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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真意切的哭聲─新詩交流會

日期：2011年4月15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 康樂樓6樓 

嘉賓：鄭愁予教授、葉輝先生、焦桐先生

主持：張萬民博士

主持：

我先簡單地介紹三位嘉賓。我想如果大家對這個活動比較熟悉的話，

應該也對三位嘉賓很熟悉。坐在我的右邊的是鄭愁予教授，他是從台

灣過來的。坐在我的左邊的是葉輝先生，他是我們香港本地有名的詩

人和文化評論家。還有一位是焦桐先生，也是從台灣過來，他現在在

中央大學任教。現在讓三位嘉賓分享一下他們寫詩的經驗，和對這個

活動的感受。

鄭愁予：

我就直截了當談談對新詩的感受吧。我常常提起一個詞，就是「心

靈」的「靈」字。很多搞理論或創作的人並不覺得這個詞很親近。心

靈，大家都覺得是老祖宗的詞彙了，但它實實在在就是詩的本質。我

鄭愁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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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了這麼多年詩，我發現最能感動人心的，就是有「心靈」在內的

詩。假如一個詩人沒有這個「心靈」，他可以寫出很多作品，可以寫

得很花俏，或被選為這個派、那個派，但那種感動人的能力是有限

的。這就是我對詩的看法。

濟世的詩

「靈」字上面的「雨」，是自然天象，也就是「天」；中間的三個方

塊，是祭祀用的器皿；再下面的是「巫」，就是祭祀的領袖。所以

「心靈」在堯舜時代就有了，可那時候沒人把它當作一個理論來談。

經歷了孔子時代，也就是詩經時代，一直到唐代，慢慢有人提出來，

這個人就是陳子昂。

我從四、五歲開始經歷了抗戰、流亡，在戰爭中成長。年輕時，有一

個貫穿我作品的觀念常常出現，那就是無常觀。我寫的詩是游世的，

因此別人給我一個label：浪子詩人。我不承認。為甚麼是一個浪子詩

人？如果是一個「流浪詩人」或「游子詩人」的話，比較好聽。

我的詩有很多是贈給朋友的，叫贈達詩。它傳承自唐代，因為唐詩有

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是詩人寫給詩人的。我發現這一種作品裡都有一種

精神，就是美的心靈。詩人在贈達中也替自己的性情、美德觀作了一

個界定。

到了年長以後，我關懷社會的那一面逐漸強大起來，希望社會美好，

沒有受委屈、受欺壓的人，現在這叫做人道主義。我給它一個名詞叫

做「濟」。佛教認為濟是非常重要的，濟公是我們漢文化唯一一個活

佛。我最近寫了很多首濟世的詩，而濟世的詩常常是政治性的。有人

說詩應該是純詩，但這樣便只有音樂，沒有意義。詩是沒有辦法離

開政治的。「政」字不是現在political的意思，是把人民生活弄得很

好、很公平的意思，這是「政」原來的意思。而「詩」這個字，旁邊

是個「言」字，「言」是說實話、說真話、講道理，例如寓言、言而

有信，都是用「言」字。旁邊的「寺」又是甚麼呢？周朝時是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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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言」加「寺」就是「詩」，所以詩如何能離開政治？《詩

經》有很多寫愛情的詩，這愛情的詩也跟政治有關，因為有一個太平

的社會，才有美好的愛情存在，兩者是離不開的。「游」詩追求的是

「美」，「濟詩」是用情和理達到「善」，而「美」和「善」是詩人

心靈的追求，就是「真」。所以真善美就是詩人的心靈。

主持：

鄭教授用了解字法，串連人生的經歷和寫詩的經歷，非常有趣。接下

來請葉輝先生。

詩可以群

葉輝：

我從來未遇過一個作品是評判一致公認為冠軍的。為甚麼？並不是每

個人心目中對好詩的觀念不一樣，而是因為詩─特別是新詩─有

很多技術上、音律上的標準都解放了、都沒有了。新詩是每一個人都

可以用自己的語言、自己的寫法去表達自己心裡的感受，所以新詩在

某程度而言，肯定比有規則的古詩更自由。一個人可能看過一本書、

一齣電影、或是聽別人講一個故事，就把引起自己共鳴之處用最間接

的文字寫出來，那基本上就是詩了。新詩沒有特定標準，我覺得是好

事，如果我們好像五十年代中國大陸的文革一樣，只容許一種聲音，

反而是種壞事，是吧？所以詩的那種自由、民主，我反而覺得是件好

事。

新詩，是相對於舊詩而言。在中國詩歌發展史裡，最早用這種語言和

聲音去表達感情的是「歌」，「歌」才是最原始的詩。

詩是甚麼？在聞一多先生看來，詩本身就是一個歷史，正如剛才鄭愁

予先生說，它是講關於歷史的發展過程。後來因為「詩三百」嘛，大

家都講詩，不講歌了，所以兩個字就混為一談。我覺得，當我們一開

始想用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時候，最好還是用歌那種感情。當你心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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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節奏─不是像卡啦OK或者流行曲的那種─而是心裡有一種節

