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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1. 研究動機與選題 

 有關白先勇文學作品的研究現在已經是碩果累累。在台灣 70 年代，作家歐

陽子在《王謝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研析與索引》中，運用了歐美新批評的

方式，對《台北人》中的小說逐一進行了分析，總結了「今昔之比」、「靈肉之

爭」、和「生死之謎」三個主題，被後來的研究不斷參考和引用。大陸最早針對

白先勇的專著是袁良俊的《白先勇論》，以專題論述的方式，從多個角度論述白

先勇小說的語言風格、現代特色、悲劇傾向等，「標誌著白先勇小說在大陸的研

究正式進入全面的系統性階段
1
」。隨後，劉俊的《悲憫情懷—白先勇評傳》和

《情與美·白先勇傳》推動大陸對白先勇的研究走向整體化和成熟化，為主流研

究提供了方向。 

 

 近觀近幾年的論著，雖然已經有學者關注白先勇的小說空間，例如許燕轉

的《論白先勇小說的「疊置時空」敘事》
2
，在時間和空間的敘事方面研究其對

小說人物心理困境的展現和思考。吳鵾、欒泰松的《論白先勇小說的時空想

像》
3
研究了白先勇小說中時間敘事和空間敘事的作用和意義，張褘楠發表的論

文〈論白先勇小說的空間敘事〉
4
中從地域、時段和性向三方面對小說內容進行

空間構型，注重形式上空間表現裡的探索，挖掘空間藝術的美感和意義價值。

從上述學者的論著中可知以空間敘事的角度研究白先勇小說是有益的探討，遺

憾的是部分研究重點放在小說中的「時間」角度上，未有深入涉及「空間」的

處理。故本論文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針對白先勇在 1965 年的早期作品，單單

就「空間」的角度展開對白先勇小說的分析：一是作家的空間感體驗，主要研

究作者的成長經歷與小說空間的關係；二是小說的敘事空間類型和特徵，從地

志空間、文化空間和神聖空間說明小說的空間特點；三是空間敘事形式，包括

圓圈式和並置式結構解讀。 

 

2. 文獻回顧和研究方法 

2.1 有關「空間敘事」的特點闡釋 

 敘事學中的空間元素與文本的情節發展、人物塑造、組織層次等方面的關

係在西方的哲學思想領域受到廣泛的關注。在約瑟夫·弗蘭克的著作《現代文學

中的空間形式》中，首次提到了「小說空間形式」理論和「空間形式」概念，

 
1 張褘楠：〈論白先勇小說的空間敘事〉（雲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8 年），頁 6 
2
 許燕轉：〈論白先勇的「疊置時空」敘事〉（廣西大學學報 32 卷 5 期，2010 年），頁 97-100 
3 吳鵾、欒泰松：〈論白先勇小說中的時空想像〉（前沿第 4 期，2011 年），頁 174-177 
4 張褘楠：〈論白先勇小說的空間敘事〉，（雲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8 年），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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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後來的空間敘事理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認為現代主義的文學作品很多都

是空間性而非時間性，認為「現代主義作家往往運用『並置』手段打破敘事時

間流，利用共時性的存在來取代歷時性的順序。而讀者也只有在反覆閱讀、反

覆參照和反覆聯繫不同意義場景的前提下，才能真正理解這種空間形式的意

義」
5
，他以語言的空間形式、故事的物理空間、讀者的心理空間分析了小說的

空間形式問題。此著作旨在打破一般敘事的時間流，利用「並置」和「反映參

照」幫助文本有立體空間化的效果，讓讀者進行整體性閱讀。以此書為開端，

不少之後發表的作品包括《故事與話語》、《走向敘事空間理論》、《小說中的空

間》等都將敘事中的空間問題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進一步闡釋了學者對敘事

空間不同類型的劃分和定義。西方對敘事學空間轉向的關注帶動了國內學者研

究空間轉向的議題。 

 

 學者張世君在 1999 年出版的《〈紅樓夢〉的空間敘事》是大陸針對空間敘

事研究的先行之作，「本書在理論上的創新意義在於建構了一個自成體系的全新

的空間敘事構架，還開拓了中西敘事理論都尚未涉及的空間敘事領域。」
6
在此

之後，傅修延、程錫麟、張世君、陸楊、余新明等學者對空間敘事理論的探究

引起國內敘事研究的熱潮。程錫麟在〈論《了不起的蓋茨比》的空間敘事〉
7
一

文中就從地志空間、社會空間和文本空間的三個方面分析文本的敘事藝術，以

對比和並置的手法展現地志空間的差距和象徵意義。陸楊在《空間理論和文學

空間》中則利用愛德華·索亞的第三空間理論和列斐伏爾的社會空間生產理論，

更加重視文學中的空間問題。張海妍的〈國內空間敘事研究及其反思〉中對大

陸的敘事研究成果進行總結，並強調要建構本土的空間敘事理論，形成文本空

間敘事分析的有效方法。近年，學者龍迪勇出版的《空間敘事學》，從傳統文字

寫成的文學文本的空間敘事和圖像跨媒介的空間敘事兩個方面對空間敘事理論

進行了全面闡述，認為「揭示出存在、空間與敘事活動之間的深層聯繫、綜合

考察文學四要素與空間的內在聯繫、考察『偏重空間維度的藝術文本的敘事問

題』是空間敘事學要解決的問題」
8
，這也是大陸第一本有關敘事理論研究的專

著。 

 

