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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小野〈封殺〉為研究核心，就台灣棒球小說的發展、作者生平、主

角心境變化、寫作手法進行分析。 

  棒球是臺灣風行的運動，也成為作家們的寫作題材，而作家透過小說替我

們紀錄了不同時期的生活，透過這些文本，我們能更加了解不同樣態的棒球文

化，也從故事中重新檢視台灣的生活樣貌。 

  作者小野原本是學分子生物，靠著對創作的熱情，發表了許多作品，甚至

跨界創作，從前後出版的小野《封殺》自序，可以看出其創作的心境變化和不

同時期與〈封殺〉的連結。 

  小野於〈封殺〉中特別著力於主角心境變化的描寫，刻畫朱進財面對的困

境及其在球場上對輸贏的掙扎：父親因賭博負債要求主角在球場放水，母親希

望他能實現自己心中的夢想到美國去打球，教練、隊員、鄉親父老也都對他抱

有期望，而朱進財不願辜負任何人的期望。 

  所採用的寫作手法有兩部分特別為〈封殺〉之特色，一是賦予封殺多重含

意，除了球場上的封殺外，更探討周圍人帶給他的沉重的負擔。另一個是將現

實畫面與心理畫面交錯呈現，透過這個方式，小野成功營造了緊張和懸疑的氣

氛，在朱進財幾分鐘的打擊中，穿插其意識流轉，完整交代了故事的前因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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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文獻探討暨研究動機、目的：臺灣棒球文學與〈封殺〉 

  棒球，自日據時代延續至今的一項運動，一直是臺灣的驕傲，理所當然，

也被融入了小說寫作的題材。 

  石明宗和呂潔如（2006）所編《運動書寫》一書收錄了多篇研究論文，皆以

運動書寫為主題，其中一篇為徐錦成〈試論台灣運動少年小說（1977-2006）〉。

在此論文中作者蒐集了 22 篇運動小說，其中棒球小說占了 7 篇，將近三分之一，

棒球小說比例之重說明了棒球小說之盛及其在運動文學中的重要性。文中提出

運動小說常見的三點特色：其一是常見武俠小說的影子，如郭箏的〈彈子王〉；

其二是與社會脈動常可互相印證，如小野的〈封殺〉；其三是常具有國族寓意的

傾向，如張藝的〈浪子史進〉。 

   徐錦成（2004）稍早另一篇〈懷舊、神話與除魅──試論台灣少棒小說

（1977-2003）〉論文，則專就棒球小說進行探討。文中將棒球小說分為懷舊型、

神話型與除魅型等三類，另特別將小野的〈封殺〉獨立出來，並譽為台灣棒球

文學的先驅。在懷舊部分，徐錦成提到侯文詠的〈超級棒球賽〉，神話部分為李

光福的〈獨臂投手〉和洪志明的〈神話故事〉，除魅部分則是李潼的〈洪不郎〉、

《龍門峽的紅葉》及張啟疆的〈胡武漢與我〉，並認為三種類型間不能做高下之

分。同時，他也認為棒球小說是含有國族寓意的，我們往往可以從當中看出台

灣人的性格。 

  2005 年徐錦成主編的《臺灣小說棒球大展》，是第一本整理台灣棒球小說之

專書，他在序文中梳理了歷年棒球小說的發展。首先列出者為棒球小說先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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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咸浩、小野、傅林統作品，皆出現在七零年代，但熱潮卻未持續；到了九零

