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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學節 2013
與教育局合辦「與作家對話」交流會

日期：2013 年 4 月 20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30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康樂樓 6 樓惠卿劇院

嘉賓：李銳先生、施叔青女士、許知遠先生、章詒和女士、焦桐

教授、鄭愁予教授、韓良露女士

主持：馮志弘博士（香港城市大學）、

            簡頌恩同學（德望中學）、

            徐嘉希同學（董玉娣中學）、

            陳哲毅同學、方文傑同學（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記錄：蔡一品同學、張恆學同學、高曉坤同學（香港城市大學）

主持：各位來賓，歡迎來到我們今年的城市文學節的活動。我
們可以看到這個活動的受眾非常地年輕，因為今天我們是和香港教
育局合辦的作家交流會。今天的主題是「閱讀與成長」。首先邀請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鄭培凱教授為我們致詞。

鄭培凱：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我代表香港城市大學歡迎大家
來到惠卿劇院。我們每年都主辦城市文學節，這個文學節是我們城
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和香港教育局、香港藝術發展局、澳門基金會、
恒生銀行合辦的活動。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讓年輕人有機會接觸到文
學、藝術。文學對於所有人的人生成長都是最重要的，因為我們不
是一顆單純的在社會上賺錢的螺絲釘，我們是一個人，人要成長。
而假如我們一直不思考這個問題，不通過閱讀，不探索心靈深處的
感覺，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就很膚淺，就不能夠應付世界上的變化，
特別是年輕人在成長的過程當中總會碰到的情況：面對愛情、家庭、
婚姻、自己的事業，世界上的不公正……通過閱讀，和作家的交流，
我們能更快地了解這些東西。希望同學們能更多地投入到閱讀和文
學創作中來。謝謝。

主持 1：焦桐教授很多作品都和飲食有關，請問是甚麼原因讓
您對飲食這麼感興趣呢？

焦桐：這樣的問題讓我想到人生真的是充滿很多偶然和錯誤。
戲劇中大錯釀成悲劇，小錯釀成喜劇。我十幾年前出版了《完全壯
陽食譜》，就被誤認為是美食家。很多的餐館老闆請我去試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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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貪吃，也從來不反對別人請客，所以每邀必去。吃多了以後覺
得良心不安，人家希望我提供一點意見，可是我甚麼都不懂，所以
我回家就閱讀很多飲食方面的典籍，讀着讀着就讀出興趣來了。於
是我就開始錯上加錯，編選飲食文選，寫飲食散文，舉辦飲食文學
會，後來在學校開辦飲食方面的課程，一開就開了十幾年。錯得最
離譜的是我居然辦了飲食雜誌！（笑）很多朋友聽說我要辦飲食雜
誌就從世界各地打電話來勸阻我：「不要吧！」那種口氣好像在勸
阻一個想輕生的人不要想不開。最後我還是辦了，因為我想到五四
以來那麼多的文人辦雜誌，我也想辦一個。可是浪漫的想法有時也
會變成災難。我辦飲食雜誌前兩年就賠了兩千萬。很多記者問我你
為甚麼要辦雜誌呢？我就只好告訴他們說：「一個男人做錯事要成
長。」（笑）

主持 1：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焦桐教授。您曾經因為不滿教科
書而拒絕參加大學聯考，到底是甚麼原因讓您對教育制度這麼不滿
呢？

焦桐：我覺得我這一生不知道為甚麼，一直保持飢餓狀態。
（笑）我各方面啟蒙都很晚，只有愛情的啟蒙特別早。我高一的時

候非常煩惱，因為我很喜歡作文。我同學看我悶悶不樂問我為甚
麼，我說我道聽途說背古文可以寫好作文，於是我每次註冊就把整
本國文課本背下來，可是完全沒有長進。他看我這樣就說：「那你
多讀一點課外書嘛！」我就問他課外書是甚麼，他覺得我在開玩
笑，不理我。我就使用那種「我是嚴肅的」的眼神再問他一次。他
就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眼神充滿了憐憫，我到現在都記得。
（笑）他說像約翰克里斯朵夫啊，海明威啊甚麼的，我說我聽都沒
聽過。他就說：「明天我帶幾本來借給你。」我讀國中的時候隔壁
是高雄醫學院，我每天看到成雙成對的大學生走來走去，我覺得大
學生活就是在公園裏面談戀愛。（笑）我就立志要讀大學。沒想到
我讀了課外書之後就不可救藥地迷戀文學。我很少在三點以前睡
覺，有時候讀書讀到天亮我都不知道已經天亮了。我的成績一落千
丈就被放到放牛班去，我就無法再接受教科書了。這是我的迂迴
的成長經歷，希望給大家提供一個負面的教材，大家千萬不要像
我一樣，因為我本來就……唉……我太太生前經常講的一句話就
是「你真的很笨吶！」（笑）她對我最大的讚美是和別人講「焦桐
和郭靖一樣都是屬於勤能補拙的人」。（笑）所以我就一直考不上
大學。有一次考試考國文，我一看作文又是八股文的題目，我就開
始罵教育部長，當然文不對題。當然罵完之後我要交卷，但是監考
老師很緊張，說：「坐下坐下！要四十分鐘以後才可以交卷。」我

