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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皺摺—吳明益《睡眠的航線》（2007）中的二戰記憶 

林姵吟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  

 

 

吳明益是近幾年來台灣文壇備受矚目的中生代作家。2018 年以《單車

失竊記》入圍布克獎長名單（long list)，2018、2019 年則分別代表台灣參

加愛丁堡國際書展和台北國際書展，國際能見度高。僅管他自《迷蝶誌》

（2000）、《蝶道》（2003）以來的創作，逐漸奠定他在自然書寫的地位，
1但他同時是位關心台灣歷史的作家，甚至因此被冠以「後鄉土」作家之名。
2《睡眠的航線》（2007）藉主角的睡眠困擾，帶出其父親在殖民時期赴日

當少年工的回憶，當中對台人的二戰記憶和戰爭的反思頗有可觀之處。  

作為在國民黨黨國教育體制下成長的 1970 世代的作者，吳坦言，自己

對台灣兵等溢出黨國視角的歷史是「無感且陌生」的，3寫小說則幫助他重

新沈浸在歷史裡。這層個人創作動機，使吳明益的歷史書寫別具意義，可

說是他藉由小說，重新找回「失竊」的、在官方大歷史中消音的「小」歷

史。以下將借助德勒茲的「皺褶」概念來分析吳氏如何在這兩部小說中挖

掘出異質聲音。  

「皺褶」一詞散佈在向來反對同一性的法國哲學家德勒茲不同時期的

著作中。在 1969 年《差異與重複》和《意義邏輯》中，「皺褶」（法文：

pli; 英文：fold)指一系列單一的殊異點的多重部署所構成，而在他後期著

作《皺褶：萊布尼茲與巴洛克》中，他則以「皺褶」來指這個世界（不光

                                                      
1 吳明益的自然書寫早於 2002 年即獲關注，例如廖啟宏：〈生命交感的詩境—吳明益的自然寫

作〉，《幼獅文藝》584 期（2002.08），頁 18-19。迄今已有多部學位論文探討，較早可見侯

德興《吳明益的自然書寫研究》（國立中興大學台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2 較早提出「後鄉土」小說為范銘如 2007 年論文〈後鄉土小說初探〉，《台灣文學學報》第 11 期

（2007 年 12 月），頁 21-50。文章以袁哲生《秀才的手錶》為起點，當中觸及吳明益的〈虎爺〉。

朱立雯《後鄉土小說的歷史記憶：以《吳明益《睡眠的航線》及甘耀明《殺鬼》為例》

（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則沿襲此框架探討吳的

《睡眠的航線》。  
3 參見翟翱對吳明益的訪問稿，〈記憶都在這裡了：吳明益談《單車失竊記》〉，《自由時報》

（2015.07.21），https://features.ltn.com.tw/spring/article/2017/paper/899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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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類社會，也含其外的物質世界）中，事物相互區別，但又相互類似，

不斷相互交錯、滲透的混沌狀態。由此延伸，吳明益作品中，關於二戰所

衍生出的多重視角，尤其是非主流視點，未嘗不可以「歷史皺褶」視之。

再者，德勒茲的皺褶，經由不同殊異點的不斷流變，在過往和未來間無盡

迴返，可謂一自我主體化的確立過程，與吳明益上述的寫作緣起有相通之

處。因此，本文的切入點——歷史的皺褶，有雙重意義，同時指小說文本

的歷史敘述中的多重視角，以及吳明益作為創作者藉由書寫對其自我（歷

史或認知）主體的意義。  

 

