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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鼻仔西裝 

 

    過去一年，筆者有機會接觸著較濟的西方文論，印象上深刻、感到

上興奮、也上有「感受」、認為對台灣文學上「合軀」的文論應該是俄

國文論家米哈伊爾．巴赫金(Mikhail Bakhtin)的「狂歡詩學」，個人上頭

先研讀著的巴氏的文論是伊的《拉伯雷研究》中的〈拉伯雷小說中的廣

場語言〉和〈拉伯雷小說中的物質—肉體下部形象〉，但是，對著巴赫

金這位「赫」赫有名、「金」光閃閃的 20 世紀上「巴結」有力的俄羅斯

文化名人來講，這兩篇論文當然只是巴氏學海中的一粒粟仔耳耳： 

「巴赫金(1895～1975)作為文藝學家、語言學家、美學家、倫

理學家、哲學家、歷史文化學家、人類學家，一生的著述含蓋

了文學、語言學、美學、哲學、精神分析學、神話學、社會學、

歷史詩學、人類學、民俗學等等學科，巴氏同時還是一位最有

創意的大思想家，他因為敢大膽突破舊傳統，不斷開拓新視

野、新思路、新方法受到稱讚，受西方各種文學流派如西方馬

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符號學、敘述學、文本主義、解構主義、

新歷史主義、後現代主義⋯所接納。(程正民，2001)」 

然而，巴氏「狂歡化詩學」的文論，應該是上「經典」性的。筆者

所講的上有感受的、認為論述台灣文學上「合軀」的也就是這一部份。 

 

二、理性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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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久以來，咱習慣的認知事物的方法，是建立佇「正統」的世界

觀頂頭的，在西方，是建立在古希臘時期柏拉圖、亞里士多德等人提

出的「形而上學」的哲學認識論的基礎上的，後來形而上學變成了人

類「理智」的代名詞。這種世界觀的特徵是所有的價值用伊的空間的

位置來決定：對高到低，對中心到邊緣。等級愈高，愈有權威；離中

心愈近，愈顯得完美 

。形而上學的「獨白型」的一元權威在西方認識論中深深釘落根。這

種強調中心及權威，崇尚等級佮規則的世界觀雄據西方數千年，一部

西方思想文化史，就是對一個「中心主義」走向另一個「中心主義」

的歷史。對古希臘的理念中心主義走向中世紀的神權中心主義。文藝

復興使神權至上的理想破滅，然而，神性馬上被人性所取代，中間經

過啟蒙時期的「理性中心主義」，到了當代，人類權威被推搡到最高峰

的人本中心主義。20 世紀，更加是各種「中心主義」頻繁更替的時代：

科學中心主義、語言中心主義、符號中心主義、文本中心主義、讀者

中心主義、結構中心主義、解構中心主義⋯⋯ 

    這種一元思維造成二元對抗，強調「非此即彼」，不是肯定，就是

否定，特別強調用「絕對否定」來代替「否定之否定」，也就是否定中

不包含任何肯定。絕對否定造成自身否定，全面解構造成自身解構。

西方世界在一片的絕望的否定之中，一次復一次傳出「死訊」：「上帝

死了！」(尼采語)、「作者死了！」(羅蘭．巴特語)、「人死了」！(弗

洛依德語)⋯整個現代西方籠罩在一片死亡的陰鬱氣氛中間。 

     

三、狂歡詩學 

 

巴赫金的了不起就在於伊真早就注意到：在以形而上認識論為基

礎的古代正統的世界觀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以「狂歡節」的世界

感受為基礎的、古代非正統的世界觀也頑強存在著。雖然它大部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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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陣攏處於被壓制、被排擠的地位，但它定定利用： 

