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城市》中的空間想像：
記憶、符號與敘事
蔡秀枝

摘

要

義大利小說家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一書，運用中國皇帝忽必略汗
與義大利使者馬可波羅兩人的對話敘事，帶出空間的觀看與帝國的想像，讓文
本空間與城市空間在字裡行間互相映照。敘事的進行、時間的開展與城市的增
多，讓忽必略汗的帝國在閱讀的想像中次序堆疊。在馬可波羅的敘事中，各個
城市的存在都被推向抽象，不同的城市生活與空間景觀在語言符號中，被異國
的敘事者與帝國的主人的語言與想像所推動，被他們的欲望與權力所分割或歸
納。敘事、記憶與想像的過程因之展開。
本文將以記憶的符號來貫穿《看不見的城市》中的城市空間和語言敘事的
建構過程。首先，將以賽朵，克麗絲蒂娃和列斐弗爾的空間論述，以及德希達
和德曼的記憶論述來觀看這些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城市與空間敘事，是如何能形
塑出帝國想像的文化歷史空間，以及城市如何經由變形敘述而轉化為世界網
路，並討論此種虛無城市的美學觀如何在現實與責任間逃逸其社會文化身分。
《看不見的城市》藉由異邦人馬可波羅言說中的城市，忽必略汗想像中的帝
國，在看見與看不見中，有著巨觀與微觀、當權者與旅人、自我的凝視與他者
的閱讀／記憶的差異與融合，因此形成認知的衝突與知識傳遞的落差與學習可
能，形成抽象認知的實踐課程。然而在眾多的城市記憶與遊歷中，在語言的轉

述中，被敘事的城市既被抽去了物質性，也失去了時間性，只能變成純粹的概
念與意義象徵。於是《看不見的城市》在文字的表面結構遊戲中，呈現出了抽
離本質的趣味性符號指涉，但是最終，隱藏在文本中的，更多看不見的結／解
構與符號遊戲卻將被虛無化、空洞化了的本體論上的城市，轉化成另外一個充
滿記憶的記號空間，以開啟更多認知與等待實踐的城市空間。
關鍵詞：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忽必略汗，馬可波羅，城市，空間，
空間性，賽朵，克麗絲蒂娃，列斐弗爾，德希達，德曼，符號，記憶，
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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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來自記憶的浪潮湧入，城市就像海綿一樣將它吸收，然後脹大。對今
日齊拉的描述，必須包含齊拉的一切過往。但是，這座城市不會訴說它
的過去，而是像手紋一樣包容著過去，寫在街角，在窗戶的柵欄，在階
梯的扶手，在避雷針的天線，在旗杆上，每個小地方，都一一銘記了刻
痕、缺口和捲曲的邊緣。

《看不見的城市》

一、前言
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作品豐富而多元，不僅在創作的敘事
技巧上迭有轉變，也不斷在議題上開闢新局(Barilli, Bertens and Natoli, Cannon,
Francese, Gabriele, Weiss)。卡爾維諾在創作與文學關懷的議題上，大約是每隔
十年，就有一個較具形的突破與轉變。從四○年代中期到五○年代中期的新古
典 主 義 (Lucia, Francese)， 五 ○年 中期 到 六○ 年代 初 的左 派社 會 主義 路線
(Francese)，六○年代中期到七○年代中期進入「缺席的敘事」(a narrative of
absence)(Barilli 13)，不再企圖改變世界而是進入對人類認知的可能性的探求
(Cannon 35)，到八○年代則開始進行對客觀世界的微視觀點(microscopic aspect)
的敘事寫作(Francese 17)。而歷來批評家對卡爾維諾作品《看不見的城市》
(Invisible Cities)(1972)的分析，我認為大抵可以分為三類。首先，卡爾維諾的
作品常涉及語言與文本結構的議題經常被批評家突顯為結構主義與符號學理
念的延伸，所以論者大多將卡爾維諾的小說與結構主義的、符號學式的分析做
連結；或者，將卡爾維諾的文本放入小說敘事所探討的符號結構之間來討論；
或者，由語言的面向來討論虛構描摹的城市現象與現實間的可能性，或與愛慾
間的關係(Botta, Brink, Cannon, de Lauretis, Gabriele, Harris, Marello, Schneider,
Weiss)。例如：在語言結構以及文本的脈絡中，安德烈•濱克(André Brink)就
利用「語言在書頁上有如無意義的流動」，來說明當讀者接觸語言文字時，這
個被語言描摹的世界也因之「逐漸消失褪色」，但也因此使得每個字句都在這
樣的褪卻過程中，因而飽含其他可能的字句，也使得每個故事都因這樣的不穩
定狀態，而飽含其他可能的故事(Brink 314)。Brink 認為這是卡爾維諾小說中，
讀者與作者間的關係如語言般極端不穩定的原因 (Brink 315)。瓊安•坎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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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n Cannon)則認為卡爾維諾的小說敘事語言結構「在混沌中重生秩序」
(Cannon 56)，這是卡爾維諾傾向系統建構的證明，一如《看不見的城市》裡忽
必略(Kubla Khan)對世界的認知建構過程，雖然是某種扭曲，但卻又是必需的。
保羅•哈里斯(Paul A. Harris)則認為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中的城市是一
個包含由符碼(code)所形成的一組能進行自我修正的規則組合，以及另一組會
瓦解這些符碼並開啟隱藏可能性的鏈結(clinamen)的實質(concrete)文化場域
(Harris 67)，而文本也因此將如這些含有瓦解因子的城市般，具有變動與多元
的可能。泰瑞莎•德•羅瑞提斯(Teresa de Lauretis)則從慾望與女性主義的角度，
認為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其實是一種男性的慾望演出，重點是要在種種
符號結構與城市空間中，將女性重新建構為文本。De Lauretis 認為卡爾維諾以
Zobeide 建城的神話來再現女性為男性慾望與夢想的標的，然後藉此在城市建
構的神話中將女性物化，最終則是在不斷物化與異化過程中，驅離這個女性實
體、並且建構一個女性缺席的男性歷史與空間(de Lauretis 13)。另一派的評論
則是將重點放在空間與後現代的關係上，探討卡爾維諾小說中冒現的後現代議
題，確認了卡爾維諾小說中，對文本性的多元探討與對傳統作者論的質疑所引
發 的 後 現 代 多 元 與 異 質 相 錯 雜 的 非 現 實 空 間 (Francese, Franco, Hutcheon,
McHale)。琳達•哈契恩(Linda Hutcheon)將後現代文本當作繁複的敘事策略的
演繹，所以文本中的多重敘事空間正是後現代小說的特徵。布萊恩•麥克海爾
(Brian McHale)在《後現代小說》一書中則指出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所
描述涵蓋的帝國空間其實就是一種「界域」(zone)，主要是運用同一空間中重
疊堆覆的主體性(overlapping subjectivity)與空間的並置(juxtaposition)、竄改
(interpolation)、堆疊(superimpostion)、錯置(misattribution)等等空間策略來突顯
並建構出許多不一致、不連續、也不相關的種種後現代界域(postmodern zones)
1

，或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謂的「異場域」(heterotopia)，因此 Brian McHale

將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裡種種的城市空間稱為「異質界域」(heterotopian
zone)的出現（McHale 43-58）
。榮•法蘭科(Jean Franco)則認為人類學家 Nestor

1

McHale 在他對於後現代小說的界定中，指出後現代小說擅長建構／解構異質空間，而《看不見
的城市》中忽必略的帝國就是這種異場域，因為它囊括了許多邏輯上不能共存的城市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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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cia Canclini 在 Hybrid Cultures: Ways of Entering and Leaving Modernity 一書
中對墨西哥城的描摹，像極了馬可波羅(Marco Polo)的旅人精神，因為這些經
歷帶領他(Canclini)跨越那些因文化不同而區隔化的界域(differentiated zones of
cultural change)(Franco 423)。
近幾年來，受到後殖民論述的影響，評者對早期後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間
美學論述上的糾纏與延續不斷的文本至上概念益發批判，也因而激發出對卡爾
維諾式企圖割離作品的社會文化氛圍以突顯文本敘事的概念提出異議，甚至反
思與批判此種以文本架空社會、歷史或文化的論點，認為這樣缺乏對被消音、
被掌控的弱勢的理解與描摹，而且不對擁有操控權的主體進行批判本身，仍依
舊是某種現代主義式美學觀的殘餘。卡爾拉•班內岱提(Carla Benedetti)就指稱
卡爾維諾是一個「優柔的後現代主義的主要代表，只是狹隘地聚焦於作品的風
格面，因而放棄了必須要對社會現實面盡一份道德責任的義務」(Ricciardi
1062-3)。Benedetti 認為 Thomas Pynchon 與 Donald Bartheleme 在相較之下，反
而比卡爾維諾「更能直接地面對變動中有關都會人群的，以及歷史災難的『記
號的失序』(semiotic disorder)」(Ricciardi 1063)2。
在這樣的歷史氛圍中，我的論文將重談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中的敘
事觀點、符號體系與記憶間的關係；雖是逆向而行，但是主要的目的是想藉由
檢視敘事架構下的不同城市想像空間，重新從認識論與本體論的交雜縫隙中，
釐清城市空間的想像乃敘事的鋪陳，以回應結構派 Laura Marello 的符號學論
點；藉由分析記憶符號的敘事功能，回應 Harris 對城市原型的看法；再者，也
藉由敘事層次的觀點，探尋造成卡爾維諾與他的作品之所以不可能完全進入後
殖民時代的文本敘事結構，並就敘事的層面分析回應 Ricciardi 有關卡爾維諾忽
略社會文化文本的評論。以下我的論文將探討《看不見的城市》的敘事結構如
何跳脫實際的本體論，以敘事的多層空間想像進入 McHale 所說的「異質界域」
的認識論和 Foucault 的「異場域」中，開闢敘事學對《看不見的城市》的分析。

2

Benedetti 認為「義大利的後現代文學沒有顯現出[與 Pynchon 和 Bartheleme]相同的，回應當代生
活中最負面、最疏離的面向的能力…它被侷限在一個互文性的迷宮裡，一個時而憂鬱，時而暢
快的空間中，但卻總要一再保證這是一個完整的文學世界。」(Ricciardi 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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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將以小說敘事裡呈現的多重觀看在敘事視角(focalization)上的差異，
援引米歇爾．德．賽朵(Michel de Certeau)對空間景觀觀視角度的分析，來探討
卡爾維諾如何利用馬可波羅與忽必略這兩個對話角色來中介小說中的想像城
市空間，連結想像中城市的虛與實，因之在敘事的層次上進行「看不見的語言」
(the language that cannot see)與「看不見的空間」(the space that cannot be seen)
的轉換，並建構出「看得見／看不見的城市」(visible/invisible cities)，也同時
對 Benedetti 和 Ricciardi 對卡爾維諾背棄社會現實面的批評提出回應。論文最
後則回到歷史文化與社會現象的原初點──形塑歷史文化空間的記憶。我認為
記憶是《看不見的城市》中的一個符碼／暗語，一個可供穿透的文本與空間開
口，一個巴赫汀(M. M. Bakhtin)所謂的時空榫(chronotope)。經由對記憶這個符
碼、這個特殊的敘事的異場域出入口的敘事功能分析，我將回應 Harris 所提出
的威尼斯城市原型在《看不見的城市》中的符號功能，並探討馬可波羅與忽必
略這兩位做為「看得見／看不見」的城市空間探索者，如何形塑超越語言敘事
的路徑，在敘事中創造城市空間、建構系統，進而學習不同觀看視角，最後又
如何運用敘事來擴大城市的想像空間成為世界城市地圖網路，虛無化、空洞化
了本體論上的城市社會文化文本。

