„”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33）。这虽然是对文本中的《告》的评论，但小说中对 513 事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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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虚实难辨，就如文本中的“你”在读小说所产生的感觉，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否

回到原处，还是只是到了一个与“原处”极其相似的地方。甚至最后连“原处”是

什么样的，在哪里，都已经忘记。如此情节即暗喻了小说中的三层不同叙事虚实互

涉的主线：第一层是在对于 513 事件的了解上；第二层对于父亲的身世；第三层则

是第四人的评论取代了韶子作者本身。这三层叙事的共同点就是，叙事中的真相都

被虚构的话语所掩盖。 

对于小说第三层叙事中虚构的评论与虚构的韶子的作品，黎紫书通过预设读

者“你”的读后感，尝试把现实读者的心情写入小说中： 

这时候你还真有点恨起《告别的年代》的作者来。因着那疯汉所隐喻

的神秘联系，你对〈左岸人手记〉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与好奇心，极想一读为

快。可你却无法阅读一篇从未存在的小说，而偏偏在你的意识深层，因为读

过一个虚构人物所写的评论片断，那小说竟然就有了一种‚存在过‛的意义。

存在过，而消逝了。60 

由此可见，本来不存在的、虚构的事物可以因为话语带来的情感影响，进一

步地被建构成为人们所相信的“真实”，相信虚构的事物真的存在，或“存在过”。

这就延续了第三层叙事以及全篇小说所反映的共同主题：一些所谓的“真实”，其

实也是被虚构的话语所建构的吊诡。 

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呈现，第三层叙事除了有关于小说中《告》的评论，还有

不少部分提及一些时代背景，以及“文坛”上所发生的事，如茅草行动、肛交案件、

首相更替、“烧芭”论战等。加入这些现实中的历史事件，目的都是为了让《告》

这本虚构的小说与现实挂钩，继续让读者进行反思。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对

韶子与第四人的关系的描述。根据预设读者“你”所阅读的《告》，韶子的存在在

很大程度上是被评论者，第四人所建构的： 

还有更让你大惑不解的是，《告别的年代》的作者怎么选择用这种叙

述手法去处理韶子的存在？你愈读下去，愈觉得韶子成了附带于其作品之后

                                                                                                                                                  
相交接、安华案件等马来西亚的历史大事，也有类似“道听途说”的处理，没有庞大的历史叙述，

就像“坐在老街茶室里，听过一些老人口述旧埠轶闻”（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33）一般。 
60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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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隐性的‘人物’，而她的作品则不完整地分解到第四人的各篇论述中。

这是个俄罗斯娃娃的结构，第四人在最外层，告示着层层‚内核‛的存在，

而韶子被重重包裹，变得愈来愈模糊，愈来愈不重要。 

至于韶子的‚真身‛杜丽安，你觉得她独立于这俄罗斯娃娃结构以外。

61 

从这一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到，黎紫书除了希望通过历史、虚构与现实的命

题，直接探讨虚构与真实的问题以外，也在文学的系统中，在文本、作者、读者、

评论者的关系网中，探讨作者的主体性。通过作品与第四人建构出来的韶子，与在

夜市摆摊的杜丽安，虽然是同样的人，但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格。而第四人对韶

子的评论与注释，甚至已经超越了韶子本人，成为她存在的依据，就好象俄罗斯娃

娃的结构，处在中心位置的韶子是否存在，因为最外层的第四人而变得模糊、变得

不重要。作者的主体性就在此被消弭了，“真实”是否存在业已不重要。通过这样

的关系叙述，在小说真实与虚构的主题以外，黎紫书想要表达的其实是她个人对于

书写历史题材的看法与态度。 

小说中提到关于《告》的作者韶子的介绍，很多部分影射了黎紫书自己。除

了“早逝”的描述不符以外，“早慧”、“早成名”，以及其中关于书写“女人神

话”、“对杜撰史料与伪造历史乐此不疲”62
 等的描述都非常符合黎紫书的形象与

生平。因此我认为韶子这个任务就是黎紫书自我形象的投射。除此以外，对比韶子

与黎紫书，和韶子的双重身份一样，她除了是作家，也是记者，也是因为她的短篇

小说频频得奖而出名，而且，也有许多学者与评论者时常用历史与性别等庞大议题

的切入角度来评论她的作品，与韶子相似的地方很多。经过这些评论，黎紫书作品

的价值因为其中有历史题材、国族寓言等命题而被大众追捧。如是现象，就如第四

人与韶子的关系。这样的对应，就好象在向读者呼唤，别忘了“独立于这俄罗斯娃

娃结构以外”的杜丽安：作家身份之外，一个记者身份的黎紫书；在俄罗斯娃娃以

外，也是身处俄罗斯娃娃的中心，那个重要的、真实的存在。黎紫书不一定要杜撰

历史题材、黎紫书不一定要书写国族寓言，然而，这些，都已融入她的作品，并不

是刻意地书写这些题材。在她的写作生涯中，黎紫书试验过种种题材、体裁、写法。

                                                 
61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80。 
62

 同上，页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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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十余载的写作生涯之后，她亦发出了“我只能是我自己了”63
 的感慨，认清

自己的局限，并觉悟“即便我无力突破，但我却有了把握去直面自身的局限，并在

书写中逐步揭穿自己”，因此写了《告》这部长篇小说，为这些岁月留给她的遗物

64
 一一进行解说。 

综上所述，小说的第三层叙事，目的就是为了解构之前第一与第二层叙事所

建构的“真实”。为了进一步混淆虚实，黎紫书突破文本、读者、作者的三角关系，

增加了“第四人”，建立了文本、读者、作者、评论者的四角关系。小说中，

《告》、“你”、韶子、第四人的关系，使小说的后设结构更复杂，加入更多的

“真相”，通过不同面向让读者了解所谓的“真相”根本不存在，一切都是话语的

建构。 

  