就只好趴下來偷看
錶，因為我只要一
抬頭，周圍都是高
雄女中的女孩子，
她們就都很緊張地
做考卷。我造成大
家的不安我心裏很
自卑，於是我只好
趴着，直到四十分
鐘到了我才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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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騎着腳踏車離開考場，到高雄圖書館裏繼續讀我自己的書，
等待服兵役的通知過來。我是當完兵才考上大學的，所以一路還蠻
曲折的。從我的經歷大家可以體會到連我這麼笨的一個人都可以讀
大學，讀研究所，所以你們隨便讀，人人都可以超過我。謝謝。

主持 2：我想請問李銳先生，你的作品中有很深重的農村色彩，
大家都說這和你在文革特殊時期的經歷有關，您能否和大家分享一
下？

李銳：我剛才聽焦桐講他的童年和青少年的經歷，我和他有點
類似又不盡相同。因為我 16、17 歲的時候正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時
候。文革開始那年我初中三年級，還不到 16 歲。轟轟烈烈的文化大
革命搞了十年。一開始我們初中生參加文革還是不允許的，後來很
快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小學生也參加了。一開始我們都是紅衛兵，
很狂熱，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曾經站在天安門城樓的
觀禮台上被毛主席接見過一次，站在那個觀禮台上看紅海洋的體驗
非常震撼人，我至今難忘。那口號聲在擴音器裏響起來，那整整一
條十里長安街全部都是紅旗和人舉起來的毛主席語錄本。真的是紅
海洋！那個是巨大的行為藝術。（笑）那個 15 歲的孩子被鼓動起來
的熱血沸騰是所有的文學作品都不曾給過我的。

當然啦，革命一開始的狂熱會有很多變化。然後就在大家該上
學的年齡，該去讀初中、高中、大學的時間，我們就去上山下鄉。
我們做了六年的農民。我讀的書就是每天跟在農民、老黃牛的身後，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這就是我的大學。我記得王德威先生聽
了這很感慨，說「哎呀，你這時間剛好是讀一個大學再加一個研究
生的時間」。是，黃金歲月就是這樣渡過的。而且那個狂熱的理想，
那個曾經在天安門城樓上建立起來的熱血沸騰的東西也就是在這一
系列的經歷中幻滅了。我的人生教育和我家庭的變故也就是從這開
始的。

在文化革命當中，我的父親、母親都在冤案當中去世了。我的

父親是一個老革命，所謂「地下黨」，曾經是中共四川省地下黨委
書記，我的姑姑嫁給國民黨四川自貢市市長，陸軍中將。然後 49 年
的時候我的姑姑和姑父就到台灣來了。他們姐弟兩個人就這樣站在
兩個營壘之間，這都是我後來才知道的。當然這一切後來都成為政
治運動、政治迫害的理由。我的人生教育就是一系列這樣的事情，
於是我就成為了「狗崽子」、「黑五類」。這些東西和我原來熱血
沸騰所相信的東西，成為一個非常劇烈的反差，所謂從天堂到地獄。

我昨天還在講，「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那就是我的大
學。那個教育讓我對所有對勞動的讚美充滿厭惡和痛恨。我從那我
才知道原來讚美勞動和讚美勞動人民的人是都不想勞動也都不想當
勞動人民的。尤其不想世世代代地當勞動人民。這種真相讓我對世
界對人生有了完全不同的認識，成為我以後創作的一個基本的底色。
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有一點像沈從文先生。沈從
文說他讀的最大的一本書就是人生的書。我們這一代作家很容易被
人稱為「知青一代」，其實我很反感這個稱謂。有一次在斯德哥爾
摩大學做演講的時候，有的人就提問講說「因為有文化大革命，才
有了你們這種知青的經歷，才有了你們這麼多知青一代的作家。」
我聽了這話就覺得非常的難以接受。我就給這個提問的先生講我說
這個話不好這樣講。因為知識青年在全中國有幾千萬人，幾千萬人
被迫離鄉背井，被送到農村去不能接受教育，因為這個而換來了幾
個知青作家的成果，這件事情是很不厚道的。不能這樣講。就好像
經歷了一次大戰出了海明威，經歷了二次大戰又不知道出了多少寫
二次大戰的偉大作家，你不能因此說，幸虧你有了那樣的經歷，所
以你才成為了優秀的作家。我說你這個話不能倒過來這樣講。我說
我寧願不當作家，寧願一個作家也不要，也不要幾千萬人去背井離
鄉受那樣的苦難。當然這個事情是很複雜的，知青無非是五年六年，
有些人比較早的三年四年就離開了。當我們下鄉的時候我們都紮着
拳頭和毛主席像發誓要「紮根農村一輩子」，「磨一手老繭，練一
顆紅心，把自己的人生整個獻給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可是實際
上我們發了這個誓言，我們說要一輩子，可是我們連半輩子都沒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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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們在那待了幾年我們就走了。真的世世代代留在那個黃土地
上的，是那世世代代的農民。所以說我見過甚麼是世世代代的勞動
人民，這個教育對於我來說是影響了我整個的人生，影響了我對整
個世界和整個人的基本看法。所以我才有後來的這些創作。