二、城市速寫：緣起
擁有廣大無邊國土、數不盡綿延城市的中國／異族（蒙古）皇帝忽必略汗，
派遣義大利人馬可波羅作為他的使者，遍歷領土內各式城市。藉由聽取這位異
鄉使者的城市報告，蒙古皇帝忽必略汗據之以為認識、瞭解與歸類中國城市版
圖、建立認知模式、與進行帝國權力施展的依據。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
在這樣的故事敘述框架下，展開了異國使者與中國皇帝間有關敘事與城市／空
間認知的相互擬仿過程。本文將以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的敘事中，城市
做為符號時，使者與皇帝在敘事的過程中所營造的城市符號體系建構，以及敘
事者和敘事對象在敘事中如何達成對城市的記憶與認知問題，以及在這樣的虛
構故事中，經由敘事所開展的認知的簡化與雜化與城市符號體系間相對應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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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書中看不見的城市空間是在異國使者馬可波羅的敘事中被呈現、被演出、
被詮釋；然後，再被忽必略汗這位中國皇帝加以系統化的建構為認知中國城市
版圖的空間符號系統。在這樣的敘事情境中，卡爾維諾抽空了城市的實質空
間，取而代之的是化作特定身分的五十五個城市的故事。於是城市的故事／敘
事轉而形成忽必略汗認知他所統領的疆土的基本要件。忽必略汗藉著馬可波羅
的敘事與兩人的對話，對於他所統領的空間進行再認知與辯證，形成了最特殊
的符號認知關係──這其間除了皇帝忽必略汗與馬可波羅的特異認知途徑與
對陌生城市空間的抽象化領土符號系統的建構，還夾雜著遊歷者面對陌生城市
中充滿相異歷史文化與人文景觀的空間的陳述、解讀與認知的困境。抽象化與
符號化這些城市，以做為所有中國城市（異域疆土）的一種基本符號元件，於
是成為皇帝主人與外國使者共圖指涉並繁衍唯一整個異域疆土的城市符號系
統的認知方式。城市的空間與認知的空間因此必須脫離真實的面向，是虛構／
抽象的空間，也是空間認知系統的符號。但是認知的空間版圖，在這樣的敘事
空間中展開時，則是依賴另外一層的敘事來經營建構。忽必略汗面對版圖內城
市空間的想像，將經由使者馬可波羅的城市／空間敘事來進行彌補。另外，忽
必略與馬可波羅的對話在小說敘事裡，也有著不同敘事符號系統的轉換：從早
先馬可波羅用非語言的羽毛、石頭等等物品夾雜著身體的跳躍、驚慌的呼喊等
等來演出象徵故事，然後是語言敘事所引發的想像，到兩人靜默的思索；由馬
可波羅的城市故事到忽必略敘述他心中的城市，由實體城市到虛無城市的想
像，最後回到忽必略的花園、棋盤與地圖集。經由這兩個人物的對話（小說中
形成框架故事(frame story)的部分）與文本敘事（小說中五十五個城市的故事）
的開展，馬可波羅敘事中的人群與社會文化生活空間，卻由實體的說明與想
像，漸次轉入抽象思維的空間與想像建構。正是在這樣一個關於相異的語言符
號系統（蒙古皇帝與義大利使者）與相異的疆土認知系統（馬可波羅敘事中的
中國／義大利城市），以及忽必略經由馬可波羅使用的各種敘事符號表達而領
略出的看得見／看不見城市的概念）的故事，讓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不
僅在虛構的城市空間中不斷變換遊移，也可以不斷地運用符號與認知的結構來
反映記憶與敘事結構的關係。
這主僕兩者間經歷的經驗與知識模式的累積和其間權力的施展與挪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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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層似的主僕對話與陌生城市的敘述報告間交錯：這是使者對異國城市的敘述
與觀覽，是皇帝對有關陌生城市的報告的聆聽與遙想，也是兩者對異鄉陌生帝
國與城市的空間想像。本文所想要嘗試探討的與提問的，正是這樣一個有關空
間性的問題：在陌生的領土上的城市，將如何在異鄉的使者的敘事呈現下，展
現它的空間性？帝王與使者間如何去認知這帝國內眾多城市的多元空間？而
帝王與使者所處的帝國空間又如何？這樣的帝國城市空間乃是始於馬可波羅
的敘述：言語與姿態並陳。語言所無法詳盡的，身體的姿態和由遠方攜來的各
式物品便成了空缺的補足。在忽必略汗的皇宮裡，進行的是語言的描述和這描
述之外的想像──一切的目的就是要「重述」／「重現」
（一個不可能的重返）
那旅途中所見所聞的各色城市與經驗。城市經歷轉述，帝國城市空間在帝王的
屋宇中現身。城市不因使者或帝王而存在，但是使者的遊歷、敘事經驗與帝王
的聆聽和觀想卻因之而不同。城市的空間與空間性在這樣的關照下被賦予更多
無名再造的可能。
首先，我將整個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的敘事當做一個在理性思維建
構與錯置記憶的空間中互相滲透的符號體系。《看不見的城市》匯集描述了五
十五個帶有女性名稱的城市。根據 Teresa de Lauretis 的看法，在《看不見的城
市》中女性做為 Zobeide 城的創城神話是整個《看不見的城市》文本的起源，
而這個神話正是起因於欲求本身的不滿足機制。De Lauretis 認為女性肉身是
Zobeide 建城的神話的必要誘因與啟蒙物件。女性做為一個男性的欲求物的命
運，終將因為其被男性欲求，而導致被男性追求者、創城者、與後繼者不斷地
變形與「虛有化」，以致最終將被迫在男性的夢想中，由愛慾幻想的肉身對象
轉化為建構城市的抽象思維3。這是 De Lauretis 對女性在卡爾維諾城市神話與
城市文本中，做為拉崗式無主體與再生產功能的複製的批判。從這裡出發，我
將以敘事學與符號學的分析（尤其是本文的第五部份異鄉記憶），以敘事與記
憶的關係為主軸，將馬可波羅與忽必略這個故事的基本素材(fabula)、故事(story)
3

女性做為男性「欲求物」／慾望的客體(object of desire)是這個神話的源頭。De Lauretis 指出：“the
woman is at once the dream’s object of desire and the reason for its objectifi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She is both the source of the drive to represent and its ultimate, unattainable goal. Thus the city,
which is built to capture men’s dream, finally only inscribes woman’s absence” (Alice Doesn’t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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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本(text)4 在敘事上的時空推演當做《看不見的城市》這個文本的空間，也
是文本、城市與記憶的空間，探討馬可波羅與威尼斯城的關係。因為，從敘事
的故事與文本的空間上來看，威尼斯城當做一個城市符號，不僅是一個被馬可
波羅憶及或述及的遙遠城市，也是他整個對話文本和遊歷的空間文本，甚至是
思維文本，的最終訴求物──這是一個被欲求的城市，一個早已佚失的，如女
性、如母親5 身體般，不斷向他招手，但最終也只是被男性建構思維給去除女
性「身體」與「神韻」的欲求空間。
在這個前提下，我將探討：在《看不見的城市》這個虛實雜揉的對話與虛
實相伴的城市遊歷見聞間，在瀰漫著 Zobeide 建城神話的文本敘事空間中，馬
可波羅如何與那早已不存但卻不斷回返召喚的女性「亡靈」(ghost)糾纏？忽必
略又如何在理性建構思維下，對城市、空間、語言、權力與理性思維做符號學
式的解讀？我們將看到忽必略與馬可波羅在對談甚至靜默中，不斷地轉換建構
的原則、主題與空間。在故事的素材上，忽必略與馬可波羅是君臣，但是做為
一個中國皇帝，在面對所統領的疆土時，忽必略與馬可波羅其實是有著類似的
異鄉情懷。但是，在故事敘述的層次上，忽必略與馬可波羅則既是對手也是同
修。而夾層在敘述馬可波羅與中國皇帝忽必略汗的對話之間，忽必略汗使者馬
可波羅在中國皇帝的領土上各個城市中行旅時的見聞，在素材上就是風土民情
之匯聚：是與斯土斯民完全沒有關聯，行走在異邦領土的馬可波羅的觀看與報

4

根據米契•巴爾(Mieke Bal)的解釋，素材可以是許多不同版本的故事的源頭，但是因為敘事情
節、觀點等等關係，而成就出不同的故事。而在故事之上的文本，就更加不能為素材所圈囿。
所以我認為馬可波羅與忽必略這個故事素材，只是卡爾維諾假借用來製造《看不見的城市》的
一個基本元件，而不必是本體論的，某種尋求將文本再社會化、再現象化情形下，所假設的必
然依歸。因為「再情境化」(recontextualize)一個虛構自某種可見素材的故事，基本上已經不是
這個素材的範圍，而是進入敘事層面上故事與文本的範疇。所以原素材的時空背景，都只是一
個可能性。所以後現代式的並置、錯置、堆疊、改寫等等敘事機制，都可以將這個素材的可見
時空，拆解成無限可能。有關素材、故事結構與文本的區分與定義，請參見 Mieke Bal,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5

根據班諾•偉斯(Beno Weiss)的註解，聖經舊約以女人指稱城市，而 Carl Jung 則將城市視為一
個將城市居民當作子女般庇護的母親(Weiss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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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所描繪出的一幅大異於都市中居民生活的極簡素描6。然而忽必烈的使者
馬可波羅，究竟要如何向忽必略描述這一個個陌生的城市？
寬宏的忽必烈啊，我怎麼樣描述齊拉(Zaira)，那座高壘環峙之城，都徒
勞無功。我可以告訴您，那裏有多少台階，城中的街道因此像樓梯一
般昇起，那裏的拱廊有多麼地彎曲，還有覆蓋屋頂的鋅版是什麼模樣；
但是，我早已明白，告訴您這些等於什麼也沒說。組成這座城市的不
是這些東西，而是空間的量度與過去的事件之間的關係…(19)7
在馬可波羅向中國皇帝發出的感嘆中，他不僅提出了作為城市的旅人與皇帝使
者的雙重性，也提出了整個小說敘事的重點：究竟要如何去描述城市這個群聚
人們的生活空間？經由語言對建築結構做描摹？或者，竟可以利用物品的物質
性來彌補抽象語言的不足？再者，語言是否真能向忽必略汗（或任何人）重現
這個齊拉城，而非另一個類似齊拉的城市？城市的空間能否再現？然後，再現
的又是什麼樣的空間？馬可波羅的結論是，首先，他將會從城市空間的量度（亦
即，城市空間的規範與設計）與過去事件（歷史的因果演變）之間的關係著手。
列斐弗爾(Henri Lefebvre)在《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書
中，將空間的生產與呈現，作為探討行動、感知、想像和意識型態的基礎，並
且將空間性的討論分為三個部分來分析：（一）可以被感知(the perceived)的空
6

從這個觀點來檢視整個《看不見的城市》的敘事素材，則小說中敘事的時空背景與社會關係的
確是如 Benedetti 所言，圈囿於語言迷宮之中，背棄了應該有的社會責任。Beno Weiss 則認為整
部《看不見的城市》是建立在本體論，一個柏拉圖式世界觀的基礎上。Weiss 將可見的與不可見
的城市的觀點放在柏拉圖表象的(phenomenal)與理型的(ideal)世界觀中，強調「物質的城市是暫
時的，會傾頹的，而理想城市的概念則是其他城市得以被創造與安排的一個永恆不變的模型。」
(Weiss 150-150)以此觀之，這些虛構的，非真能以肉眼所真實看見的虛幻城市（或差異化了的理
想城市模型）描繪，在語言與敘事的故事和文本解釋的層次上，的確是頑強地拒絕被「情境化」
(contextualized)甚至「再情境化」(re-contextualized)到一個擬仿現實的，可討論的物質社會空間
之中。

7

本文中有關《Invisible Cities》的中文翻譯，是根據王志弘先生翻譯，時報出版社出版的《看不
見的城市》一書，以下出自《看不見的城市》一書的引文部分，將僅以頁碼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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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在這個空間中，社會成員依據著社會建制與歷史傳承，
進行著例行性，但是缺乏內省的活動。（二）建構(the conceived)空間的再現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這是人們經由各式符號、意義和知識的傳遞而建構
出來的，是都市設計者所建構出來的，具有支配性的空間。這樣的空間存有著
禁制符碼，與社會空間中的既定法規、秩序和限制密不可分。（三）實際生活
(the lived)的再現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s)。這是與人們的社會生活相聯繫的
空間。我認為，只有在這個部分裡，人們能重新探究歷史傳承下，在空間操演
的「歷史性」與「慣常性」背後的認知規則與建制，並因此能對實際生活中的
象徵與符號進行解讀與反省8。城市空間的呈現在最原初、不被分析檢討的狀
態之下，總是被感知的空間與行為實踐的總和取代，它是個複雜混合的「場
所」，它可以是個都市漫遊者的遊樂場，一個提供觀看的對象的場所。但是經
過人們的意識所建構出的空間，將具有制度與規範的力量，它向人昭示的是它
獨特的典範精神，它的架構與存在的支柱。而人們的日常生活演練，則是對這
樣的規範空間與制度典章，做種種即興、實際、有利或必要的操演。我的看法
是，在這樣的演出中，城市空間性與重要性才能因之揭示。
其實齊拉城或其他任何城市，不論是就感知的、建構的、或是實際生活的
空間而言，應該都可以成為馬可波羅的報告題材，因為這個由多重空間與生產
關係組成的社會空間，是個混合的複雜體。然而正因為城市空間的複雜性與多
樣性，使馬可波羅對選材與中介語言的可性度提出疑問。究竟是要描述奇異城
市的建築特色（譬如齊拉城中的台階、街道或拱廊），或是報告這城市建構與
其歷史的關係？因為這兩者之中有著極大的區別：一個是針對空間建制與法規
作說明，另一個則是對這樣的建制與空間作歷史分析。馬可波羅在他的城市遊
歷報告中，正是以這樣的兩個不同的觀察方向為基調，以手勢、動作、物品、
言語、甚至靜默等等方式，向他的帝王回報。這樣的報告基調編派出了五十五
個城市，但是在這些空間的建構與時空因素的分析中，構成空間活動主體的城
市居民，則大多是以集合名詞的方式出現（例如：居民、男人、婦女、他們、

