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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意符與心靈內在——論西西小說的魚〉 

 

一‧引言 

   西西的作品是香港文學的熱門研究對象，但研究焦點主要在於其敘事手法1、

本土意識2和城市書寫3，兩性與意符的研究則相對較少，徐霞指出： 

歷來學者對西西作品的關注多集中在她善變的小說敘述策略，及對城市 

書寫之寓意上4。 

環顧西西筆下作品，以女性視角敘述或涉及女性議題的作品有〈像我這樣的

一個女子〉、〈哀悼乳房〉等，可是，即使是有相關作品的研究，性別或意符亦

不是主流的研究焦點，因此本文嘗試從性別、意符的角度，探索西西作品。西西

的作品中，「魚」是一個常見的意符，例如〈母魚〉、〈感冒〉。魚在文化傳統

又是女性的象徵，西西筆下的〈母魚〉、〈感冒〉和〈碗〉三部小說皆存有魚的

元素，而又涉及女性在不同階段的議題。〈母魚〉講述了少女未婚懷孕的問題；

                                                      
1 例如陳燕遐從互文指涉、敘事者轉變、魔幻現實、後設和結構，分析西西小說的創作手法，

指出西西是一位實驗性強的作家，說出了西西的創作手法多變。見陳氏著作《反叛與對話 : 論

西西的小說》﹙香港：華南研究出版社，2000 年﹚。而陳潔儀聚焦於《肥土鎮系列》進一步分析

西西的敘事方式。見《閱讀《肥土鎮》: 論西西的小說敘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年﹚。而期刊論文方面，梁敏兒從〈《我城》與存在主義－西西自〈東城故事〉以來的創作軌

跡〉分析西西的創作軌跡。見《中外文學》第 41 期，85-115 頁。她又在〈西西筆下的角色建

構：《飛氈》的女主人公葉重生〉探討人物建構。見《東華漢學》第 22 期，209-231 頁。 
2
 例如陳燕遐的〈書寫香港：王安憶、施叔青、西西的香港故事〉論述了王、施、西西三位作

家筆下的香港。見《反叛與對話 : 論西西的小說》﹙香港：華南研究出版社，2000 年﹚。陳潔

儀在〈西西《我城》與現代性〉中探析小說中的個人記憶。見《閱讀《肥土鎮》: 論西西的小

說敘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年﹚。陳清僑在〈論都巿的文化想像: 並讀西西說香

港〉分析西西想像下的香港；而董啟章的〈城市的現實經驗與文本經驗——閱讀《酒徒》、《我

城》和《剪紙》〉表述了文本如何重塑城市的現實經驗。皆見於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

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年﹚。 
3
 例如何福仁的《浮城 1.2.3 : 西西小說新析》收錄了西西十篇短篇小說，以小說背後的歷史事

件為主線，通過賞析每篇小說向讀者展現西西如何思考中港關係的變化。見何福仁《浮城

1.2.3 : 西西小說新析》﹙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 年﹚。洛楓在〈歷史想像與文化

身分的建構－－論西西的《飛氈》與董啟章的《地圖集》〉一文中論述《飛氈》中的歷史想像與

文化身份。見《素葉文學》第 68 期，152-161 頁。王家琪〈敍述視點的對調與香港文學的世界

視野——論西西有關中國旅行的小說〉從西西小說中的中國旅行評析當中的本土性。見《文學

評論》第 41 期，10-16 頁。金進的〈想像中國到植根香港的敍述者——從《哨鹿》到《飛氈》

看西西小說創作精神〉從《哨鹿》、《肥土鎮系列》、〈美麗大廈〉、《我城》等作品評論西西書寫

背後的人文關懷。見《文學評論》第 39 期，42-48 頁。 
4 徐霞：《文學‧女性‧知識 : 西西《哀悼乳房》及其創作譜系研究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

公司，2008 年﹚，頁 53。 



〈感冒〉則是涉及適婚年齡女性對婚姻的選擇；而〈碗〉則呈現兩位女性生命價

值觀的對比。因此本文以西西小說中的「魚」為研究對象，探析三部小說中「魚」

的象徵，探索西西筆下的「魚」與傳統意義的「魚」的異同，期望可在西西小說

的研究上另闢蹊徑。  

有關西西小說的意符研究不多。王良和〈堅實與脆弱〉曾以小篇幅分析〈碗〉

中的金魚、蟲與碗的象徵5。而梁敏兒〈西西〈浮城誌異〉的想像軌跡〉則從〈肥

土鎮的故事〉、〈浮城誌異〉到〈飛氈〉中的意象分析西西創作的想像方式6。兩

性研究方面則主要聚焦在女性論述或情愛觀。周英雄分析〈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的女性意識7；陳麗芬〈天真本色—從西西《哀悼乳房》看一種女性文體〉論述西