(1) 節慶期間的「合法性」。 

(2) 下層的民眾性。 

(3) 以大無畏的狂歡精神(或者應該說是：狂歡的大無畏精神)，不斷對

以中心、權威自居的世界觀發起挑戰，產生威懾力量和顛覆作用。 

巴赫金就是用伊靈敏的耳孔，在正統世界觀的專橫語言中聽著「狂

歡節的迴響」。 

「肯定這是一種狂歡節的宇宙觀，一種的狂歡思維，或者叫做『意

識的狂歡化』，它潛在的和一切『獨白型』的認知定勢、認知圖式、概

念框架、思維模式、價值取向、習慣心理針鋒相對，顛覆了認知論中

的等級制。」(夏忠憲，2000) 

   這就是巴赫金的狂歡化詩學理論，強調「顛覆」，但是伊的顛覆是

為了「重建」，而且是積極的建設。他用「笑」、「向下運動」、「諷刺性

模擬」、「小說性」、「民間性」、「雙聲話語」等因素顛覆舊世界，創造

新世界。 

 

四、中國道統 

 

而在東方，以中國為代表，這種情形也不遑多讓，對以「中國」為

名，看四鄰是夷狄、對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一路落來，

到孫中山的「道統」，正是這種「中心主義」！而且，其「稱霸」的時

間更加久，權威、霸權更加超過，當然，伊更加應該被顛覆；尤其是台

灣，自古以來，無論是地理上、文化上，一直被中國看做為「邊緣」、

視為「化外之地」，受著的中國的獨白型的認知定勢、認知圖式、概念

框架、思維模式、價值取向、習慣心理的荼毒更加深，對這種認知論中

的等級制的顛覆的企圖自然更加強烈，尤其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人

多為「邊緣人」，「狂歡」的性格更加鮮明，巴赫金的「狂歡化詩學」，

在台灣的新文學作品中，其實在不知不覺中早就被「理論實踐」著，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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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鄉土文學」光譜的中堅群作家的作品，差不多攏「自然」透露出

這種「狂歡式詩學」吉光，閃著巴赫金極力推崇的「拉伯雷」片羽，台

灣小說界的雙璧黃春明、王禎和正是此中的顯例。 

    毋過，就在筆者初初接觸巴赫金的文論的時，我腦海中浮現的卻是

一位會使得講是在台灣「正統」文學史中缺席的作家：許丙丁。 

 

五、丙丁甲乙 

 

許丙丁，(1900年～1977年)台南市人，字鏡汀，號綠珊盦主人，簡

署綠珊盦，另有綠珊盦莊主、錄善庵主、肉禪庵主人、默禪庵主等筆名，

早歲從事舊詩寫作，(1921年/22 歲~1930年/31 歲)十年間約有詩作百首，

1930年，《三六九小報》在台南創刊，這份由南社中堅人物創辦的刊物，

八開四面，每月逢三、六、九出版，內容除小說、詩詞外，又有〈雜俎〉、

〈史遺〉、〈開心文苑〉、〈古香拾零〉等專欄，正統文學和俗文學攏刊登，

許氏受著邀請寫稿，寫作的範圍真闊：包含詩、雜文、小說、詩話、漫

畫，顛倒是伊原底上熱心寫作、寫作量上濟、奠下伊的文人身份及地位

的正統舊漢詩的創作差不多就停頓落來，這段期間，上受歡迎及討論的

作品，就是本文所要論述的台語中篇小說《小封神》。 

《小封神》在 1931年 3 月 26 日在《三六九小報》50 號用筆名「綠

珊盦」發表，題作「滑稽童話」，乃借民間傳說加上自己的想像，以神

佛為主角，用相當文雅(說書)的台語，寫成文不甚深，事又易明的章回

體小說，描寫台南三宮三廟的正神與偏神，以滑稽之筆，描寫古都百態，

對妓院、流氓、神棍、議會、官員，乃至米糧滯銷、人口節育、交通情

況，都在描寫、批判之列，文才發表，馬上轟動古都： 

「直把寺廟，描寫神奇怪事，是遊戲文章，不是欺神罵鬼，有理無

理，何必咬文嚼字。」〈如夢令〉(許丙丁，1956) 

如同前述的：巴赫金的狂歡化詩學理論，上介強調的是「顛覆」，

他用「笑」、「向下運動」、「諷刺性模擬」、「小說性」、「民間性」、「雙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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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等因素顛覆舊世界，創造新世界。 