  陳德志的〈隱喻與悖論：空間、空間形式與空間敘事學〉曾對空間敘事和

敘事空間進行過辨析，糾正學界對空間敘事理論的誤解。他指出敘事空間是名

詞，注重讀者對空間的再造和想像；而空間敘事是動詞，其與敘事空間和過去

時間為主要問題的傳統敘事學相對立，注重作者對空間要素技巧化的處理，「研

究的是空間在敘事文本中的功能作用」
9
。雖然空間類型的劃分眾說紛紜，未能

 
5
 約瑟夫·弗蘭克：《現代小說的空間形式》（秦林芳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年），頁 5 
6 張世君：《紅樓夢的空間敘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頁 301 
7
 程錫麟：〈論《了不起的蓋茨比》的空間敘事〉（江西社會科學第 11 期，2009 年），頁 28-32 
8 龍迪勇：《空間敘事學》（北京：三聯書店，2014 年），頁 26 
9 陳德志：〈隱喻與悖論：空間、空間形式與空間敘事學〉（江西社會科學 9 期，2009 年）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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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統一的共識，但是本論題的「空間敘事」是在借鑑國內外學者的觀點上，

從兩方面進行討論：一是作者如何通過空間完成小說敘事，包括涉及的空間類

型和空間敘事型態的解讀；二是作者利用哪些技巧幫助空間參與小說的敘事過

程。 

3. 預期成果： 

 採用文本分析的方式，結合文獻回顧，《寂寞的十七歲》和《紐約客》小說

集原文中有關空間的描寫部分，歸納並分析白先勇小說的空間敘事的功能和意

義。 

 

第二章：白先勇的空間觀念和空間感體驗 

 1937 年 7月，白先勇出生在山清水秀的廣西桂林，作為前國民黨高級將領

白崇禧的小兒子，白先勇的童年卻沒有如旁人所想的幸福快樂。此時的中國正

在進行抗日戰爭，時局動盪不安，白先勇的童年始終處於在各地到處活動的顛

沛流離狀態，近乎於逃亡一般的遷徙體驗讓白先勇留下了不安定的心理感受，

逐漸瓦解了他的安全感，這種不斷被驅離和無所適從的感覺令白先勇產生了被

放逐的心態，「作家童年時期所經歷的事情定會在作家稚嫩的內心留下震顫靈魂

的記憶，這些難以忘懷的記憶也將形成一定的情緒積累聚集於作家的內心深

處，從而形成深層次的內心體驗，進而成為作家後天進行文學創作的情感基

調。」
10
所以漂泊不定的童年經歷與白先勇的小說經常出現豐富的空間場所有

關，小說中的人物也大多來自自己曾輾轉過的桂林、上海、香港、台灣等地。 

 

白先勇在七八歲時得了「童子癆」，父母怕他傳染給家人，將其隔離在重慶

的一幢小房子中。「我頓感打入冷宮，十分鬱郁不得志起來。一個春天的傍晚，

園中百花怒放，父母在園中設宴，一時賓客雲集，笑語四溢。我在山坡的小屋

裡，悄悄掀開窗簾，窺見園中大千世界，一片繁華，自己的哥姊，堂表弟兄，

也穿插其間，個個喜氣洋洋。一霎時，一陣被人擯棄，為世所遺的悲憤兜上心

頭， 禁不住痛哭起來」
11
，白先勇的活動範圍和空間受到了限制，這種愁雲慘

霧般的經歷也使白先勇對狹窄、逼仄的空間有了深刻的體悟，內心對其產生的

壓抑感也影響到他的小說創作，例如《芝加哥之死》中吳漢魂租住的地下室就

是空氣潮濕、光線陰暗的空間，「一陣酝在通風不良地下室的霉味，混著炒菜後

的油膩，經過夏日高溫及潮濕的焙釀，在六七點時，從地面慢慢往上蒸發，濃

重得令人透不過氣來。」
12
他將自己隔絕於城市之外，產生了對現實世界的抗

拒，塑造了一個陰鬱的異鄉者形象，最終逃避現實而選擇投水自盡的行為，「在

死亡的行為中實際包含了他對整個人類民滾的某種終極思考」
13
，作者的靈感大

 
10 翟瑞青：〈青年經驗對現代作家創作的影響及其呈現〉（濟南：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13

年），頁 138 
11
 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四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00 年），頁 4 
12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468 
13 劉俊：《悲憫情懷：白先勇評傳》（廣州：花城出版社，2000 年），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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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取自在重慶患病時的經歷。 

 