奏在跳動、在流動的那一種感覺，便寫出來。在香港，大家都聽很多

流行曲，大部分流行曲都是一個人寫的─林夕。林夕的歌詞，本身

就是最原始的詩。我當編輯時，林夕就寫詩，他有詩的基礎。但是，

歌本身有一個限制，因為歌要有旋律，先有音樂，才配詞上去。若你

為了自己而寫，你就可以用自己心目中的節奏和旋律，把你心裡面最

有感覺、最正面的的語言寫出來，基本上就是你自己第一個作品。

起初先不要管甚麼哲理，想怎麼寫，就怎麼寫。還有，詩不可以不

群，如果你躲在家裡寫呀寫，不跟別人分享、交流，就不知道自己寫

得怎麼樣，就不可能成為一個好詩人。詩可以群，這個「群」字，我

這麼理解：你必需跟不同的朋友互相交流。交流，起碼有三種聲音。

第一種是自己，是獨白，自己唱給自己聽，別人覺得好不好都不要

緊。第二，是一個人寫給另一個人，好像一封信。你寫信給女朋友、

父親、母親，或者是你最愛或最討厭的一個人，你首先要他明白你說

甚麼嘛，你要把你的愛和恨告訴另一個人。你首先要找一個最親切的

聲音給你的對象聽，這個對象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想像出來的。第

三種，就是要發表的作品，裡面要加入歷史、文化、社會、哲學等。

但最重要的是先為自己而寫，先為自己要傾訴的對象而寫，完成了這

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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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方面以後，你起碼可以把心中要說的話說出來。我認識的大部分

朋友，他們並不是為了社會而寫詩，並不是為了利益而寫詩，最初是

為了要表達自己心中的感情而寫，或是為了告訴對象自己的話而寫，

我覺得為了這兩個目的而寫的詩可以避免很多技術性問題，例如押

韻、節奏、音尺等。

記住一點，先有歌，後有詩；先有自己，再有傾訴的對象；最後，先

有創作，把自己的東西寫出來，才有理論。所有理論是總結了一個時

期的文學表現手法，然後整理出來。很少藝術根源是先有理論，然後

根據這套理論去寫的。嘗試把心裡的話說出來，你就寫好你人生中第

一首詩。

詩人會生小孩

主持：

剛才葉輝先生從詩和歌的關係，講了對詩歌起源、本質的意見。詩和

歌的關係可能對同學的啟發比較大，因為許多同學都喜歡唱歌，下次

在卡啦OK唱歌時，一定要想一想你們唱的不但是歌，而且是詩。現在

請最後一位嘉賓焦桐先生。	

焦桐：

歷史上，詩人待遇最好的時代是唐代。但慢慢地，詩人的處境蠻值得

讓人同情。我很擔心有一天「詩人」會變成一句罵人的形容詞：「焦

桐這個人好『詩人』喔！」所以我想這個年頭，大家都想回到唐代

去。

我在大一時開始寫詩，不知為甚麼，我很害怕別人知道我在寫詩，總

是偷偷摸摸，好像在幹見不得人的勾當。某天，我上大課時打瞌睡，

被老師叫起來，這時班上一位女同學說：「老師，人家是詩人耶！」

我覺得好像忽然被人家誅我的嘴一樣，羞愧得抬不起頭來。我想起我

女兒，她高中時從來不敢讓人知道她爸爸是詩人。某日她隔壁班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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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告訴她班的老師說：「某某的爸爸是詩人焦桐。」這件事很快就傳

開去。我女兒有個好朋友，她問我女兒：「聽說你爸爸是個詩人？」

我想我女兒大概也很難過，她低下頭回答：「是的。」這個同學也不

知道如何安慰我女兒，就說：「那他平常在家裡正常嗎？」女兒也不

知道該怎樣回答，就說：「大概吧，除了有時會做一些很扯的事之

外。」她朋友說：「是嗎？那詩人會生小孩嗎？」

但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是這樣的。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幾乎都是詩