許丙丁的《小封神》干但看冊名，就非常的「巴赫金」(或者也可

以說是「非常的拉伯雷」)，總講一句，就是非常的「顛覆」；咱愛知影：

台灣的社會是非常「迷信」的，迷信的語義粗淺來看，就是「信」到入

「迷」的程度，佇遮，所信的，當然是指台灣人心目中的「神明」，台

灣，如所週知的，是一個多神教社會，多神教社會無像一神教社會按爾，

神權發展到「政教合一」彼款的權威，所以，無像西方社會，以對一種

宗教的信仰發展出來的文化，也無對單一的宗教、文化來解構的文化，

台灣的宗教看來雖罔對文化若準無赫爾鮮明的色彩及強烈的影響，但

是，台灣人對神明、以及神明的「居所」—天的敬畏，其實和一神教的

社會中對唯一的神的敬信，在程度上是有過之而無不及的，想看覓：對

一欉大樹也拜、對一粒大石頭也拜、對道德崇高的人變成的神明也拜、

對地方上有貢獻或犧牲的人所變的神也拜、對傳說中顯靈的人或獸都

拜，當怹舉香或是合十而拜的時陣，彼種崇敬或是虔誠，是絕對不容允

對怹所敬拜的神明有少可仔不敬或是褻瀆的，對這一點來看，台灣的社

會是有而且可以有神佛甚至神怪小說的，但是，所寫的神明或是神怪大

部份攏是正面的，而且，其實是一種「造神」或是「封神」的「故事」

(或經過)，遮的，耳熟能詳者如媽祖、如觀音、如土地公、恩主公、囝

仔仙、十八王公等等傳說或「神話」，但是若準猶毋捌看過以神明為主

角，將神明「還原」為「人」或是「賦神明以人性或人行」的小說，對

即點來看，許丙丁的《小封神》，就有畫時代的「開創」意義，「開創」

就是「顛覆」，這也為什麼作者在小說一刊登，就愛〈如夢令〉一下，

以表「心跡」，就是刊登了後得著好評的情況下，於將近二十年後的 1951

年出版單行本時，猶復著「申論」一擺： 

「我是一個佛教徒中斥除迷信的革命者。⋯⋯近代的社會已

達原子能的時代，再看我們的古都又怎樣呢？仍然守著尚鬼

的陋習，試問三百年來的民族精神究竟在哪裡？⋯⋯我是個

鄉土觀念最深的人，也可以說我最愛的是鄉土，自然希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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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鄉土一切不合理的、開倒車的事理，隨時代而改進，隨時

代而發展。」 

〈寫在《小封神》的前頭〉(仝上書) 

在遮，咱猶會當注意著即點：《小封神》抵在《三六九小報》刊出

的時，得著的「好評」究竟到什麼程度，即久的咱雖然無介清楚，但是

「獲致好評」應該是毋免懷疑的，這就提示了：巴赫金的「狂歡詩學」

的另外一點要義：下層的民眾性。 

「下層的民眾性」有兩個語言要素：「下層的」、「民眾性」，在遮，

筆者特別做了這款的「解讀」：就是「題材」必須是「下層的」，「語言」

必須是「民眾」的。對這一點來看，許丙丁的《小封神》，完全合了這

個「規則」，首先是：《小封神》中的神，實際上是咱、或者是台南庶民

所「封」的神，不是作家許丙丁所「封」的，是台南「下層的」民眾日

常生活中所膜拜、「神明生」所迎出來繞境、狂歡的神明，所以，讀者、

至少是《三六九小報》發行地的台南人，不但無以許丙丁用遮的神明為

主角、並共詼謔的描寫是「大不敬」、是「褻瀆」，顛倒是「會心」一笑，

這和怹以廟庭為廣場，歸日守在廟庭的榕仔樹下搏牌仔、交換明牌、議

論政治、品評女人的生活的「心情」是共一個模式、一個意識形態，許

丙丁對神明的描寫，甚至幫怹合理化怹對神明的小小的不安、不敬、和

歉意。許丙丁的題材初「策」就是成功的。 

 