西《哀悼乳房》的女性書寫
8
。徐霞在《文學‧女性‧知識：西西《哀悼乳房》及

其創作譜系研究》中就陳氏的研究重新梳理了女性論述、女性意識等概念的關係，

以及西西歷年來的創作脈絡9。而愛情觀的分析則有鄭智升〈談情說愛──西西的

愛情頌〉
10
和潘金英的〈從西西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看俗世愛情觀〉11。譚

天麗〈西西筆下的剩女〉從〈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感冒〉和〈哀悼乳房〉

論述西西筆下女角的「剩女」特質，以及和城市的關係12。 

為此，本文先梳理出文學上「魚」的意涵，再以此為進路，分析〈母魚〉、

〈感冒〉和〈碗〉三篇小說中「魚」的象徵意義，然後比對出西西如何運用與開

拓魚的象徵。 

 

                                                      
5 王良和﹙2012﹚：〈堅實與脆弱—析西西的《碗》〉，人文中國學報第 18 期，341-365 頁。 
6 梁敏兒﹙2015﹚：〈 西西〈浮城誌異〉的想像軌跡〉，淡江中文學報第 33 期，169-192 頁。 
7 周英雄：〈愛情與死亡──談《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的女性意識〉，《香港文學》第 37 期，

第 69-72 頁，1988 年 1 月 5 日。 
8 陳麗芬：〈天真本色: 從西西《哀悼乳房》看一種女性文體〉，載於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

文學@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517-520。 
9 徐霞：《文學‧女性‧知識 : 西西《哀悼乳房》及其創作譜系研究 》，頁 53。 
10 鄭智升：〈談情說愛——西西的愛情頌〉，《香港作家﹙1998﹚》，2015 年 3 月號，第 44-46

頁，2015 年 3 月。 
11 潘金英：〈從西西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看俗世愛情觀〉，《文學評論》，第三十四期，第

72-76 頁，2014 年 10 月 15 日。 
12 譚天麗：〈西西筆下的剩女〉，《文化研究@嶺南》，第 34 期，2013 年 4 月。 



二‧文學上魚的意涵 

 魚的意象早在《詩經》中已然存在，例如〈邶風‧新臺〉：「魚網之設，鴻則

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13」。根據學者歷來對《詩經》之「魚」和以「魚」為

偏旁之字的研究，魚主要象徵的意涵可分成徵人、徵事物、徵兩性關係三類： 

 

﹙一﹚以「魚」象徵人 

按邱靜子的研究，魚可以作為人民象徵。以〈小雅‧魚藻〉：「魚在在藻，有

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14」為例，她指出： 

魚與人生活密切，故詩以魚興人，魚得其性則食無虞，民得其性則國不 

亂……亦見詩人喻說之妙也
15
。 

詩的作者是以魚依水草的習性為喻，象徵人民與王的相依關係。而《詩經》中的

「魚」亦可象徵賢人、君子之類的德者。以〈小雅‧正月〉：「魚在于沼，亦匪克

樂；潛雖服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16
」為例，余培林說：「句中的

『魚』字，喻朝廷君子。此四句詩與〈節南山〉『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有

同樣旨趣。17」 

 

﹙二﹚以「魚」象徵事物 

 魚亦可以象徵豐年。以〈小雅‧無羊〉：「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旐維旟矣。

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18
」為例，余培林說： 

「魚」是水中之物，與「眾」不類，但可以象徵人民……同時「魚」諧 

「餘」音，餘有多的意思，也與「眾」同義。古時人民大部分從事農耕， 

                                                      
13 宋‧朱熹，《詩經注解》﹙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年﹚，頁 43。 
14 宋‧朱熹，《詩經注解》，頁 246。 
15 邱靜子：《《詩經》蟲魚意象研究》﹙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7 年。﹚，頁 81。 
16 宋‧朱熹，《詩經注解》，頁 197。 
17 余培林：〈《詩經》中的魚〉，載於黃錦鋐等：《紀念許世瑛先生九十冥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00 年﹚，頁 60。 
18 宋‧朱熹，《詩經注解》，頁 190。 



人民既多，稼穡者眾，所以下文說「實為豐年」19 

而邱靜子則指出《詩經》中的鮮魚、鱧、鯊、魴、鯉、鰷、鱨、鰋、鱣、鮪皆有

象徵禮意之勤和備禮之隆，例如〈小雅‧魚麗〉：「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

多且旨20」乃指宴請者盛意預備，魚與酒多且美21。因此魚亦有象徵禮意之用。 

 