年代，職棒興起，侯文詠、林宜澐屬於懷舊型的作品將讀者帶回了那個輝煌的

記憶；而陳月文、洪志明、李光福的作品則充滿著勵志性，令人感動；1969 年

紅葉少棒的醜聞震驚全台，李潼、張啟疆利用此事件來反思，創作出紅葉傳奇

的反省小說，其富含的哲理值得深思。這裡的勵志性、反省性與上篇論文「神

話型」、「除魅型」分類內涵相近，較為可惜的是編者並未將上述所有作品編入

此書。 

  上述研究為運動文學、棒球文學之綜論，非就〈封殺〉直接進行討論，而

徐錦成（2011）〈台灣棒球史上兩次「封殺」─以寫作技巧為中心比較小野〈封

殺〉與鄧榮坤〈再見封殺〉〉討論範圍縮小，針對小野〈封殺〉及鄧榮坤〈再見

封殺〉這兩篇作品進行討論，並以寫作技巧為中心加以比較。他又提到，原本

小野作品中的「封殺」應該是「觸殺」，小野雖承認使用上的錯誤，但「寧願將

錯就錯，自有他的斟酌」，鄧榮坤的作品中也重複出現這個「錯誤」，直接以「再

見封殺」為篇名。兩者內容雖不盡相同，如此的致敬作在棒球文學中卻是僅見

的一次，值得記上一筆。 

    在一些報刊文書中，關於〈封殺〉的評論也很有參考價值。包括 1977 年 9

月 16 日聯合報第二屆小說獎徵文評審丁樹南、姚一葦、孟瑤、朱炎的意見、1977

年 12 月 28 日聯合副刊中「忘湖居書簡」的劉紹銘評論、1977 年 12 月 27 日聯合

副刊中李鴻來的評論。另外，在《小說潮──聯合報第二屆小說獎作品集》中，

夏志清的〈正襟危坐讀小說〉也提到一些對〈封殺〉的意見。綜合這些資料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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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整理出以下幾點： 

一、題材具現實性 

  丁樹南（桂文亞記錄，1977）提到〈封殺〉的特色之一為題材具現實性，他

認為「在中南部少數地區若干成年人利用少棒比賽作為競逐名利的手段，而給

與賽的孩子們以沉重的精神壓力」。 

  在那個年代，簽賭事件因棒球賽而盛行一時，〈封殺〉中描寫簽賭等社會現

實，帶出棒球選手阿財面臨的內心困境和抉擇，體現了小說題材的現實性。 

二、人情和良知的衝突 

  劉紹銘（1977）認為「小野能善於抓住人情與良知的衝突，實在懂得現在小

說的個中三昧」，對於文中阿財和父親之間關係的描寫，他這樣說道： 

  兒子玩棒球玩到「國手」的地位，做父親的卻不爭氣，要兒子「放水」，

對兒子職業道德、人格和自中心的戕害，可想而知。做兒子的要聽父親的話，

不但有違父親小時候給自己的「庭訓」（做父親的不會從小就慫恿兒子長大做

壞人吧？）而且還背棄了自己所受的國民教育。不聽父親的話，又想到父親可

憐。 

  在作者的筆下，不管是誰都能清楚的了解孩子對此的矛盾和痛苦，可從中

看出世間的黑暗和人性的醜惡，引人省思。 

三、結構緊湊  

  丁樹南（桂文亞記錄，1977）的評論中提到〈封殺〉「結構緊湊，可以說是

三十篇入圍作品中最符合傳統小說結構模式的一篇。自阿財出場以迄於被封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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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壘前，故事時距不過數分鐘，而作者通過主角的意識流轉，對故事的背景

作種種必要的交代，表現了高超的壓縮功力，設計嚴謹，值得稱道。」 

  故事的主線是朱進財於九局下二出局後短短幾分鐘的打擊，但作者在揮棒

的間隔穿插主角的意識流轉，快速經歷了阿財人生的各種重大事件，將事情的

前因後果和故事的背景壓縮在侷限的時間中，是相當特別的設計。 

四、封殺的多重含義 

  李鴻來（1977）在其評論中就「封殺」一詞進行分析，他提到：「由於作者

對『封殺』一詞賦與了特別意義，狀喻成了一種難局、一種困境，所以在情節

的發展上也就處處寓意『封殺』。」又將其分為「鄉情的封殺」、「親情的封殺」、

「情慾的封殺」、「人性的封殺」、「生命的封殺」等部分，但僅以簡短的情節舉

例帶過，並未充分說明。 

五、短處 

  大部分評論都在談〈封殺〉的長處，但事情常有正反面，在朱炎（桂文亞

記錄，1977）看來這些長處也是他的短處： 

〈封殺〉的主題太過簡單，我們看得很清楚。雖然相當有力，卻沒有掩隱

之美，有緊張懸宕的氣氛，卻沒有引人入勝，讓讀者低迴冥思的境界，而這種

境界是中外創作藝術中，不可或缺的。嘲弄的文學很惹眼，也討人喜歡，因為

它具有挑戰性，又能滿足一般人不滿現實的心態，但是，嘲弄的文學不是最高

的文學形式與表現。 

  夏志清（1977）評論第二屆聯合報文學獎作品，認為〈封殺〉主角的內心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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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太顯而易見，並不驚人。由於故事較為簡單，在人生真理部分，比不上〈樂

