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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組散文組

城市文學節 2013
分組交流會（散文組）

日期：2013 年 4 月 19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學術樓（一）4樓周德豐伉儷演講廳（LT-4）

嘉賓 :黃子平教授、章詒和女士、韓良露女士

主持：張萬民博士

紀錄：彭航同學、麥向暉同學、蔡曉珊同學、楊家麗同學

主持：歡迎大家來到城市文學節散文組分組交流會，也非常

歡迎和感謝三位評委和嘉賓。我是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系

的張萬民。我先做一個簡單的開頭，再由三位老師發言，最後把時

間留給大家，我會把大部份的時間留給大家，做現場的一個交流。

我們散文組的三位評委分別是文學節的老朋友黃子平教授和章詒和

女士，還有第一次參加的韓良露女士。三位老師都是橫跨幾個領

域，不僅僅是寫散文而已，像黃子平教授是作研究、寫評論、寫散

文，章詒和女士是研究戲劇和寫散文、小說的。韓良露女士更是美

食家、散文家和策劃人。所以今天的討論可以圍繞散文創作、人文

環保的題目或是其他感興趣的領域。

韓良露：那我們就來閒聊吧。為甚麼？因為是散文，它裏面就

有一個閒聊的性質。我剛剛臨時想到了一個比喻，就拿人穿衣服這

件事來說。我覺得寫新詩就像穿比基尼，你穿在身上的布很少，你

露出來的皮膚，手腳都是沒有遮掩的，所以你必須身材很漂亮才可

以把比基尼穿得好看。而你如何透過穿比基尼，用你的皮膚和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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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線條引起別人最大的遐思、幻想，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同
樣，寫新詩需要你表達的東西是要非常考究的。你要用有限並且精
確的文字，去寫一篇能讓讀者產生共鳴的讀物，所以我們會覺得是
否寫新詩和穿比基尼一樣呢？正因如此，很多人都不敢寫新詩，一
是因為害怕自己對文字的掌握得不夠細膩，二是因為不想撩人情思，
因為我們知道欣賞一篇好的詩，讀者必須和詩人所寫的產生一種共
鳴。而有些人就不想這樣的一種效果發生，所以就不寫詩。

如果我們用比基尼來比喻寫詩的話，其實寫小說就如世界各國
的禮服。比如我在日本京都看過的十二單衣，它是一層一層的衣服。
有的是粉藕色，有的是湖綠色，還有的是紫色，但當它們合併在一
起的時候，就會改變了原本單一的顏色。所以，我們會覺得小說就
是一件繁複的禮服。不論是十二單衣，還是巴洛克時期的衣服，它
們都是有層次的，而且穿衣的時候是費時的。小說也一樣，每一段
篇章單獨看也可以，或者結合整篇小說的起承轉合一起看也可以。
所以我們可以說，寫小說的人是不是就像是在造件禮服呢？在寫小
說的人在表現人間百態的想法的時候，就像設計一件禮服。如果我
們說詩人是位催眠師，那麼小說家已經是位魔術師了，觀衆只會跟
着魔術師已經設計好的情景去欣賞表演。小說裏面，不論讀者讀到
的任何篇章都是經過作者設計過的，讀者很難脫離作者設計好的故
事情節。

那回過頭來說，寫散文又是甚麼呢？那我就會想甚麼衣服讓我
們穿起來感覺最鬆散，即沒有禮服那麼繁複，也不像穿比基尼讓人
覺得緊張。就假設說你在跟別人打電話、上網閒聊的時候穿甚麼會
讓你最無所顧忌，其實答案呼之欲出了，就是睡衣。所以寫散文這
件事情的本質有點像穿的睡衣。可是我們不要以為穿上了睡衣就一
定要寫浪漫的、輕鬆的文章。寫散文我們也可以寫大膽的東西，就
拿來禮服來說，你再有大膽的想法，但已經被禮服設計所吸收了。
那如果是拿比基尼來說，大膽的想法也一定已經轉換成了皮膚的光
澤或者身材的線條。所以散文有的時候離作者想表達的思想，會有
一定的距離。正因如此，不論是在中國、英國、法國或者是拉丁社會，