一、《睡眠的航線》中的異質視點 

  故事從荷馬史詩《伊里亞德》的一句引文「人與神都一樣，要向睡眠

低頭。」開始，為之後的含有人、動物、以及神（觀世音菩薩）等不同視

角的敘事埋下伏筆。在第一章，吳交代了故事主人翁「我」患有睡眠異常。

自「我」與朋友一道去看竹子開花之後，「我」的睡眠便「異常的規律」

（23）。如此情節設置，已然鋪墊出小說欲召喚的亦是「異常」的記憶。

第二章話題一轉，以第三人稱道出在二戰時才十多歲，到日本幫忙製造戰

機的少年工三郎搭船赴日途中的感受。整部小說即在戰前戰後這兩段時空

不同的敘事中交互進行。4而睡眠（或夢）則是串起兩段敘事的中介。例如：

「夢從一個沈睡的少年的身上，靜靜移動腳步到另一個沈睡的少年身上，

夢在這裡，在那裡猶疑、徘徊不去，帶來新的記憶，新的想像，新的恐懼，

新的傷害與新的遺忘。寫到這裡，我靜靜地醒過來」（45）。同樣的橋段

緊接著又再次被運用，一樣是藉由夢，第七節「我」因睡眠問題接受治療

的敘事（台北的宗醫師向「我」解釋夢的意義）與第八節三郎的故事（三

郎老家養的一隻叫石頭的烏龜正在發夢）連結了起來。石頭甚至藉由做夢

嘗試進入三郎爸媽的夢境。三郎母親多夢，但父親卻非常少夢。夢境也暗

示了痛的緩解。做夢使壓在石頭身上的床的重量消失，感受到輕盈地近乎

可以飛行（60）。牠「成了一個解夢者」「潛入床上的人的夢境」「甚至

忘了自己是一隻烏龜」（262）。  

小說第二章則以第二人稱「你」，從老年的三郎回憶自己戰後在中華

商場沈默地修理收音機的過去。此章的頭尾兩小節都安插了人物 Z 帶領

「我」走入充滿少年臉的村落幻境，但也有「我」十分具體的回溯其自己

自高三之後，與父親漸行漸遠的點滴。但更為緊密的二戰（父輩三郎）和

當下（子輩「我」）的交織則是「我」赴日進行睡眠治療，之前「我」已

                                                      
4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因應戰爭需要，台灣人被徵召至日本擔任軍人、看護等。1943 年，

日本則徵召台灣少年，擔任戰爭所需的戰鬥機的機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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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了不少二戰書籍，赴日後更研讀日本二戰軍機史（「我」當兵時恰為

防空砲兵，對戰鬥機的設計大師崛越二郎的才華欽佩不已），並按父親留

下的地圖開始追尋父輩的記憶。也是在日本治療睡眠模式的這段時間，小

說開啟了吳明益十分擅長的物質書寫。  

小說中段，有一整節（第三章 21 節）描述二戰末期負責轟炸日本的，

由哈普（Hap)少尉領航的 B-29 轟炸機群。稍後則有「我」在日本等待就醫

前夕，得以坐在窗前，想像牛車隊在名古屋運著高端的戰鬥機的景象。小

說寫道，士兵為紓解牛的疲勞，讓牛隻們痛飲啤酒，酩酊的牛隻露出既憂

鬱又幸福的眼神（197）。緊接著之前的大段戰機特寫，吳明益並非正面敘

述歷史的殘酷，而可說是在表面的傷亡人數之外，試圖捕捉最實際存在的

物質面—武器。能如此想像牛隻，正因「我」於戰爭的不在場，誠如小說

的字句指出「戰爭時期，沒有東西是可以自外於戰爭的，即使是牛也不例

外（198）。戰後，「我」的父親三郎以維修收音機維生，同樣是物質（或

物件），因此有異曲同工之妙。5戰前，三郎喜歡聽平岡的黑色收音機傳來

的如海妖般的女聲英語廣播，戰後，他沈默，透過收音機的連繫，重返自

己不為人知的少年工記憶。  

正在「我」自省自己對戰爭的遙想或許可笑之際，他也同時意識到「歷

史課本讀到的戰爭描述就對不是戰爭的歷史，不論是哪一個黨派、學者主

導的歷史課本，都離真正的戰爭非常遙遠」（198）。稍後「我」從日本寫

mail 給女友時，再次重申自己沒經歷戰爭，不懂戰爭怎麼回事。引用生殖

成就理論，說明不論是發動戰爭者，還是倖存者，都是「正確的生存策略」

（254），暴力之下，能存活下來，都是一種「成功」。「我」也順道帶進

了原／漢衝突，荷蘭殖民，甚至安插了「我」在名古屋觀光時，遇見了一

位來日本自助旅行的「深具民族意識的」學歷史的中國研究生王剛，似乎

在省思歷史進程中的各種暴力之外，也力圖呈現觀看歷史的諸多衝突面，

「我」即自認無法忍受王剛對戰爭的看法（254）。  

 

二、「非人」視角的歷史皺褶 

在小說中，各派人類視角共時發生之外，另一敘述亮點即是其中開展

出的「非人」視角的歷史皺褶。除了上述擬人化，被充當床腳的烏龜石頭，

值得注意的還有菩薩（這多與女性，例如「我」的母親或大姨相關）的視

角，以及與人類生存型態不同的的植物視角。小說以竹子難得一見的開花

                                                      
5 小說裡的其他物件還包括：「我」遊歷日本鎌倉湘南地區的雙鏡相機，善德寺戰歿少年慰靈碑

上的碑文等，甚至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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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序幕，之後是「我」在治療睡眠模式時遺世獨立般的在台北近郊山上，