孤獨的患病生活，令白先勇的性格變得敏感內向，等到再次進入正常生活

時，他已變得孤僻和畏懼，也正因這段經歷令白先勇將更多的目光放在自我和

周遭人群上，在某程度上改變了其看待心靈和人生的態度。「我變得不合群起

來，然而又因生性好強，不肯落人後，便拼命用功讀書」，加上白先勇兄弟姐妹

很多，父母能給予自己的關愛有限，身為將領的父親平時十分忙碌，母親要操

持家務，被隔離的童年更令白先勇感受到了在親情上受到的壓抑，使他加深了

對本身生存的體驗和理解，形成了他細密的感情以及對他人內心世界敏感的觀

察能力，把對人生存困境的悲憫意識和變化無常的悲劇意藴融入小說創作中，

所以他也被譽為「現代中國最敏感的傷心人」
14
。 

 

1963 年，白先勇赴美留學，文化環境的變化給白先勇的精神世界帶來了巨

大的震撼，當他身處異國他鄉，他對新文化產生了本能的排斥，自身的中國文

化觀念、生活方式和思維等都與環境發生了衝突，看见东方文化在异国的消

逝，使白先勇「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和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
15
，所

以他将在求學時代的經歷和自己作為「客居者」時被中西隔膜所帶來的孤獨感

吞沒的感受寫進了小說中。如在他眼中，《上摩天樓去》的紐約大廈「重重疊

疊」，像「一大群矗立不动、穿戴深紫盔甲的巨人，吃力地顶负着渐渐下降的苍

穹」，甚至在觀看摩天樓時感覺自己的「變成吊在樹頂上那個孤零零的洋娃

娃」，芝加哥的一切在白先勇眼中雖然繁華但卻顯得光怪陸離，很是怪異。 

 

兒時患病的經歷、輾轉各地求學生活的體驗、獨自異域求學的處境都成了

白先勇日後寫作的重要來源，他關注自我內心的探索和掙扎，通過作品把「人

類心靈中無言的痛楚表達出來」
16
，展現個人對人性的關懷。 

 

第三章：敘事空間類型和特徵  
3.1 地志空間—繁華但卻暗含苦難的都市（上海） 

《金大奶奶》是作者早期小說中創作發表的作品，本文以十多歲容哥兒為

敘述者，講述了發生在上海近郊虹橋鎮的悲慘故事，也透露了作者早期創作上

海印象的留影。小說中提到了金大先生是「從上海讀了點書回來」
17
的文化人但

卻「在上海結交了不少不三不四的人」
18
後發生了變化。文中描寫了金大先生房

間裡由上海搬運來的富麗的傢俱，暗示了上海對金大先生行為的影響，最後成

為文中上海城市罪惡的符號。他在金大奶奶守寡時的寂寞時光中帶去安慰，但

 
14 王晉民、鄺白曼：《台灣魚海外作家小傳》（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236 
15 白先勇：《暮然回首》（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 年），頁 12 
16
 白先勇《第六隻手指：白先勇文集第四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00 年），頁 544 
17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3 
18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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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她的財產後，就過河拆橋，迎娶了上海的唱戲女人，把金大奶奶逼入絕

境，他外表的謙謙君子和內在包裹的虛偽和罪惡正展現了上海的特點，「上海這

塊地方，要糜爛一個青年，那是極容易的事」
19
，和上海有關的人和物都曾給金

大奶奶造成過巨大的傷害，通過容哥兒眼中對上海物品和人的印象間接表現了

白先勇心中上海的映射，認為物質現代化的代名詞，在他筆下的上海是成為浮

華與物慾的能指。 

 

白先勇自己曾說上海富貴繁華的景象與摩登洋氣的作派給當時的自己帶來

了極大的震撼
20
，在《金大奶奶》中，雖然展示了上海世俗文化的繁華富貴和

美，但同時也表現了其本身會為傳統帶來的毀滅性。「從都市景觀看，上海已很

難看到傳統中國都市的特點，這裏常見的是白色的西式建築、最新式的汽車、

閃爍的霓虹燈」
21
，可見白先勇在上海生活的那段時間正是舊上海最繁華和喧囂

的時候，在他眼裡，的舊上海，「利益成為衡量人們地位於成就的尺度，鄉村社

會那種以年高德勳來衡量人的價值觀念已不存在」
22
，而文中的金大奶奶，則是

傳統的化身，無論是對丈夫對上海舞女的出軌還是面對被上海運來的傢俱所改

變佈置的家，她都沒有辦法抵抗，意味著她在新興文化面前處於劣勢。展現了

以上海為代表的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之間衝突的必然，同時也透露作者似乎認

為現代文明取代傳統文明亦是未來可見的趨勢並為世人所接受。 

 

3.1 地志空間—苦悶冷酷的城市（紐約） 

白先勇本人認為 1962 年既是他一生也是他的寫作生涯的分水嶺。 這種劇

烈的變化激發著作者一改早期對西方現代主義的推崇，轉頭埋向祖國的史書和

文化論著中尋求精神的安慰。 

 