散文的傳統裏面一直有兩個很重要的詞彙，就是言志和言情。言志
是指思想的表達，言情則是感情的表達。在所謂思想與情感的流露
這件事上，散文或隨筆提供了最鬆散、自由的寫作空間。不管我們
從事哪一種類型的寫作，在文學的領域裏面，它事實上是有潮流的，
像是戲劇，新詩都如此。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大概在我國中的時候，
台灣很流行現代詩。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寫新詩的人都覺得他
們掌握了表達文字的指揮棒。可是我們說一件有趣的事情，整個近
代中國文學是非常受美國價值的影響。在美國的傳統裏，詩事實上
建構了一種美國本土文化的認同。相反地，我們再來說隨筆，它其
實是比較歐陸社會的，你可以在意大利、英國、法國，甚至是日本
的傳統裏都可以看到隨筆的重要性。而我，事實上是在二十多歲以
後才看大量的隨筆，在二十多歲以前，我是看新詩和小說。

另外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其實散文與隨筆，它們觸及到的言
志和言情領域是很廣泛的。所以某種程度上來說，閱讀散文和隨筆
需要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有一種和文章情感與思想的互動。在我年長
以後我察覺到，年輕人的生活經驗，例如旅行、政治、社會經驗很
淺薄的話，我不覺得你會是一個好的散文或隨筆的讀者。因為大部
份文章裏面提到的事情，你都沒有經歷過。而散文形體上雖然感覺
很鬆散自由，但是作者在文章內裏想表達、袒露的思想是需要讀者
的呼應，那如果讀者缺乏那樣的生活經驗就自然很難產生這種呼應。
而一般來說，我們會覺得散文或隨筆都很好讀，可是當你完全看不
懂那些日本、英國作家的那些隨筆和散文的話，還不如去讀詩或者
小說。所以散文和隨筆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容易閱讀。另外，散文
和隨筆的文學類型，可以包容人類經驗的繁複性。在早期的文學寫
作當中，有很多的體裁是要經過轉換的，可是有很多的體裁或者實
物、日常生活的東西，其實都可以從散文和隨筆當中廣泛的接觸到
這些題材。最後說個玩笑話當總結，在我經過半百的人生中，我發
現交隨筆或散文家朋友是很好玩的。若和詩人或小說家交朋友也可
以，但是找詩人或小說家當伴侶會有些苦。這就是因為在寫詩、寫
小說和寫散文本質上，作者的性格會有種天生的不同。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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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詒和（此節為學生綜述）：緊接韓良露老師的是章詒和老
師。席間，章老師不時語重心長地對觀眾，尤其年輕一輩，加以勉勵，
亦多番就散文創作，感言細數，她更提出不可依賴網絡、強調散文
的情感真實性、內容須細膩而切忌空泛，共三點要項。章老師的金
石良言，足為年青人創作時作借鑑。

一、不可依賴網絡

章老師已感嘆中國內地的創作風氣不振，往往靠抄寫網站的內
容以濫竽充數，並不健康。「現在寫散文，容易得很，只需上百度
就可以，這跟你去旅遊前找一下旅遊指南，沒甚麼兩樣的，造成了
包括莘莘學子在內，不少人只會寫普通的文章或論文，而且多是從
百度百科等網站隨手拈來，可又缺少消化跟思慮，結果文章千篇一
律，對於高水平的散文所講求的原創性、情感真實而摰誠，就變得
無從入手了，現在的人，每寫到散文就頭痛了，這是因為沒有百度
就不會寫文章，這也是大陸語文教員之痛，這是非常可怕的，電腦
一開你全知，電腦一關這些東西全不屬於你的。」章老師又特意舉
例，指是次文學節，諸多散文中有一份佳作，用字相當精練，本想
列之以首名，可它的文章套路竟然跟網站上的文章如此地相似，考
慮到散文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原創性，此事只好作罷，如是者，章
老師勸戒無論是香港或者內地的青年人，創作，應該用開創性、創
新的角度來寫文章，實實在在的從自身經歷、思維出發，「第一條
就是奉告諸位，不可依靠百度等網站來寫文章、寫散文」。