熱情地養殖一缸水草，所幸有這微小的生態系，而不感寂寞。  

「我」的母親珍子成長於台灣中部沒落的漁村，為民間信仰注入了合

理的空間。戰爭對她，不是抽象的意識形態，而是把飛機殘骸拿來製成可

用的民生品如臉盆，或補船底破洞的日子，多虧「媽祖婆」庇蔭，現身來

撿炸彈（173），才讓台籍漁民的船在轟炸下倖免，沒有沈沒。對我仍住在

鄉下的大姨來說，被擊落的被迫跳傘的美軍則是「黑色的鬼魂」（176）。

值得注意的是，僅管「我」的母親珍子和其丈夫三郎，對共同經歷過的二

戰感知結構十分不同，珍子為一般操台語的百姓，而三郎則是通曉日語者，

兩人在戰後國民黨統治下，都因有限的「國語」（北京話）能力，而顯得

隔閡。  

在《睡眠的航線》中，上述的人、非人的各種異質視角不時並置交替。

第三章 21-24 節即為明顯的例子  。如上所言，第 21 節演繹了美方飛行少

尉在投擲炸彈前的心理，緊接的第 22 節，是觀世音合掌靜坐在雲端，從高

空俯瞰凡塵世事。在無分別轟炸的當下，法力無邊的觀世音也「感到一絲

絲地不解與無奈」，祂「縱使能觀遍世間音聲、苦難，卻未必能許諾解脫」

（153），面對轟炸帶來的死傷，祂的心底出現了巨大凹陷（155），一如

地面因被炸而成的洞。人為的暴力和神明的心理創傷重合。第 23 節則鑲入

了短短五行的 1945 年 3 月東京廣播電台的一段廣播。第 24 節回到三郎作

為少年工，在當時忙著防空掩體。這相連的四節，分寫美國人、神明、日

本電台、台籍少年兵的觀點，像電影蒙太奇般，呈現了同一事件（時間），

對二戰轟炸的異質觀點。  

學者已觀察到此小說中的異質性。黃宗潔分析了小說裡的多樣詮釋，

認為各種視角背後有難以磨平的縫隙，而劉亮雅則認為吳不以弭平各種聲

音為目的。6筆者想補充，吳明益對各種視野，詮釋的相互理解的可能性的

探問。小說第四章「我」和日籍的白鳥醫師同遊多摩動物園。面對被關在

籠裡的黑猩猩，白鳥醫師回想起，美國軍官 Hap 被俘，同樣地被「展示」。

除了藉此反省人類至上的優越感的無稽，實則在面對競爭時，可能比其他

動物更兇殘地對待弱勢者（217）。白鳥醫師之後透露，即使他為夢境專家，

任憑他百般努力，依舊無法幫其母親走出喪子之痛。望著白鳥醫師，「我」

靜默以對，從醫師眼中瞥見了「一種近乎慈悲的理解」（220）。將心比心，

「我」自問，自己的父親究竟如何面對他的夢境？在此，吳明益並未提供

                                                      
6 黃宗潔，〈遠方的戰爭：論《睡眠的航線》中的生態夢境與記憶〉，《東華漢學》13（2011），頁

192；劉亮雅，〈近期小說對日治時期的重新記憶：以《鴛鴦春膳》與《睡眠的航線》中的反記憶、

認同與混雜為例〉，《清華學報》，45.3（2015），頁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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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創傷之道，但從動物（黑猩猩）和人類相互觀照中，賦予了片刻的日

／美、日／台的主體位置的相互參照的慈悲。  

此一欲尋求各種異質皺褶的溝通，在 Z 這個角色上也有所表現。接近

小說結束處，「我」在睡眠幻境中探頭入水底，注視 Z「蜂巢式的複眼」，

Z 用線刺進「我」的胸口，使「我」眼前同時出現「複眼」聲音，當中黑

煙聲、呼吸聲、魚跳動的聲音、樹皮因燒焦而剝落的聲音、爆炸聲等全部

一起出現，直到「我」被驚醒。筆者認為，這共時多聲的夢境描寫，未嘗

不可被視作吳明益對各種異質記憶之中能否相互理解的探問。  

 