行者〉、〈牛〉、〈迷惑〉那樣令人回味，甚至覺得這三篇任一篇獲得首獎都較為

合適。夏志清與朱炎提出的異議也啟發了另一角度的思考。 

  〈封殺〉不只出現在聯合報小說獎作品集和小野作品集，於《台灣棒球小

說大展》、《寒梅》、《大頭崁仔的布袋戲》等台灣文學選集中亦可見其蹤跡，可

知其在台灣文學史上有一定的重要性。雖然如此，以〈封殺〉為題進行討論的

研究仍不夠完整，因此在這次的研究中，嘗試以〈封殺〉為主軸，在前人的基

礎上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貳、作者介紹：小野與〈封殺〉 

小野，本名李遠，1951 年出生於臺北，原本學的是分子生物，後來憑藉對

寫作的熱情，長年筆耕不輟，陸續發表了許多作品，如：小說集《蛹之生》、《試

管蜘蛛》及《封殺》、散文集《生煙井》、新詩集《始祖鳥》等。 

他的創作不限於文學作品，又跨界擔任電影編劇，編有《成功嶺上》、《我

們都是這樣長大的》、《高粱地裏大麥熟》和《恐怖分子》等電影劇本，曾在中

華電視公司任職總經理。 

小野年僅二十四歲便以《蛹之生》一舉成名，隨後在 1977 年創作〈封殺〉，

更得到第二屆「聯合報小說獎」首獎的肯定。以《封殺》為名的小說集前後出

版了三次，收錄大致雷同，但每一次的作者序都不同，從 1979 年的〈自序〉、1988

年的〈浩劫的蜚蠊〉（新版序）到 2012 年的〈新生〉（新版序），可看出不同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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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心境上的轉變。 

從 1979 年的〈自序〉（小野，1981）中可以感受到彼時的小野，是位懷抱希

望又帶著滿腔熱血的年輕人，內容是對過往經歷的敘述及接下來的打算，像在

告知讀者的同時也在期許自己，並感謝他人的付出。 

多年後〈浩劫的蜚蠊〉（小野，1992）中，提及對創作生涯感到困惑一事，

他面對批判聲音以及諸多瓶頸，進而對當年寫的〈封殺〉也有了更深的感慨： 

我一再想描寫人所面臨的各種困境，如同〈封殺〉裏的小棒球員阿財一樣，

他永遠無法回答二選一的是非題。人生也一樣，永無止境的「困惑」，像科學

實驗一樣。除了一再封殺自己，衝出重圍外，也沒有更永恆的方法了。 

到了近年再版的〈新生〉（小野，2012），他述及了得知〈封殺〉得獎時的激

動。娓娓道來過去的輝煌之際，也描述了他當時對於父親的一種特殊情感： 

我接到了媽媽從剛剛搬進去的中華宿舍裡打來的電話，那是家裡剛剛接好

電話線的第一通電話。媽媽通知我說，我的小說〈封殺〉得到第二屆聯合報的

首獎。我掛電話後直覺得這件事情並不真實，會不會弄錯了？我並不覺得自己

的小說有得獎的實力，更何況是首獎？而且所有的幸運不可能全降臨在我一個

人的身上。可是我的心情忽然由驚喜懷疑轉成了激動。我一個人默默地走到了

實驗室外面的長廊，黃昏的彤雲讓我好想大哭一場。我忍不住對著黃昏的天空

大喊著：「爸爸，我替你報仇了！」 

  小野做為大兒子，一直明白父親在職場上的失意，做了十幾年的小主管，

儘管有實力也無法升官。無法對一切視若無睹的他，或許也因為爸爸遭遇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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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把「改變社會」當成了屬於自己的一種責任。在得獎的那一刻，小野像是