《安樂鄉的一日》中對於紐約市的居住環境描寫是像工藝復刻品樣的模式

化建築，消過毒般的清潔環境等，毫無生命力可言。在作者筆下，現代化的機

械包括電動打蛋機、電動開罐頭機、電鍋電爐等是將家庭溫暖和人味掩蓋的原

因，甚至對依萍所居住的白鴿坡附上死寂、陰森的空間特徵。可見白先勇對現

代化飛速發展的物質文明和便利性沒有過多的稱讚，反而是以批評否定的態度

認為其視為導致傳統家庭和和樂融融的文化氣氛的破壞者。這篇作品發佈的時

期正是作者來到美國的初期，展現了他在陌生的現代化文明的高速傾軋下的無

所適從，同時也表達了祖國傳統文化的思念。除了在家庭中的人情冷漠，作品

還體現了在紐約的中國人之間的同胞之情的淡薄和脆弱。在《上摩天樓去》，姐

 
19 張愛玲：《流言》（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2009 年），頁 147 
20 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二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00 年），頁 9：「雖然短短的一段時

間，腦海裡頁印下了千千百百幅『上海印象』，把一個即將即將要結束的時代，喀嚓以下就拍了

下來，存在記憶中······把一個即將結束的舊時代，最後的一抹繁華，匆匆拍攝下來。」 
21 张鸿聲：《都市文化與中國現代都市小說》（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6 
22 张鸿聲：《都市文化與中國現代都市小說》（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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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和張漢生出現了對紐約中國人的嫌棄，「我最看不來張乃嘉兩夫妻，來了美國

十幾年，還是那麼初不得眾，小里小氣。」
23
，「這些在紐約的中國人最不討人

喜」，因為這些移民美國的中國人為了入鄉隨俗而將自己融入冷漠地紐約都市文

化，被物質而變得世俗化，他們甚至藉此有底氣地用趾高氣揚的態度評價剛來

的同胞，淡漠的同胞情在當中盡數展現，同時也凸顯了他們自己內心的狂妄和

人格上的缺陷。 

 

白先勇筆下的這些在美國的漂泊者們，他們要承受兩種不同文化強烈撞擊

時所帶來的內心震撼和無助，面對傳統文化在華人社區中的消逝，令自己的心

靈帶來了極大的衝擊。這與剛去美國的白先勇心境一樣，充滿痛苦和迷茫，他

的感受與小說中人物相通，對祖國、對家的回歸是非常渴望的，在異鄉的難以

融入的隔閡感，與內心強烈渴望回歸祖國和血脈的心願構成了人物的漂泊人生

和心靈的雙重悲劇。 

 

3.2 圓夢空間（酒吧） 

 在白先勇的筆下，酒吧的形象不僅僅是紙醉金迷、意亂情迷的場地，還是

「承載物質文化和消費主義文化表徵的象徵符碼」，同時它也是主人公逃避現

實，甚至可以視作暫時忘掉煩惱的夢鄉，將酒吧化作具有隔絕外界功能的「圓

夢空間」。 

 

 所謂「圓夢空間」是指「幫助圓夢者跨越時空限制進入他們嚮往的、陌生

化的夢想旅程，而每個圓夢者在圓夢空間和生活空間之間的不斷轉換提醒著自

己這種時空跨越不過是一場幻夢，最終，當他們愜意地沉浸在圓夢空間時卻被

強行抽離或圓夢者主動逃離圓夢空間，從圓夢空間回到現實空間表明他們的夢

以破滅告終」
24
。在《芝加哥之死》中，吳漢魂是一個來到美國六年卻只能生活

在一間潮濕陰暗的地下室的留學生，生活過得渾渾噩噩，窮困潦倒，他除了埋

首在紙堆學習之外，他幾乎沒有任何社交的機會，整日地將自己關在狹小逼仄

的地下室，他在這種空間下，性格也變得陰鬱內向。在收到女友將會離開他以

及母親去世的消息後，他嘗試走近芝加哥這座城市，來到燈紅酒綠的酒吧，「文

學作品中關於同性戀、頹廢者、吸毒者等地活動活動場所，往往是酒吧」
25
，他

與蘿娜在酒吧中發生關係後，卻在如夢境般的空間中迷失，最後驚醒般地離

開，選擇自我了斷。白先勇營造的酒吧，相比一般奢靡的場所，它的存在更像

是為了給吳漢魂提供了圓夢的機會，他的圓夢目標只是借助酒吧這個空間暫時

超越了現實層面，但卻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吳漢魂在酒吧中遇到蘿娜，短暫

地滿足了自己對女性身體的渴望並得到與人溝通互動的機會，但卻因為對方褶

 
23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502 
24 孟君：《中國當代電影的空間敘事研究》（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2018 年），頁 233 
25 包亞明、王宏圖、朱生堅：《上海酒吧》（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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皺的皮膚，衰老的面容讓吳漢魂「陡然覺得胃中翻起一陣酒意，頭筋扯得整個

腦袋開裂似的」
26
逃離了現場，從圓夢空間回到了現實，尋夢之旅也就此中斷。 

 