三、戰爭下的存活策略 

此近乎新歷史主義的關照，讓立場不同的個人在戰爭中的感受、戰爭

中的物質文化細節都顯得重要起來，足以逐步構建出相對接近戰爭真實的

一面。然而，小說對戰爭（或歷史）記憶的態度始終抱著質疑。即使是親

身參與而戰的三郎，晚年回憶自己少年工的經歷，只是「不太確定的未來，

不太確定的身分，以及不太確定的哀傷」（162）。相對於被炸死的同鄉少

年秀男，三郎幸運地倖存，但，活下來的意義他百思後仍不得其解。回到

轟炸的火場，「記憶不是那麼清晰，部分已被焚毀，只剩下了一片朦朧、

一種聲音、一份氣味。」（264）。那段因美國的確認，身分得以從戰敗國

變為戰勝國，等待搭船遣返的日子，對當時年紀仍輕的三郎來說，是「充

滿迷惘」的。  

再者，「我」與其父親關係不佳，「我」對父親從未告人的少年工過

去，按情節推論，也是間接從父親留下的信件、卡片，以及商場拆除後從

友人處拿回的方形掬水軒禮盒中的照片和筆記逐一拼湊起來的。父親戰後

的沈默和書末的失蹤均提點三郎的少年工記憶無法被完全理解，一如無法

辨別的三郎收藏的日文歌曲。沒經歷二戰的子輩「我」只能點滴拼湊，想

像父輩曾經歷過的真實。7唯一較貼近三郎自身感受的是小說尾聲，三郎與

昔日同學重遊日本的紀錄。他自認雖年少時參與了殺戮，但是否有罪，誰

也無法認定，他甚至無法判斷是否部分的他是「渴望戰爭」的（292）。不

過戰爭令他了解，求生意志的重要，呼應上述「正確的生存策略」。  

                                                      
7 此一拼湊戰爭歷史也出現在《單車失竊記》。小說裡，經歷緬北戰役的鄒族原住民角色阿巴斯

的父親巴蘇亞留下了照片和「銀輪部隊」的錄音帶。和《睡》中的子輩一樣，阿巴斯騎著單車，

走訪馬來亞戰役的路線，沿途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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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或者求存，可說是吳明益在《睡眠的航線》中一再強調的戰爭

下的最大公約數。不只是人類（不論戰勝國，抑或戰敗國日本），非人類

也同樣展現了求存意志。如果戰爭是人類生態系的重擊，那麼，面對日益

惡化的環境，植物生態系也瀕臨絕境。小說最後一章（第五章）第 44 節，

寫道夢幻湖的水韭難以生長，也寫道「我」對竹子開花的發現，即開了花

的竹子並非全部會死去，「總有那麼一兩棵強韌地活了下來…開花後沒完

全死盡的竹子才是成功的竹子」（279）。同一章的第 47 節，則將視角拉

得更遠，回到深受無法睡眠之擾的觀世音菩薩視角。祂知道「戰爭的背後

其實還有戰爭…。人類能一代代地活存下去，無非是這些苦與難維持了生

與死的恆定。」（295）。「我」雖然認為，人類應不會完全沒有戰爭，因

為連原始部落都戰爭頻繁，雖然他「不會為了任何理由參加戰爭」（254），
但認為「戰爭已經內化成人類各種文化都一個部份」（287）。面對世界接

續而生的戰爭與災難，吳明益不作對錯評判，他筆下的菩薩也僅能收藏眾

生的祈求，因不能兌現而面露痛苦（295）。小說最後，作者透過菩薩偶爾

留下眼淚，慈悲以對。戰爭沒有絕對的輸贏，被捲入的，無非以求生為關

鍵。書尾聲處，透過白鳥醫師的臨床經驗，透露存活的日本艦長曾說「活

著比死去困難得多，因為要有耐心地等待死亡。」（286）。而在《單車失

竊記》中，戰爭倖存者，鄒族的巴蘇亞曾道：戰爭期活得長久既是祝福，

恐也是詛咒。逝者已去，活著的人縱然體現所謂「正確的生存策略」，但

戰爭中的苦難也將延續在其後（普遍地被睡眠困擾的）生命裡。  

 