六、眾神狂歡 

 

續落，咱就進一步來看用著「大無畏」的精神、「狂歡」的許丙丁，

按怎來描寫諸神的「狂歡」： 

故事是對「上帝爺赴任受虧」(第一回)開始，一開始，會使得講就

充滿著「狂歡」的性格：原來上帝爺前身是一個屠戶(殺豬的)，因為「日

日屠殺生靈太多，有一天動起了惻穩，良心的苛責，反把二枝的宰豬刀，

插入腹裡。一時胃腸迸出，嗚呼哀哉！」即個屠戶，「放下屠刀」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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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立地成佛」的，竟然「把兩枝的宰豬刀，插入腹裡」致使「胃腸迸

出，嗚呼哀哉」，讀者的咱，敢未感覺太過「誇張」、太過「掠狂」？誇

張、掠狂，正是巴赫金所定義的「廣場的」、「狂歡的」性格，許丙丁一

開始就採取即種「狂歡」的「大無畏」手法來開場，這也是咱有歷史的

「說書」的「開鼓」的性質，許丙丁會採取即款的「開章」手筆，就是

伊有「狂歡」的性格或者是心態，這咱對伊的一生的多彩多姿、以及伊

細漢就在廟埕聽說書，就會當印證。 

伊的機巧猶不但是按爾，原來「伊一道的靈魂不滅，飄飄蕩蕩，直

上南天門而來。湊巧偶逢那掃淨魔王豬八戒，真是仇人見面分外眼明，

見著子孫的的敵人到此，難免怒從心起，惡向膽生，扭他打得落花流水。」

世間(其實已經不是世間矣)竟然有遮衰尾的代誌，宰豬的自裁，游魂偏

偏「冤家路窄」，去予豬哥神拄著，這應該也是「狂歡」性格的作者才

會去想著的情節，狂歡就是「解放」，一個人心身若是得著解放，身心

就會活跳，自然就會有巧思妙想，「狂歡」其實不是字面上的「狂歡」，

「狂歡」是打破一切束縛的大力量，是「生機」的激發或者再造，幽默

感、諷刺性自然就流露出來： 

「不拘彼時已經亦有一位大上帝，駐在草花街了。他駐在期

間長伊一級，而且是舊神食新神，可憐一位新拜命的上帝爺，

就被貶在無鬧無熱的小上帝去了。噫！神與人同，這樣境遇，

何誰要打睬伊咧？眾子弟多用白眼相待伊，所以上帝爺赴任

之日，垂頭喪氣，說一句「看來世上金能語」做訓示，以外

就無愛多講。」(呂興昌，1996，下引皆仝) 

這是何等深刻的譏諷，「神與人同」！神是人封的嘛！所以「看來

世上金能語」，小上帝「夫復何言」！ 

譏諷如此，幽默又如何呢？請看： 

「眾弟子見他赴任，無甚言語，誤認伊是豆菜底的，勉強造

一間的三分不像寺，四分不像宮的廟宇安之。幸喜上帝爺，

自幼亦曾讀過「君子居無求安」的論語，忍氣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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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一個小上帝看做一個「豆菜底的」，許丙丁也算是「狂歡到家」、