從泥沼脫身的旅人，從中得到了解脫。 

隨著年歲增長，作者嘗試突破過去的自己，力求進步與拓展格局，但推翻

自己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寫道： 

雖然在創作上我很習慣推翻過去的自己，封殺自己，但是多年後，當我又

重新閱讀這本年輕時的舊作時，才赫然發現在這本小說集的許多篇小說裡，我

不斷在小說中架構描繪著不同父子之間的複雜情結，渴慕、矛盾、敵意或疏離。

原來我想用創作去割斷那條和父親之間牢不可斷的臍帶，結果證明是徒勞的。

我始終沒有離開這個主題。 

封殺自己，是個殘忍的詞，但在此卻顯示出小野渴望進步的慾望，而回頭

一看，對於爸爸的感情，仍然密不可分。爸爸當初的期待，就像斷不開的臍帶，

隱隱牽動著作為兒子的小野。 

如今也為人父的小野，已不再是當初的小伙子，對於生命的洗禮，有了更

深的沉澱。縱然不斷往前邁進，他仍然離不開最初對寫作的赤子之心。 

 

參、主角心境分析 

  主角朱進財出生在台灣 70 年代沒落農村的貧窮家庭，為神鷹隊少棒球員。

故事裡還有許多配角，如貪婪又可憐的爸爸，他是個總戒不掉賭博，又要犧牲

兒女的賭徒；又如天真又望子成龍的媽媽，她活在對兒子的期待中，不曾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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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情。相較於用整個故事篇幅敘述的主角，這些配角都以一種直接鮮明的

方式呈現於小說當中，心境顯得單純簡單。 

  作者細膩的描述阿財每一個內心的掙扎，其他人物是造成他如此窘境的「劫

難」，卻又是一種不可割捨的「劫難」。主角因為善良溫厚的個性，承擔了許

多人的期望、壓力，在這樣進退維谷的情況下，產生了一連串情緒的轉折。此

部分就其心境變化進行分析。 

  以下按投手投出的六球，做簡單的表格整理，並以「球」為分界，分析阿

財的心境轉折： 

開場 比賽設定在最後一局，比數３：２，二人出局，一人在三壘，朱進財打擊 

投手 阿財打擊 球數 

第一球 打擊──界外球 一好 

第二球 打擊──揮棒落空 二好 

第三球 左下角壞球 二好一壞 

第四球 右變化壞球 二好二壞 

第五球 壞球 二好三壞 

第六球 打擊出去──跑壘 封殺出局 

 

一、第一球 

（一）心無雜念且有信心的 

故事的時間軸藉播報員的大嗓門拉出，這也是阿財所面對的第一球，此時

他扮演能否逆轉這場比賽的角色： 

   朱進財身負重任，很有信心的踏上打擊區。（小野，2012，以下文本引文

皆由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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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打一定得長打。阿財全神貫注地瞪著投手彎藏在身後的手臂。狠狠的敲

他一支全壘打能不能當國手就在這一棒了。贏了才有去美國的機會。 

從「信心」、「全神貫注」可以看出阿財的自信及心無雜念，而贏球的動機

就是文中所說的成為國手及擁有去美國的機會。 

 

二、第二球 

（一）現實生活的壓迫，放棄的念頭開始竄出 

第一次揮棒擊出，球飛出了界外，然而阿財非但沒有失落，反而「鬆了一

口氣，竟有一種如釋重負的奇異感覺」。 

阿財的爸爸跟外地人打賭球賽的輸贏一事，在此首次出現，也影響阿財由

一心求勝轉而出現不同的念頭： 

阿爸和別人下了二十萬的賭注，賭紅蕃隊贏，如果剛才那一記是全壘打，

阿爸的二十萬就要像被擊中的棒球一樣，飛啊飛的，飛到別人身上了。 

輸吧！乾脆些，放棄打擊，三振出局。我們的確輸不起二十萬的。 

二十萬龐大金額的壓迫讓阿財出現想要放棄的念頭，放棄在此時似乎是個

更輕鬆的選擇。 

（二）回憶賽前陌生人的鼓舞，對勝利感到質疑 

文本中提及賽前洪姓商人到球隊住宿的尼姑庵一事，他保證只要神鷹隊贏

得勝利，就抽出十萬元給大家，只要贏球，什麼問題都可解決： 

他向大家比手劃腳著：「窮到連住旅館都住不起，但是，各位小朋友，沒

關係！只要贏球，贏了球，什麼問題都通通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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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要贏球，就真的都解決了嗎？恐怕這裡解決的，僅僅是洪姓商人