8

有關列斐弗爾對社會空間的分類與論述，請參見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Rob Shields,
Lefebvre, Love & Struggle, 和蔡秀枝，
〈城市空間：異場域的交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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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小孩、老人），或者，僅是那些有著模糊的面目與單純的活動的人們，
以廣泛的特定代名詞現身（例如：工人、祖父母、牧羊人、妓女、清道夫）。
本文因此將由選材安排和敘事策略來討論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中馬可波
羅的城市速寫。

三、城市景觀想像
馬可波羅是這樣地向忽必略敘述他在旅途中見到的艾雷尼(Irene)：
艾雷尼是你在天光初現時，從高原的邊緣向下探望可以見到的城市。
在清澈的空氣裏，可以辨明這個聚落的精華，在遙遠的下方展佈開來：
在窗戶比較集中的地方，在昏黃巷弄裏隱約的地方，在花園陰影匯聚
的地方，在矗立著高塔烽火的地方；如果夜裏有霧，一團朦朧的光輝，
就像乳白多汁的海綿一樣，在山谷下膨脹。
高原上的旅者，驅趕羊群的牧羊人，守望著鳥巢的捕鳥人，採集青蔬
的隱士：大家都朝下探望，談論艾雷尼。有時候，風會帶來一陣低音
鼓和喇叭的樂聲，節慶裏煙火表演的鞭炮噼啪響聲；有時候是槍砲聲，
火藥庫爆炸的火光照亮了內戰的烽火。在高處探望的人，推測城市裏
發生了什麼事；他們猜想那個夜晚身處艾雷尼是愉快還是悲傷。他們
並沒有任何意圖要下去那裏（無論如何，蜿蜒下到谷底的路太差了），
只是艾雷尼對那些留在上面的人而言，是個吸引目光與思想的磁鐵。
(154-55)
站在艾雷尼高原上向下望，城市的空間建構讓旅人馬可波羅對這個城市的
外貌有著清晰的概念，也讓他得以接著對居民生活做進一步的描述。但是艾雷
尼這個城市向我們展示的，卻是一個模糊的樣貌：昏黃、隱約、朦朧，一如其
他被馬可波羅敘述著的遙遠城市。由高處向下望，高原上的人們觀看著城裏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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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事情，猜測著底下生活的人們的愉快或悲傷：不需擁擠在人群之中，高原
上的人們悠閒地觀看著城市，將思想與目光匯聚其上，卻不需要實際經驗城裏
的生活與空間。這樣的城市敘述讓人聯想到賽朵在紐約世貿大樓上所經歷的城
市觀看經驗：
從曼哈頓一百一十樓高的世貿中心往下看。從那被風吹起的白靄間往
下望，這個都市島，海中之海，將摩天樓高舉過華爾街，在格林威治
區下降，然後又接著在城中區漸次高聳起來，靜逸地跨過中央公園，
最後，在遠方哈林區的末端讓起伏消止。垂直的高樓組成浪潮。它的
波動在剎那間被眼光所攫取。這巨物於是靜制不動呈現在眼前。
(Certeau 91)9
站在紐約曼哈頓世貿中心向下望去，城市的空間與繁忙的人群全部都在轉
瞬間被壓縮，消失在高樓組成的波浪海中。賽朵《日常生活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裡，以如此的眺望展開有關他空間實踐論述的第一章：「城市
漫步」
。賽朵在有關城市漫步的論述裡，強調兩種截然不同的觀看城市的方式：
市民的行走法則與城市擁有者或設計者的規範。由世貿中心向下的眺望正是城

9

城市在時間中改變，也隨記憶改變。賽朵筆下所描述的，在美國世貿中心向下瞭望的經驗，於
九一一事件(2001)恐怖份子攻擊之後，成為絕響。但是世貿中心的建築與其周邊的景觀卻仍然持
續在悼念的影片、紀念場合與人們的回憶與記憶中不斷被喚／幻出。這個一如馬可波羅敘述中
的城市，不管是否曾經存在過，都可能已經是馬可波羅自己某種記憶中的城市原型的殘留（同
樣地，這個現在只能在相片、紀錄片、以及人們回憶中再次出現的美國世貿雙子星大廈的原址，
在被週遭大廈環繞的空蕩場地上，空間的裸露與空間性的回蕩，在語言的召喚下時時幻現的─
─就是那充滿了過去記憶與未來可能的初始之地(Ground Zero)）
。這個記憶中殘存的元素，在馬
可波羅的陌生城市敘述與記憶中，被憶起、敘述與保留；然後，又將可能再次被轉接到其他的
場景之中。空間中的瞭望，短暫的一瞥，被凝凍為永恆，在記憶中轉變成城市觀看經驗的一個
場景元素，變成一個城市空間經驗組合系統的部分符號。空間的敘述，於是成為敘述者對記憶
的挑戰與回應。城市空間的文本，因之與人腦的連結相模仿、呼應與匹敵。人類對記憶符號的
建構鏈結，也因此有如巴特筆下的多元書寫閱讀經驗，沒有固定的路徑，但總是在可能的狀態
之下，往四方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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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設計者的觀看法則，而深藏在這個觀看景觀的底層的市民以及市民的行走，
既然是發生在視覺景觀所見不到的深處（低處），所以即使他們在這都市的叢
林中遊走，他們所操演實踐的生活空間文本也是在設計者高瞻的眼光之外，無
緣被閱讀。
當阿烈西亞•瑞奇阿迪(Alessia Ricciardi)談論卡爾維諾「優柔的」(weaked)
後現代主義時，對卡爾維諾「缺乏對殖民主義幽靈或文化差異的同質化的危機
感到任何一絲不安或甚至意識」感到震驚，因為「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
中常自滿於挑逗(flirtation)一個『東方主義者』世界的秀麗」(Ricciardi 1066-7)。
「當小說中大汗[忽必略]沉思著他日漸擴張的版圖時，似乎對一隊隊的奴隸們
運送著堆積如山的大理石橫越大陸這樣的景象完全無動於衷(remorseless)。奴
役制度在卡爾維諾優雅的敘述裡，只不過是一個可以讓人靜逸超然遠觀(serene
detachment)的，裝飾性地景裡的一個圖畫般的細節罷了」(1067)。Ricciardi 這
樣的評論，既然也不然。或者，如艾雷尼高原上的人們所言，「無論如何，蜿
蜒下到谷底的路太差了」
，所以「他們並沒有任何意圖要下去那裏」
：因為不論
是實際上或精神上而言，這下去實際體驗城裡生活的路都太蜿蜒、太差了；想
要加入底下城裡的生活空間，就勢必被那裡的建築空間與法規秩序所制約，但
是站在高空的觀看經驗是沒有實際生活操演的這層憂慮與苦痛的。做為第二層
次的，透過馬可波羅語言敘事來觀看的忽必略，也同樣經歷著這種置身事外的
高處觀看經驗。這樣的遠觀經驗，因為剝離了生活實踐，也隔離了所有的情感。
高空者的經驗，將有血有肉的生活「去感情」與抽象化了。忽必略、馬可波羅、
甚至站在艾雷尼高原上的人們，在敘事層面上都曾擁有這樣的態度。於此，卡
爾維諾筆下的忽必略、馬可波羅、以及艾雷尼高原上的人們，都將是優柔無感
的後現代社會道德失心症患者。然而，如果從整部《看不見的城市》的敘事層
面來探討，我們將會發現，縱使 Ricciardi 對卡爾維諾的指控並非不實，但是仍
然有失偏頗。正如法蘭科•瑞奇(Franco Ricci)所指出，
「卡爾維諾將觀看(looking)
的藝術當作是他寫作詩學的中心」(Ricci 4)。從美學的觀看角度來重新看《看
不見的城市》裡的敘事，也許能解釋為何在卡爾維諾帶著距離的美學觀點式的
描繪下，城市地景變得很「裝飾性」
，而奴隸們的工作在這樣的繪畫式描繪中，
奴役苦痛的悲慘世界竟然呈現出一種「東方主義者世界的秀麗」。其實，就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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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學的觀點而言，在《看不見的城市》裡，馬可波羅的敘事視角(focalization)
是豐富多變的，而且他的城市景觀敘事也絕非一成不變地從高觀眺望角度出
發；再者，忽必略在對談之中，雖然有著屬於領土擁有者的、空間設計者的符
號系統建構渴望，但是在小說框架故事的敘事裡，忽必略的確呈現出許多心態
上的轉變，並且也在與馬可波羅的對談中，受到馬可波羅變化的觀看與敘事視
角的影響，而有所轉變。在下文中，我將借用賽朵所提出的挪用性戰術(tactic)
的說法，來解釋馬可波羅另一個相對於高觀鳥瞰式的、建築空間設計者抽象建
構的敘事視角，並以此敘事學視角分析做為 Ricciardi 對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
市》的批評的回應。
在賽朵紐約世貿大樓的描述裡隱藏著某種令人驚異難忘的東西。由制高點
向下瞭望，使城市的景觀在瞬間被凝聚，造成壯觀的景深與絕佳的城市空間；
這樣的架構描述，在觀景的瞬間捕捉了驚奇的因子。但是賽朵描述紐約曼哈頓
這幅景象之所以令人難忘，亦即，形成這都市景觀中的特殊之處，並不是在於
世貿高樓的景深，而是剎那間被凝滯住的視覺景觀中，由一棟棟高聳的大廈建
物所造成的，如海潮般波動的大廈浪潮。由高點向下眺望的景觀，呈現了異於
地面景觀的視野。在這視野的背後，有著視覺所攫獲的印象，然而在這個視覺
景觀的框架之外，也同時殘存著某種被這突出物所遮蓋的區域。經由這個區
域，被遮蓋的記憶與認知背後的符號得以擴延和增生。這樣的見與不見，正是
塑造了高點景觀獨特的視角，也是形成踰越的愉悅之因了。景觀距離所帶來的
踰越與愉悅之情，是登高者與城市設計者自詡的特權，也是權力擁有者與操弄
者的本事。空間作為場所的功能在此被顯現。但是場所的空間性，一個作為人
們生活場所的都市空間的空間性，則遠遠超越這樣斷面式的觀看、解讀、限制
或規範。因為，我所指稱的城市的空間性，其實並不止於是在提供一個空間，
或是一個釋放某種精神的場所；空間性之所以存在，是在於空間、空間中的符
號與系統規範、以及在其間活動的生命與非生命力的總和與呈現。
在賽朵的高樓景觀敘述中，都市的景觀被抽象化了，這樣的空間與其特
質，是帶著距離的觀看，有如史學家、地理學家、遊歷者、甚或旅人的日記，
它的真實與所見所聞，均旁襯、指向著未被發現的碎面。那麼，在這樣的景觀
驚奇中，又該如何捕捉這都市的空間性？這個後設的問題，在賽朵那裡並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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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能夠找到完整的答案。然而賽朵對這樣鳥瞰式的城市景觀的獨特看法，或許
可以提供我們一個想像的空間：「這樣的景觀正是持有超然疏遠觀點的都市空
間設計家、城市設計者或地圖學家所繪製出的都市空間的摹本。這個全景城市
(panorama-city)是一個「理論的」
（亦即，視覺的）幻像，簡言之，是一幅圖畫，
而它之所以能成為可能的條件，則是因為對操演實踐的遺忘與誤解。」(Certeau
93)都市的空間可以被感知，而都市的空間性則不然。雖然我們無法在賽朵的
觀景經驗與市民的生活操演中，推就空間性的問題，但是賽朵的說法，在某種
程度上，已經指出了一個端倪：人們生活的實踐，是可以被發掘與發現的10。
賽朵所謂操演實踐指的是都市居民作為空間的使用者，是如何「挪用被社會文
化生產技術所編制的空間」
。(Certeau xiv)這樣的挪用與編派被建制的空間，使
城市居民有機會能在日常的狀態下將社會空間規範做演繹、扭曲或重整。但是
眺望式的景觀卻抹殺了這樣的空間演繹，將社會生活的主角，都市空間的使用
者，排除在外。正因為這位高高在上的，向下窺視的神祇（都市設計的理論家）
，
與地面上那些血肉之軀是不相干的，所以這個全景式的觀看可以將活動於最底
層的人們抹去，留下最壯觀與顯目的高樓浪潮作為城市景觀的代言。也只有在
這樣割裂的關係中，這幅凝滯的空間景觀才得以呈現。因為人們的空間演繹經
驗被拭去，日常生活空間因此可以被抽象化與虛級化為建物的構成空間──於
是紐約曼哈頓島在幻影觀景中成了海中之海，被高樓形塑出的天際線浪潮給淹
沒；而超然疏遠的都市設計者，則扮演著窺視者──上帝的角色，規範著那些
隱形於都市浪潮中的人們。為日常生活存活而有的必須與掙扎，於是成了城市
空間景觀中的異元素。他們是充滿著變動與歧異可能的被斥者，是空間動線的
規劃與設計之外的部分。
讓我們再回到《看不見的城市》。在這裡，在大汗使者馬可波羅那模糊了
人物焦點的都市景觀中，馬可波羅這個城市的觀察家與遊歷者，仿效著賽朵的
城市設計家，在他的敘述中緊緊地抓住了每個城市的建築規模與特點，努力地
10