「幽默到頂」矣，誰知伊尾啊猶不放上帝爺煞，也不放孔子公仔煞，復

提孔子公仔的論語出來幽默一下：「自幼亦曾讀過『君子居無求安』的

論語，忍氣吞聲⋯」 

其實，許丙丁「小封神」所提出來滾笑的不單是神明耳耳，做一個

讀冊人，許丙丁對著「吃人的禮教」也真有意見，所以，在遮，伊看起

來是借著小上帝搬出「論語」來自我消遣，其實，伊應該也是有意拖出

孔子公仔來予「斯文掃地」，因為，續落的故事，差不多就是圍在小上

帝「真糊塗」吊「魁星」來展開的。 

大家攏知影：「魁星」是鎮守在文昌祠主宰「金榜」題不題名的神

明，許丙丁的「考運」看來是真受魁星保庇的，因為伊在 21 歲考日本

時代的「台北警察官練習所特別科」的考試的時，3000 個考生中，干

單抾二個台灣人，許先生就是其中一個，但是，這爾照顧他的魁星，在

《小封神》中，卻予伊寫做上衰尾的「替死鬼」。 

原來「君子居無求安」的小上帝，「福無雙至，禍不單行」，因為鎮

守的所在偏僻，「香煙稀微，燒金罕到」，致使到「廟壁蕭條」、「飢餓交

迫」，無想著七月一場風颱，共伊一座不成東西的廟宇吹吹倒，變做日

日坐困愁城，未堪得輔佐伊的康、趙兩元帥日連暝咧「哭枵」，「枵雞毋

驚棰」，無想著「枵神」也無顧面底皮，竟然 liu落來伊彼頂銅鍍金的通

天冠，叫兩個元帥提去當店當了五千錢，誰知，「散神」及所有的「散

人」攏共款，有一把仔本，就想看會當翻本未，所以，「見著局(kiau2)

就去(氣)」，經過媽祖宮口的時陣，拄著天上聖母的手下，千里眼及順

風耳在宮口咧拋璉寶，康趙兩元帥無想著人一個是順風耳，極 gau5 聽

牌，一個是千里眼，極 gau5 看牌，五千錢無兩下手，就輸到「空囊赤

手」，轉來到上帝廟，無法度對小上帝交代，就騙小上帝講是在媽祖宮

口去予一個獠牙大漢千里眼搶去矣，上帝爺氣一下就走去欲及千里眼怹

算數： 

「千里眼怹兩個看勢面不好，關住廟門，逃之夭夭去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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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上帝爺在宮口肆口亂嗎，也無卜插伊。正在大發神威的時，

適遇文昌祠魁星要往關帝殿訪問武聖；原來魁星、千里眼同

是一個面貌，那上帝爺誤認是千里眼，不分皂白，祭起綑仙

索，命黃金力士將伊魁星躂斗縛住，吊在上帝廟前示眾」。 

可憐的的魁星爺，無端受屈，去予上帝爺吊到骨瘦像柴仝一款。         

魁星被吊，這才是一個開端耳耳，因為伊是管眾文士的「榮華富貴」

的，眾文士看著即個宰豬的按爾侮辱斯文，欲出頭爭一個體面，對遮開

始，孔子公仔也被拖落湳，同場演出許丙丁鋪排的「譀古劇場」，老生

變三花，這是許丙丁、也是台灣的「狂歡廣場」： 

「眾文士⋯無奈手無縛雞之力，不是伊(上帝爺)的對手，文

昌祠即刻傳單，召集三千弟子來見孔聖人，尊伊老先師的意

見。」 

如同所料的，「孔夫子年紀多了，自然是主張穩健」講： 

「吾輩文人，不比他武夫，魯魯莽莽，一旦動起干戈，設若

不得制服他，四千餘年的面目付之流水，這就是暴虎馮河、

死而無悔。」 

恁看，許丙丁這敢不是指著和尚咧嗎「臭頭仔」？保守黨就是按爾

形成的，保守黨的政權也是按爾被輪替的，若覆按許丙丁的身份地位及

伊寫作即篇小說的年代，咱實在不得不欽服許丙丁的氣魄及遠見，即種

的氣魄及遠見，若不是有大無畏的狂歡的性格，曷能臻此？ 

「民意如流水」，孔聖人的威權，在「民主時代」，也有被質疑、被

不滿的時陣，所以： 

「三千的門人，聽了個個不平，都說孔夫子老耄無能，任人

翻弄到此田地，還不爭一個高下，一時議論準騰；有的主張

戰，有的主張和，莫衷一是。孔夫子無法，只(好)對眾弟子

約束，明日尋武聖，請伊做一場的和事老，往小上帝討人情，

放回魁星⋯」 

為著安搭眾弟子，武聖關公也被孔子公仔拖落水，然而，威名赫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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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聖出面又復如何呢？正是「武聖」抵著兵，有理嘛講昧清，即個宰