人，採菱花要寫詩；考試考不上，名落孫山，要寫詩抒發自己的情

懷；碰到紅顏知己，當然要借詩傳達情意。我想，詩的基本屬性應該

是情感吧，這和其他的文類很不一樣。例如小說鋪排情節，戲劇製造

衝突，雜文好像醫生一樣，它在診病，評論這個社會有甚麼問題；報

告文學好像偵探，在調查社會事實的真相。只有詩不一樣，詩人跟情

之間的距離是最短的。假如一個詩人一生沒有寫過一本情詩以上，這

個詩人應該非常值得我們同情。我的意思是，各位都非常年輕，青春

年華，為甚麼不從寫情詩開始？每一個人都可以寫詩。徐志摩從來沒

有想過他要當一個詩人，他到英國本來是讀經濟的，可是到英國讀書

時不小心碰到林徽音，愛情的追求，還有愛情的失望，使他搖身一

變，變成詩人。詩人跟情人的距離是最短的。

不過，現在詩人的地位真的不如從前了。我大二的時候認識我太太，

焦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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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唸中文系的。她有一個國文老師，對她非常好，他知道她在跟一

個詩人交往，覺得事態嚴重，就把她叫到家裡吃晚飯，曉以大義，告

訴她詩人沒有能力養活老婆，又說：「老師幫你找一個高尚一點的男

朋友，不要再跟焦桐交往了，他讀戲劇系，又是寫詩的。」我完全可

以體會一個老師疼愛他學生的心情。

一個好的詩人，如果把他的情感比喻成一種泉源、一種力量，那麼他

永遠不會讓這種情感枯萎的，那是創作很重要的原動力。像李白，他

一生雄偉的浪漫情懷，就是他創作的力量。杜甫成熟的作品都寫在安

史之亂之後，表達了對社會、家國的愛。我先前的經歷也是這樣。

情真意切的哭聲

我講一個故事。有一天，在一個渡口，擺渡者說他下班了。有四個人

對他說他們要到對岸去。他說：「不要不要，今天已經很晚了。」四

人不斷拜托他，他說：「好吧，你們四人每人都給我你們最寶貴的東

西，我就帶你們過去。」第一個是政客，很會講話，他說：「擺渡

人，你明天來當我的助理吧，我給你一個工作。」擺渡人就很高興，

他說：「老闆，請上船。」第二個是有錢的生意人，他就從口袋掏出

一票鈔票，說：「這樣夠不夠？」擺渡人也很高興，他說：「老闆，

請上船。」第三個是脾氣暴躁的拳擊手，他握緊拳頭，說：「你吃得

消這個嗎？」擺渡人說：「大哥，請上船！」第四個，大家想也知

道，他是一個詩人，這詩人有一點猶豫，而且吞吞吐吐，他說：「我

最寶貴的是我的詩，可是我一時三刻寫不出來。這樣好了，我唱一首

歌給你聽。」這個擺渡人就說：「唱歌我也會，好吧好吧，如果你唱

得好聽，我就載你過去。」這個詩人就閉起眼睛，非常用力地唱他的

歌。唱到一半的時候，他睜開眼睛，發現船已經到河中央去了。他想

到自己作為一個詩人，沒有能力養家，可是天色已經暗了，他的妻兒

還在對岸等著他買食物回去。想到這裡，他忽然悲從中來，放聲大

哭。他哭得太傷心了，當他睜開眼睛時，那艘船已經在他面前。那個



186

尋找一片寧靜─山海交錯在香港

擺渡人說：「上來吧、上來吧！你剛剛唱歌真是五音不全，非常難

聽。可是你的哭聲呢，情真意切，哭得真好聽，我就帶你過去吧！」

這個詩人想一想，我的哭聲比歌聲好聽，原來要情真意切。因為擺渡

者第二天跟政客上班了，所以沒有人擺渡，詩人就開始擺渡，擺渡成

了他一生一世的工作。他覺得他寫詩就跟擺渡一樣，要用真情真意，

用作品把讀者載到對岸去。謝謝各位。

主持：

謝謝焦桐先生。雖然詩人在現代社會有點像怪物，或者沒有以前那麼

高的地位，但他還是鼓勵大家寫詩，而且是情真意切的詩。接下來把

時間交給大家，有甚麼問題想跟三位作家討論或者交流，都可以提出

來。

張萬民

葉輝：

或者請鄭老師回應我剛才問的問題：你有沒有試過在評審過程中，各

評審的評分名次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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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愁予：