這也是為何城市中的走動，或者如賽朵在此處所舉例的，紐約曼哈頓世貿中心高樓眺望的例子
一樣，通常總是一種都市與都市生活結構的勾勒，這樣的「素描」或「簡寫」
，是堆積在許多「看
不見」的東西之上。所以為了要發覺這些被掩蓋住的生活景觀，賽朵強調著要注意發掘日常生
活的瑣碎，要發現日常生活的操演與其後的挪用性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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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的皇帝報告著每個城市的景觀：有的城市是依天體而建，有的是依建築師
的理想而建立，有充滿樓梯的城市，或蓋在半空中的、進行中的城市，有由遊
樂場與堅固建物兩個半邊組成的城市，也有擁有完全一樣的翻版地下城的城
市，有懸在空中網子上的城市，也有與繪製城市圖案的地毯相對應的城市，有
相對立的城市，也有不斷重建在故墟上的城市等等。這個部分的城市素描，敘
述著相當襯職的城市使者的高眺與遠望能力。
總觀《看不見的城市》書中的城市，我們將發現，在馬可波羅冗長而多樣
的城市素描中，擁有兩種相對力量的城市，或是製造生產並受制於兩種抗衡力
量的城市，出現最多的剪影。安德里亞(Andria)就是一例：
安德里亞建造地十分巧妙，每條街道都遵循著一顆行星的軌道，建築
物和社區生活的所在，複製了星座的秩序與最明亮的星辰的位置……
城市的曆法安排，使工作、公務和儀式都在一張圖上與當日的天象相
符應。……雖然是經過苦心的組織，城市的生活就像天體運行一般平
靜地流轉，並且要求這種現象的必然性，不會屈服於人類的善變。(183)
在這樣的城市裡，社會空間已經被城市歷史與建築方式的規範所組織完
畢。在敘述的表面，城市的興建與歷史來由是馬可波羅對整個城市描述的重
點，而生活其中的城市居民日常動態則是以一種附加在這樣的城市空間狀態下
的生活習性的素描呈現，符合全景式都市素描的條件。但是馬可波羅在他的城
市報告結語裡，卻給予這些面目模糊的、以集合名詞來統稱的城市居民一個小
小的機會空間：
我不由自主地說：我很可以理解你們自認是不變的天空的一部分，是
精巧的時鐘裏的齒輪，所以你們謹慎小心，不對你們的城市和習慣做
任何改變。……他們驚愕地互相對看。「為什麼呢？是誰這樣子說？」
他們帶我去參觀一條新近開闢，懸在竹叢之上的街道，一座在原來的
城市養狗場所在地，正建造中的影子戲院……「這些創新不會干擾你
們城市的星象韻律嗎？」我這麼問。「我們的城市和天空的對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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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他們回答：「安德里亞的任何變化，都牽涉了星宿之間的某
種變化。」(183-4)
城市中的居民自豪地展現他們的傑作。他們在組織規範下的空間中生活，
但是卻能繼續進行空間規範的挪用與演繹。他們可以生活在以天體為藍圖的城
市中，沒有因之被限制不能改變一切，反而依然進行著各種新建的工程，並且
「相信」他們對這城市的一切更動（新闢街道，剛落成的河港，一尊塑像等），
都會影響天空的樣子：「在每次安德里亞有所變化之後，天文學家就瞧瞧他們
的望遠鏡，然後報告一顆新星的爆炸，或是天象上的某個遙遠地點，由橘色變
為黃色，某個星雲擴張了，銀河的某個漩渦星雲彎曲了。」(184)在這裡，城市
設計者的計畫並沒有成為一種禁制，城市的居民生活在這樣的感知與想像建構
空間之中，但是卻賦予它新的意義：一個反轉的因果關係。在安德里亞居民所
真實生活的、可以改建、增建的城市空間中，模仿天體的設計概念被巧妙地反
轉利用了。
原本安德里亞城的建城傳說就有著強烈的模仿動機，以及因之而來的戒慎
恐懼。既然城市的興建是依據天體規模而建立，因此為了遵循這樣的一個建制
傳說，就必須小心翼翼，謹慎地不對這個仿製的城市做任何改變，所以居民必
須有如遵照天體不變的規律般的遵守這個設計神話所傳承的歷史既定原則與
規範。但是安德里亞城的居民將這樣的建城神話與隨之而來的空間限制做了某
種逆向的解讀──既然兩者是互相對應的，於是安德里亞的任何變化，也將要
牽動星宿之間的某種變化。所以城市設計當然會改變，因為天體實際上也一樣
進行著某種的改變；這真是鏡像般互相映照的，絕佳的城市與天體關係。
在列斐弗爾的空間三範疇中，我認為塞滿了種種空間設計與制度法規的
「再現空間」應該是其中最有反動性的，一個創造新的空間再生產的可能所
在。因為在這裡，人們可以因為運用著賽朵所提出的相對的、挪用性的思維，
反省與解讀空間中既存之建制符碼，並因而產生再創的「新」空間。我們也許
可以積極而正面的解讀馬可波羅這段有關安德里亞城的敘述，認為此處安德里
亞城居民的生活操演，其實是鮮活地透過賽朵所謂的相對挪用操演，在可能的
「再現空間」裡，將建城的神話反轉成他們創造新的城市空間的背書。他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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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挪用性演出中，努力地解讀、反轉著他們自己都市的建制神話，並進而
進行空間再創與再造（空間再生產）的論述──努力再造新都市空間，以此因
應那隨後必定會被星象學家觀測所證明的，不斷變化的天體空間排列。
但是，挪用性的操作並不一定有著積極的反動面向，雖然它也並非絕對的
消極。因此，我們也可以說，經由思路的直線進行，安德里亞居民因為完全地
認知與認同這個城市的建制之說（或者，是由於他們絕然的無知於這樣的一個
「神話」）
，而將城市模仿天體的概念給無線延伸了。於是：因為天體之於城市，
所以城市反映天體。那麼，既然城市反映天體，然後，城市的改變其實也必然
是因為天體早已有所改變；所以在其後的天體觀測中，星象學家也將會慎重地
發現：的確，天體真的是有了某些改變。
在這裡，馬可波羅的城市敘述向我們透露著種種的可能。雖然城市原本的
設計概念與歷史神話依然被留傳下來，但是城市建設的規範與制定卻已被人們
的認知或逆反思維所延異、挪用，再創出另一種（或更多種）可能的生活方式
與空間實踐。也就是因為這樣的觀察，讓馬可波羅的城市觀察與敘述，開始展
現一種逃逸與挪用的色彩，脫離如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這樣的傳統漫
遊者的美學視角，也擺脫賽朵所謂的城市設計師的角色扮演。因此馬可波羅就
無法成為單純的城市（我城）觀察家、單純的城市（我城）漫遊者。此處馬可
波羅有著異族身分，也因為這樣的身分使得他的觀察中必然帶有著異族他者的
不可消去性與觀看陌生城市（陌生異質的他者）的差異性。因為他並不是所觀
察的城市空間中的住民，城市日常生活的實踐者；而漸漸浮現的，關於威尼斯
城的記憶，則更將加衝擊著他的意識與敘事空間。也因此《看不見的城市》中
的城市空間不只是虛構的，而且是透過他者之眼的多元異質空間：每個城市都
充滿／幻化作馬可波羅自身對祖國鄉里的記憶交雜，一如馬可波羅與忽必略汗
間的敘事與對話，是虛構的，也總是陌生、異質與記憶喚回的交錯。因為正是
馬可波羅這樣模擬兩可的敘述與異質的呈現，透露出了馬可波羅這位異鄉觀察
者特異於這些城市住民的洞察力，也因此能在他的城市敘事中，呈現出城市居
民可能的（正向或逆向的）思索、反省、解讀、或是（有知或無知的）機會操
作，因此再創、再生產社會文化空間才能成為可能。而也因此，閱讀這個城市
敘述背後的忽必略汗，以及眾多的可能聽眾、讀者，才有機會觀察可能出現的
多重都市空間，並對都市的空間性做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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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空間操演與生活實踐是賽朵認為應該要加以發掘的，被隱沒在全景
式視覺幻象中，都市居民對規範空間所進行的挪用性踐履(a tactic practice)。賽
朵認為在被設計規範的空間裡，權力的操控是屬於策略(strategy)的演出。賽朵
對 tactic 的解釋是：
「當一個意志和權力主體（譬如：一個經營者，一個企業，
一個城市，一個科學機構）能獨立於某『環境』之外時，其對各種力量關係的
掌控。」(Certeau xix)所以主掌策略的這個主體將必然掌有一個「地方」
，一個
「位置」
（place）
。相對地，在被建制操控的空間中進行的空間挪用，則是一種
挪用戰術(tactic)的施展。挪用本身沒有一個「適當」(proper)之所（一個空間的
或機構的所在）
。挪用存在的空間是「他者的空間」(the space of the other)(Certeau
xix)因為沒有自己的地方／位置，所以挪用戰術必須依賴時間，利用每一個機
會，不斷地將事件轉變為機會，藉以將被限制的空間暫時地轉化為可以接受的
空間。日常生活中存在著許多性質上屬於挪用式的運用。雖然人們無法佔據控
制的位置，但是卻可以利用時間與時機，機會地在規範或制度規章中加入原本
沒有的意義。所以，安德里亞的居民在決定每一個新建或改建的工程時，都是
在進行某種「侵入他者位置」的操演。而弔詭的是，原本可能引發嚴苛禁建令
的建城神話，正好是促成城市不斷改變的藉口。在遵循規範的演練中，人們儀
式性地逆轉了規範原本具有的意義與限定。人們在這樣的挪用式行動操演中，
將被政策限制的空間變成可以跨越(traverse)的地方，他們跨越位置，運用狡猾
的計策將不同的興趣與欲望滲透到被強迫的空間之中。
這樣的敘述方式，使得馬可波羅的城市在轉化為文本時，擁有自我批評的
力量。在馬可波羅的城市報告裡，跟隨在城市空間與規範的描述之後的，是居
民的生活樣式，它呼應著建制化的空間，演出每個城市背後無名的執行者／實
踐家。這樣的對立空間的描述是策略與虛擬挪用間的拉拒戰。即使人們必須生
活在都市設計者所創造出的空間之中，城市空間的規範與技術，都不必然是顛
撲不破的法則。經由居民挪用性的「運作方式」(ways of operating)，可以在限
定的空間中形塑出無數的操演。所以按照天體星辰所蘊育出的地上城市，便要
在使用／挪用的空間演繹中被不斷的推陳出新。於是人們創造了他們自己生活
的城市，並且相信天體也必須按照他們的城市的變動而不斷更迭換新它們的樣
態。天體的結構因此不再具有絕對性，它必須依據地上城市建構的改變而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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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於是日常生活中的相對挪用演練使城市成為可居住(habitable)之地，而
非「令人受苦的象徵」。機會的，挪用式的截斷策略所造成的迷信與神話，予
以改弦更張，在建制化的位置中滲入可能的嬉戲演出空間(an area of free
play)(Certeau 106)，城市居民的行動依然可以是積極的，結果也可以是正面的。
伊昂•布坎南(Ian Buchanan)和葛萊漢•瓦德(Graham Ward)在解讀賽朵的策略
與挪用性衍繹時，都認為賽朵有關策略與挪用的對應關係論述本身不夠清晰，
而且在歷史的空間裡顯得相對的悲觀(Buchanan 2000, Ward 2000)。但是我認為
在解讀賽朵所提出有關策略與挪用的對應關係時，不應僅是將著眼點放在限制
性的僵化策略與逃避性的逸出脫軌間的一對一對應關係。因為在城市空間的應
對文化中，挪用性的逸出可以是多元與多變的，它的時間與空間是開放不受限
的（他者的空間就是它演練運用挪用戰術的場所），只要能在受限的場所中製
造出轉換的開口，挪用式的演出就有特殊的存在價值。也就是說，價值的判斷
不應該以挪用是否具有進行正面衝突，或積極的面向，或勇敢面對策略的施
行，作為評斷挪用性思維與機會式行徑的絕對標準。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一
書中，賽朵並不強調應該對策略進行抗議、反撲或改革，因為所謂挪用式的勝
利主要是與成功的在他者之域進出、置換、滲入新意／異質有關。基於這樣的
理解，城市居民才得以在種種早先存在的律例與規定中，變化出他的生活空
間，將制事化的城市轉化為嬉戲演出的場所，並進而轉化了律例的神話，賦予
城市新的身分。律例的嚴苛是城市生活空間中的統馭，但是城市居民在這樣的
規範體制中所進行的，則是日常生活中的異質滲透。
這樣的異質滲透策略，也是馬可波羅的旅遊紀事的經驗。報告這些陌生的
城市是他的任務，但是異族使者在陌生的城市空間中他者的身分，卻無法因為
遊歷與觀看而泯除。他對陌生城市所進行的觀察，他對蒙古皇帝所做的報告與
敘事，都不可避免的參雜了異質的經驗。除了在城市報告中融入對可能的日常
生活的策略性思維與行徑的描述，馬可波羅的城市旅程，也是可以算是一種敘
述的日常操演，因為馬可波羅對城市的觀點與敘述也有著相對挪用性的，機會
的，陰性的屬性。雖然這個觀點在與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觀點做對照時，是以
一種抽象與全觀式的策略性視覺角度來進行。但是在敘述中居民的生活操演並
未真正消失── 即使這個所謂真實／現實的景象是不可能被重現。馬可波羅的