豬的上帝爺，聽了關公共講伊吊不著人，見笑轉受氣，竟然回答講： 

「豈有此理，明明在媽祖宮口，被我命黃巾力士，吊在樹上。

若不將所搶的錢全部賠償，要放他，就是靈霄寶殿的敕旨，

亦是萬萬不能。」 

在遮，許丙丁藉小上帝所呈現的「小人」或者是「昏官」，就是死

不認錯，就是橫材夯入灶，就是見笑轉受氣，而伊初始所犯的過錯就是

輕信下腳手的人的話，無欲求證，僚氣十足。 

續落去，為著欲救魁星，許丙丁發揮伊的巧思，也是揉濫了台南或

是台灣庶民大眾的傳說，伊分別用了： 

文武聖計議救魁星(第四回) 

自轉車驚走三太子(第五回) 

孫真人藥救李天王(第六回) 

雷震子力賽飛行機(第七回) 

黃金棍打破烏龜殼(第八回) 

九龜精陣亡山仔頂(第九回) 

四大金剛看五榖王(第十回) 

金魚仙巧借混元斗(第十一回) 

報司爺見色失醋矸(第十二回) 

觀黑幕氣走金魚仙(第十三回) 

眾神仙被困天羅陣(第十四回) 

眾惡猴大戰鹿角仙(第十五回) 

眾神仙重見天日(第十六回) 

四妖魔逃歸澤龜洞(第十七回) 

宴神仙細談天上事(第十八回)  

解難排紛老土地奔波(第十九回) 

奪混元斗馬扁禪師逞能(第二十回) 

吹黑幕大聖爺受困(第二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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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妖鏡馬扁師現形(第二二回) 

封神廟眾仙聚會(第二三回)  

 

總共二十三回來「仙拚仙」，仙拚仙中間，遮的正神偏神，無論言

行，攏大大超出咱一般所想的「神聖」，真正是「匪夷所思」，尤其是生

為現代人的許丙丁，伊真正有「神」來之筆，將三太子李哪吒上厲害的

「風火輪」及咱上普遍的交通工具「自轉車」來比，一個咱庶民眼中不

可一世、但是及咱真親近、定定咧出明牌予伊的弟子的三太子，竟然： 

「撥開雲頭一看⋯⋯不料那日恰是南部自轉車競賽大會，只見

無數選手在那裡競走自轉車。那三太子一見，那時面如土色，

喝聲不好，撥轉雲頭，走向靈宵殿去了⋯」(第五回) 

我想，許丙丁先生彼時大概無親像即久機車滿街飆，無，伊一定會

更較「狂歡」來寫三太子的狼狽。不過，許丙丁先生是無缺欠即款的「狂

歡」的題材的，在第七回，伊就寫著「雷震子力賽飛行機」(第七回)，

雷震子就是專責查察人間善惡，享有先斬後奏的特別司法權的「雷部正

神」的雷公，雷公熠爁予許丙丁先生想著的果然是「雷霆萬鈞」的飛行

機： 

「⋯雷震子即刻提了黃金棍，一路向小上帝廟而來，不想將

近大北門，那日恰是陸軍練兵場，操演飛行隊，一隻飛機正

在穿雲入霧中間，雷震子誤認亦是風雷翅作響，不覺大吃一

驚；暗想：前番西岐的辛環乃是肉翅無風雷作響，而今竟有

同我一樣風雷翅，真是世間無奇不有，難怪師弟(哪吒)吃驚

走回，我今日也難免出醜了，待我試伊力量一番再來設法。」 

莫試猶好，一下試： 

「⋯提起黃金棍，泰山壓頂的勢打下。不防飛機前面的推

進機拍喇一聲，把雷震子打落地下去。真是虎落平洋被犬

欺。」 

果然「出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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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說雷震子因為無注意，該被扶蠦拍喇(螺旋槳)打落在