﹙三﹚以「魚」象徵兩性關係 

 除了人事，魚亦有象徵兩性關係的涵意。首先，魚可以代表女性。聞一多認

為〈齊風‧敝笱〉的敝笱象徵與兄通姦的文姜，引伸意指沒有貞節的女子22。他

又認為原始人類觀念中以婚姻和繁殖為最重要的事，而魚的繁殖力是眾物種中最

強，因此受到重視。陳學嬪則指出女性生殖器與雙魚的形態相似，所以崇拜生殖

的原始人類在陶器上的刻下魚紋符號。這種崇拜後來神話化，進入民眾的精神信

仰領域，成為禮祭一部分，最終生活化成為民眾日常23。 

 魚也可以代表男女歡合。聞一多〈說魚〉指出《詩經》以烹魚或吃魚喻合歡

或結配，他說〈檜風‧匪風〉：「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24」

乃望夫歸來之作，釜鬵是受魚之物，所以烹魚溉於釜鬵即是男女歡合之意。李湘

亦言：「烹魚、食魚，皆喻男女之歡合與結配。25」 

 其次，魚亦能象徵兩性的性需要。以〈周南‧汝墳〉：「魴魚赬尾，王室如燬。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26」為例。聞一多〈說魚〉認為是指王孫公子情緒之熱烈27。

而孫作雲則指：「按生物學說，有一些魚在春天交尾時期，尾巴發紅，以招引異

                                                      
19 余培林，同上引文，頁 57。 
20 宋‧朱熹，《詩經注解》，頁 165。 
21 邱靜子：《《詩經》蟲魚意象研究》，頁 93-94。 
22 聞一多：〈說魚〉，載於《聞一多全集》﹙北京：新知三聯書店，1982 年﹚，頁 120。 
23 陳學嬪：〈魚文化意涵〉，載於臺灣藝大書畫藝術同窗學友會主編：《蘇峰男教授服務公職四

十年退休紀念書畫藝術論文集》﹙台北：臺灣藝大書畫藝術同窗學友會，2006 年﹚，頁 405-

406。 
24 宋‧朱熹，《詩經注解》，頁 129。 
25 聞一多：〈說魚〉，載於《聞一多全集》，頁 130。 
26 宋‧朱熹，《詩經注解》，頁 11。 
27 聞一多：〈說魚〉，載於《聞一多全集》，頁 120。 



性。28」故象徵男女發情，有求偶之意。邱靜子則認為「『魴魚赬尾』，象徵君子

的生理需求。29」 

 再者，魚是情侶的象徵，也有象徵情愛之意。聞一多以《詩經》以後的詩歌

民謠考證雙魚、雙鯉的典故，指出古人以魚象徵愛情或伴侶，如唐代〈結素魚貽

友人〉：「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30。李湘《詩特定

名物應用系列新編》亦與聞一多持同樣看法，認為打魚、釣魚是求偶的隱語31。 

 

﹙四﹚小結 

 按照上文的整合，文學上的魚，除了是女性和性等兩性的象徵，也可以用以

象徵人民、賢人、豐年和禮意。下文將以此為依據，分析〈母魚〉、〈碗〉和〈感

冒〉三篇小說中的魚象徵。因以上小說的文本皆未有觸及豐年、禮意與人民，下

文的分析主要以性與女性為主，並會指出在〈碗〉與〈感冒〉中的魚其實是突破

了文學傳統象徵，從女性意符拓展至心靈的內部。 

 

三‧〈母魚〉之魚意涵：女性、性愛、孩子與賢人 

 〈母魚〉中多次出現不同的「魚」，可分成「魚」、「母魚」、「金魚」和「雄

魚」。從〈母魚〉未婚懷孕的主題而論，魚象徵的是兩性關係： 

 

﹙一﹚母魚：女主人公的投影 

小說曾多次暗示母魚其實代表了女主人公，當她發現自己懷孕後不久，母魚也跟

著懷孕。在復活節的家庭聚會上，她為了懷孕的母魚向家人尋求協助： 

每到一處，伊與有關的人寒喧幾句，然後問他們如何協助一尾懷孕的母 

                                                      
28 孫作雲：《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中華書局，1966 年﹚，頁 311。 
29 邱靜子：《《詩經》蟲魚意象研究》，頁 99。 
30 聞一多：〈說魚〉，載於《聞一多全集》，頁 122。 
31 李湘：《《詩經》特定名物應用系列新編》﹙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6 年﹚，頁 3。 



魚32。 

其實需要協助的不止是母魚，女主人公亦然，因為當初發現懷孕時她就這樣想過： 

伊想，真正需要保護的，其實不僅僅是成年人，也不止血氣方剛的青年 

人，而是豆蔻長成未諳世情的少女。學校裡的教師，應該在課室裡把生 

之訊息傳遞給每一個女學生33。 

女主人公認為少女應在性教育上得到更多幫助和保護，由此可見，面對懷孕的她

其實需要他人的協助。女主人公與母魚的遭遇非常相似，她們同樣懷孕，同樣無

助。所以，母魚既是女性的象徵，也是女主人公的投射。再者，前文提及魚也有

象徵女子沒有貞節之意，女主人公未婚而有孕，亦符合這個象意。 

 