 從酒吧周圍環境的描述中可見，白先勇想要營造一種虛幻不真實的空間，

讓人分不清自己身處何地，「吳漢魂覺得掉进了索羅門王的寶藏一般，紅寶、綠

玉、金剛石、貓眼，各色各樣的霓虹灯，从街頭照到街尾」
27
，煙霧朦朧的酒吧

櫃檯、數不清的客人、飄蕩的野性歌聲等等，都讓吳漢魂彷彿走進了另一個世

界，很快他就在當中被人圍著侷促地喝了很多威士忌，只能怔怔的盯著周圍，

「眼前的人群變得面目模糊，溶蝕在玫瑰紅的煙霧中」
28
，這時的他進入了酒吧

這一圓夢空間中。而白先勇所營造的圓夢空間是被切割的片段空間，目的在於

折射面對文化衝擊的小人物內心躁動不安的靈魂。吳漢魂把自己困鎖在密閉的

地下室七年，彷彿超現實般的酒吧就成了吳漢魂唯一擺脫現狀的機會，想藉此

盡情發洩七年間所忍受過的孤獨和痛苦，因為「他不能忍受那股潮濕的霉氣，

他不能再回去與他那四個書架上那些腐屍幽靈為伍。」
29
但事實上，酒吧的圓夢

空間無法真正解決他內心對現況的迷茫，最後他選擇走到密歇根湖自盡。 

 

3.3 神聖空間（花園） 

 龍迪勇在《空間敘事學》中提出「神聖空間」的看法，以俄國作家伊·阿·蒲

宁的《故園》為例，指出一些特殊的地方與其他地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並

能在世俗空間中體驗到能喚起宗教體驗的神聖價值可被視為「神聖空間」。在白

先勇的小說中，「花園」不僅僅是一個自然環境空間，同時也在筆下人物心中代

表著給生活提供意義的「神聖空間」。米歇爾·福柯把「花園」看作是「異托

邦」，「花園作為距今已有千年歷史的非凡創作，在東方有著極其深刻且可以說

是多重的含義。波斯人的傳統花園是一個神聖的空間，······從最初的古代文化開

始，花園就是一種幸福的、普遍的異托邦。」
30
雖然中國人心中的花園並非在真

正意義上等同侍奉神仙或皇帝的宗廟建築和陵寢建築，但其與西方的「伊甸

園」相似，屬於游離於正常秩序之外的「私人空間」，蘊含著人類對「樂園」的

深層想像和內在追求，所以被賦予「聖」的特點。 

 

 《月夢》中的吳醫生為了紀念早逝的年輕同性愛人，在花園建造了和少年

相似的半裸雕像，每當思念成疾的時候，他就會來到花園的雕像旁，輕輕地撫

摸石像，「他喜欢这股微凉的刺激，刺得他痒痒麻麻的，好舒服，好慵懒。」
31

花園對吳醫生來說，就好似是從世俗空間過渡到神聖世界的通道，最後成為了

 
26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485 
27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472 
28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473 
29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468 
30 米歇爾·福柯：《另類空間〉（世界哲學，2006 年第 6 期），頁 8 
31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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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個人世界的中心。因為對少年炙熱的愛和眷戀，吳醫生對半裸體的少年像有

近乎瘋狂般的迷戀，他「总爱走到院子里来，坐在院中喷水池子的边上」
32
，好

像看著眼前的石像，就能讓他回到年少時的記憶中，重回他們相互依偎曖昧的

時光，因為對少年纏綿的愛意和繾綣的情愫，花園在他的心目中成為了個人宇

宙的「聖地」，甚至在生活中碰到和少年相似的人，「他就會生出無限的眷戀

來」，他的一切都圍繞著少年。吳醫生在花園中通過做夢回憶過往，「他常常偎

着那座石像做着同一个梦——里面有湖、有山，还有松子飘落的声音。」
33
即便

在日常生活中他心裡早已空得似乎甚麼都沒有了一樣，如同一具空殼，但卻在

花園中藉著石像找到了生活的意義，在當中通過回憶，吳醫生的心靈得到了慰

藉，內心情緒得以宣洩，對他來說是一個沒有悲傷和思念的樂園，少年靜思給

花園賦予了神聖空間的意義，同時花園這個意象空間也隱喻出了吳醫生的孤獨

和寂寥。 

 

 吳醫生與少年靜思的同性情感在社會中仍然是不被普羅大眾所接受的，他

們長期游離、徘徊在社會結構的邊緣，甚至會受到社會的排擠和歧視，所以他

們的生存空間被箝制和擠壓，他們無法將感情展示在公眾空間中，就像《月

夢》中的吳醫生，他唯有在自家的花園，通過少年的石像和月色回憶過往，拋

下一切的顧慮，盡情宣洩心中的悲涼和壓抑。因為只有在花園這一隱密私人的

空間，他才能得到喘息的機會，將內心的孤獨絕望完全釋放。有學者指出：「花

園是正常的社會約束力鞭長莫及的地方」
34
，所以《月夢》中花園的空間含義正

是代表它沒有被人們納入道德倫理的空間。在整體房屋建設中，花園地處一

隅，文中用來暗示吳醫生生活空間的封閉性，同時花園通常是處於內或外的交

接，不僅具有與內相連當作遮蔽隱私的功能，同時也有獨立於外能解放隱私的

私人空間，所以通常花園會成為在現實和想像的層面上為人物提供能夠寄託私

衷的地方，讓他們能短暫逃脫倫理、道德、綱常的約束。在《月夢》，白先勇用

了很多自然景物勾劃出了一個清幽、心曠神怡的自然空間，包括「月色」、「露

水」、「霧氣」、「冷雨」、「松子」等，展現了人在自然中的放鬆和解放，甚至有

一種「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的心境，所以吳醫生藉著花園提供的物理性

屏障，在當中打破禮教的束縛，完全釋放了自己對愛人的情慾和思念。 

 