地上。可憐呼呼氣喘，神息不定；那仙家的氣息自然比別

不同，只聽得 ku-lu-ku-lu 的聲響亮，一時驚動了男女圍

來觀看，雷震子因羞變怒，大發雷霆⋯」 

即種將神話及科技提來對敵，不但是一種的巧思耳耳，即種的「狂

歡」性格，所呈現出來的實在是真「後現代」。 

 

七、「天的」來矣！ 

 

更加不可思議的是，1931年寫作的即部《小封神》，彷彿就已經見

著今日的政治生態，遐不知「神(民)意」為何物的偏「神」代表「龜靈

聖母」，在「雷部正神」來指名會見的時，竟然暗叫手下「臭腥龜、掽

風龜、屁龜、聚產龜、雙鐮龜、美高龜、牛屎龜、粗皮龜、水金龜一黨

先埋伏在山仔頂附近，乘雷震子無備，暗中行事⋯」 

噫！好一個「龜仔黨」，竟然來暗森步的，想欲偷渡法案！啊！何

等高明的先見及形容。 

不但是按爾，在二十回及二一回中間，許丙丁的先見之明到了「洞

察天機」的地步，干單看回名：奪混元斗「馬扁」禪師逞能(第二十回)， 

照妖鏡「馬扁」師現形(第二二回)，應該就會予人「拍案叫絕」矣！ 

咱就來看許丙丁先生按怎來「狂歡」消遣「馬、扁」： 

話說鹿角仙聚集了金魚仙一班的兄弟，便道： 

「事到如今，若是任他『解和』(共生)了事，我們兄弟面目何

在？欲再籌計對抗，結局又不是伊的敵手，眾兄弟，你想有好

法子麼？」 

大家左思右想，金魚仙忽然想起牛頭山黑幕洞有八拜之交兄弟馬扁

禪師，即對鹿角仙道： 

「我有一位金蘭好友馬扁禪師，他能三十六變化，三頭六臂，一

口反覆催命劍，臨陣時，善吹一場黑幕，將身罩住，然後運用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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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劍取神仙首級，易如反掌。」 

鹿角仙就命伊緊去搬請，無想到金魚仙前往「黑幕洞」有請有八拜

之交的馬扁禪師的時，馬扁禪師隨就現出伊「不沾鍋」的習性推講： 

「賢弟有所不知，我自會了萬仙陣以後，就主意不再惹風

塵，此事小弟實難從命，請令請高人援助。」 

虧得金魚仙哀求道： 

「我今日這樣慘敗，你反執著旁觀主義，枉費你我結拜一

場。」 

馬扁假仙假 tak，「秀」了 200 幾擺身段了後，才答應出洞，無想講

一出門，就發揮「馬扁」手法，化身做老土地熟識的「火燒婆祖」騙走

了老實古意的安海街土地抱著的齊天大聖欲還臨水夫人以便和解的「混

元金斗」，佳哉眾仙到太華山向赤精子借了「照妖鏡」，才有才調照出伊

馬扁禪師的原形，予伊露出「馬」腳，俯伏在地，本成托塔李天王一時

性起，想欲取伊的首級，不料半路殺出一個掌教師尊李老君求情，留著

一條活命。 

想未到即時的許丙丁借著李老君的嘴，講出即段的話： 

「天意如此。不久，當有金魔王擾亂，因他一毛不拔，混身

『獨毛』，勢不可當，非馬扁禪師『黑幕』不行。」 

講到「天意如此」，又講到「金」魔王、混身「獨毛」、非馬扁「黑

幕」不可，許丙丁先生意何所指，老實講是真含糊的，或者是天機不可

洩漏，或者是「狂歡」的「天聽」予伊的「天啟」，總是，三○年代寫

的「滑稽童話」，竟然成做這呢準確的「預言小說」，咱除了用「狂歡詩

學」、「廣場性格」來了解以外，實在真奧參悟出其中的奧妙的啦！ 

八、緊張相看 

 

最後，本文未當已於言者，是《小封神》使用的語言：許丙丁在赫

爾「保守」的時代(1931)，竟然選用了大多數台灣人所使用的台語，棄

用伊所「俯仰」其間、並得著「威權」(日本刑警)者的語言—日本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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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可能是伊作為一個文人、作家所活躍的刊物的風格的影響，但是，