在贏球後可以獲得五十萬賭注的問題，而由「可是真解決了嗎？」可知阿財在

再次打擊之前，已經對勝利感到質疑。 

 

三、第三球 

（一）阿爸與阿母的不同期待，使阿財想贏的念頭搖擺不定 

在第三球來臨前，阿財已經略顯急躁，想起阿母盼望著他能打贏比賽去美

國的心情，想贏的鬥志得到了支持，然而，阿爸二十萬的賭注又令阿財卻步。

回憶裡阿爸這樣說道： 

和我相賭的是白毛介紹的一個外地人，他不知道我豬公的兒子就是神鷹隊

最勇的。只要你聽你爸的話，決賽時失常，隨便被封殺或接殺，你爸這二十萬

就贏了一大半了。 

可憐的阿財「像田埂上斜插著沒生命的稻草人」，看著第三球投出，「動

也沒動一下」，不知自己到底該怎麼辦。 

 

四、第四球 

（一）想起阿姊的不幸，阿財只想輸去二十萬，找白毛復仇 

兩好一壞，二出局，阿財也憶起了死去的阿姊，因為阿爸積欠賭債，阿姊

被迫送給白毛，最後淪得慘死的下場。阿財想起阿姊悲慘的遭遇，不禁怒火中

燒，他想把「白毛宰掉」的欲念，連帶使他改變放棄的想法，「幹──打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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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壘打，讓阿爸輸去那二十萬，去霉運吧！讓他們都笑不出來！」剛剛燃起的

憤怒促使他興起想贏的心。 

 

五、第五球 

（一）想到阿爸為錢狼狽，又起了一絲不忍 

投手接連投出壞球後，阿財又想到那天晚上，阿爸的狼狽： 

「阿錦，莫害我！阿錦，莫害我！」阿爸眼皮像被拉傀儡的細線吊著。 

「阿錦，我們燒錢供你買一些新衫褲，買一些好吃的，求求你，放了阿

爸……。」 

從阿爸歇斯底里的喊叫聲，阿財感受到阿爸對阿姊的愧疚。而由以下幾個

片段，亦可看出阿財對阿爸的憐憫： 

某天夜裡，一家人都沒睡，只有阿爸又在外面賭博，說是要贏一點錢給孩

子繳學費。 

見了阿爸那次狼狽的模樣，那種難受至今仍深深地窩藏著，可憐的阿爸，

戒不掉賭，就成了白毛的奴隸。 

阿爸賭博，也是為了給孩子更好的生活，因為戒不掉賭，最終成為白毛的

奴隸，這樣的阿爸，又何嘗不讓人心疼呢？ 

「放棄打擊吧！為了阿爸，為了我們的二十萬，只要一記投手前的滾地球，

讓它們封殺在一壘，輕而易舉的動作。」因為對阿爸的不捨，阿財又再次動搖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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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眾人的加油聲，將阿財推往崩潰邊緣 

此時阿財又想到了，來自四面八方不同人的聲音，教練、領隊、隊友、阿

母、阿國仔、鄰居彷彿正對著他大喊：「一定要贏哪！非贏不可喲！不贏不要

回家鄉！」 

阿財只覺得，所有人都在逼他，「在雲影的罩壓下，他感到一種搖搖欲墜

的昏眩和淒楚」，在情緒的交雜下，他已瀕臨崩潰邊緣。 

 

六、第六球 

(一)面對關鍵的一球，阿財已無法思考 

此時已是二好三壞滿球數，關鍵的最後一球無比重要。此刻緊張的不只是

一旁加油的民眾，文中也提到阿財的心理狀況：「阿財的腦子一片白漠漠地，

唯一想到的是調勻一下呼吸──心已升到喉頭。」從「白漠漠」一詞可看出阿

財的腦中也是一片空白，緊張的情緒已不須言喻。 

(二）將勝負交給命運，被封殺在本壘 

投手投出第六球，阿財打擊出去，像拋開困擾他許久的麻煩一樣，發狂似

的向前奔跑。文中描寫此時阿財的心境：「阿財像甩掉一個燙手的山芋般甩開

球棒，向一壘拔足狂奔。」然而現實中的難關卻是在阿財發足狂奔後才開始展

開。 

揮棒後，輸贏的選擇仍然困擾著阿財，只要想到阿爸，輸的念頭便排山倒

海般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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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阿爸，阿爸的二十萬！就讓我跌倒，被封殺在一壘前吧！ 