﹙二﹚魚：性愛的隠語 

 〈母魚〉以多種海洋生物象徵女主人公和男友歡合，包括魚： 

他穿著一條滿佈海洋生物圖案的泳褲，珊瑚礁中藏伏著螃蟹和海鰻。伊 

在他的脊背上畫畫，把海洋的動物園無限度擴大。細沙紛紛滾動，伊在 

人體的畫布上添置叢生的海藻、沉沒的軍艦、生鏽的鐵錨和西班牙金 

幣……伊聽見如雨的濤聲……伊看見軍艦螃蟹海藻與海鰻統統活動起 

來……他也在伊的軀體上繪魚，畫變幻的雲朵，丘陵起伏的山巒，樹林 

深處隱蔽的小屋子。伊可以感覺他打開了百葉的木扉，敞開綴滿紫白嫣 

紅洋葵的窗戶。他輕扣靜寂緊鎖的大門，轉動門上的雙魚銅環。伊所繪 

畫的星魚、水母、珠貝，都浮游在眼前，彷彿伊本身就是海洋，水藻和 

礁石。伊感到海鰻滑行，經歷了螃蟹鉗夾產生的震驚。我愛你，我愛你。 

夏季還沒真正到來，夏天的鼓還在遠方低低地鳴奏。梅雨帶來泥濘和無 

法解構的濃霧34。 

                                                      
32 西西：〈母魚〉，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205。 
33 西西：〈母魚〉，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202。 
34 西西：〈母魚〉，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203。 



女主人公和男友互相在對方身上繪魚，然後螃蟹、海鰻等隱喻性器官的生物就活

了過來，所謂如魚得水，繪魚就是二人歡合的隱語。再者，引文中又提及「雙魚

銅環」，按前文所論，雙魚有象徵情侶、愛情的意思。然而，從二人正在歡合的

情節來看，雙魚銅環不僅是代表愛與情侶，亦如陳學嬪所述，有象徵女性性器官

之意35。 

 除此之外，小說亦有暗示女主人公的性需要，故事提及女主人公與男友歡合

時，「這時候正值初春36」，初春也是隱含少女思春之意。當她發現自己懷孕時，

是「梅雨天氣延續的第三個星期37」，前段隱喻交合的引文亦有「梅雨帶來泥濘和

無法解構的濃霧」、「如雨的濤聲」等與雨有關的字句，「梅雨」代表春季，也有

思春之意，「雨」是「魚」的諧音，「雨」本身也有翻雲覆雨，隱喻歡好的意味。

所以，雨和春也暗示女主人公的性需要。 

 

﹙三﹚金魚：小生命的跡象 

 小說亦多次提及「金魚」，在女主人公的弟弟出國時，就多次說過「就把金

魚託付與你了，姊姊38」、「金魚都託付與你了，姊姊39」。女主人公以為自己懷孕

後為了母魚向家人求助，六度問他們「我的金魚怎麼辦40」。金魚本來是弟弟的，

女主人公卻說是「我的金魚」，可見金魚指向的不止是母魚。文本中的金魚代表

的是她腹中的孩子。弟弟在出國前一直親自照料魚，他臨行前請女主人公讓金魚

「一定會活得健康活潑的」，也為了金魚的起居飲食提點女主人公： 

乾電池的發電機就放在書架上……逆鱗的魚，就像雨季的松果……抽屜 

裡有兩枚後備的氣石……天氣冷了，就裝上暖管……你怕紅孑孓，就餵 

                                                      
35 陳學嬪：〈魚文化意涵〉，頁 405-406。 
36 西西：〈母魚〉，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203。 
37 西西：〈母魚〉，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202。 
38 西西：〈母魚〉，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200。 
39 西西：〈母魚〉，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201。 
40 西西：〈母魚〉，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205。 



魚糧好了41。 

弟弟照料金魚就如父母照料子女一樣，所以女主人公說「我的金魚」，指的其實

是她的孩子。後來女主人公這樣說： 

如今，伊不僅是金魚的保母，還是她們的醫生……金魚的病患難不到伊 

了，可是，對懷孕的魚，伊卻束手無策……父親說，不要難過，不過是 

一些魚罷了。不是魚。父親不會知道不是因為魚42。 

女主人公接手弟弟留下的金魚，逐漸也成了保母，把牠們當成孩子照料。父親以

為令她難過是魚，其實令她困擾的是她腹中的「魚」。女主人公的男友對她說婚

後生活時說：「有一個溫暖快樂的家，養一缸有很多雄魚的金魚43」。金魚就是隱

喻他們的家庭供養的孩子。雖然女主人公最終發現懷孕是虛驚一場，這個孩子後

來卻以假想方式向女主人公獨白： 

我是你的頭生，從你的頭腦裡誕生出來……母親，愛是不必蒙羞的。我 

愛你，我也愛我的父親，他是珍貴的雄魚
44
。 

他的父親是雄魚，如此類推女主人公是母魚，他自己就是金魚。由此可見，小說

中的金魚，代表了女主人公的孩子。 

 