咱未當無讚嘆作為一個作家，他的這個語言的選擇真是高明及苦心。 

天才就是這樣，他聽任主人公的要求──對話性，這也合於巴赫金

對杜思陀也夫斯基作品的分析中所講的「獨創見解」的「複調語言」的

特性，作者聽他的主人公的「心聲」，在遮，內容決定形式，「主人公」

要求用「民眾的」語言「對話」，作家許丙丁聽著！ 

咱並無在伊的「前言」或「後語」中看著伊對使用台語來寫《小封

神》的任何說明，若親像使用「民眾的」台語來寫即個「下層的」題材，

是理所當然、天經地義的，連神明都攏毋免問的(毋免博杯)，神明都毋

免問矣，管伊什麼「國語政策」？顛倒是後來改訂出版，煞去考慮不應

該考慮的政治或是市場的問題，而改做「(中國的)國語」，完全失去了

「台語小封神」的氣口及精神，也全然抹殺了《小封神》作為母語寫作

的「先驅」的地位，無意識著伊的「天才」性格對母語在對抗比原來更

較邪惡、更較強勢的「新外來語」中的指標性功能和意義。 

許丙丁在 1931 年的這一個母語寫作行為，意義是重大的。巴赫金

在《拉伯雷研究》第七章得欲結束的時，講著一個「重要的問題」～也

就是「拉伯雷時代人們對語言和語言世界觀特有的態度問題」，伊講： 

「文藝復興時代是歐洲語言文學史上，兩種語言銜接及交替

的唯一的時代⋯特別是新時代的小說，會使得講，怹攏產生

於兩種語言的交界處，文學語言生活集中在遮。經歷了緊張

的兩種語言互相辨別、互相作用、互相闡釋的過程。兩種語

言攏坦誠的、緊張的、面對面在相看：每一種語言都在別的

語言中認識了自己、認識了自己的長處和不足。這兩種語言

的界限，可以在對待每一種物品、每一個概念、每一個觀點

的態度中感覺著。因為兩種語言體現了兩種世界觀⋯」(巴赫

金，1998) 

台灣語言的不幸就在遮，許丙丁寫作《小封神》當時，與台語交界

的另一種語言是作為「國語」的日本語，兩種語言必然也經歷了「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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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兩種語言互相辨別、互相作用、互相闡釋」的過程。毋過，兩種語言

有無「攏坦誠的、緊張的、面對面在相看：每一種語言都在別的語言中

認識了自己、認識了自己的長處和不足」？卻是有疑問的。統治者太強

勢了，政治凌駕了一切，所有的方面，攏有空間的、位階的問題，統治

者的一切攏是「高階的」，「優等的」，被統治者的一切攏是「劣等的」，

因此，攏是「低階的」，低階的沒有資格「坦誠的」面對高階的統治者

的語言，怹是「緊張的」「面對面」咧相看，在這種不平等的對待或是

自覺下，台灣人只認識了統治者語言的「長處」和自己的「不足」，所

以，台灣的民間語言無法度控制「所有的思想範疇」，所以，不但未當

將(官方的)語言對「遐」(民間)put 出去，所以，到今，咱猶無法度擁有

新的觀點、新的(雙重性)的思維方式、新的評價。 

這實在非常令人痛惜！想看覓：許丙丁寫作《小封神》到現在偌濟

年矣，台灣人不但猶未當擁有新的觀點、新的(雙重性)的思維方式、新

的評價。顛倒在新的統治者的更較強勢、更較殘暴的作為下，就是到現

在，政權都被輪替了，都猶在反對、抵抗這款的「普世價值」，在這款

的理解下，咱如何見怪許丙丁後來將《小封神》改寫成中文版出版發行

呢？ 

巴赫金透過對杜思陀也夫斯基和拉伯雷的小說的研究，開創了真闊

的文學的視野和新的理論，我發現遮的理論完全會使得在許丙丁的《小

封神》的小說中體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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