同時也因花園屬於尚未被倫理秩序所規範的私密自然空間，也就是說在這

個在這個空間中沒有美醜、善惡之分，所以在當中的人物命運會有兩種不同方

向的發展可能，「要麼向善、美、純潔和理想的方向發展，要麼就向惡、醜、污

穢和卑下的方向發展」
35
。吳醫生作為花園的建立者，一直都想守護心中的少

 
32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29 
33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35 
34
 史梅蕊，沈亨泰譯：《金瓶梅西方論文集：〈金瓶梅〉和〈紅樓夢〉中的花園意象》（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78 
35 龍迪勇：《空間敘事學》（北京：新知三聯書店，2015 年），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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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白先勇用了多感官的手法，「月亮好圆好大，要沉到湖中去了。四周静得了

不得，他听到松林中有几下松子飘落的声音」，一方面通過淒清的花園氛圍展現

吳醫生心中的陰鬱，另一方面也是藉月亮，見證了同性感情的純潔無瑕。因為

月亮是高居蒼穹且能永恆不滅的俯視大地上一切的角色，對人世間的喜怒哀

樂、悲歡離合等人類情感和人生處境都能全面地紀錄和觀察。白先勇在《月

夢》中通過月光的刻畫，令讀者觀察到了吳醫生深埋內心的痛楚，他面對個人

無常命運的苦涼心境。「它的永恆性在最終決定了白先勇不可能僅僅只是把它作

為人類情感、社會、命運的烘托和暗示，而是要在更為甚廣的意義上，把它作

為恆古不滅的人類情感、社會、歷史、命運的見證」
36
。通過「好圓好大」的月

亮外觀揭示了吳醫生的情感命運和心中永恆的寄託，甚至是作者心中的滄桑感

和對人生的關照都滲透在字裡行間。 

 

第四章：空間敘事形態 

 在徐岱的《小說形態學》中提到「形態」的定義，認為：「是事物的具體結

構形態」
37
，並在「形態」的基礎上，進一步闡釋了「形態學」，「我們可以說形

態學這門學科就是關於事物之結構的學說，其研究對象的形式化與具體性決定

了它只是一種描述性的科學，所以解決的主要是對象的基本特徵問題」
38
。所以

小說中空間敘事形態是指空間元素參與小說敘事中呈現的「具體結構形狀」和

「外在特徵」，當中涉及小說敘事中是以怎樣的空間條件下完成，空間的組合結

構方式是有序還是不規則等問題。那麼小說的空間形式主要有哪些類型呢？ 

 

 弗蘭克在《現代小說的空間形式》提到「空間形式」的概念，認為文本可

以「並列地置放那些游離於敘述過程之外的各種意象和暗示、象徵和聯繫，使

它們在文本中取得連續的參照與前後參照」
39
，也就是說空間形式是如同人體的

骨架一般支撐文章的外在敘事框架，幫助文章中蘊含的脈絡和內容變得更有組

織和鋪排。同時敘事結構是由作者建構，打破了時限性陳規，包含了作者對人

生或社會督導的認識和審美特點，所以「作品的空間形式使作品承載了更多的

矛盾和衝突，也使作品蘊含了更多深邃和豐厚的意義」
40
。結合中外有關空間敘

事的豐富論著，基於龍迪勇在《空間敘事學》總結出現代小說的幾種空間形

式，分別是：中國套盒、圓圈式、鏈條式、其他類型等。白先勇的早期小說中

所體現的空間形式主要是圓圈式和桔瓣式兩種。 

 

4.1 圓圈式結構： 

 
36 劉俊：〈論白先勇小說中的意象群落〉（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第二期，1994 年），頁 80 
37 徐岱：《小說敘事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頁 162 
38 徐岱：《小說敘事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頁 165 
39
 約瑟夫·弗蘭克：《現代小說的空間形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年），頁 2 
40 趙媛霞：〈東北作家群流亡小說空間敘事藝術研究〉（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3 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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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圈式結構，又稱為環式結構，是一種非常常見的小說結構。這種結構

的特點是首尾呼應，首尾相合構成一個圓圈，把文本的主體內容包含在圓圈之

內。 這個圓圈的功能不僅僅是交待故事發生的始末，更重要的是要把讀者帶到

文本所特有的氛圍和情境之中」
41
，可見圓圈式結構中的空間場景會首尾重合，

從原點開始，最後看似達到了終點，但其實又回到了原點，形成一個近似於圓

形的內容框架，當中講求狀態的同一性，形成結構上的對稱。因此封閉性的圓

圈空間很適合表達「某些停滯不前、難以改變或時間輪迴、永恆回歸的主題」
42
。 

  