阿爸，阿爸，我終於要死在本壘了。 

但一想起鄉村父老及領隊隊友們期盼，贏的念頭又油然而生： 

要贏，一定要贏，要過關斬將，我不能死......。 

阿爸，對不起你了，我不能死，我要贏、要贏，奔哪，奔哪，奔哪，狂奔

不止不歇......。 

隨著不斷跑壘，阿財的心情不但起伏不定，更伴隨著恐懼，領隊隊友們的

期望及阿爸的請求不斷在他心中拉鋸，使他不知到底要繼續跑或是往回跑，似

乎不管怎麼選擇，皆是死路一條： 

眼前已呈整片灰灰濛濛的景象。在本壘守候著他的投手和捕手，在他淋漓

汗水浸濕的眼瞳中所映出的，像是城隍廟裡長廊盡頭的牛頭馬面，張牙舞爪地

在招魂。 

往回跑吧？往回跑吧！ 

那種回頭的意念只在腦中稍縱即逝……回頭也是死路一條。 

最後在轉播員的播報下，終於見到了這一球的結果： 

封殺。──各位觀眾，朱進財終於被封殺在本壘板上，他不該心存僥倖─

─。 

阿財雖然沒有達成眾人的期望，卻也沒辜負了阿爸的請求，小野給了他一

個最好的結局：「比賽將要無限制的延長下去，直到有一方先得分......。」



16 
 

暗示比賽再度回到原點，阿財誰也沒偏袒，他離開了關鍵打者的身分，也暫時

從難以決定的困境裡解脫了。 

 

肆、寫作手法分析 

一、封殺的多重含義 

  《聯合報第二屆小說獎作品集》中的〈封殺〉有一篇「後記」，作者小野（1977）

提到： 

「封殺」發表後，陸續收到不少朋友的信和電話，其中一些談到有關文中

少棒規則的問題： 

(一)球被打擊出去，在尚未落地之前，跑壘員不能離壘。 

(二)朱進財滑向本壘板時被判出局，是遭捕手『觸殺』而不是『封殺』。 

這些錯誤是我在下筆時疏忽所造成，特此說明，並且向讀者致歉。由於「封

殺」本身兩個字還帶有象徵與隱喻的雙重效果，甚至是「舉足輕重」的地位，

所以希望讀者允許它仍用「封殺」，並且感謝朋友們的指正與關懷。 

  根據說明，小野雖然知道在棒球比賽的規則裡阿財出局前的狀況應該要用

「觸殺」，但他認為「封殺」更為合適，因為「封殺」更具有象徵與隱喻的雙重

效果。由此可知「封殺」一詞在這篇小說中的重要性，此亦是本部分要討論的

內容。在這裡先將之分為具體的封殺與抽象的封殺，並引用文本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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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具體的封殺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2015）對封殺的解釋如

下：「棒球或壘球上指擊出的球，被守方接著，傳向任何一壘，致攻方喪失該壘

的占有權而出局。」如文本所述：「喔──讓我被封殺在三壘前吧！阿爸，不要

怪阿財，我會是一個孝順的好孩子……。」其中的「封殺」，所指為確實存在的

動作，是具體的「封殺」。 

 

(二) 抽象的封殺 

  相對於具體的「封殺」動作，抽象的「封殺」所指為精神上的壓力： 

那種回頭的意念只在腦中稍縱即逝……回頭跑也是死路一條。所有的人都

在封鎖他、圍殺他，包括教練、領隊和隊友們。 

敘述中雖未提及「封殺」，但是「封鎖」和「圍殺」合在一起看實有「封殺」的

意涵，此處描寫的是來自於教練、領隊和隊友們的精神壓力。抽象的「封殺」

多重含義為此小說的重要特色，接下來將從「鄉情」、「親情」、「自我實現」三

部分來討論。 

 