﹙四﹚雄魚：男友與賢人的象徵 

從魚象徵人的方向來看，〈母魚〉的魚不可能用以象徵人民，但「雄魚」隱

然有賢人的影子。相對母魚代表女主人公，雄魚代表的就是她的男友。前段引文

說「他是珍貴的雄魚」，雄魚在女主人公餵養的魚中只有一條，早已病死，但後

來女主人公和男友街上再買了幾尾雄魚，足見雄魚的珍貴並不在於數量的多少。

「雄魚」的珍貴，是在於女主人公的男友作出的承諾： 

我們結婚吧。我們不過是像別的人那樣戀愛罷了。我們只不過要做父親 

                                                      
41 西西：〈母魚〉，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200-201。 
42 西西：〈母魚〉，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212。 
43 西西：〈母魚〉，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213。 
44 西西：〈母魚〉，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214-215。 



和母親罷了。為甚麼要做傻事呢。深圳不能去……我們都喜歡孩子…… 

我已經十九歲了。我會做個好丈夫、好父親。我們去結婚，把孩子生下 

來45。 

男友與女主人公發生婚前性行為，以古時君子的道德標準來說並不吻合。但是，

十九歲的男孩選擇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願意擔起丈夫和父親的責任，是一種賢德，

也就是「雄魚」珍貴的地方。由此可見，雄魚隱然有代表賢人的傾向。 

 

四‧〈碗〉中魚的意涵：生命取態與變質 

 〈碗〉中葉蓁蓁曾飼養一尾金魚。王良和〈堅實與脆弱〉指出魚與余是諧音，

魚其實是影射另一主人公余美麗的
46
。因此，余美麗是魚的投影。 

然而，上文已說明〈碗〉的魚從文學傳統中有所突破。觀乎〈碗〉全文，小

說主要展現的是葉、余二人各自對生活、生命的看法。因此，〈碗〉的魚可以從

魚的文學傳統之外再作深入分析。 

 

﹙一﹚「魚」美麗：變質的生命取態 

 葉蓁蓁的金魚養在碗中，因為過度餵食小蟲而死。如王良和所言，魚即是余

美麗，而小蟲象徵物慾，「金魚不知饜足暴食致死，暗示余美麗無饜足地追求物

慾會戕害性靈、生命。47」其實，「余美麗」也是代表著一種生命取態和變質。小

說中的余美麗是個典型的現代上流女性，她相信「人靠外表」的道理，因此她遇

見葉蓁蓁時，首先打量她的打扮： 

她穿着一條那種許多人都穿的藍色牛仔褲，一件紅紅綠綠小格子的棉布 

襯衫，頭髮亂蓬蓬地，好像一堆稻草。上次看見她的時候，她也是這個 

樣子，也是一條藍色的牛仔褲、小格子的不外那幾種顏色混在一起的襯 

                                                      
45 西西：〈母魚〉，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213。 
46 王良和﹙2012﹚：〈堅實與脆弱—析西西的《碗》〉，頁 349-351。 
47 王良和﹙2012﹚：〈堅實與脆弱—析西西的《碗》〉，頁 349-351。 



衫48。 

在余美麗眼中，高貴優雅、完美是重要的生活指標，因此葉蓁蓁這身打扮對她來

說平平無奇。就連葉蓁蓁的學歷職業在她眼中也有高低之分：「不過是師範罷了。

49」余美麗對生命的取態不僅是著重外表的物質世界，還有社會地位和能力： 

現代的婦女應該培養自己獨立經濟的能力的。一個人沒有一份月入超過五千 

元港幣薪酬的入息是沒有安全感的。既然進入師範受過專業的師資訓練而不 

把才能貢獻給社會是辜負了社會的培養以及浪費納稅人的金錢的。在一個通 

貨膨脹情況如此劇烈的社會中放棄一份不錯的職業是神智不健全的。不愛工 

作的是懶惰的，是逃避責任的，是不愛社會、不愛人類、不合作、不合羣的， 

是自私的
50
。 

總括而言，余美麗是一個追逐名利、社會地位、迷信工作的人。她這種生命取態，

其實也就是現代社會主流的取態。然而，這種取態同時反映了生命的變質： 

算起來，我和葉蓁蓁怕有十年左右沒有見面了。以前一起在學校裏讀書， 

每天見面，連星期日還一羣人回到學校去踢足球，也不知是誰發起的， 

女孩子為什麼不可以踢足球，就踢了起來。真是。如果今天晚上法蘭素 

花告訴我她在學校裏踢了足球，我可得想想辦法51。 

從前在學校的余美麗與葉蓁蓁每天見面，敢於抗拒主流價值，她順應心裡女生也

可以踢球的想法，和葉蓁蓁一起去做這件別人認為女孩子不應做的事。然而，長

大成人進入社會後的余美麗現在卻十分輕視葉蓁蓁，認為辭了工的她是自私的，

也鄙視女孩子踢足球，認為女兒應去學優雅高貴的芭蕾舞。由此可見，余美麗是

代表的就是一種違背了生命本質、接受外在世界主流價值加諸在自己身上的生命

取態。 

 