主持 2：李老師您原先是山西作協的副主席，後來是甚麼原因
讓您辭去了這樣的職務並且退出了作協？請解釋一下這個謎團。

李銳：這其實不是一個謎團，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我退出
了。實際上新時期文學以來，中國作家，尤其像我們這一代經歷過
上山下鄉知青生活的年輕人，等到文革結束的時候實際上我們都已
經不年輕了。我們也終於有機會能夠發表作品，能夠搞文學創作。
其實在 80 年代，尤其是 80 年代前期的時候，能夠成為中國作協的
一個會員是我身邊所有作家朋友很驕傲、很夢寐以求的一件事。因
為那個時候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文學曾經在一個相當的時間裏
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鋒。所有的問題，《人民日報》也沒有討論、
黨中央也沒有討論的時候，作家們先寫了小說了。比方說「傷痕文
學」對文革的控訴，當然我們現在回頭去看，也許傷痕文學的藝術
水準比較低，但是當時它對於中國大陸的人來講它是一個啟蒙，是
反抗的最開始，是對自我情感的確認的最真實的一步。自己經歷了
苦難可以說很痛苦，可以流眼淚，可以哭出聲來，它是有這樣的意
義的。所以說後來大家的反思，像劉心武的《班主任》啊，當時在
公共汽車上大家是人手一本，你不能想像一個《人民文學》的雜誌
也會有這樣的光景，老老少少大家都在談論一本小說。這種生活的
變化和文學經歷、文學成長是這麼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所以那個時
候我們都覺得能入中國作協真的很光榮。那真是一個好人該去的地
方。

但是後來，發生了變化，尤其是在經歷過 1989 年「六四」以後，
中國的知識界還有整個社會發生了一些變化。作家協會越來越像一
個黨政部門，官僚機構。它和文學就離得越來越遠。當然隨着年齡

的增長我也能理解這件事情：在這件事情上中國是有傳統的，中國
一直是一個官本位的國家。自從建立了科舉制度以來，中國是世界
上最先把官本位思想用一個制度固定下來的。比方我們說杜甫是偉
大的詩人，我們得說「杜工部」，因為他是工部侍郎，是高官。這
稱謂對人是最高的尊敬。沒有人說「杜詩人」。（笑）大家對他都
是很恭敬地稱「工部」。你要把他的官職擺在最前面。比方說偉大
詩人陶淵明，叫「陶令」，「令」是個七品芝麻小官。但即使是這樣，
也要把它放在最前面當做一個尊稱。這是一個最微小的細節，也是
一個最高的褒獎。

同學們你們將來也會長大的，你們也會經歷我們經歷過的人生，
碰到這些問題。當你的人生價值一定要用一個官職來體現的時候，
你還感覺到這種體制化的東西對人的一種限制，它會變成一種枷鎖。
你追求的東西反過來變成你的枷鎖。你們將來也會遇到的，也許不
僅僅是做一個官，可能是做一個教授，也許是做一個名人，你會發
現社會有些東西會反過來限制你的自由。

在大陸的這個氣氛下（作協）每隔五年要換屆，每次換屆就成
了大家爭官位的過程，非常的、非常的不乾淨，這裏面會有許多根
本和文學無關的事情。這個事情經歷多了我就覺得很厭煩。這個事
情對自己是一個很大的壓抑，就像個鎖鏈。所以我就做了一個簡單
的、直接的了斷。既然不能改造中國，那我就改造自己。我就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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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協會，不參加這個遊戲。好在中國現在還可以這樣做，我退出
以後還可以發表作品。作為一個作家最重要的是你的作品能自由地
發表。而至於說有甚麼位置和職務，在我看來那是很次要的。所以
退出這件事對於我來說是很直截了當的一件事。就說這麼多，謝謝。