1. 鄉情的封殺 

領隊、教練和鄉里父老都給予球隊最大的支持，相信神鷹隊可以贏得這場

比賽，站上國際舞台並為國爭光。然而這樣的期待對阿財而言卻是沉重的負擔： 

一張張期盼、焦慮、渴望的臉，在他眼前像素描般迅速被勾勒了出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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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的、領隊的、隊友的、阿母的、阿國仔、鄰居的，他們一個個咧大了嘴巴，

吶喊著： 

「一定要贏哪！非贏不可喲！不贏不要回家鄉！」 

面對眾人的期許，阿財卻是搖搖欲墜的昏眩和痛楚，這些期待給了阿財許多無

形的壓力，可知這對阿財來說是「鄉情的封殺」。 

 

2. 親情的封殺 

  文本中出現了阿財的父親、母親及姊姊，父親、母親對於阿財有不同的期

待，姊姊的不幸往事拉扯著阿財對勝負的決斷，這是來自親情的封殺。 

(1) 父親 

因為父親好賭的個性，家裡的經濟狀況已不堪負荷，若阿財贏得了比賽，

阿爸的二十萬就會輸給外地人，阿財好像就變成為了自己的夢想而不顧阿爸的

不孝子了。於是他告訴自己： 

當一次孝子吧！只要揮棒落空，或打一個不遠的球，阿爸就會抱著那一疊

疊鈔票手舞足蹈，好久不見他那愁苦的臉上能綻出笑意了。 

阿財想為了阿爸當一次孝子，希望阿爸臉上能綻放出久違的笑容，所以想

放棄贏球的機會。這是來自於父親的壓力。 

(2) 母親  

文本中提到大叔念阿國仔的家書一段，母親想起的是阿財的前程，口裡嘮

嘮叨叨唸個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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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阿國仔念了十多年的書，念到近視眼八百度，念得彎腰駝背，才念到

美國去！我們阿財只要好好打棒球，不也一樣去美國嗎？ 

母親知道自己的兒子只要好好打棒球就有機會可以到美國發展，這段文字

表現了母親對他寄予的期待。 

(3) 姊姊 

阿財想起可憐的姊姊，下定決心要替姊姊報仇。 

也許阿錦死了會更好，不用受那種皮肉的凌虐。幹──有一天長大了，長

得夠勇壯了，就要把白毛宰掉，像宰豬仔一般，讓他張開血盆大口，吐出來得

不再是暗紅色的檳榔汁，而是豬仔被刺穿的內臟所噴出來的那種鮮鮮熱熱的血

液！ 

阿財為姊姊的死感到憤怒與不值，興起了想要殺掉白毛與要贏球的想法。

姊姊不幸的遭遇，影響了阿財對比賽勝負的決斷。 

 

3. 自我實現的封殺 

「狠狠的敲他一支全壘打，能不能當國手就在這一棒了，贏了才有去美國

的機會。」「遙遠的美國，阿國仔，你就要看到我阿財遠征到那個陌生的地方替

咱們中國人揚眉吐氣了。」阿財企圖在這場比賽中得到他的國手資格，實現他

的美國夢。他雖然想要贏得比賽，但也不想辜負父親的請託，好像不管做了甚

麼決定，都有人會對他感到失望。阿財沒辦法毫無顧忌地去追逐屬於他自己的

夢想，當他被封殺時，「自我實現」也被封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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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場畫面與心理畫面交錯使用 

  在聯合報第二屆小說獎評審意見中，丁樹南（桂文亞記錄，1977）提及：「一

方面是現場的畫面，一方面是主角的心理畫面(或意識流轉)，兩者一起一伏，

交相羅織，彼此輝映，互相焊合，渾然一體。尤其全文高潮所在(自阿財打出最

後一球至被封殺於本壘前)，前後一千五百字，不但毫無沉悶之感，相反的，由

於作者對於內在及外在畫面採取急速跳接法，做更迭交替的映現，而間或又對

主角的心理畫面作『蒙太奇』式的呈現，錯縱重疊，從而造成極大的躍動感與

衝擊力。」簡單來說，〈封殺〉是藉由現場畫面和心理畫面交織，使其不侷限於

球場，小說的空間和時間得以擴大，故事背景得以充分表達，給予讀者閱讀時

不同的感受。 

  若場上選手的行動為現場畫面，期間穿插的心理思索則為心理畫面。現場

畫面與心理畫面相互穿插是〈封殺〉的重要特色，小野運用這種寫作方式交待

在比賽前曾發生過的事，如：阿爸與別人下賭、姊姊阿錦之死……等，進而讓

阿財的現場畫面被心理所影響，產生了想要贏球或是想要輸球的念頭。以下列

舉現場畫面與心理畫面做說明： 

 