二、強調散文的情感真實性

章老師提及，她曾說過散文較之與其他文體，更着重「事實」。
跟寫詩、小說所的不同，散文需要的是「事」，前者追求天馬行空，
後者追求腳踏實地，這種「真實」，不是資料數據的，而是主觀情感，
是寫散文的基礎，情感流露也不難，難的只是怎樣忠於自己又表達
真摯。她隨後唸出了一篇文章的其中一段，「花兒開了，我卻不大
高興，它敗了，秋就要來了」，這篇文章章老師頗為推崇，厲害之

處不在於對雨、山、花的描寫，而是那種情感的真摯，真摯之餘，
卻不落俗套，「沒有講甚麼傷春悲秋……倒表達了人過中年以後，
那種歲月不留人的情」，有着如此真實的情感水平的散文，方算得
上上之作，「所以，為甚麼像周作人、林語堂這些老一輩的作家，
他們的散文能這般有力？就是用散文把人類普遍存有的情感給表達
出來」，可惜，現在的散文，有時候情感或虛假、或空洞，尚有待
改進。「請諸位記着，這種文章裏的情感，你可以騙得了人，可騙
不了自己」。

三、內容須細膩而切忌空泛

「散文可以沒有故事，可以沒頭沒尾，可以沒有人物，但一定
要有細節」。章老師再三提及，「散文必須在寫的時候小心、仔細
的寫，盡量避免流於空泛，這是寫散文的規則。舉例說，周璇這個
大明星，以前都很受歡迎。怎地歡迎呢？她不過寫一首歌，有人就
出價黃金二両。這黃金二両，就是在說她的身價，就是散文所要求
的細節」。除此之外，她又以廚子烹調美食的手法作比喻，闡述創
作散文，細節的重要性絲毫不低於情感的真實。然而，紀錄細節的
能力需要培養的，章老師由是提到自己屋子裏頭每個角落也掛着紙
條，方便隨時隨地紀錄生活中，一刻的細節、體會，從生活出發。「所
以，你們需要培養紀錄細節的能力，需要培養隨時隨地紀錄細節的

習慣」。
話語末段，章老師凝重的提醒時下的青年，「一定要寫得好一

手好文章。這於青年人將來的工作、人際關係有莫大益處，雖然你
不一定要當文學家，可以當政治家、音樂家，但孩子們啊，一定要
寫得一手好文章」。

黃子平：本來我是做評論的，而且還是評論小說為主的，跟散
文沒有多大關係，但是跟章老師同台演出多了以後，變成散文組的
新秀了。剛才兩位散文大師都講到了文體、體裁跟和年齡之間的關
係。我們小時候都寫詩，所有文學青年，一看詩倒是不少。我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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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在海南島插隊，上回詒和說她插了六年，相當於本科生加研
究生。我是插了八年半，插隊的時候為了改變自己重體育勞動的方
法就開始學寫詩。

當時的稿費很可觀，大陸的稿費很多很多年都是固定在一千字
十塊錢。詩呢，二十行等於一千字，所以是一行五毛錢。五毛錢甚
麼概念呢，五毛錢當時在廣州的街頭可以斬一盤白切雞。其實都是
開玩笑，寫詩和物質沒有關係，是它比較容易模仿和入手。那其實
寫小說的人是從小會作白日夢的人，這些都需要人物和細節，但很
多人因為沒有掌握文字的技巧，所以後來他那白日夢都白做了。那
天小時候會做白日夢，又掌握了那種文字技巧或者小說的那種形式，
他就會變成一個小說家。我自己曾經心動動的想寫小說，後來發現
寫不了，這是需要天份的，只好去做文學評論。有一句話叫：寫不
了詩不如寫小說，當不了小說家寫散文、寫文學評論。以前是天天
和小說活在一起，尤其是關心當代小說的話，不可能到年底才一次
過看一整年的小說。要知道整個小說界，或者小說家他們在關心甚
麼，他們的進展如何。我那小時候的才能是我能告訴別人最近有甚
麼好的，值得看的小說，現在我就沒有天天看了。讓我最驚訝的是
問到這些老朋友都會有自豪的說，我早就不讀小說了。後來我發現
也是跟年齡有關係，因為要有一定的經歷和好奇心去追小說的情節。
讀長篇小說必須有時間，必須今天晚上、明天晚上讀完它。因為小
說是一個虛構的場景，裏面的人物、人物關係和獨特的環境是要在
閱讀過程中把它建立起來。所以會在讀到第三、四章時畫面才慢慢
浮現出來。所以讀小說一定要一氣讀完，要把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
畫面連續下去。讀散文就可以隨時打開，可以從任何一個地方開始
讀，讀完也隨時可以放下。這跟經歷是有關係的，一本文學雜誌中，
和我相同年紀的朋友都說只會看文學評論和散文。這裏面就是涉及
到知識準備，沒有足夠的知識準備是無法體會讀散文的樂趣。就像
能和朋友徹夜聊天。也是要有相同的知識積累才能聊上一整晚。比
如說周作人，他的散文中的苦澀積累於文抄公，抄了無數的文章，
所以他的散文可以反覆地讀，且讀得享受，就是一說就能喚起你的