主持 3：我想請問施叔青老師，如果你的處女作沒有成名，你
還是會堅持文學這條路還是只是把文學當做興趣，等待時機成熟再
發表作品？

施叔青：其實我坐在這裏看着各位同學，我就感覺自己回到了
我寫《壁虎》的年紀。我的第一篇小說就是在我 17 歲的時候發表在
《現代文學》上的。各位同學現在的時代和我那個時候實在相差太
遠了，完全是在兩個不同的時空裏頭，而且我生長的故鄉是台灣中
部，這個地方曾經在清朝嘉慶年間因為海峽兩岸的貿易成為台灣第
二個大都市。它是一個海港城市，在這一點上和香港蠻接近的。可
是到了我這個時代，它的海港功能因為泥沙淤積，大船進不了港而
失去以前的風光，商機就這麼斷了。所以在我出生的時候家鄉已經
非常的沒落，曾經的第二大都市變成一個小鎮，人口恐怕不到十萬。
我們那靠海，所以第一有很多的人入港求媽祖神保佑，民族信仰非
常盛行。第二，秋季颱風很大，我們那有條街叫九尺巷，就是為了
擋風。這樣子的城市結構就影響到了我們的心理。又因為我們是已
經沒落了的小鎮，所以沒甚麼娛樂。所以我從小很單純的興趣就是
讀書。我小學的時候就在看魯迅的《狂人日記》。台灣不准讀這種
東西，這本書當時是在壁櫥很深的地方被我挖出來的。讀多了我想
寫，自己躍躍欲試。白先勇在評論我的作品時說「夢魘鬼氣」那種
感受。我自己的語言和以後的文學創作就一直有一種個人氣質。

我現在想起來我在你們這個年紀會「為賦新詞強說愁」，年輕
人的那種鬱悶，很不快樂的感覺我覺得是最好的。其實到現在我還
是覺得文學對我來說就是一個療傷的工具，情感發洩的視窗。我就
寫了第一篇小說《壁虎》。我就把這篇小說寄給我在台北讀書的姐

姐。那是我的處女作，我當時不敢寫我的名字，又沒有筆名。我姐
姐就從台北來信說你這小說是從哪裏抄的。我就非常興奮，居然說
是抄的，好像很不錯！（笑）我就拿給陳映真看。陳映真看了之後
給我寫了一封信，那封信正好回答了這位同學的話。我們每個人年
輕的時候做事都會很稚嫩，需要有人來提醒你，告訴你其實還不錯
的，需要朝着這個方向發展。所以他對我的鼓勵就是寫了這一封信。
我在想如果沒有我的寫作路程上的三個貴人，我的姐姐、陳映真、
白先勇，可能我現在的人生完全不一樣。

在台灣一個年輕的寫作者要出道要經過好多的程式，比如學校
徵文，或者在比較一般的雜誌上發表文章，可是我的第一篇小說就
登上了當時全台灣知名度最高的一本文學雜誌，這樣就好像幫我決
定了我這一輩子要做甚麼。我一路走來頭髮都寫白了，如果當初沒
有這幾個人的扶持，我的人生可能會走到很不同的方向。登上《現
代文學》之後我就上了《文學季刊》，當時我們登小說是沒有稿費的。
「稿費」這兩個字到現在都不存在我的腦子裏頭。到現在我聽到有
的作家說他寫作為了有稿費交房貸，我比較幸運，不要靠寫稿為生。
後來我到台北讀大學，《文學季刊》每一季都要求交一篇作品，從
此我的寫作生涯就這麼開展下去了。

主持 3：我想請教韓良露老師您童年的經歷如何改善你的作品，
如何形成你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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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良露：我想說台上坐的這麼多老師其實每個人對於在座的都
像是一本書一樣展開。當然你沒有辦法閱讀整本書，你可能只閱讀
了其中的一兩頁。整個人生就是一本非常複雜的大書，每一頁都來
自不同的社會背景。我生長在一個大時代裏，台灣當時也有白色恐
怖，可是十幾歲的小孩，你不會知道甚麼是白色恐怖，除非你的家
裏有人出於其中。所以時代是一直變化的，一個人和時代的關係是
會不一樣的。

現在的人讀漫畫，裏面多啦 A 夢有「任意門」這種東西。那書
本是不是一個任意門呢？可以讓你進入不同的時代。如果比較簡單
地來說，書本就好像是一個任意門。我出門身邊總會帶一些書，我
需要書為我提供魔法棒，或者說任意門。可是我年紀大了些之後才
了解，書本的任意門不是我們自己可以隨意穿入的。在很多社會書
本這道任意門是關起來的，你根本沒有鑰匙，你根本進不去，你甚
至可能無法繞道。當我長大以後當我回憶閱讀和成長的關係，有幾
個因素幫助了我。我們經常說一個不快樂的童年對作家是個很好的
滋長，但是我的童年很快樂。我的家庭放任小孩好奇，我的父母是
新人類，所以我一輩子和我的父母做朋友。到了我父母晚年有的時
候都是我在管着他們，比如我爸爸到了 90 歲還抽煙，我會去管他。
他們的娛樂很現代，他們喜歡跳舞，喜歡聽歌，喜歡打麻將，家裏
經常開兩三桌。這些事我現在通通不會，因為我從小看他們跳舞打
麻將但是我沒興趣。那個時候他們一直到日新去聽歌，旁邊就有個
中國書城，我爸媽就不管我，我愛買甚麼書就買甚麼書。所以在我
很小的時候我就可以搬十幾本書回家。而他們根本就沒有限制我閱
讀，他們根本懶得管我買甚麼書，只管付錢。所以我每個週末都搬
書回家，我好奇。書本對我來說就是任意門，它可以讓我進入妥思
妥耶夫的世界，屠格涅夫的世界，白先勇的世界，鄭愁予的世界。
那個年齡我哪裏會懂「我達達的馬蹄是個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
是個過客」。但是對於一個 13、14 歲的小孩來講這個就是蠻有情調
的。有一段時間我一直覺得做過客要好過做歸人，這是不是應該怪