白先勇將圓圈式的結構運用在了小說《寂寞的十七歲》裏，將過去和現在

兩個不同的空間同時並置在敘事過程當中，小說的結尾處又回到了開頭，結構

上形成了圓圈式的封閉空間。楊雲峰在一夜未歸後，在清晨急忙回到自己的房

間中，此時是當下的場景，疲倦的他腦子裡麻木得沒有任何念頭，只想鑽進被

窩裡拼湊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情，於是他開始回憶這一年發生的事情。內容跳躍

到他高一的時候，在家裡，他和爸爸犯沖，常常因為自己成績比不過大哥二哥

而被父親數落批評，慢慢地因為缺愛的環境和家人的排斥而開始對家庭產生隔

閡。在學校中，自己不喜歡讀書卻整天被逼著學習，在班上也找不到同學作

伴，只能獨來獨往，整天都感到無聊得很。直到魏伯飏在上體育課時幫他止住

鼻血，帶他去醫務室後，兩人漸漸成為朋友。「只要有人肯對我有一點好處，我

就恨不得想把心掏出來給他才好」
43
，楊雲峰在魏伯飏平時日常的幫助和關心

中，他感受到了從未在家庭和學校收穫到的溫暖，對親情和友情的渴望令楊雲

峰漸漸開始想依靠魏伯飏，想和他磨纏在一起，甚至對他產生了異樣的情愫，

「我喜歡跟他在一起，在他面前，我不必扯謊」
44
。但此時小說的衝突發生，楊

雲峰在同學唐愛麗的玩弄下，將自己「內心好寂寞，好需要人安慰」的信件內

容公布，最後在大家的嘲笑聲中逃離學校，魏伯飏迫於壓力與楊雲峰斷絕聯

繫，因此逃了大考，被父親發現後被打了一巴掌，離家後無處可去的楊雲峰來

到新公園，接受了一個中年男人一起散步的邀請，卻讓他沒想到「男人跟男人

也可以來這一套」
45
，隨後逃出公園回家，小說回憶部分結束，場景回到了文章

開頭時的房間。 

 

白先勇採用了「當下—回憶—當下」的圓圈式敘事模式，將現在與過去置

於同一文本中。雖然多次出現了人物衝突和矛盾，令情節波瀾起伏，但結尾和

開頭都是楊雲峰回到房間的情節，整體的敘事時間流是停滯不前的，由空間代

替時間來推動小說敘事的進程，所以當中呈現了不同空間的特徵，包括學校、

 
41 余新明：〈《吶喊》，《徬徨》的空間敘事〉（華中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8 年），頁 114 
42 龍迪勇：《空間敘事學》（北京：新知三聯書店，2015 年），頁 157 
43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99 
44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400 
45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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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書房、新公園等。楊雲峰如同被困在這樣一個封閉的環境中，令讀者看

不到楊雲峰的未來，呈現一種空間的窒息和焦慮感。過程中他選擇離家出走來

逃離這個世界，但最後才發現逃離是枉然的，他在離家過程中遇到他人的猥褻

又迫使他會到冷漠和充滿壓力的家庭生活中。故事中的事物和人物的命運在掙

扎過後又繞回了起點，甚至在試圖逃離的過程中讓自己陷入了更大的失望，顯

現出了宿命的神秘感，展示人類情感溝通的艱難，「不但把情感渴求的過程展現

得如此艱難坎坷，而且還把情感渴求的結果給出得那樣毫無希望」
46
。刻畫了楊

雲峰難以改變當下困頓的無奈、展現人與人之間的隔膜，藉閉環式的結構表達

人物封鎖的內心狀態，為文章營造了孤絕、空虛的氛圍，強化了文本所要表現

的悲劇意識。 

 

4.2 桔瓣式結構： 

 在《空間敘事研究》中，龍迪勇對桔瓣式結構的定義如下：「桔瓣式的空間

形式，即所謂的並置、並列（幾條時間線索的並置或並列），是現代小說中一種

重要的結構方式，這種結構方式在打破傳統小說的線型因果邏輯中，能起到重

要的作用」。這種並置的方式強調的是必須同時指向相同的主題、人物或者情

感，將多個故事並列在一起，共同完成對中心的敘事，令敘述變得更加立體，

將情節向中心聚攏。戈特弗里德就用桔子打開時呈現出的肉瓣形狀來比喻此結

構。雖然肉瓣之間是相互獨立的，但是這些毗鄰的肉瓣都是向中心聚攏，呈現

向心的形狀，具象化地將這種敘事形態的特點展現。桔瓣式結構的目的在於

「控制所有的人物，引發情節，並且將小說從外至內緊密地連結起來—將散亂

無章的語句造成一張網，並使其像在記憶的天空中循規運轉的星星一樣變得有

條不紊」
47
，破壞了文章時間向前發展的動力，以共時性的方式營造空間感。 

 