共鳴。讀散文不光只是讀進裏面的思想和感情，而是讀進一個深厚
知識的累積。

2011 年中華書局邀請我編輯香港散文典藏，我發現香港文學很
重視散文，因為我編幾乎每一本都要和別的出版社商量版權問題。
在當中能體會到香港文學的精華就在散文，最能體會香港的知識積
累和精神面貌。在香港這麼特殊的寫作環境裏面，香港有這麼一些
作家，全靠對事實、對歷史，對人的感應來表達他們的所思所想。
至於寫作方面的忠告，也就是一個陳腔濫調的比喻：散文是米飯，
詩是酒。我自己的飲食經驗是一家飯店如果米飯做不好，就永遠不
會再去了。最簡單的米飯其實是最難做的，是最基文的文字工夫。
所以還是要先把飯做好。

主持：接下來是提問時間。

聽眾（甲）：我想問章老師，您剛才說我們現在很多人都是尋
求百度等網站這樣子，我也不否認身邊有多同學在寫論文，做功課
都通過這種途徑而得來的。可是，也存在一個問題。可能我們還在
一個學習過程中，不一定就能掌握很多的學習方法，我們就會比較
習慣性地轉向這些實體資料中，去尋求一些答案。我們可能會去整
合、拼湊、加工。那我就想問章老師，如果我們不用尋求百度這種
途徑的話，那我們以現有的這種起點，怎麼去尋求其他一些途徑呢？

章詒和：我覺得，如果寫論文，那就上百度吧。對付老師，你
也上百度吧。對付領導，你也上百度吧。只要你寫散文，就不要上
百度。就是你要寫自己的東西，真的是要從自己出發，因為散文是
個人主觀性極強，那麼個人的人格，屬於你自己獨特的感受，屬於
你自己的表達是最要緊的。郁達夫的小說中有一段話，我只看過一
遍，到現在還記得。「我成男人了，我要求要睡女人。但是我又這
樣窮，我又這樣醜，怎麼辦？我就要去嫖妓，存錢，攢錢。終於有
一天錢差不多了，我喝了酒，然後在風雨中立刻叫了一輛車，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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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妓院去，然後在一堆女人中，挑了一個便宜的，胖胖的，白白的，
好像也有一點老。然後，我就睡了。早上醒來，我發現旁邊是一個她，
也同樣的醜。我落淚了。這一夜，我換了骨血。」這是郁達夫的一段，
我大概是小學六年級看的，我就記住了。為甚麼？所有的文字都有
它自己的感受，百度有嗎？這個世界很虛偽，你就用虛偽對付虛偽。
但是，總有一些時候，你要用真實來對付你自己。唯有真實的文字，
你個人的感受，你的文字才有可能留下來。那麼我們靠甚麼呢？靠
閱讀，靠記憶。孩子們，你要記住。你不能打開電腦後，全知道；
合上電腦後，全忘記。只要你記不住的東西，從文學上來說，它就
不是你的，它就是別人的。孩子，你要是想要有一手好文字，你要
下點硬功。然後，你也要有個人的體驗。比如我寫過：「仰望天，
所有的都是濕的，從頭皮到後跟，連褲腰帶都是濕的。」你要沒有
淋透濕，你絕對不會像我寫出「連褲腰帶都是濕的」。為甚麼呢？
這個褲腰帶不是紮得緊嗎？再淋雨，你褲腰帶是濕不了的。但是就
有一種雨，你在大雨下站着，淋了八小時的話，褲腰帶就是濕的。
我在想，百度是需要的，這是拿來對付別人，但總要有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積累，要看經典的書。孩子，有些東西要記住。你自己的感
受是非常重要。