四、日本的遺緒 

對三郎而言，赴日當少年工雖含有對報效天皇的想法之榮耀感。他雖

上了船即後悔，但他偷拿父親印章，在申請書上蓋章確也有積極參與的能

動性。不過，背後也不乏權宜（他的「國語」（日語）、體能都不差）和

現實的考量—為了填飽肚子（65）。面對空襲，不論敵我，都是受害者。

小說提及朝鮮的少年工被兵曹毆打的片段。僅管三郎試圖分辨自己臉的輪

廓與同被徵召而來的朝鮮少年的不同，但總無法明確指出，吳似乎更強調

同為殖民地來的少年們所需共同經歷的生活。對殖民者，三郎敬愛大他幾

歲的日本人大學生平岡，尤愛聽平岡說故事，也喜歡聽他的收音機廣播遙

想家鄉。日本戰敗之際，他忖度著三郎如何感受。三郎質疑「我們真的是

戰勝國嗎？真的不是俘虜嗎？」（264）。僅管撕毀「自治會」證件的他，

轉瞬變回「戰勝」方，但這表象的更改並未磨滅在日本的幾年對其日後生

活方式的影響。例如，他有別於中華商場的邋遢鄰居，講究儀表，廉價皮

鞋總擦的光亮，且紳士派頭地帶上手帕，用日式台語表述。其對子女的嚴

格教養，似乎不乏當少年工時接受皇民訓練的遺緒。書裡間接拼揍出的三

郎的日本觀感也非全然是陽剛、軍事的。平岡君的愛說故事，想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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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日本文化中相對文化的，溫和的一面。不過，最饒富意味的是，《睡

眠的航線》雖以睡眠失序拉出了一條（日本皇民的）父系歷史皺褶，但最

後一節，「我」父親已失蹤，糖尿病發的（操著台語），在醫院裡半夢半

醒的母親「無邪且青春」、以一句「那些人後來都到哪裡去了」，舉重若

輕地總結了二戰的軍國煙硝記憶。  

 

五、小結 

作為中生代的重要作家，筆者認為，吳明益對戰爭記憶的處理最大的

特色在於引入各種異質視角。此一劉亮雅稱之為「反記憶」的實踐其實已

有諸多前行作家，不斷地藉由小說重新介入歷史，特別是對邊緣視角的關

注，尤其對歷史創傷例如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等議題的處理，幾乎已自成一

敘述工業。吳明益在這反思歷史的大潮之中，其與眾不同的該是他對自然

（非人）生態的連結，尤其是對人類自以為優越的解構。《睡眠的航線》

中，除了較鮮明的菩薩、動物、植物等書寫，還有較為少見的物質記憶書

寫（如：收音機），其後的《單車失竊記》更是一則單車物質簡史。與其

他作家相較，吳明益淡化了官方和非官方的民間記憶之間的抗衡，去殖民

的意旨嚴格來說不算明顯。父輩三郎的記憶雖被召喚，但其與日人（如平

岡）、日本文化之間的關係（戰後他從收音機中結論台灣製造的電器技術

仍不比美、日，或可是對戰後初期國民黨的微詞），其自己也未必釐得清

處。整部小說仰賴「我」的夢境，以修復「我」和父親的疏離，對父輩戰

爭記憶的不了解。  

書名雖點出藉由睡眠來召喚記憶。然而，「我」有時無夢，提點「我」

所能召喚的記憶的不完整。而戰爭記憶的擁有者（三郎）戰後沈默，最後

失蹤，儘管兒子「我」試圖拼湊三郎認知結構中的「日本」，也非盡如人

意，這些細節再次提醒了歷史敘事的難度。在《睡眠的航線》中，吳明益

除了以跳接手法，呈現了同時但異質（例如三郎和其妻子），甚或跨界（人

界和植物、非人的動物的生態界）的二戰記憶，和代際之間異時（如「我」

和其父親）的記憶皺褶的差異，更想叩問的，或許是人類無以避免的殘暴

和歷史流轉間人（和物）的求存本性，以及這些不同皺褶之間能否相互理

解，慈悲以待的可能性。如果做夢可被視作創傷記憶的回返，文本中讀者

二戰記憶的導航者「我」，卻在台北療程中無夢。反倒是在赴日就醫前一

週，才又重返夢境，暗指創傷記憶的召喚需回到原處實地演練（walk 
through），方有療癒之機。  

儘管透過「我」「夢出」的戰爭記憶有所侷限，但至少「我」的睡眠

失序為父子代際之間的生疏架起了溝通的契機。第二章的第 12 和 14 節，

分別由父親三郎的角度，和兒子「我」的角度折射出戰後中華商場的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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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當中「小奸小惡」的眾生像。比起兩位睡眠治療師串起的「科學醫療」

知識，以及需借用史料穿針引線的父輩記憶的追索，或人界之外的揣想，

中華商場的段落顯得平易親和。小說第 5 章的 38 節，記述商場拆遷前一

天，「我」與父親講了自「我」15 歲後「最長話的一次」（242），之後父

親隨商場被拆而謎樣地失蹤。因緣際會，「我」意外取回父親已變賣的舊

書中夾著的照片，更具體地勾畫出父親少年工時走過的足跡。就這點來說，

中華商場這一空間可同樣被理解成召喚二戰記憶的物件。《睡眠的航線》

的戰爭記憶以父子關係（子尋父）為基礎，所啟動的與其說是父輩所親歷

的過去，毋寧更是子輩期望能理解父輩的一次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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