                                                      
48 西西：〈碗〉，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7。 
49 西西：〈碗〉，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8。 
50 西西：〈碗〉，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8。 
51 西西：〈碗〉，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7。 



﹙二﹚魚與葉蓁蓁：死亡和重生 

再說回魚，與余美麗相對的生命取態即是葉蓁蓁。王良和認為葉蓁蓁的碗是

象徵教師工作的「金飯碗」52。如此養在金飯碗中金魚，其實是代表以前的葉蓁

蓁，也就是如余美麗一樣生命變質，依附社會主流價值的取態。小說中這樣說： 

飯碗裏浮着那條翻白肚皮的金魚，還有一羣沒給魚吃掉的小蟲在到處闖。 

我把金魚扔掉，不敢再用那碗盛飯，因為我會一邊吃飯一邊想起那條翻 

白肚皮的金魚。我甚至也沒有在那碗裏栽上一棵仙人掌什麼的植物，我 

把碗也扔掉了53。 

葉蓁蓁因為看到死魚和遺下的蟲而醒悟到這種生命取態的醜惡，所以把魚和碗和

一併掉了。前文提及飯碗象徵工作，魚象徵變質的生命取態，葉蓁蓁放棄碗和魚，

暗示她決定不再跟從主流的取態，並且放棄穩定的工作，回歸到合符生命本質的

生活。所以在文本最終段葉蓁蓁的獨白可見，她放下了工作，在動植物公園裡仔

細觀察思考大自然的一草一木。由此可見，余美麗與葉蓁蓁的魚其實都是社會主

流價值和生命變質的象徵。前者仍在物慾世界中無盡的追求，而後者則因過度吞

食而亡，卻反而喚醒了葉蓁蓁回歸本質，重獲新生。 

 

五‧〈感冒〉中魚的意涵：超我本我的爭鬥 

 〈感冒〉的女主人公姓虞，諧音魚，因此她的家庭醫生和楚老太太分別以「小

魚兒」和「魚姑娘」稱呼她。其實魚即是女主人公，例如小說裡女主人公獨白解

釋小魚兒之名的由來： 

我的醫生從來不呼喚我的名字，也不稱我為虞小姐，他總是叫我小魚兒， 

因為我家裏的人都那樣呼喚我；小魚兒是我年幼時親人給我起的小名54。 

所以，魚無疑就是女主人公的象徵。如此看來與以魚象徵女性的說法吻合，但是，

                                                      
52 王良和﹙2012﹚：〈堅實與脆弱—析西西的《碗》〉，頁 349-351。 
53 西西：〈碗〉，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8。 
54 西西：〈感冒〉，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45-45。 



說魚是象徵女性，僅是表面的含意。從心理學理論分析，女主人公的感冒是一種

症候，佛洛伊德認為症候的形成是基於焦慮55。從文本而論，女主人公的感冒是

在訂婚後開始出現的，直到決定離開丈夫以後康復。假如將女主人公分成小魚兒

和虞小姐兩個人格，前者是代表了女主人公的本我，是源於本能的她，後者則是

代表的超我，是受制約束縛的她，便能解釋女主人公的症候因何而生。也就是說，

魚其實是女主人公本我、超我的象徵。 

 

﹙一﹚虞小姐：受道德制約的超我 

 虞小姐與小魚兒是相對的，小說中除了最後女主人公自認是魚外，就只有與

家庭醫生和楚老太太母子一起時才被稱為魚。楚老太太初見女主人公時曾問魚姑

娘的魚「是一條魚的魚嗎？56」，女主人公卻反覆強調她姓虞，是虞舜之虞，可見

魚與虞其實有所不同。虞小姐是受到束縛的超我，當初她與丈夫結婚，是源於父

母的安排： 

「已經三十二歲了。」我父親說……「依你的意思呢？」我母親問。透 

過了父母的安排，我終於和我的未婚夫訂了婚，我不知道當我母親問我 

對於訂婚的事有什麼意見和看法的時候，我說了些什麼話，我想，我大 

概是沒有說過什麼話的，我有什麼話可以說呢，我的感覺只是：我的父 

母不要我了。為什麼我不能平平靜靜地在我的家裡（？）度過我的一生 

呢
57
。 

虞小姐其實和未婚夫沒有感情，卻跟他訂了婚，這個婚約就成為了她的道德制約。

因為在訂婚以後她重遇了真正喜歡的楚，並開展了感情，這使她陷入道德束縛的

掙扎： 

我想，我是不應該再和楚見面的了，我絕不應該再和他一起出外共進晚 

                                                      
55 佛洛伊德著，楊韶剛等譯：《超越快樂原則》﹙台北：知書房出版，2000 年﹚，頁 370。 
56 西西：〈感冒〉，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53。 
57 西西：〈感冒〉，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51。 