聽眾（乙）：剛才黃老師說的，他不太會編故事。我覺得我也
不太會編故事。但後來我就給了自己一個安慰，我就覺得那些真真
實實看到的東西去給我更長久的感動。而章老師剛才說的，一定要
有真實的感情在裏面。還有韓老師剛才說的，讀散文需要學識背景。
其實，我自己非常喜歡閱讀散文，特別是老一輩作家的散文，但我
可能沒有那麼多的知識背景，但我真的充滿着感動與想像。散文給
了我一個釋放的機會。散文讓我覺得生活裏還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值
得我們去把握。我也很想知道，在各位老師的生活裏，散文有甚麼
樣的影響？

韓良露：剛才黃老師講到了問朋友現在讀不讀小說這個事情，

我當時就立即想起了我早年看了很多電影，也寫過劇本，身邊都是
看電影的朋友。其實，我後來發現了一個好玩的事情是，我那麼老
朋友在年紀大了以後（40 歲以後），就不看電影了，而是看紀錄片。
這就說明了人到了一個年齡之後，不管他是職業還是業餘的作家，
或者只是一個生活者，他會發現，生活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與
生活有關的事情，尤其是這些比較真實的事情，它是最能夠打動人
的。當然你遇到拍得又好又有真實生活感的紀錄片更好，可是你不
會只用技巧來評估你所看到的。就像看散文，你不會只憑技巧去決
定一個散文可不可以讀。可是，散文的技巧又好，又流露真情，又
有生活的細節，那叫千載難逢。有些人在生活上甚麼道理都不懂，
也沒有甚麼生活經驗，也沒有知識的經驗，可以寫好小說。其實，
小說家很會編故事，但常常對事情沒有看法。在我自己的人生經驗
裏，如果你不太會聊天，知識也不淵博，對事情也沒有獨特看法，
也不太注意細節，也不會觀察，其實你不容易成為一個散文家。除
非你年紀大到一個程度了。這就意味着很多小說家的小說寫得很好，
但他其實不太會聊天。他的談話中，總是會提到自己的小說。但是，
少數小說家也是知識很淵博的。我的意思是，你知識不淵博，你不
容易成為好的散文家。但是，你知識不淵博，你可以成為好的小說
家。在座的各位，其實了解自己滿重要的。如章老師剛才講的，她
喜歡閱讀。有的不一定有知識的共鳴，但你讀個二十年，你就有了。
所以，你就認真地讀。讀多了，你知識就廣。這個是第一點。第二，
散文還有獨特的方面。散文中有種知識型的散文家、知識型的隨筆
家。還有一種類別是，生活的散文家。這裏頭是說這個散文家有沒
有生活經驗。雖然有百度，但是如果到了我們這個年齡，如果我們
生活經驗豐富的話，過了 40 歲，人家一看就知道。你寫的文字可能
不夠好，但這個文字是從生活經驗裏來的還是抄來的，年紀大一點
的作者不可能不看出來的。其實散文家最大的寶藏還是生活經驗，
其次才是讀書經驗。散文有時候出於對世界非常廣大的關懷。散文
即使不夠好看，你還是會讀，甚至你可能讀的時候還是會感動，因
為散文所追求的人生的體驗是比較全生活，不只是為了某種藝術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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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而存在，是特別為了生活而存在的一種創作。

黃子平：我前年回到北大去教當代文學，我佈置了作業是每個
星期都要寫。在香港，是每個學期大概寫一篇作業吧。我覺得寫作
練習很不夠。所以我要求每個星期都要寫一篇，字數只有三百字。
後來，學生叫苦連天，說三百字多難寫，都要求放寬作業量。我的
基本要求是，有話就說，沒話別說。但是，文字一定要好。雖然他
們一開始叫苦連天，但寫到後來就很高興，因為能這樣做作業，字
數又不多，而且學到了怎麼表達一種精練的思想。後來，有幾個同
學發郵件給我，有同學說暑假已經過完了，我回頭看完我寫的那十
幾篇作業，很認真在寫的，文字很好的。他自己覺得文字很好的。
他用了一個比喻，我很感動，就是說像是毛茸茸的小雞雛一樣蜷在
一起，很可愛。我覺得這是我教這門課最大的收穫。這就是說，你
學中文系，光是靠百度來寫作業，那多可惜啊。你好不容易有個操
練自己文字的機會。我就補充這麼一點。