195

觀看／敘述其實是一種逸出的路線：它沒有依據固定的方式與約定俗成的規矩
來進行；它的出現是一場挪用性的機會演出。它的機會與挪用性質的演出是顯
露在馬可波羅對他的帝王所必須持有的忠誠度上。原本，馬可波羅的限制便是
來自君王的命令與欲望，這個政治與經濟的目的迫使馬可波羅必須盡量提供忽
必略他想要知道的帝國，供他畫出帝國城市的版圖。但是這樣的政策性命令雖
然沒有被正式違抗，其實也已經是被馬可波羅以另一種陰性的逃逸方式與轉換
給取代了。最後，經由敘事的力量，這不同的觀點也感染滲透了忽必略的想法
與對所屬版圖內城市的空間想像。
馬可波羅的敘述空間是充滿記憶的神秘空間。記憶的空間本身是一種對空
間中「不存在」的承諾的信仰。這城市空間與參雜記憶的敘述是一種「語意的
漫遊」(semantic wandering)，將原本的空間漫遊轉化成敘述語意的符號擴散。
馬可波羅的城市必須經由敘事，經由記憶，才能在遙遠的帝都，再次以物件、
手勢、斷裂的語言、靜默的無言等等方式再現／重現。雖然，在相異的時空下
這樣的演出都早已不是「原物」的還原，而是差異性的再製與衍生，差異的重
複。而在這語意符號的漫遊或逃逸的路線中，差異被暫時的擱置，記憶的元素
則被轉變成神秘的、可相信的事物，並再複製為記憶元件，創造城市空間的居
住性(habitability)。記憶於是成為城市與敘述的介面。這樣的轉化是言說與論述
的力量來源，而它的起始就在於語言文字的開放力量，它既記載也承諾它自身
的存在與可能性。賽朵對這樣的承諾的看法是：「言說之所以能使人信服，是
因為言說將會取走它帶給人們的允諾，或者，因為它從不實現它的允諾。它不
描述虛空(vacuum)，不描述空虛(emptiness)，它創造它們。它預留空間給這個
「空」(void)。因此它製造開口；它『允許』嬉戲存留在一個確認的場地系統
裡。它『授權這個嬉戲空間』在分析與界定身份的棋盤上產生。它使地方成為
可以居住的。」(Certeau 105-6)在這裡，賽朵並沒有提到任何言說論述的空間
性的議題。但是賽朵有關棋盤的這個比喻，已經足以說明言說具有創造空間性
的可能；透過這個棋盤的隱喻，賽朵其實也開放了言說空間的多元。我的解釋
是，如果棋盤的方格正是那政治勢力規範出的經緯，那麼容納這個分析界定身
分的經緯的空間，依舊擁有許多開口，容許嬉戲與挪用性逸出的可能。
讓我們再次回到《看不見的城市》裡馬可波羅的城市敘述。每個城市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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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的漫遊中開放它的空間性，容納黑白棋盤方格之外的空間，容納這樣的空
所帶來的，屬於他鄉城市的異質元素，塑造增強它自己的可居住性。在馬可波
羅敘述各個城市時，威尼斯母城11 的記憶總不斷回返增生，並且每一個城市都
沒有真正現實或真實的生活面貌。我在這裡將威尼斯稱做馬可波羅的「母城」，
主要是將威尼斯當做一個指涉符號，一個象徵；它指涉著做為記憶空間的威尼
斯城，這個已經在建城的神話故事中被宣告永遠失去的男性慾望客體／欲求物
／城市空間，將不僅是那個被渴求的，得不到的女性的能指(signifier)，也是那
個曾經擁有，曾經孕／蘊育馬可波羅的城市空間── 那宛如母體般的，茱莉
亞•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所稱的 chora，一個符號的（非象徵的）
、陰性空
間。
每個城市都只有特殊的、怪誕的建築概念與相對應的挪用性思維與踐履在
支撐。這樣的敘述本身已經逃開了忽必略責成並聆聽馬可波羅對帝國城市敘述
的企圖，這樣的敘述本身是一種機會式的敘述空間的挪用與運作，甚至最終忽
必略汗對帝國與版圖的看法，也都將被馬可波羅這樣充滿空間變異性的敘述所
轉化與改變。

四、帝國版圖
在皇帝的生涯裏，在我們征服了無垠疆域的榮耀之後，總會有某個時
刻，皇帝知道我們很快就會放棄探知和了解他們的念頭，因而深感憂
慮，卻又覺得欣慰。(13)

11

在將母性引入這個城市空間的同時，我已經再度把這個在生產功能與慾望客體間徘徊的女性，置入
Kristeva 所謂的陰性的空間(chora)之中。在 chora 的陰性空間中，孕育與策反，拒斥與歡愉的力量是
同存的；自身與他者也不僅是排拒與棄斥。有關 Kristeva 對 choar 的看法，請參見蔡淑玲，
〈聽，那
萬流匯聚的「中界」──從克莉絲蒂娃的「宮籟」探主體的異化與論述的侷限〉
，
《中外文學》
，第 30
卷，第 8 期，158-182，2002，黃宗儀，
〈人蟲之間：從克莉絲特娃的棄卻理論看李斯別特的異／己
觀〉
，
《中外文學》
，第 26 卷，第 6 期，39-55，1997，以及蔡秀枝，
〈克麗絲特娃對母子關係中「陰
性」空間的看法〉
，
《中外文學》
，第 21 卷，第 9 期，35-46，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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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擁有一本地圖集，上頭畫了整個地上的世界，一個大陸接一個大
陸，有最遙遠國度的疆界、海上航路、海岸線、最顯赫的都會，以及
最富饒的港口的地圖。(68)
大汗忽必略的眼睛注視著眼前的地圖，他的心思，也全在這地圖的抽象意
含上。城市中人民的生活或他們對於日常交易的成敗得失，不是他的關懷。忽
必略觀看地圖的動機，有著成功與權力的慾望。帝王的地圖，是他成就的指標，
是忽必略人生爭戰的勝利品。各個城市可以擁有許多奇異的樣貌，但是最終，
都必須是某種他所熟悉的模式或結構的變體，並且這些符號最終將一致地指涉
到他廣大的政治統治力。所以馬可波羅奇特的表演與敘述，那些支撐性的道具
或語言，以及最後馬可波羅表現出來的靜默與沉思，都只是構成這個地圖中各
式空間的細微線條，它們充填了空間，但是多一點或少幾道皺摺，都不妨礙。
忽必略關心的，是這版圖的完整性，他想要知道的，是帝國權力的推展與呈現。
這樣的觀點與馬可波羅的敘述是恰恰相反的。馬可波羅所呈現的城市的建構、
時空與文化，以及那意在言外的空間性，都有可能暗示著這個支撐忽必略權力
觀點的帝國大廈的可能傾頹或改弦更張。這是帝王在施展權力時，最不願意面
對的可能性。儘管馬可波羅恣意的城市報告總是或多或少地向他顯露：他者的
空間總是提供城市使用者挪用的機會，而歷史總是在不斷的前進中摧毀記憶，
阻斷人們對符號式流動空間的渴望與想念。
做為帝國所有城市的擁有者，忽必略努力地嘗試瞭解馬可波羅的城市遊歷
敘述，並將他的理解轉為知識的認知，將城市敘述由符號的建立與象徵解釋的
連結，推向抽象的政治面向。但是馬可波羅的敘述（或者沉默不敘述）卻是要
將這樣的抽象意義推向空間的批判。大汗的想法，在與馬可波羅的互動中，經
歷了幾個變化。起先，因為基於對政治與權力的掌控，以及他對帝國中各個城
市有著好奇與求知的渴望，他派員進行空間的遊歷與知識的追索：
大汗的使者和收稅員被派往偏遠的省份視察，他們按時回到開平府，
來到木蓮花園，忽必烈在樹蔭下漫步，聽取他們的冗長報告。這些大
使是波斯人、亞美尼亞人、敘利亞人、埃及土人、土庫曼人；皇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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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臣民而言是個異邦人，而且只有透過異邦的眼與耳，帝國才能在
忽必烈面前顯示它的存在。(34)
帝國的版圖在大汗的眼裡是許多異邦城市的組合，而大汗也寧願透過一群
異邦人的眼耳，讓這些被征服的異邦城市被轉述，以顯現其異質的成分。這些
城市的異質性正可以恰恰反映出忽必略汗征討的功績，因為他的努力造就了異
質城邦的聚合，形成一個奇趣的差異帝國。但是差異僅止於用來展示帝國的偉
大與遼闊，對這樣一個向下窺視城邦景觀的帝國主人，他關心的所在自是賽朵
所謂的大廈浪潮、城市結構的天際線與帝國的整體景觀：「在大汗心目中，帝
國反映在一個不穩易變，又可以互換的資料沙漠裏，就像沙粒一般，從那裏，
藉由威尼斯人的字謎，喚起了每座城市和省份的形貌。」(35)而最後，這些象
徵性的敘事與符號，也都將變成帝國的資料沙漠中的細沙，在遠觀與眺望之
中，彼與此之間的差異將被抹除，成為可以互換的細沙資料。
但是馬可波羅對充滿感知的空間實踐的描述，卻使忽必略汗轉向找尋城市
與城市間的可能相似建構元素。不是向下眺望的全景式景觀所見的差異泯除，
而是在每顆資料細沙中探尋相似的元素。於是，忽必略汗的閱讀由城市資料的
蒐集與認知，轉向個別城市的細部歸納：
忽必烈汗注意到馬可波羅的城市，彼此之間很類似，似乎從一個城市
到另一個城市的移轉，不是旅程，而是元素的變換。現在，忽必烈大
汗的心靈從馬可波羅描述的城市自行出發，在一點一點地拆解了這座
城市之後，他以另一種方式重新構築，調換組成部分，移動或翻轉它
們。(59)
從擁有城市的帝王變成符號系統的建築師，忽必略汗進入了馬可波羅的敘
述裡，想像建構的再現空間之中。如果每個城市最終都將有著某些共通的部分
與元素，那麼，想像城市的建築師忽必略汗想要知道，是否他能夠就這些已知
的元素，拼湊出一個既存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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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在開始，我要描述一些城市，而你就告訴我它們是否存在，是
否像我所想的那樣。」
「陛下，您心不在焉。這就是您打斷我時，我正在說的城市。」(59)
大汗夢見了一個城市。「出發，探尋每個海岸，找出這座城市。然後
回來告訴我，我的夢境是否與現實相符。」
「毫無疑問地，我遲早會從那個碼頭揚帆出發。」(74)
「你的城市不存在。也許，它們從來就沒有存在過。它們肯定永遠不
會再次存在。」
「此際，我正在收集那些消失不見，以便讓位給這座城市的其他可能
存在的城市的灰燼，這些城市再也不會重建，也不會被憶起。」(78)
不論是在帝國城市建築師的設計或夢中出現的城市，馬可波羅都肯定它們
的存在。因為每個城市都是由這些基本元素構成的一個想像的、可相信的、或
虛幻的城市。馬可波羅向忽必略汗確認，認知過程中所獲得的城市概念與符
號，相信它們的組合也必然會產生對應的記憶／擬想的城市空間。但是，卻又
更進一步的將忽必略汗對城市的組成的興趣，由創建新城市空間轉向搜尋正在
消失或可能消失的城市。於是馬可波羅對於會消失的、記憶中的城市的說法，
再次引導著忽必略汗回到帝國城市的歷史興革。忽必略汗對重返城市的歷史沿
革有著深深的感嘆：
「我的帝國向外伸展得太遠了。是時候了。大汗想：
『現在
帝國應該在內部生長』……『帝國正在被它自己的重量壓垮』
。」(95-6)帝國的
城市與征戰的結果，最後都逃不出衰敗的命運。「忽必烈思索著維繫城市的看
不見法則，思索那些規定城市如何興起、成形與繁盛，如何適應四季變化，以
及如何變得暗淡，終致傾頹在廢墟之中的法則。」這樣的法則與系統讓忽必略
汗想到了棋局。忽必略汗終於發現，這些代表城市的符號、意義、象徵、系統，
都成了棋盤上的棋子，而包被這些城市的，則始終是那棋盤，每個城市，都是
一塊方格，而征服之後，則是剩下空無。「我認為你在地圖上指認城市，比你
親身到訪，還更能夠認清這些城市。」馬可波羅的回答，將問題帶得更遠：
「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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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旅行，你了解到其間的差異消失了：每座城市都像其他所有城市，各個地方
交換著它們的樣式、次序與距離，像是一團無形無狀的塵霧侵入了大陸。」(170)
棋盤上，帝國的征戰或城市的擁有是屬於帝王的抽象的空無，而旅人的空無，
則是遍經城市之後，系統性的認知所帶來的城市間差異的消失。重返物質層
面，回到社會空間是馬可波羅的答案：「陛下，您的棋盤鑲了兩種木料：黑檀
木和楓木。您領悟的目光所凝視的方格，是從在旱年生長的樹幹年輪上切下來
的……」(163)
經由旅行，差異消失了；在時間的不斷延伸與空間的無盡展延中，不同的
中國城市，它們所蘊含的文化上的差異與各自特殊生活方式，盡皆隱沒消失在
認知的城市系統與建築符號的架構中。在馬可波羅的敘述中，在馬可波羅的記
憶裡，這些活生生的城市與生活其中的人們的經驗，都將隱沒在城邦次序與結
構之中，而這些符號與系統的次序，最終，也都消融在旅人將軟性的，屬於人
的經驗剝離後，運用「系統性的認知」來隔離他屬於異鄉他者的認知差距、疏
離、誤識，轉而形成冷漠無情地「抽象的空無」。而這樣的異鄉隔閡，其實，
也正呼應著，因爭戰而擴大帝國版圖的忽必略的帝王情懷。忽必略的廣闊城
邦，竟也應該有大半都是陌生土地與相異文化的混合；做為統整文化差異與領
域合一的中國皇帝，也是大部份城邦的異鄉人。在剝離了文化經驗與差異認知
後，馬可波羅的抽象符號系統，替忽必略建構了一個「帝王的抽象的空無」。
擺脫了生活經驗的城邦遊歷人，馬可波羅展現的，不單純是一個漫遊在異鄉城
市中努力學習與經驗不同生活的旅行商人，也不完全是個隱身人群、充滿好奇
與專注的城市觀察家／漫遊者12。記憶在此處成了帝王擬想他的王國城邦的入