鄭愁予先生？（笑）書本這道任意門讓我進入不同的世界，所以我
到現在每次出門身邊都會帶三五本書。

可是有個重要的地方要談到，我們以為書本是個任意門，但在
有些社會這個門是關着的。我的家庭不像施叔青的家庭，壁櫥裏挖
挖就挖出來一本魯迅。可見這是她家裏有知識人有讀書的傳統。我
們家挖不出那樣的東西。我們家那時候最多就是我媽看的《皇冠》
雜誌，所以我最多可以看到張愛玲的東西。我爸爸有很多親戚在香
港上海，所以我 15 歲時就跟着我爸爸來香港。我那時候根本不知道
我爸爸不是來探親的，而是在這通過一層又一層的關係找他失去聯
絡的、不知生死的父母。沒有人會探親探兩個多月的。我那時候就
常常看到父親和 50 多歲的人在餐廳講話，還常常掉眼淚。我不太意
識到我爸爸為甚麼在哭，那個時候香港對我來講是個太有趣的任意
門。我也是十幾本、十幾本的書搬回親戚家，白天他們講話我就在
讀書，比如巴金的《家．春．秋》，三個月不到的時間香港對我打
開了禁書的任意門。所有三十年代的禁書全可以看到。說一個笑話，
看完之後我就把書放在床底下，等我和我爸爸走了之後接到香港親
戚的電話，問我爸爸說：「你女兒是不是在香港被吸收了？怎麼她
的床下全是大陸的匪書呢？」（笑）

我這樣的家庭怎麼會產生我這樣的小孩，我想只有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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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年輕的時候大量閱讀。我後來想是閱讀救了我，也救了我全
家。有人說彈鋼琴的小孩不會變壞，我後來的心得是閱讀的小孩一
輩子心靈都不會變壞，雖然人在年輕的時候容易變壞，但是不用擔
心。我十幾歲閱讀很多書之後變得和焦桐一樣不喜歡教科書了，然
後在初中裏和一個高中男生談戀愛，後來他被退學我就轉學去了台
南女中。人家就講：「啊，小孩讀讀課外書竟然讀成這樣，好可怕。」
到了台南去我也沒有畢業。可是我們這些讀很多課外書的小孩都挺
聰明的，你這些課外書都能唸那些教科書有甚麼難的？所以後來我
是用同等學歷考大學。到了大學裏也一樣，我大一大二就跟着導演
出去拍電影了，接下來我就開始寫劇本。對我來講創作這個事情就
是生活的一部份，這些事情都使得我的求學生涯不在正軌，可是影
響了我人生的價值觀。我 20 歲開始從事的所有和文字相關的工作，
包括寫劇本、寫書，我一直覺得我擁有一個非常豐富的人生。這個
人生是我父母沒有想到的。如果沒有閱讀，我可能就是一個小時候
家裏還蠻有錢的小孩，長大了嫁給一個還算有錢的先生，可能生活
並不幸福，發生這樣那樣的事。從這個角度來講閱讀救了我的人
生。我的生命從此穿梭在閱讀的任意門裏面。所以大家努力去找自
己的任意門，讓自己的人生過得最豐富。

主持 4：我想請問許知遠先生，您的大學本科是在北大的電腦
專業讀的，而您後來投身寫作，文風轉變成西方寫實。請問閱讀在
您生命中佔有多大的比重，您又是怎麼會形成這樣的文風呢？

許知遠：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在 90 年代中期我上中學和大
學的時候，剛剛李銳老師也講過，文學已經衰落了。詩歌也好小說
也好到了 90 年代末的時候在中國社會迅速衰落，那是一個新的商業
時代和技術時代。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如果對寫作有興趣的話，很多
人成為了新聞記者，把它作為文學的替代品。這種感覺很像 19 世紀
末、二十世紀初的美國一樣，最活躍的人成為了記錄那個時代的人，
做憤青啊、扒黑幕啊。我很多同事都是做這行的。至於學電腦，我

當時的中國，包括現在依然，是一個非常重理輕文的國家。對於我
們來說所有的聰明男生都是學理科的，笨男生才學文科。（笑）大
家都有這樣的 peerpressure，所以大家都去學理科。當然後來發現做
一個寫作者或者新聞記者是一個非常讓人羡慕的職業，因為他們非
常閒散，不用早起上班。我正常的工作應該是去 IBM，或者 HP，或
者 Intel 去做工程師做實驗。我覺得那是很枯燥的。