(一) 現場畫面 

以小說中的一段敘述為例： 

看台上揮汗的球迷，似被炎陽炙燙了屁股，紛紛立了起來。更有那大嗓門

的轉播記者，如癡如狂地在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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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局下半神鷹隊朱進財的打擊，目前比數三比二，紅蕃隊暫時領先。

二出局，林金輝已攻佔三壘。如果強打者朱進財能給紅蕃隊致命的一擊，就大

有反敗為勝的可能，否則──」 

「阿財，看你的呀！」 

「阿財，Home run！」 

「阿財，給他們死！」 

「朱進財身負重任，很有信心的踏上打擊區，教練不放心，又追出來面授

機宜一番。」 

轉播員激動的播報著當時的戰況，觀眾的情緒也跟著上下起伏，除了站上

打擊區準備打擊的阿財外，尚有希望他不負眾望，順利贏得比賽的教練及隊友。

此段描述的是發生在球場上的現場畫面。 

 

(二) 心理畫面 

心理畫面包括主角的想法和記憶： 

輸吧！乾脆些，放棄打擊，三振出局。我們的確輸不起二十萬的。豬仔已

被阿爸賣得剩沒幾條了。 

 

賽前，球隊住進那間窳陋的尼姑庵裡，每天清晨和黃昏，和著晨鐘暮鼓，

領隊和教練輪番上陣的精神講話： 

「我們苦練了這麼久，鄉里父老對我們抱著最高的期望，在大日頭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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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一球咔咔咔咔的敲，一球一球的糾正動作，為的是什麼？拿不到冠軍，誓不

回家鄉。」 

是的，咔咔咔咔，練習時失誤一球就要受罰一次，那樣嚴厲的訓練，輸了

真不值得。 

  上引內容包括有農家貧窮生活、球員辛苦訓練、棒球的艱苦環境、棒球界

中的賭博弊病等。作者在短短幾分鐘的賽程中，穿插主角的意識流轉，交代故

事背景和前因後果，使讀者在不到十分鐘的情節裡，也經歷了阿財人生的各種

重大事件。 

 

伍、結論 

  〈封殺〉故事設定在 1977 年的台灣，一個沉浸於少棒光輝的年代，本應是

榮耀而驕傲的，但主角阿財卻得承受打假球的壓力，究竟是要讓父親贏得賭注，

還是滿足大家的期望，兩者間交織成了一個難以選擇的難題。對他來說，場上

短短的幾分鐘彷彿好幾世紀之久，每一次揮棒及跑壘，都得不斷在輸贏的選擇

中徘徊。小野曾說他想描寫人所面臨的困境，並認為許多問題是難以有正確答

案的，在〈封殺〉裡，阿財永遠無法回答二選一的是非題，他成功描寫出了這

種情感。 

  從〈封殺〉裡也可發現故事隱隱透露出那個時代的歪風，賭博及打假球也

確實是至今都無法完全杜絕的惡習，原本單純的熱情，也在殘酷的金錢遊戲中

蕩然無存。這令人感嘆，也讓人更憐惜故事中阿財的境遇，因為這兩者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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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就是不該存在的。 

  七零年代，臺灣面臨外交上的困境，民眾的期待也在小說中呈現。〈封殺〉

中不斷出現阿財在美國留學的表哥身影，讓吾人明白那個時代人民的美國夢，

可見棒球文學書寫的不只是對棒球的愛戀，還有對民族的想像及國家的期待。 

  此次研究先從相關的棒球文學作整理，再梳理小野對〈封殺〉的看法，而

後分析主角的心理轉折及寫作手法。雖可再延伸探討到棒球的國族寓意及民族

性格，但限於篇幅，無法更做完整的討論，期待未來有人能對〈封殺〉有更進

一步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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