聽眾（丙）：章老師，你好。我和您有過一面之緣。我們是一
個高中，在北師大那年校慶的時候，然後我們有幸採訪了章老師。
當時，覺得章老師給我們的期望和講話都非常樸實。我印象特別深
刻的是，章老師說要多讀書，多了解歷史和文學。那時候我們上高
中，而現在我們讀研究生了。我們發現，章老師對我們的期望不只
是讀書，而是要有一種內心的昇華。那我想問的就是，我們其實很
快就要畢業了。畢業以後離開學校的環境，也不想剛才黃老師說的，
有留作業，有一些硬性規定來讓我們做一些思考，形成這種習作。
那麼，我們工作可能不會真正做一名作家，我們都會有自己的工作，
我們要怎樣尋找那種契機來進行寫作或者是思想的概括？就好像總
是說沒時間。我們也會像章老師所說的，寫小條，我們也會偶爾有
一閃念的想法，但很難將那個想法形成一篇很好的文章。所以，我
也想問老師，那些小的想法，我們如何讓它們形成一些比較好的文
章呢？還是說，像老師說的，我們需要一些深入的閱歷呢？

章詒和：首先你要尋求一個職業，守住你的飯碗。衣食住行盡
快獲得解決。底線是不要犯法。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為甚麼民
國那一代人出了那麼多人，1949 年之後，就不怎麼出人了。我們把
純政治的問題先拋開。之前的作家就是從小學的私塾到 17 歲，中國
學問做完了，四書五經倒背如流。17 歲到 27 歲，到外國學習。我父
親那一輩，那時候沒有說學貫中西，精通幾國語言，因為大家都是
這樣的。他們 29 歲之後都回國。回國以後，有一個平台。你想辦報，
你就去辦。你想教書，你到大學謀個差。你想打仗，你拉一夥人馬，
買點軍火。他們回國以後，這些人的衣食住行都沒有問題。所以，
他們 29 歲回國以後，起點都很高。可是，我們現在大陸的孩子，到
了 40 歲還在弄房貸的問題。就是說，我們的衣食住行要拖累一個人
的生命的一半以上。天天都是車子房子票子老婆。你說他俗，他是
俗。你說他不俗，他的問題沒有解決。你這些問題都沒有解決，你
談甚麼文學？這幾十年，中國的孩子們是很可憐的。大量精力都耗
費在衣食住行上。所以，我奉勸孩子們，第一件事情，你們找飯碗。
第二件事情，盡快把衣食住行解決了，不要搞到 40 歲還在衣食住行，
這種東西太悲哀了。把衣食住行解決以後，才能談得上甚麼境界，
甚麼文字。大學畢業後，先擇業，多多掙錢。盡快把衣食住行解決了，
然後我們再來談高尚的東西，再來談精神的東西，再來看內心的東
西。