既然談到閱讀，我想起少年時讀過的一本書，是黑爾曼的《納
爾齊斯和哥爾德蒙》。納爾齊斯留在修道院裏通過冥想、祈禱、靜
修獲得真理，而哥爾德蒙成為流浪者，他穿過大街小巷，通過顏色、
聲音、姑娘、愛情、食物、決鬥等所有的經驗，最後他們又回到了
交會的地點修道院，再次相逢，彼此羡慕對方的人生。這個故事非
常打動我。我前輩那個年代是被迫成長的世界，即使自己不去接受
經驗，經驗也會向你湧來的世界。而到了我們成長的時候，進入了
某種經驗匱乏的時代，全球化也好，新技術革命也好，各個地方變
得越來越像，世界不再那麼神秘，當然也沒那麼多災難。所以我去
世界各地旅行了一些年。中國這個時候不僅內部要面臨各種各樣的
社會矛盾和地質災難，在外還要面對中國崛起所帶來的衝擊和與世
界的融入，這是一個新的命題。其實這代作家有點像當年的英國作
家，去描繪英帝國和世界各地的關係，中國已經進入這樣的一個時
期，有很多嶄新的經驗需要去被描繪。而我們這一代的寫作者還沒
有進入到這樣一個階段。而且，你必須通過與他人相遇才能理解自
己的故事。一個人不能純粹地理解自己的事情，他需要看到別人的
苦難，別人的故事。每個人都需要對自己人生很重要的記憶，對我
來說是文革和六四，對你們來說可能是反對國民教育和中聯辦。我
就是這麼理解我的人生記憶的。謝謝。

主持 4：我想問一下章詒和老師，您在文革時期曾經被判反革
命罪，在監獄裏渡過了九年的歲月。我想問那九年的歲月對你的神
聖觀和寫作有甚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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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詒和：我在所有這一排人裏面看書是最少的。但是有一條，
看了就要記住。我的經驗是這樣，閱讀量極大，你可能最後甚麼都
沒有。重點是絕對要記住，不記住它就不屬於你。閱讀不圖虛名，
務實為本。所以我想，特別好的書，請記住。

第二，英文我不說，因為我自幼學的是俄文，我就用中文來說：
注意虛詞。中文水準的高低，就看你虛詞的本身，這個太重要了。
傅抱石的女兒非常想寫《傅抱石傳》。可能你們都知道，傅抱石是誰，
畫價在齊白石之上。他的作品少，就非常值錢。她的女兒寫成之後
一定要我寫個序，我又不懂畫，就不想寫。後來我們就在香港馬會
吃了個飯，她就把她的書拿來給我看。她的弊端就是不會用虛詞。
整個兒文章都不行。我後來就跟她說你把這文章裏的虛詞給改一下，
整個文章就會不一樣。中國的文字重在虛詞。你看我們都不要說周
作人了，不要講，你就是白先勇，他的虛詞就很講究。董橋，虛詞

極講究。
然後我講，我從來不

覺得我有多棒。我之所以
能這樣，是因為我認識一
些人。首先是父輩，那叫
個兒是個兒的，儲安平，
那是！張伯駒，那是！康
同璧，那是！羅隆基，那
是！ 你 們 是 在 書 上 知 道
的，我認識他們。所以我
說我是沾他們的光。然後
伶人，梅老闆，我認識！
程老闆，咱也認識！言慧
珠，咱也認識！所以我說
不是我寫的多好，只是因
為我認識他們，我知道他
們的故事。

然後，坐十年大牢，十年，日夜二十四小時和獄友在一起，夫
妻都沒那麼親密過。我上廁所，拍一下她說「走！」必須要二人行
去廁所，扒光了以命對命。人的天性，人的殺人的這一面，人的想
行善的這一面，在監獄裏暴露無遺，毫無遮掩。所以父親的這一茬，
伶人這一茬，犯人這一茬，誰成全誰？我覺得是他們成全了我們。
我沒甚麼成的。

最後，我對現在的作家是失望的。我對大陸作家非常失望。中
國現在在維護民主自由權益、真正實施憲法的這方面，站在第一排
的，是律師，是法學家，搞政治的全在後頭。面對社會黑暗披露揭
發敢面對真相的，不是作家，是傳媒人，是記者。該幹的，作家都
不幹。所以一說寫作，您別提我是寫作，都想獲獎，都想有稿費，
都想知名。而且這知名是世界性的，終於有了一個莫言，如願以償。
說完。

主持 4：鄭老師我讀過您的一些作品，我發現您中年時期的作
品和唐朝詩佛王維一樣有一些宗教的意象。我想問是甚麼地方使得
你們有親近佛門的念頭？

鄭愁予：你的問題當然三言兩語就可以回答。但是如果要是從
我的寫作經驗來談的話，就是說來話長了。剛剛聽了作家們的學習
經歷，首先我要說，我不是讀文學的，我讀的是法律和商學。當別
人懷疑我的時候我就拉出來一個同命的人，就是徐志摩。徐志摩從
來沒有真正地學過文學。還不如我，我到了美國之後進了愛荷華大
學英文系去讀創作學位，算是接觸到文學了，但仍然不是學院派的
談理論的文學。我相信這個對我一定有幫助，因為我從年輕開始十
幾歲就寫東西出版詩集了。我依靠的是甚麼呢？閱讀。閱讀使我有
一個能量一直在寫作。當然了當你閱讀的時候你必須要消化，你要
有選擇性。