 《小陽春》包含兩種不同的並置手段。首先是文本中有三個不同的敘述視

角存在，分別是樊教授、樊太太素琴和女傭阿嬌。三人分別用自己的視角講述

了這個家庭發生的瑣碎事情，令讀者能完整地看到樊教授生活的家庭環境和氛

圍。樊教授和太太之間有很深的矛盾和隔閡，因為妻子在復活節那天去了教會

祈禱，導致獨自在家的女兒因為一場大火意外身亡。因為失去愛女，樊教授發

誓一定要懲罰太太，他不認為自己有罪，並從骨子裡厭惡素琴所信奉的天主，

「我一定要懲罰她······我一定要她一輩子不得安心」
48
。樊太太篤信天主教，認

為她會在信仰中得到解脫，「通過窄門，進入天國，在那裡我會得到補償」
49
。

女傭阿嬌則認為教授和太太都是怪人，「太太總是那麼冷冰冰的，真奇怪······他

 
46
 劉俊：〈以殘缺的愛為視域揭示人類情感的困境〉（南京大學學報第 2 期，1995 年），頁 85 
47
 Forster, E.M. (Edward Morgan), 1879-1970. Aspects of the nove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 

1995, p.161 
48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12 
49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14 



 14 

們可以好幾天面對面不說一句話」
50
，同時因為樊教授的侵犯，她內心恨極了

他，「我早就該殺了他去，那頭髒豬！」
51
這些無不表現出這個家庭裡的每個人

都被壓抑和冷漠的家庭氛圍籠罩，三個敘事視角相互交叉照應，最後共同指向

一個核心內容—苦悶無情的家庭生活，「呈現了三部分共時性的敘事效果」
52
，

彰顯了小說桔瓣式的空間性。 

 

另外，《小陽春》在敘事結構上呈現了現實空間與梵教授心理空間的並置，

兩個空間聚焦在樊教授身上，放大了他內心的痛苦、矛盾和分裂，揭示他心中

的失落和沈淪，體驗到人生的不完美的悲感和無常。樊教授一方面需要承受家

庭空間冰冷的窒息感和女兒離世的痛苦，另一方面苦於內心期望的落差，他現

在依然懷抱成為數學家的夢想，想創造「最高的抽象觀念」，但都年過五十了，

仍只能教初等微積分，「他的手緊緊抓住那本翻得書邊發了毛的初等微積分，心

裡窩著一腔莫名的委曲」
53
。事業上的失落感以及家庭中的隔閡，內心兩個自我

的聲音同時交織，兩種心靈聲音並置重疊在一起，共同指向樊教授內心因現實

空間和自我心理空間而受到的雙重傷害，「這種桔瓣式的空間形式可以展現在共

時性的狀態下人物的各種狀態」
54
，成為作家從不同角度觀察並塑造人物的方

式，加深了敘事的效果。 

 

第五章：結語 

 白先勇作品中的空間不僅作為故事的背景和場景出現，同時對推動敘事進

程有著很大的幫助，並且利用空間建構人物的心理世界，包括運用空間敘事的

技巧，展現了不同空間背景下的人物生存命運和內在的精神狀態，體現了白先

勇身上對人類生存價值的探究，以及他對空間給個體帶來的心靈痛苦的強調。 

  

本文從空間敘事的角度出發去研究白先勇早期的小說內容，希望能夠彌補

過往文獻在空間緯度研究的缺失。本文著重強調了文本從地志空間、圓夢空

間、神聖空間、空間敘事技巧、空間敘事的結構等幾個方面。並且從空間敘事

的角度從多層次和多角度展現作品的空間化特徵，包括營造出絕望、寂寥的感

覺，從形式上應和作者的創作意圖，折射出社會中小人物的掙扎，展現作者的

悲劇意識以及當中的悲憫情懷。 

 白先勇的小說作品展現的深厚蘊含，自他登上文壇以來，一直受到大量文

學評論家的關注和研究，但以往的研究忽視了作品空間緯度的分析研究，主要

集中在他的寫作技巧或是集中在對於某幾篇經典小說或者是某一階段的作品，

例如《台北人》、《紐約客》這些廣為熟知的篇章進行探討，但對白先勇早期個

 
50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22 
51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24 
52
 屈可馨：〈博爾赫斯小說的空間化敘事研究〉（雲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9 年），頁 34 
53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06 
54 簡鵬霄：〈张翎小說的空間敘事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 年），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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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分析教少，而且以往研究忽視了白先勇作品空間緯度的分析研究。本文

筆者從空間敘事理論角度最作品進行空間敘事藝術特色分析，在現有文獻的基

礎上，拓寬空間的分析角度，在學習「空間表徵法」的基礎上，通過場景性空

間「酒吧」和「花園」來展現空間衝突和人物特點，目的是強調白先勇在傳統

線性模式中所尋求的創新和突破。筆者在分析的過程中，看到他打破了一般敘

事小說的因果邏輯和敘事時間順序，更鮮明立體地展現眾多小人物的百態人

生，向讀者帶出自己對人生生存困境的哲學之思。白先勇通過空間敘事的方式

將內容和形式融合並達成了完美的平衡，這為之後的文學創作提供了積極的借

鑑。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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