12

此處所謂的城市「漫遊者」
，是特別指稱延用自十九世紀中期，法國詩人波特萊爾在他的詩文集
中，尤其是《巴黎的憂鬱》與〈現代生活的畫家〉等詩文中，所自我描繪出的詩人樣態，以及
由康斯坦汀•紀(Constantin Guys)這位波特萊爾筆下的現代生活畫家的身上所見證到的，對街市
人群中美與現代性的凝視與追隨的詩人／藝術家的映像而來。因為只有詩人／藝術家才能極盡
所能地以特有的、追尋美的眼睛，在頹廢但卻細膩敏銳的生活中，隱身市集，微行混入群眾中，
貼近與觀察所處城市中的人生百態，充分體驗城市中的種種經驗，成為凝神諦聽種種街市樣貌
的漫遊者、藝術家、哲學家、世界人。而馬可波羅在《看不見的城市》中，的確「看不見」
（或
者應該說，沒有「敘述」
）這些生活在異鄉城市中的人們與他們的生活經驗，更遑論能在人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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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也是馬可波羅用以拉入與拉出城市版圖，藉以開拓另一個抽象哲思空間的
符碼。於是，時間與空間，歷史與文化，或者忽必略眼中／擬想中的四季變化，
城市的繁盛與興衰、帝國的興起與傾頹，忽必略的棋盤、甚至構成棋盤的木料、
棋盤所用的木料排列的次序與系統、它們最初的原起或最終的功能彰顯，全都
兜進了記憶／擬想的符碼象徵與詮釋之中。記憶因而成了巴赫汀的時空榫
(chronotope)，它是文學世界裡「鏈結時間與空間關係的內在接榫」
，
「正是這個
時空榫，提供了顯示事件的再現性的基準」(Bakhtin 250)。經由這個記憶的時
空榫，透過語言描摹或虛擬的城市生活與透過語言來想像的敘事事件，得以在

流動中，與人群混為一體，努力去觀察、追求、擁抱人們所經歷的生活與新奇事物，所以馬可
波羅在他對忽必略的城邦敘事中，大部份是沿用城市統治者、設計者的高瞻遠囑來抽象剝離變
動的人群與生活經驗，以便於型塑出可能的抽象城邦元件與系統架構；也因此，在這樣的抽象
空無中，他建構了看似五十五個名稱、內容、歷史、文化各異的城市，但是最終，竟也因此減
去了生活的況味，更缺少了波特萊爾筆下的漫遊者素質，無法成為令詩人詠嘆的，處處微行觀
察、設身處地、凝神諦聽種種街市人群與生活樣貌的漫遊者、藝術家、哲學家、世界人。有關
波特萊爾對漫遊者的敘述，以及十九世紀中葉巴黎都市文化與漫遊者的關聯，請參見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the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Walter Benjamin,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Keith Tester ed., The Flâneur，以及蔡秀枝
〈波特萊爾與現代都市〉一文；有關漫遊者概念在波特萊爾之後，所產生的定義與意義上的改
變、漫遊者因為定義與歷史情境的改變而導致行為指涉與象徵上的變化、以及批評史上的各種
演變，如愛倫坡筆下的狂亂散漫、不知所終的「人群中的人」
，班雅明筆下所批判的物化的購物
中心閒逛者，現代都會中的閒逛或遊走人，女性漫遊，特種身分女子的遊蕩，大都會遊蕩等等，
請 參 見 W. Benjamin’s Charles Baudelaire, Susan Buck-Morss, “Benjamin’s Passagenwerk:
Redeeming Mass Culture for the Revolution” and “The Flâneur, the Sandwichman and the Whore: The
Politics of Loitering,” David Frisby, Fragments of Modernity: Theories of Modernity in the Work of
Simmel, Kracauer and Benjamin, Andrew Benjamin ed., The Problems of Modernity: Adorno and
Benjamin, Deborah L. Parsons, Streetwalking the Metropolis: Women, the City and Modernity, Judith
R. Walkowitz, City of Dreadful Delight: Narratives of Sexual Danger in Late-Victorian London, 黃宗
儀，“Hong Kong Blue: Flaneurie with the Camera’s Eye in a Phantasmagoric Global City,” 蘇榕，
“Re-Configuring the Past: Cartograpies of Post-Imperial London in The Satanic Verses and The
Buddha of Suburbia,” 陳音頤，
〈軋馬路、消費景觀和女性的現代市景：吉辛筆下世紀之交的倫
敦城市小說〉
，馮品佳主編。
《重劃疆界──外國文學研究在台灣》
。新竹：交通大學出版社，
。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2，以及蔡秀枝，A Semiotic Reading of City Images i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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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社會空間中顯現出來；於是，時空、城邦、歷史文化與社會生活，竟因
而能由語言的虛擬與敘事，真正活靈活現地顯示出俗世的物質性。

五、 異鄉記憶
每次我描述某個城市時，我其實是在說有關威尼斯的事情•••為了
要分辨其他城市的性質，我必須談論暗藏其後的第一個城市。對我而
言，這個城市就是威尼斯。(113)
在馬可波羅的遊歷敘述中，所有的城市經驗都或多或少地回溯並指向一個
原始的母型── 義大利的威尼斯。Paul A. Harris 正確地指出威尼斯是《看不見
的城市》的文本系統中的原初條件；所有的文本路徑的開口都朝向威尼斯。
「威
尼斯是所有故事慾望的極限」，因為它的召喚，所以激發了後續用以製造生產
其他城市敘事的種種差異(Harris 79)。但是如果我們由馬可波羅在《看不見的
城市》裡的敘事素材與故事結構來檢驗，則有必要先將 Harris 提出的這個城市
敘事的順序加以翻轉：因為，馬可波羅遊歷在先，之後，才經驗到了各個城市
的差異與比較，經驗了那個隱藏在每個差異城市背後的城市原型── 那個不斷
向他招手召喚，時時現身藏匿在不同城市面貌中的威尼斯城市之靈(ghost)。若
就馬可波羅個人的體驗而言，他是經過了眾多城市的遊歷，才體悟到故鄉威尼
斯對他的召喚。但並非是因為他經驗並認知到了這個召喚，因而不斷將威尼斯
變化成其他眾多面貌差異的城市，將其他城市的敘事當做為記憶威尼斯的工
具，做為旅行中國城市的見聞向大汗報告── 因為這樣將威尼斯差異變化為其
他城市的敘事只會使威尼斯離他遠去：
記憶中的形象，一旦在字詞中固定下來，就被抹除了。也許我害怕如
果我提到的話，會一下子就失去了威尼斯。或許，我在提到其他城市
時，我已經一點一點地失去了她。(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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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故事敘事的安排來看，馬可波羅的城市見聞敘述與威尼斯的關係是在故
事進行到中間時，才在框架故事中與忽必略的對話內被正式提及。早先，在第
二章第三個有關城市與符號的城市敘述中，馬可波羅首次談到旅人的城市概
念：
正在旅途上，不曉得在路途上等著他的城市模樣的旅人，尋思宮殿是
什麼樣子，想著軍營、磨坊、劇場和市集的樣貌。帝國的每一座城市
裏，每座建築都不一樣，坐落在不同的位置……但是，當陌生人一抵
達未知的城市，……他立刻可以分辨哪裏是王公的宮殿，哪裏是高僧
的寺廟、客棧、監獄，以及貧民窟。有人說，這確證了一種假說，就
是每個人在心裏都有一座僅由差異構成的城市，一座沒有形貌、沒有
樣式的城市，個別的一座座城市，則填滿這個心中之城」(47)。
在這裡馬可波羅談到抽象城市概念的存在。在這個敘述中，抽象城市系統
的概念被加強了，而威尼斯的影子只是模糊地被隱射但並未真正被觸及；這仍
只是馬可波羅隱射威尼斯是他自己心中那座城市的原型的一種預告式的敘
事，而不是馬可波羅對威尼斯在他的心中的地位，以及它與其他城市差異辯證
的公開確認。不事先聲明他已經理解到威尼斯對他的召喚，一則是符合敘事素
材和故事情節發展的時間順序，再者，這樣的理想城市(ideal city)概念是較能
與《看不見的城市》整個敘事之初，忽必略和馬可波羅對談的主題──對城市
差異的認知與抽象城市符號系統的建構──有緊密的契合。馬可波羅真正承認
對威尼斯的召喚有所體認，是出現在小說的第六章（一共有十章）開頭的框架
故事之中，也是整本小說的中間，這個位置與順序關連到整個《看不見的城市》
的敘事結構與人物體驗的安排，以及最終敘事文本的詮釋，也是整個敘事分析
的關鍵。如果馬可波羅的經驗真如 Harris 所言，是由一（威尼斯）而多（其他
威尼斯的變體），由威尼斯再幻化做其他城市空間，那麼敘事中的馬可波羅，
甚至忽必略汗，做為小說人物的成長就被消弱了。基於這樣的敘事分析，我認
為必須從成長的敘事角度來檢驗馬可波羅的城市遊歷敘述，並且將記憶當做一
個符碼，一個巴赫汀所說的時空榫(chronotope)，做為進入各個差異城市的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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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也當做回返於意識與流動陰性空間，遊歷的城市與母城威尼斯等等異場域
的接榫。
也許如馬可波羅所言，他對威尼斯的記憶已不復當年，但是記憶中威尼斯
的片斷卻在他鄉異域中被翻新。舊的記憶，一如舊的文本，在新的文本中穿梭
── 沒有一個城市是新的城市，一如文本總是眾多文本的累積。而馬可波羅對
於這些陌生歧異的城市解讀，也終將在對威尼斯城的記憶與重新解讀中，不斷
翻新：
從姬爾瑪(Zirma)回來的旅人，都帶了不一樣的記憶……我也從姬爾瑪
回來：我的記憶包括了在窗戶的高度上，往四方飛去的飛艇；滿佈紋
身店的街道，在那裏水手身上刺了花紋：地下鐵車廂裏擠滿了為濕氣
所苦的肥胖女人。另一方面，我的旅伴則誓言只看到一艘飛艇，浮在
城市的尖塔之間，只有一個紋身藝匠在他的工作檯上舞針弄墨、紋刺
圖樣，只有一個胖女人在月台上搧風。(30-1)
這是《看不見的城市》中，馬可波羅敘述下的姬爾瑪(Zirma)城，而這幾行
字也是少數幾個出現在馬可波羅的敘述中，有關城市人們活動的生活情景。然
而這樣面目模糊的城市居民素描，卻是記憶的產物。城市本身即是旅行的使者
馬可波羅學習、觀看與記憶的空間── 然而不論這些描述的真實性如何，記憶
本身是值得懷疑的。這幅簡單的姬爾瑪城場景，在不同人的記憶中，有著不同
的內容，即使他們一同旅行，同時經歷這個場景。「城市中的行路人將每一個
空間的符號轉化為其他東西。」(Certeau 98)馬可波羅在各個城市中的漫遊是記
憶的遐想，也是片斷的組合。作為城市中的遊歷觀察家，馬可波羅的工作是不
斷地記憶與製造符號，但是也同時遺漏或更動某些符號。
然而遊歷的路線或記憶中符號的挑選與敘述，都使馬可波羅有關原先的城
市原型的記憶趨於破碎。他遊歷與敘述的路線其實是在各種記憶（新或舊，忽
必略汗的帝國城市或威尼斯）的片面空間中穿梭，形成某種抽象語言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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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碎片，由回憶轉入記憶13，流入遊歷的城市，於是每個城市都帶著對威
尼斯的某種記憶的片斷與符號。而一旦進入語言，記憶的片斷將會更加斷裂、
分離與增生。所以馬可波羅才會哀傷地體認到敘事與記憶的拉鋸力量；敘事與
記憶都製造差異，形成斷裂：
記憶中的形象，一旦在字詞中固定下來，就被抹除了。也許我害怕如
果我提到的話，會一下子就失去了威尼斯。或許，我再提到其他城市
時，我已經一點一點地失去了她。(113)
對威尼斯城的回憶被記憶所斷裂、消解；而記憶在語言符號中分裂，面臨
死亡。但是這個對祖國故鄉的記憶，卻在分裂成片段、漸次消解中，形成了揮
之不去的鬼魅記憶，不斷出現。在這樣有如被精神分析所拭／弒去的母親般
的，對故鄉威尼斯城的記憶的壓抑與回返，使得馬可波羅的陰性敘事空間更加
的盤桓回繞，串聯但又消去記憶。在這樣的敘事空間中，每個城市都有著故鄉
的影子，都有女性的名字──她們是他的故鄉的差異再現，也是做為異族他者
的馬可波羅對異國城市的一種屬於陌生他者的，異性的，觀看與敘事。在觀看
中，這些城市聚集了記憶的片段。在對忽必略汗的敘事中，馬可波羅的這些原
鄉記憶被消去或遮蔽，化作一種對異性他者的敘事解析。於是對所有的異鄉城
市的引喻／隱欲，都隱約地勾動著蒙古可汗對他的原鄉的愁緒與對陌生中國城