我常說一個故事，在抗戰以後我們回到北平，有特權可以進入
任何一個學校。那個時候我初中只唸了兩個月，選擇了最好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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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那個中學是日治時代給日本僑民的。我到了教務處，他說你
要進幾年級，我就愣了，我說你把教科書給我看看。他給了我一本
國文教科書。我就是國文好。那本初一的教科書我看了覺得太淺了，
於是我說，我讀二年級吧。我就開始讀二年級下。頭一堂課是英文
課，老師是北平教師會會長，北大英文系出身，學問非常之好。他
就很不高興國民政府的軍眷有這個特權。我當時個兒矮，眼睛很明
亮，坐在第一排，他就拿了課本讓我讀。我大概都不認識這些個字
母，他就很有幽默感地說：「哼！繡花枕頭！」這個我懂啊，《紅
樓夢》裏有讀過。於是我覺得很不好意思，就一個人自己去啃英文，
因為他老是找我的茬，要我讀。後來我碰到英文課就不去上。久了
以後教務處通知我父親，他那個時候還在作戰，內戰時候他的對頭
在河北省，是聶榮臻。聶榮臻法國留學黃埔軍校出身，打游擊戰很
不好應付。於是這事就拖了一陣子。我父親回來了以後一看學校通
知說我蹺課，就送我到一個英國的教會學校，叫崇德學校。這學校
是住讀，我住進去只有每個禮拜六才能去門房領家裏的信，非常嚴。
學生在學校就踢足球，全校分四組，每天踢比賽，所以我足球的本
事很好。這就是我過的生活。但是我的英文毫無進步，我的同班同
學和老師用英文對答，我就在底下閱讀。當時我看《我愛新文學》，
最喜歡蘇俄的小說，上邊老師講話，我就在底下翻着看。沒有多久
我們學校的小圖書館所有的中文的書都看光了。這不是說我消化了
那些，而是看了之後我就產生了批評的意念：就這種書還要出版啊 ?!
我很快就丟掉了。所以很快就看光了。（笑）所以閱讀要消化它才
能增加你閱讀的能量。後來有人說：「愁予，你這詩裏甚麼都有，
很豐富。」這種豐富是當時閱讀了之後藏在我的潛意識裏的。你要
是一個書法家，就要去臨各種碑帖，你要是一個畫家就要去臨《芥
子園畫譜》，你要是想當你個作家，你就要閱讀。這些事從事藝術
創作最基礎的東西。我閱讀讀的是課堂裏的英文作品，沒有學院式
地研讀過中國的文學作品。但是我能夠背誦很多的詩，這是和閱讀
有關係的。

至於我學習的經歷非常可憐。我上過很多的小學。4 歲那年我在

流亡，山東上過兩次私塾，還上過煙台日本人的僑民學校，和日本
小孩上課。上課的時候背一個背包，包裏裝的不是書，是海邊撿的
圓石頭，一放課我們幾個中國小孩出了校門就和日本小孩用石頭打
架，每天在抗日。（笑）我家雖然是軍人世家不是書香世家，但是
我母親先天的愛好文學，逃難的時候父親在大陸我們就在後方。後
來讀大學的時候我先去台大借讀，他們覺得我的思想有問題，我就
逃回了新竹，進了新竹中學。中學畢業我想考海軍官校，但是不到
年齡，差幾個月。為了減輕家裏負擔，我就進了一個可以最快畢業，
只要讀兩年的行政專科學校，讀會計統計。正好有一次陸訓班的第
一期，總司令孫立人經常來做精神訓話，一千一百人在一個大操場，
在南台灣的陽光下面每人戴一個草笠，拿着小板凳，聽他一個上午
講孟子，我就深深地感動了。那個年代的一個讀工程的人，從清華
大學到美國普渡大學，再到維吉尼亞的軍校，這樣的一個人能對孟
子的思想這麼熟悉，能讓我們這些不太懂的人受感動，很厲害。之
前我讀的文學作品都是左派，馬克思列寧，特別是列寧，說「全世
界的無產階級都團結起來推翻罪惡的資本主義政府」。年輕人都相
信這是對的，因為一戰二戰都是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搶奪殖民地而造
成的。所以我的第一本詩集都是這個。我因為以前讀教會學校所以
詩的開頭就寫到了十字架，但是我們老師看到我寫礦工說看到了人
道主義精神，他說你這個十字架的意象體現了犧牲，又象徵了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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鎬。
後來林彪的大軍圍城，我就坐最後幾班軍機離開了。離開的路