                                                 
63

 黎紫书〈后记/想象中的想象之书〉，见《告别的年代》，页 295。 
64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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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告别的一代 

 

513 事件之后，马来人霸权主义从经济、文化等方面被合理化，华人在马来

西亚社会由那时起，就处于一种被打压的状态。种族间不同的立场与矛盾，形成张

力，使政府与人民对同一个历史事件有不同的看法。黎紫书的《告》书写的就是这

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社会中的故事。 

微观的来看，《告》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容是在述说关于杜丽安这个家族错综

复杂的家族史。然而，若把它概念化来看，这一部以 513 为出发点的“家族史”，

实际上是“马华史”。三层叙事分别代表有关马华的历史、处境与出路。 

第一层叙事，从一个底层人民，杜丽安的角度叙述 513 这段“黑暗的历史”，

再现出在杜丽安的记忆里，513 其实没有长辈所说的那么恐怖，那么可怕，其影响

也不如一般历史所记载的那样深远。原本写实的叙事，成为历史元小说中的一部分，

结合第二和第三层叙事，展开虚构与现实间的拉扯。 

第二层叙事，故事主角变成预设读者“你”，正在读着故事中的“大书”，

《告》，尝试从这本小说中找到有关自己的一些线索。虚实参半，描写“你”的情

感与思想，花了不少篇幅。“你”就好比马来西亚华人，在不断探究自己的身世与

身份，当中“你”对“J”的望尘莫及，以及对玛纳的失望，都反映了马来西亚华

人在寻找认同时的迷失。 

在第二层叙事中，“你”就好像被困在母亲所设置的寻找游戏中，被困在五

月花里。论文写作的同时，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在去年获选为台湾《中国时报》

2011 年十大开卷好书。黎紫书在接受《中国时报》访问时表示，她心中“理想的

长篇”就是聚集不同的时代、意境等等，而她处理的方式便是架成三个层次。第一

层故事是她父母那一代，第二层故事是她自己这一代，她说：“父母那一代充满了

故事，我们这一代都被困在国族议题，如同故事主角困在五月花一般，很少自己的

故事，只能追寻父母的故事。而第三部分（第三层故事）是评论，更是枯燥、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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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65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一直在寻找，场景一直是在五月花旅馆，而“你”

也只能从别人的表情和言语了解“513”的意义。 

最后，到了小说的第三层叙事，黎紫书利用“枯燥、贫乏”的文学评论书写

方式，使第一、第二层叙事中的主要人物消弭在虚构的叙述中，并通过文本、读者、

作者和评论者的四角关系、虚构的文学评论，使原本第一、第二层叙事中的真实不

再可靠。 

同样是历史题材，黎紫书通过元小说的写作手法，质疑所谓“客观”历史的

可靠性与真实性。黎紫书说，第二层叙事中，“你”一直在寻找母亲藏起来的东西，

这些就是“父母留下让子女追寻的故事”。当“你”一再找寻不到的时候，便开始

怀疑这些东西可能根本都不存在，黎紫书说，“祖辈总说留给你一些东西，有些你

找得到，有些你找不到，于是你开始怀疑那是否真实存在。”66
 

从小说封面就开始不断出现的历史符号“513”，是黎紫书吸引读者注意力

的方法： 

很多读者以为我的故事说的是五一三，他们很期待，但事实上我什么

都没写，就跟这件事对马华的影响一样，好像很重要，但又说不上来哪里影

响了自己的生活。67 

黎紫书就是要借着《告别的年代》这部长篇小说，告诉读者她这种对待马华

历史的态度，而她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希望马来西亚华人不要再固步自封，一代又

一代地自怨自艾，把自己困在历史的窠臼，无法前进。对于马来西亚华人这样的处

境，黎紫书的处理方法就是告别，告别过去，告别“自己”。 

后设小说的呈现手法就是黎紫书向往事辞别的姿态。《告别的年代》为这一

代的马来西亚华人告别黎紫书谓为“本不属于我的年代”的故事。预设读者“你”

在读完《告》这部“大书”之后，有了不同的心态与感觉： 

                                                 
65

 2011 開卷好書 BV：告別的年代（黎紫書 X 蔡淑臻），

http://blog.chinatimes.com/openbook/archive/2012/01/06/1149500.html （浏览：2012 年 1 月 20 日）。  
66

 同上。 
6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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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这本大书之后，你对着城市生出了一种说不明白的眷恋。你开始

留意那些被时代开发后又逐渐为时代所遗忘的巷弄，也总会在巴士上注视着

那些快要被淘汰的老建筑。你觉得你是认识它们的，就像你认得五月花里的

一面墙或墙上的某个涂鸦一样，它们如亘古的月亮般见证了祖先与你的生死

兴衰，如今在自身的末世中与你冷然相望。68 

在读完“大书”之后，“你”对于自己的过去不再执着，反而开始留意身旁

的事物，甚至对它们产生眷恋，这就是黎紫书所认为马来西亚华人应有的态度：向

历史辞别，不再试图从过去寻找想象中的“自己”，而是从身边的事物寻找归属，

寻找真正的自己。 

相对于书中的“大书”，黎紫书的《告别的年代》，就如董启章在小说末尾

的附录中所说，《告别的年代》是一部“大书”，不是就字数而言，而是就立意而

言。69
 黎紫书的这部长篇小说，以虚实互涉的复杂手法，提供了一个深入的思考角

度，让读者告别了先辈们所经历的，却不属于自己的年代；让评论者告别了一味书

写历史题材的黎紫书；让黎紫书自己告别了不属于自己的“自己”。 

  

                                                 
68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289。 
69

 同上，页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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