13

在此處，記憶(memory)與回憶(remembrance, “interiorizing recollection”)有所不同。根據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與德曼(Paul de Man)的解釋，回憶僅僅停留在過去事物發生的片刻。回憶的動
作跳脫時間，尋求超越。(de Man 92)但是記憶卻能將這樣的片斷保存（不論是否曾經存在）
，並
且帶到未來。這種時間上的投射與片斷保留的過程，並不是一種回憶的完整保留與延續，而是
一種斷裂(rupture)、異質(heterogeneity)與分離(disjunction)( Memoires for Paul de Man 56)，因此，
回憶的痕跡也因之將被記憶抹去。這樣往前流動的記憶符號，在時間的轉換中，是確定能在未
來獲得新的身分與詮釋的。所以德曼強調，這樣的狀態是「截然不同於連續的，Bergson 式的持
續記憶(Bergsonian duration of memory)」
。因為回憶的段落會停滯在過去的彼端，但是「記憶將
自己投射(project)到未來，它建構出現在之存在。」(Memoires for Paul de Man 58)因此，德希達
認為，記憶的斷裂性與異質性正是影響它的不連續性與距離經驗的力量──也因為這個差異的
開啟，記憶才得以往前投射，而不是舊有的延續。

206

《看不見的城市》中的空間想像

市的欲望── 征服與統治，瞭解與認知，切割與統整。
在敘述阿達瑪(Adelma)這個死亡的城市時，馬可波羅同時記憶也記載了他
對威尼斯城的回憶與這個回憶的死亡。在阿達瑪的城裡，某個正在將一簍海膽
裝上貨車的老人，像極了他孩提時代認識的老漁夫；一個在地上縮成一團，頭
上纏著毛毯的熱病患者，讓他想起了他的父親去世前幾天的模樣；從陽台上垂
下吊籃買菜的女孩像故鄉裡為愛發瘋而自殺的女孩；而「賣菜的小販抬起頭：
她是我的祖母。」(121)在這樣的記憶回返中，馬可波羅遇見了死亡：停滯的符
號與不再變化的面孔── 過去記憶中人物的死亡與記憶符號的死亡。在阿達瑪
所見到的臉孔符號已經失去再連結與象徵的功能，停滯在表面與過去的記憶之
中。馬可波羅的記憶／敘述指出了這一點：寫實或真實的敘述將會終結可能的
符號指涉關係；而若一旦將新的城市空間，用舊的記憶符號填滿或以為代言，
則新的城市空間亦將因為充滿了過去的記憶片斷而成為死亡之城：
你已經到達生命中的一個階段，現在你所認識的人裏，死人已經比活
人還多。而且心靈已經拒絕接受更多的面孔，更多的表情：在你所遇
到的每張新臉孔上，都印上了舊的樣式，每張臉孔都配上了最合適的
面具。(121)
如果馬可波羅讓這樣的記憶充填新的城市，讓符號在面具之下靜止，那他
的敘述也將面臨終結，一切都僅只是回憶的複製與重複。但是馬可波羅的敘述
並未停滯在這裡。當他敘述這些「貌似」他家鄉親人的人物時，是將之置於死
亡的城市架構中：這是個讓人憶起已經死去的人們的空間，迫使人面對過去死
亡的人與面對自己的死亡的空間設計，所以死亡的面孔與死的印記其實是一樣
的，它提醒你的，是死亡的遍在與對死亡的記憶，而不是對故鄉故去的人們的
回憶。所以，不單只是馬可波羅將發現這些人貌似故鄉裡故去的人們，這城裡
的每一個人，也將發現馬可波羅「長得像某個已經死去的人。」(122)在這個城
裡，每個人對其他人的回憶都轉化成記憶，連結著名字；所以即使當保有這個
名字的人已經逝去，名字仍然攜帶著對於這個人（與死亡）的記憶，出現在可
能的未來空間之中，繼續轉寫與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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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波羅的城市之旅，是一種記憶回返的旅程。每個城市都有個女性化的
名字，每個城市都像是面目模糊的女人── 然後都指向一個最終的女人：母
親，祖國的母城。但是這個母城的形式也只得以模糊的面目示人。因為它只存
留在記憶之中：
「一個人越是迷失在遙遠城市的陌生地區裏，他就越能夠理解，
他為了抵達這裏所經過的那些其他城市；他回溯自己旅途的各個階段，認出了
他揚帆出發的港口、青年時代熟悉的地方、自家的週遭，以及小時候在其間歡
心跳躍的那個威尼斯小廣場。」(40)在每個不同的城市速寫中，馬可波羅對母
城威尼斯的蘊育情懷進行片斷記憶與重述。他在每個城市的敘述中，加雜暗藏
了某種似曾相識但又不斷轉化的暗記。但是死亡將迫使一切的記憶流動停止，
也預示旅人與母城／母體這個迴蕩不去的陰性空間在意識與記憶中的擺蕩纏
繞，將因這最終的死亡之舞而終結。
在死亡的威脅以及記憶可能的斷裂與延異的糾葛之中，面具與死亡的符號
才能在不同的人們中流轉。因為「記憶的力量並不是在於它能使某個曾經存在
過的狀況或感覺得到復甦，而是能將心靈歸回到現在，並且將之引導到它自己
演繹經營的未來之中的一種建構的行為。」(de Man 92-3)這樣的建構性已經使
記憶的符號脫離過去的回憶痕跡，得到新的詮釋力量。現實生活中的人群面孔
有著記憶的痕跡，但是不等同於回憶；同理，現實狀態中的日常生活細節的描
述，也可以讓位給抽象的城市精神速寫，然後都市設計者的概念與城市規範的
架構才得以轉化成其他層面的象徵，然後繼續在馬可波羅的都市遊歷中，顯現
出各式可能的（或原本不可能的）意義與空間性。

六、看不見的城市
缺乏可見度(lack of visibility)，無法被看見，是行使或操演的本質，所以操
演的實踐總是在隱匿的狀態下進行。看不見並不一定是因為隱藏，而可能是因
為被忽略，或因為無法被歸納。我認為馬可波羅的敘述本身也是某種程度的「操
演實踐」(the practice of “making”)── 屬於在空間與言說敘述層面的操演。首
先，它是馬可波羅記憶中的片斷，作為一個符號，它的連結功能超越了個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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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空間，經由記憶的重組與再述，這些片斷變成記憶的開口，通向不同的空
間，但是也同時在編織入馬可波羅的敘述文本時，再創新的社會與城市空間。
再者，這個敘述的內容其實是不符合忽必略汗的希望的。馬可波羅的遊歷與敘
述路線不僅是可見的與不可見的雜揉，也是充滿歧意與對立性的演出。
馬可波羅片斷的城市敘述，是基於城市的設計與時空分析，但也都是隱含
在一個記憶的框架之中來呈現的；它原本就是一個幻影(simulacrum)，是視覺
與記憶的重組。這個虛假的現象僅是用來鋪陳空間幻象的符號組合。所以馬可
波羅清楚地向忽必略表明，即使是將某個城市生活中的片斷，甚至是引起欲望
的事物加以描述，都僅止於虛像，並無法重現這個城市的本質：
我也該提到，我曾經看到女人在花園裏的水池洗浴，據說，她們有時
候會邀請陌生人脫衣加入，在水中追逐嬉戲。但是，即使告訴你這些
事物，我還是沒有提到這座城市的真正本質；因為，有關安那塔西亞
(Anastasia)的描述，若是一度勾起你的欲望，你也只能強忍下來，可是，
如果某個早晨，你身處安塔西亞的心臟，你的欲望會在剎那間全部甦
醒，環繞著你。在你面前，城市是一個整體，沒有漏失任何欲望，你
是城市的一部份。(22)
生活無法複製，敘述不能重現或再現記憶或現實。不被看見的、不具可見
性的演練被隱沒；即使是會勾起欲望的，也不具再現城市本質的功能。在第一
章馬可波羅的城市敘述中，空間生活與語言符號的再現可能都面臨考驗，於是
城市僅是「記憶、欲望、符號」的組合，它們的組合，是不斷增生的時空倒敘
── 1,21,321,4321。在《看不見的城市》中，卡爾維諾在五十五個城市速寫的
次標題後面，都編上了由 1 到 5 的阿拉伯數字。這些數字的排列形成非常美妙
的組合。瑪瑞羅(Laura Marello)在 “Form and Formula in Calvino’s Invisible
Cities” 中將這些數字做了一個排列上的分割與解釋。根據瑪瑞羅的說法，這
些篇章的數字排列可以分為三部分：建構(build)，維持(maintain)和抹除(erase)。
第一章是建構的階段，最末章是抹除的階段，而其間章節，則是維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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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a Marello’s Diagram:

1
21
321
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BUILD

MAINTAIN

←－－－

5432
543
54
5

ERASE

Å＋＋＋＋＋＋＋＋＋＋＋＋＋＋＋＋
(future)
present
(past)

time line

基本上瑪瑞羅的排列與解釋是將整個故事的敘述當做一種時間上向前推
動的，回旋式的環繞前進。瑪瑞羅同時也將所有的城市分為三種：過去，現在
與未來三類，以配合數字上的三類時間：建構（過去）、維持（現在）和抹除
（未來）。
但是在此處，我要提出一個全然不同於瑪瑞羅的解釋。這也是我對 Calvino
的小說章節目錄中所出現的阿拉伯數字群組所做的一個符號學式的詮釋。在上
面瑪瑞羅的圖示裡，一切數字都是以 1 為原點／出發點（現在）為中心，然後
向未來前進。而這也就說明了為什麼在瑪瑞羅的解釋裡，最後的幾個章節變成
了「消解」的過程；因為原始的出發點 1，已經被抹除了，並且在敘事不斷地
向前推進時，2、3、4 也都接連的消失了。在我的解釋中，這些符號排列，則
將依照 Calvino 小說敘事目錄裡的數字出現順序，將每一章節中出現的數字
組，由它們出現的先後次序來排列對齊，而非硬性地為了解釋的緣故，將每一
章節中出現的幾組數字裡的 1（以及 2、3、4、5），都全然擺置在一起向前看
齊。我的解釋是，數字的排列並非以 1 為中心，小說中出現的數字（由 1 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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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順向，整齊，與逆向排列）和章節的數字（由 1 到 10 的順向漸增）也都有
其各自的涵義，而不是單一的順應著一個共同的解釋。
如果我們將卡爾維諾的章節數字做如下的排列，將會得到一個完全不同的
解釋：
Remodeled Diagram:
Chapter 1

1
21
321
4321

Chapter 2
Chapter 3
Chapter 4
Chapter 5
Chapter 6
Chapter 7
Chapter 8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Chapter 10

5432
543
54
5

←－time and space－→

Å＋＋＋＋＋＋＋＋＋＋＋＋＋＋＋＋
future
present
past

time line

在這個圖示中，我將瑪瑞羅的數字與時間順序的排列關係做了更動。這樣
的更動主要是在於我將卡爾維諾書中每個城市的阿拉伯數字代碼都當作一種
對應於某個地理空間的符碼，並且將這些阿拉伯數字的序列，看作是代表按時
間順序演繹的、屬於時間歷史的符碼。小說的第一章有 10 節：第一節，因為
是故事的緣起，所以由 1 起始。但是有一點要特別注意的是，馬可波羅所敘述
的城市故事的順序，並不是如瑪瑞羅所言，由 1 開始，向前進展。我認為馬可
波羅的城市敘述並不是依據時間的推演而前進（也就是說，言語敘事中城市出
現的順序並非按照馬可波羅的遊歷路線來進行），反而是在敘事的過程中，在
城市敘事中不斷增生的時間與空間中，做時空倒回的工作。每個城市的時空都
因此不斷地回應／回映之前(past)與往前推進到以後(future)的，各種城市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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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間的交錯旁雜。所以 1 這個起始之後，跟隨著的，便是(2,1)，(3,2,1)等等
不斷由後往前的一種既是時空擴展，也是時空倒回／回返的回想式敘述方式
(1,21,321,4321)。此時代表現在式時空的 1，也當然會不斷地隨時間演進向前推
進，轉變成為 2，然後是 3，然後是 4。當然小說的敘事最後是到達成熟、完
成的終極數 5。只是在第一章的城市敘述中，因為故事還在起頭，所以最大的
時空符碼 5 並未在第一章出現。而小說的中間章節，第 2 章至第 8 章，則都各
有 5 節，每節都是將時空由最大的 5（亦即，最靠近敘事的現在時空點）往回
推，然後回到起始點(5,4,3,2,1)。最後結尾的第 9 章，則與第 1 章相互回應，所
以也有 10 節，但是都由 5（最近的時空點）開始，企圖回推（推回時空的過
去），但是不但原初點的 1 都無法被再現，連 1 之後的各個時空的符碼，也都
在敘事的時空企圖中，慢慢被拭去(5432,543,54,5)。於是，歷史的過去不斷消
逝，留下最近的時空 5（一個旁雜、收納了時空進展的符碼），作為終結。逐
個城市的空間也許會在敘事的時間中被抹去，一如瑪瑞羅所言，被消滅
(erased)，但是這些城市的空間性卻已經在不斷的推演（前進與倒回）中，在每
個出現的數字符碼中，被以某種特別的形式展現出來。有關過去的回憶，被記
憶的片斷與空間的敘述打斷，漸漸消失；但是敘事的空間，卻在記憶的增生演
繹中擴張。
這樣的推演方式，使得卡爾維諾的城市空間變的充滿了記憶，而城市與敘
事間的關係也因之在增生與消失間互相回應。在城市空間中，挪用性的逸出是
多變的，它的時間與空間是開放的，一如忽必略汗所見的這個棋盤方格與棋盤
上方開放的空間／虛空的關係。記憶在被轉述為言談時，已經逸出了框架與棋
格，策略的應用因此可以是限制性的或束縛性的，但是在開放的空間中，遊走
與躲避不僅是逃避，而是尋找可能的轉換空間或製造身分的可能路徑。忽必略
汗可以觀看帝國地圖，想像帝國城市，但是在與馬可波羅的對談中，忽必略汗
做為帝王的身份也可能被開放：將帝國的版圖想像成一個棋盤，政治領土的權
力的爭奪，轉換成棋賽。在對話中，忽必略汗由帝國城市，到城市系統，到帝
國生成，然後話題置換到棋盤：「如果每座城市就像是一盤棋，等到我學會規
則的那天，即使我絕對無法知悉帝國的每一座城市，我終究還是能夠擁有我的
帝國。」(151)按照賽朵的說法，此時的忽必略汗是城市的設計師。「只要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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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下一盤棋就夠了，並且將棋盤上相繼的每個狀態，當成是由樣式的系統所
組合與摧毀的無數樣式之一。」這個帝國城市設計師現在瞭解該如何去分析與
歸納他的帝國城市系統。但是，這個帝國城市符號系統卻在馬可波羅的引導
下，轉變了方向，發現了屬於賽朵棋盤上方的，嬉戲、界定身份的空間：
大汗企圖集中心神看棋：但現在令他困惑的是棋賽的目的。每盤棋最
終都有輸贏：但是輸贏了什麼東西？真正的賭注是什麼？將軍的時
候，在被勝者擊倒的國王腳下，黑色或白色的方格還在。藉由將他的
征討抽象化，將之化約到抽煉的精髓，忽必烈抵達了最極端的軍事行
動：確定不移的征服，相形之下，帝國各式各樣的寶藏，只是宛如幻
影一般包被在外。這種征服被化約為棋盤上的一塊方格：空無…(153)
一如忽必略汗所思，棋賽的重點並不是在於輸贏，不是白色或黑色的方
格，而是棋盤上方的空間，那一塊空無，這個相對的、他者的、屬於空間的空
間性位置，才是真正的問題重心。雖然這樣的操演在生產的系統中常常被隱匿。
城市居民挪用空間，馬可波羅，這個中國城市空間中的他者、異邦人，也
在進行一種他者的詮釋。他的異邦人的身分使他在敘述每個記憶中的城市時，
有著他者的距離。但是在呈現都市願景的視覺與幻景時，他也同時加雜著城市
空間架構之下的生活方式與可能操演。馬可波羅對這些異鄉城市的敘述，已經
游移在不同的景觀與願景之中。經由這樣的游移，每一個規範的說明與呈現都
附帶著可能的脫軌與溢出。也就是這樣的報告，讓忽必略汗的眼睛必須不斷地
從帝國版圖的城市拼湊，轉移到抽象的架構拼裝之外，進入沉思。馬可波羅的
游移，迫使忽必略汗由帝國的主人，帝國版圖的擁有者，轉為地圖的觀察家，
迷失在不斷擴大的地圖之中。
當所有的經驗都只是一個抽象的指涉時，象徵層次裡的意義，就過度的滿
載，不斷地後延與異化。但是，都絕對無法在現實的生活或場景中得到實現。
這種意義的滿載與延異，使敘述中的城市不斷失去景深，沒有實體，變得抽象，
但是又充滿各種可能性，由城市空間所衍生出來的抽象空間性。一種永無止境
的遊戲，語言、文字、動作、姿態、視覺、聽覺、與幻覺的遊戲。城市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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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完全看見。看得見或看不見的部分，在敘述中或不在敘述中，語言、符號與
記憶的關係都不斷在後退、反推，但是原點早已消逝，因為原初的經驗無法再
現，而是在眾多可能的片斷符號與記憶中延宕── 5432,543,54,5（這是書中馬
可波羅的城市敘述最末章的城市編號）。歷史上的時空在逐漸消逝，但是留下
最大的可能數作為終點── 也許將會是另一個故事的起點14。

後記
過去五年來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經由符號學的觀念，研究文本與空間這兩種異
文本各自的文本性與空間性，並且將這樣的關係放在探討文化的氛圍中，各種
文學或文化文本與空間性的關係和符號體系如何於此中建構社會化現象的脈
絡。首先，在〈波特萊爾與現代都市〉一文中，討論文學文本與都市文本的差
異與生產關係。主要以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對巴黎市所做的觀察描寫
《巴黎的憂鬱》(The Parisian Prowler: Le Spleen de Paris)一書來作為討論的主
題。經由波特萊爾筆下的詩人藝術家，都市與文學文本的中介者，巴黎市民的
生活被引介到文學之中。詩人藝術家的漫遊活動成就了兩種文本的中介與符號
系統的形成。漫遊者的閱讀形塑了都市的符號系統，而這系統的建立，則是立
基於漫遊者與都市居民的互動之中。漫遊者中介了三度的都市空間與二度的文
學文本，將都市意象轉化成文學文本，建立起指設空間意象的文字系統。
〈城市空間：異場域的交錯〉則是探討美國南方女性小說家法蘭娜瑞•歐
康諾(Flannery O’Connor)的短篇小說〈凡興者必合〉(“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中，空間場景的敘述與種族、階級、母子、歷史、新舊文化觀點等
衝突。探討公共空間中各種權力關係與運作和南方蓄奴文化與種族歧視的關
係，以及內在的認知差距與人們在公共空間中所受環境影響而產生的行為與這
行為所帶來的後果。
〈城市文本與空間閱讀〉則是探討城市的空間文本與文學文本間的文本互
14

城市中看不見的部分的價值，例如生活中與記憶裡的碎片，也許可以經由反省與關照的方式而
得以倏然顯現。對敘事的觀點而言，這就足夠成就另外一個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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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與空間權力關係。以卡爾維諾的《馬可瓦多》為例，探討在種種抗爭與游移
似的扭曲解釋之下，這觀看城市的小民如何提出他的質疑，反演他的角色。他
挑戰著規範的空間，對原本已經意識型態化了的城市進行空間的再生產與再解
釋。空間符號的傳統被顛覆，社會的規範被質疑，優質高尚的生活美學被畸零
的、游擊戰似的生存原則所替代，文化、歷史、社會、規範都被重新審視。文
學的文本將空間的文本再生產，而過程中，空間的視角與人物的回應成了文學
文本所捕捉的奇趣，城市的空間解讀於是在不同的眼睛中閃現。
〈異文化裏的陌生人：羅蘭巴特在日本〉是闡述羅蘭•巴特如何在《符號
帝國》這本書中，首先運用敘述日本經驗的仿見聞錄模式，詮釋他對日本文化
的各種意義的衍生與變化的看法。在這些生動的日本經驗敘述之後，是一種流
動的美學：每一個動作或切割的空間都變成畫面，都是符號，只是這符號的流
動所引發的，不是意義的解讀，而是意義的不能被解讀，一連串的符號流動，
產生的是一個沒有意義的符號衍生系統。然後，巴特再用這個空無的日本經驗
當作是另一個想像空間，一個虛幻的「符號帝國日本」，來重新反省西方的文
化與理體中心論述。
〈巴特《S/Z》中的轉向與閱讀策略〉則是進行文本空間的探討，以羅蘭•

巴特在《S/Z》書中所倡導的多元式文本閱讀與符號多義性的關聯為例，閱讀
巴特在這樣的文本閱讀理論的闡述中所實踐的書寫閱讀概念。巴特將結構式的
符號意義開放為多元多義性的符號指涉連結網，以自創的五種暗碼(code)與語
段(lexia)切割的方式來閱讀文本，提出文本的多義性連結。本文嘗試經由擬寫
與仿作來探討巴特如何將文本閱讀理論運用在巴爾札克的短篇小說《薩拉辛》
(“Sarrasine”)上，形成相當個人化的文本符號多義性詮釋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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