最近有一首詩，得了台大的文學獎。這首詩用字很好，大家都認為它

很成功。這首詩寫一個台灣學姐從美國回來，然後在台大圖書館的樓

下摔死了，變成一個政治公案。這事情被遺忘了差不多二十年，但這

個參加文學獎的同學把這個故事寫出來。⋯⋯最後他得了第一名。這

就是唯一的一次，其他時候可以說都沒有。今天，我們三個每人也選

了一個第一名，互相沒有關係的第一名，也是各人講各人的。最後大

家都同意，這三個第一名就是頭三名啦。為甚麼呢？因為每個評審都

從一個角度切入，他有自己的看法，這個看法也是多年來的經驗，同

時也是有價值的看法。所以大家沒有質疑這三個第一名就是首三名。

像這個情況肯定會有的。

同學甲：

三位老師好，你們作詩這麼多年，不知道在開始時，有沒有問這樣一

個問題	：為甚麼我要作詩？經過了那麼多年，你們再問自己，為甚麼

要作詩的時侯，你會對這個問題有甚麼看法？

虛榮的模仿

焦桐：

我大一開始寫詩，那時我愛上了一個師姐，我想她是大三。她本來是

當空姐的，可能覺得當空姐無聊吧，所以來我們插班，補修一些學

分，有一次我們上語言課，因為我是蠻認真的，所以就坐在第一排的

位置。然後她遲到啦，匆匆忙忙的進來，用眼神問我旁邊的位置有沒

有人，本來我是放著書包的，我不斷搖頭，二話不說的把書包拿開，

示意她可以坐著來。我整堂課沒專心，只是在偷看她。當時老師在黑

板上寫著台詞，是關於一個老婆很凶地罵她老公，老師指著我們兩個

說：「你們起來演一下！」這一堂我全程被罵，我的角色是唯唯諾

諾，但被她罵得好幸福喔！我真希望有一天可以寫首詩來送給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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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真正的想為甚麼要寫詩，只是感覺上有一天我要寫首詩來送給

她，我甚至非常固執的認為，假如你沒有真正想送詩給她的衝動，那

是一場多麼乏味的愛情！你們告訴我，除了分行的書寫，還有甚麼更

好的方法，可以跟對方傾訴你的感情？

葉輝：

每個人作第一首詩都有不同的故事。我寫詩的過程，是一個非常虛榮

的模仿。那時候大概中學四年級，暑假到工廠當暑期工。那時女工很

喜歡看一份報紙，叫《娛樂新聞報》，當時在香港非常流行。報紙有

一個「讀者園地」，人們在爭論的都是陳寶珠還是蕭芳芳演的比較

好。但偶然也有人寫一些很像歌詞一樣的詩。中間有一些是押韻的，

我個人覺得是很爛的歌詞，但那些女工說：「哎呀，為甚麼這首詩寫

得那麼好？」我就說，這首詩我也可以寫，她們不相信。因為我看過

徐志摩的書，隨便模仿一下也可以寫出比讀者園地更好的作品，我就

跟女工打賭，我說今晚將詩寄去，它一定會被登出來。最後果然被登

出來了，她們還以為我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開始的時候，所有的藝術或者創作，都是模仿人家的。就像寫大字一

樣。到我創作出第一首有感覺的詩時，已經是好幾年後的事了。以前

賣的汽水，下面有水來冰鎮著，拿上手很涼，也比較滑手，一不小心

就滑落到地下去。有一次我不小心，玻璃瓶跌下來，那個碎裂的玻璃

焦 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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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橙汁倒在地上。地下的橙色水和玻璃在太陽的照耀之下，產生了

一個意象，我就把它寫進我自己的第一首詩。這就是我寫詩的第一個

階段。

十字架的意象

鄭愁予：

我身邊兩位老弟比我年輕得多，他們開始寫詩的經驗跟我那個年代有

很大差異。我第一次寫詩，應該是在高一。那時我大概十四歲，暑假

到北京大學一個暑假文藝營。上課前一天，我和一位同學到北京郊外

去玩。在那兒，我發現那些礦工的生活非常苦。他們的家庭很貧窮，

生活也得不到保障。第二天，老師叫我們每人寫一首詩，我便作了人

生第一首詩，標題是《礦工》，第一行就寫「他一生下來，上帝就在

他手上畫了十字架。」

寫這首詩時其實我不知從何入手，因為我對勞動基層的生活不太瞭

解。那時我在英國人辦的聖公會學校唸書，是間男校，根本沒想過會

看到女孩子，所以沒有寫愛情詩的想法。但我每早都會去教堂早禱。

我每天六點半到教堂，因為那裡可以唱詩歌。老師覺得我唱得不錯，

於是讓我帶領唱詩，所以我成了一個很虔誠的望道者，每天看見的就

是十字架，所以寫成了「一生下來，上帝就在他手上畫了十字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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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當時這是我唯一生活的經驗。所以我認為寫詩時，經驗非常重