主持：章老師給的這個建議非常的實在，太實在了。

黃子平：「衣食行」好辦，「住」這個最難辦了。

韓良露：我稍微補充一下。其實每個時代都有所要面對的困難。
其實你看整個世界文壇史，每一個時代想寫作的人，裏面都有很多
覺得自己是窮人的。我倒是覺得如果你的志趣真的是寫小說或是寫
詩的話，事實上你就去寫吧。你不見得要真的苦個三十年，你苦個
三年或者半年。有些人真的是半年或一年就能寫出好小說。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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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裏，30 歲之前寫好小說和好詩歌的可能性不少。但是，年輕人
寫好散文真的不多，真的要有生活知識的經驗。散文有一個很重要
的東西叫累積。有一個東西其實很重要，就是領域感。領域未必等
於專業。比如章老師，她有自己特殊的領域感，我們說：「往事並
不如煙。」這個領域感是沒有人可以去取代的。每個人都有他的領
域感。這個領域感對寫散文十分重要。譬如現在台灣有些年輕的醫
生寫的散文，與他們的領域有關係，寫得非常好。我就覺得寫得非
常好！為甚麼呢？因為他知道自己在幹甚麼。以前，學醫的魯迅，
他寫的是社會，他不是寫他自己的工作。但現在學醫的作者就覺得，
社會讓別人去寫，而他們會選擇寫醫學。他們在寫工作時，也讓我
們看到社會。這就意味着領域感非常重要。如剛才章老師一直說的
衣食住行的問題。衣食住行不能解決，這也是很重要的散文題材。
所有的人生經驗都是面對生活的人可以寫的東西。一般來說，很少
小說家是很晚很晚才開始寫的。可是，散文家則不是這樣的。其實
有太多關於人類經驗，關於衰老這件事情，如果要 20 ︑ 30 歲的人
來寫衰老，不要想了。我認為人類經驗的多樣性和人類經驗的無邊
際，事實上是所有想寫作的人，一個無止境的可能性。

黃子平：雖然寫作越來越專業化了，包括醫生、手機啊。不光
寫醫療，還寫到病人。

章詒和：現在醫患關係緊張，這個題材就十分時髦了。

黃子平：不光專業問題，相當多層面都涉及到了。像旅行，以
前沒有那麼多旅行。一輩子沒離開家門的人多得很，專門有新的文
類產生了，包括飲食文學，以前也沒有飲食文學。所以說，散文的
範圍一直在變化和擴展着。

主持人：現在還剩下幾分鐘，還可以留最後一個問題給大家。

聽眾（丁）：謝謝老師，老師講的內容，我很深受感動。還有
老師早上講的記憶問題。就是我們人類記憶既有獨特性，又有多樣
性。從創作者的角度來說，他肯定要珍視內心真實的那種記憶，並
且把它給表現出來。為甚麼在年輕一代人裏，讀散文會比較少呢。
我覺得可能從我自己的角度來說，就我所見到的一些學生，他們沒
有保持一種包容的心，去尊重別人的記憶。這種沒有尊重別人記憶
的過程是不是就讓他沒有那種機會去和別人相契合呢？我經常看到
很多作文，用了很多美麗辭藻，單個辭藻很美，但組合在一起卻沒
有情感在裏面。剛才章老師說了幾個散文評判的標準，我覺得這幾
個標準是最為基礎，也是最為核心的。另外給了我們很多空間讓我
們自己創作。可是在大陸的語文教育中，就沒有空間。是不是細節
描寫？是不是情景融合？很死板。這樣一個標準來評判散文的時候，
是不是合理的呢？

韓良露：很少教語文寫作的變成作家。

黃子平：對。我一向反對語文寫作的。我覺得中國傳統教學是
最科學最合理的，在沒有理解能力，但記憶力最好的時候，拼命讓
你背，背了一肚子四書五經，沒有一句是懂的，但背得極熟。雖然
沒有理解，但是一下子背下的東西融會貫通。但是，現在卻跟你講
主謂賓，講道理，講得你稀裏糊塗的，句子又沒記住，只記住哪一
個是主語，哪一個是賓語。其實，語言中很多是沒道理的，花費太
多時間去解釋語法現象了，侵佔了我們去背，去死記硬背的那些時
間。當我們要學習語法時候，等於是將母語變成了外語。我們學習
母語時，從不會問語法如何，很多沒道理的東西是講不清的。所以，
我從根本上反對語文教育的。剩下兩件事情最重要，就是背和寫。

韓良露：剛剛你這個老師，你別擔心。我們活在一個開放的系
統裏面，我們整個生命的意義是，誰都會老。你的學生也會老，你
不用替他擔心。他有一天就知道甚麼叫老。意思說，文學有多樣性，



80

且看人文環保
        二〇一三年城市文學創作獎作品集．徵文集

記憶也有它的多樣性。這些東西是同時共存的。每一代人都會老，
最重要的是我們是不是讓人類記憶這件事情成為我們生命裏頭一個
延續我們存在感的方向。創作最後的意義是存在感。我們透過創作，
我們獲得存在感。

主持：我們的時間差不多了，讓我們再次以熱烈掌聲感謝我們
的嘉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