餐，一起去看電影。但我為什麼又去了呢，和他在一起，我們卻是那麼 

的快樂。（正是江南好風景。）而這樣下去，又將如何終場，我難道不 

是一個已經和別的人訂了婚的人嗎……所以，當他打電話來的時候，我 

就說：我是非常地疲倦，不想再出外了。 他再打電話來找我的時候， 

我就說，我有了很多額外的工作，沒有時間了……為了避免和楚相見， 

我甚至在下班的時候，留在洗手間裡，直到所有的人都離開了，直到過 

了許多許多的時候，才獨自走出來58。 

虞小姐知道與楚的感情有違已訂婚之人的道德，因此刻意迴避與楚見面。後來她

下定決心與楚分手，完成婚約，從此她的感冒就一直沒能康復，甚至變得更嚴重： 

當我的醫生對我說：你怎麼又感冒了呢，其實，是我的感冒一直沒有好， 

我是一個多麼使我的醫生面目無光的人……我是一個患上了嚴重的感 

冒的新娘……我的醫生就說，啊呀，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患上這麼嚴重的 

感冒的新娘
59
。 

虞小姐出現嚴重的感冒，理應多休息和忌口，但在婚宴上醫生卻叫她多喝酒： 

我的醫生看見我喝酒，反而興高采烈地說：啊哈，小魚兒，喝酒最好了， 

你不是在感冒麼60。 

酒能亂性，人在醉酒狀態下會失去自我約束，本我因而浮現。醫生叫虞小姐多喝

酒對感冒好，其實是虞小姐暗示要忘記自己，透過釋放本我「小魚兒」，她的症

候才會轉好。 

 

﹙二﹚小魚兒：將要消失的本我 

虞小姐婚後生活並不如意，除了因為楚，也因為與丈夫不合。例如她發現頭

上有了白髮，丈夫認為買一盒何首烏吃了就沒事；她去游泳，丈夫卻只在池邊看

                                                      
58 西西：〈感冒〉，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53-54。 
59 西西：〈感冒〉，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59。 
60 西西：〈感冒〉，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59。 



財經消息，她因而感到「這個就是我的丈夫嗎，我覺得我其實是不認識他的61」。

虞小姐在重回「水」之前，因為寒冬一直留在室內，她一直覺得疲乏，感覺自己

就像一尾枯死的魚，暗示她的本我將要失去。魚是本我，寒冬、室內就她在家與

丈夫相處的時光，而水就是釋放本我的地方。醫生曾對女主人公說過：「小魚兒

你是魚，游泳最適合你了。62」女主人公也自覺： 

我是魚，我是屬於水的……如今我在水中游泳，有一種說不出的欣喜， 

我緩緩地游著游著，讓暖洋洋懶洋洋的水包容我的軀體，讓暖洋洋懶洋 

洋的陽光落在我的背脊，我是那麼的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只有游泳 

是好的。游泳真是奇異的經驗，我覺得我非常愉快。63 

如魚得水，女主人公只有在水中，本我的小魚兒才能醒來。她才會覺得自在，不

受感冒的症候因擾。她最終在水中覺悟到自己是魚，作出離開丈夫的決定： 

我是魚，我是魚。水流那樣地衝擊我，我知道我是魚。魚的感覺忽然回 

來了。我想我知道我該怎樣做一條活潑的魚了。楚不是說過：你是魚， 

好活潑的一條魚。 是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 

葉北的魚。是的，我是魚，我為什麼要做一條過河泣的枯魚呢64。 

女主人公覺悟自己是魚，象徵她將本我從壓抑中釋放，因此她說她知如何成為活

潑的魚，亦即是順從本能的決定離開丈夫，做回自由自在，不受制約的魚，她的

感冒也因而康復：  

我的聲音變得清晰明朗，連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整個冬天，我的聲音一 

直沙啞，我的喉嚨粗糙，我的嗓子模糊不清，但我的聲音已經清亮，我 

的感冒，我的感冒已經痊癒了嗎？65 

症候的消失，象徵長久困擾女主人公的人格鬥爭隨著她肯定本我而終止。由此可

                                                      
61 西西：〈感冒〉，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65。 
62 西西：〈感冒〉，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61。 
63 西西：〈感冒〉，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61-62。 
64 西西：〈感冒〉，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65-66。 
65 西西：〈感冒〉，載於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66。 