上我就開始寫詩。一路寫詩到了衡陽就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詩集，還
受到重視。日報編輯不知道我是小孩子，還寫信要我見面。我是這
樣開始的寫作，我不是靠的文學的教育。

提問 1：想請問焦桐教授在創作中途如果遇到不安的事會不會
影響抒發的感情呢？

焦桐：我這一個月因為太太過世，每天哭，我發現我原來是一
個愛哭鬼。這一個月來都非常感謝朋友的關心。我最近決定要用一
整年的時間寫一本情詩來送給我太太，叫《絕望的戀歌》。我也不
知道為甚麼我現在這麼愛她，我以為不是這個樣子，我還是喜歡看
漂亮女孩啊。（笑）有一天我和我太太一起，一上車就看到一個洋
妞好漂亮哦。我就站到那個洋妞的面前一直盯着她看。沒想到這個
洋妞抬頭看我一眼，竟然對我嫣然一笑，我那一刻覺得心律不整，
心跳的好快。我就開始編織各種可能。就在我編織得越來越完美的
時候，一件悲慘的事情發生了──她站起來讓位給我。（笑）她難
道都不知道一個中年男人的脆弱嗎 ?!（笑）

提問 2：我想問一下鄭愁予，是甚麼影響了你作詩呢？

鄭愁予：我想一個原因是生活。我生活在一個戰亂的時代，有
許多詩的因素，讀古人的詩，讀現代人的詩，也常常碰到他們生活
中的境遇。詩不是你今天坐在書齋裏想着今天作甚麼詩就成的，而
是你情感的流動碰到了一個場景，使你的情緒強烈起來、集中起來，
你要表達它，你就寫詩。

當然有一點，就是「性靈」，天性。這個天性就是我們不理解
的為甚麼會如此。

提問 3：我發現各位作家的經歷都很不尋常。我想問是不是循
規蹈矩地讀書就成不了大作家呢？

韓良露：這個社會不是只需要作家，世界是由很多不同的人構
成的。其實我希望我的一生受過正規的文學教育。我剛剛提到不同
的社會提供了不同的閱讀的任意門。像我小時候很幸運，走進一個
不是很漂亮的書店，書架上沒有很多書，但都是好書。現在就不是
這樣子，現在書太多了，小孩子不見得可以選到很有價值的書。而
像章詒和講的，她現在人在北京，但是她的朋友從台灣去看她的時
候會給她帶很多在北京買不到的書。她雖然在這個時代裏，但是書
的任意門還是關上的。這當然是政治的因素，但是大家不要忘了經
濟因素，還有自己的閱讀習慣都可能關上你的任意門。

我有的時候在想，作家對於這個世界真的有貢獻嗎？我不知
道。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作家最大的貢獻是貢獻給他自己。因為
當你成為作家，你給了你自己生命最美好的頌歌。能改造社會的作
家太少了，但每個作家一定是他生命的完成者。人生中其實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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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很無聊的，年紀越大越覺得。但是當你在閱讀在寫作，生命中那
些美好的性靈不會離你太遠。作家最後是自己的天使。

還有你問到作家為甚麼有很多不一樣的經歷，這有些是時代造
成的，有些是家庭造成的，有些是個人造成的。但是成為作家有一
個很重要的因素：作家怎可能是沒有反骨，怎麼可能不會和社會有
對立和衝突？否則他何必寫作？你其實對社會一定有不滿的地方，
不管是對於愛情的、政治的、經濟的、環境的等等，你心裏就是有
一個美好的世界，它讓你不斷地寫作。

提問 4：我想請問李銳先生，你為甚麼鍾情於寫小說而不是其
他？是不是你認為小說能帶給讀者不同的感受？

李銳：世界上的人肯定都有自己的愛好。我老寫小說是因為我
不會寫別的。（笑）我也想寫詩，但是我寫不了，我沒有鄭老師寫
得好。我也寫過但是一看不好就沒好意思拿出來發表。而且小說我
現在也不敢說我就寫好了，只是因為這件事強烈地吸引。我寫完一
本小說了隔一段時間就有點像吸毒者，會發癮。小說會來找你，你
會覺得我還想再寫一本。其實我是一個產量比較低的作家，發癮周
期比較長，我老等着小說來找我。

還有我想講一下剛剛那個同學的提問，他覺得我們這些作家都
是在那麼大的時代裏，而你們是天天考試。我說這個同學有兩件事：
第一，你不要着急。你今年才 15 歲，你的將來肯定會碰見很不同的
經歷。等你頭髮也像我一樣白了的時候，你給 15 歲的小朋友講你的
人生經歷一定可以驚得他們目瞪口呆。第二，尼采有一句話，奇特
的風景是為小畫家而存在的，平凡的風景是為大畫家而存在的。那
個能把枯燥平凡的生活變成繪畫的畫家是有非凡的天才。所以梵古
的一張椅子可以畫得人終生難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