要。經驗在平日的生活、閱讀、讀詩、旅行、看電影時汲取，然後在

記憶中成為潛意識，當你寫詩時，那個意象就會跳出來。我寫的那首

詩，老師看後非常喜歡，還讀給其他同學聽。那時老師說，礦工那個

十字架就是一個意象，而意象就是寫詩時最有說服力的一種方式。如

果只用形容，就不是詩了。

所以經驗很重要，不同的經驗下，第一首詩都會不一樣。後來我教寫

作班，曾經問同學寫第一首詩的題材是甚麼，但沒有一個人告訴我是

寫情詩，所以與兩位嘉賓剛好不一樣。那時候十多歲寫詩的人並不會

寫情詩，因為我們對愛情並沒有經驗，也沒有愛慕別人的經驗，即使

有也不敢寫出來。

主持：

三位詩人正好是從三個完全不同的角度去講這個話題。鄭教授剛才從

人的天性來講，我們每一個人也可以成為詩人，就像佛教所說的，每

個人都可以成佛。焦桐先生的分享令我想起讀書時候所寫的詩也是一

樣，都是情詩。現在的香港人或許不會經常寫情詩，太忙了，幹嘛要

寫詩呢？葉輝先生從好勝之心出發。其實好勝心在創作中是很重要的

部分，就像格律詩的起源，就是好勝之心，為何在南朝時會用格律，

就是因為想寫得更好，超過前人。

參與就是表態

同學乙：

請問大家覺得創作的獎項是否真的重要？對於文人來說，文學的獎項

是成功、肯定還是盈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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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桐：

我常常鼓勵學生參加文學獎，然後努力去得獎。我覺得它是一種回

饋，亦鼓勵你繼續往前努力。我舉一個例。大一時我在外邊幫人家洗

碗、煮飯，後來看到有一個文學獎，有非常豐厚獎金，我所有朋友都

出線了。我在想，如果我很認真的洗碗，十年後我的洗碗技術可不能

怎麼樣提高，也許技術很成熟，洗得很乾淨。但如果我去閱讀、寫作

的話，應該能夠表現自己。我從小就是一個比較自卑的小孩，因為寫

作比較不那麼自卑，所以我很認真的寫。最後我在大四的時候出版了

自己的第一本詩集。我覺得那是對自己的一種回饋。現在我也鼓勵我

的學生這樣做。因為既然都寫了，何必孤芳自賞？現在外邊有這麼多

文學獎，自己應該要有信心去奪取文學獎。

葉輝：

對於應不應該參加文學獎這問題，就像人應不應該去做很多事情一

樣，這是一種很個人的選擇，我們不可以說參加就是對，也不能說不

對，每個人對這個獎項也有不同看法。例如張愛玲在很年輕時曾經參

加了一次比賽。當時她得了一個很後的名次，她耿耿於懷，覺得成

名要趁早呢。這是張愛玲個人的想法，我尊重她的想法。我的學生

在外面參加比賽贏取獎項，當然值得開心，因為付出的努力獲得認

同。⋯⋯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裡面，參與本身就是一種表態，表示你認

同這樣的制度，通過這制度去表達自己。能夠奪獎固然開心，未能夠

獲獎的，也應該享受參與，因為參與本來就是一個開放社會中的重要

概念。

鄭愁予：

我曾經得過文學獎。當年是一個很大的獎項，獎金是十萬。當年是

1967年，其實是朋友幫我投過去。⋯⋯我曾多次擔任文學獎評審，

我發現很優秀的詩人都是當年在文學獎裡面得過獎的。不一定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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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可以是第二名或者更後面的名次。然後他們出版的詩集越寫越

好，這些例子是很多的。所以我非常同意年輕的詩人去參加文學獎。

你不單是在參加比賽，更可以在比賽後得到部分評審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