見，魚與虞分別象徵女主人公的本我與超我。 

 

﹙三﹚《鱒魚》的暗示 

再者，小說中也提及舒伯特的《鱒魚》，是女主人公與丈夫剛認識時去音樂

會聽的。《鱒魚》的歌詞講述鱒魚本來在清澈的河溪中自在的游泳，後來遇到漁

夫使詐將水攪成混濁而被捕獲66。小說中，因為女主人公的丈夫自稱喜歡這首作

品，女主人公後來才跟他訂婚。成婚後他們再去聽音樂，丈夫卻不停打呵欠，顯

得對音樂厭悶。女主人公的丈夫對音樂的興趣不大，卻自稱喜歡舒伯特，女主人

公不久就與他訂婚，這情節就如同《鱒魚》的漁夫使計捉魚，可見漁夫就是丈夫

的投影。魚被漁夫捕獲離開河溪，暗示女主人公決定結婚，將會失去代表本我的

小魚兒，剩下的就是為婚姻所束縛的虞小姐。 

 

六‧從兩性到心靈：西西對魚象徵的應用與開拓 

 西西為〈母魚〉、〈碗〉和〈感冒〉三篇小說中的魚各自賦予了不同的象徵意

義。〈母魚〉的魚主要繼承了文學傳統的用法，運用魚作為兩性方面的象徵。如

上文所述，母魚作為女主人公的投射、魚則作為性愛的隱語，顯然是繼承文學傳

統中以魚象徵女性與性的象意。雄魚除了代表男友亦隱有賢人的影子，也符合文

學傳統。至於金魚用以象徵小生命，超出了文學傳統的框架，可說是西西對魚象

徵的開拓。然而，文本中的金魚，是基於母魚和雄魚發生性行為而出現的，所以

以魚象徵小生命的用法，始終是建立在象徵兩性或性的基礎。因此，從廣義而論，

〈母魚〉的魚並未走出象徵女性或性的兩性框架。 

西西真正走出文學傳統框架之外開拓魚的象徵，是〈感冒〉與〈碗〉兩篇。

〈感冒〉的魚，是女主人公的象徵，合符文學傳統的象意。然而，透過心理批評

細讀文本中女主人公反覆感冒的線索可以發現，女主人公其實可以分成虞小姐與

                                                      
66 蔣英、鄧映易編：《舒伯特歌曲選》﹙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4 年﹚，頁 166-172。 



小魚兒兩個層次。前者是女主人公的超我，後者是本我，感冒則是兩者爭鬥導致

的症候。所以，〈感冒〉的魚所象徵的不止是繼承女性的象徵，而是由外到內，

由象徵兩性的層面提昇到象徵人內在的心靈層面。 

同樣，〈碗〉的魚，雖然在表面上分別象徵了余美麗和葉蓁蓁兩位女性，但

是透過細讀文本，可知二人背後代表的生命取態才是小說的主題。因此，余、葉

兩位女角所反映的，是比女性議題更深層次的生命取態，如余美麗放棄了年輕時

敢抗拒主流的自己，選擇融入物慾世界，無止境的追求；葉蓁蓁則選擇從物慾世

界中回歸到生命本質。生命本質和上文所述的超我、本我一樣，都是屬於人心靈

在內的東西。由此可見，〈碗〉的魚與〈感冒〉的魚相若，皆是超出了文學傳統

的框架，從象徵兩性的層面提昇至人的心靈內在。 

總概而言，〈母魚〉、〈感冒〉和〈碗〉的魚基本上都是象徵女性，後兩者再

由象徵女性拓展至心靈在內。〈母魚〉的魚主要是作為女性意符，〈感冒〉和〈碗〉

的魚表面上亦是作為女性意符，然後再深入延展人心靈內在，成為超我、本我和

生命取態之象徵，可說是西西對於文學傳統中魚意符的突破。由此而論，西西在

魚象徵的運用上，除了承繼文學傳統，亦有所開拓。 

 

七‧結語 

 魚是文學中常見的意象。本文整理了學者對詩經中魚意象的研究，理出魚常

用以象徵人、事、兩性三個範疇，並以此為據分析西西三部小說。由此得出〈母

魚〉之魚承繼了文學傳統中兩性關係的象徵，〈碗〉和〈感冒〉的魚則由象徵女

性的基礎延伸至象徵心靈在內。從以上成果可見，西西在創作這三部小說時，在

魚象徵的運用上，一方面承接了傳統意義，另一方面又把魚從象徵外在的兩性或

性，拓展到內在的心靈，開拓出更深入的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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