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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學節 2014
分組交流會（散文組）

日期：2014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康樂樓 5 樓多用途活動 D 室（R5004 室）

嘉賓：陳子善教授、黃子平教授、廖偉棠先生

主持：張万民博士

記錄：郭俊瑤同學、麥嘉宜同學

主持：大家好。我們的時間也差不多了。我們就準備開始我們
今天的城市文學節散文組的座談會。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散文組的
座談會。我是香港城市大學的張万民。我先做一個簡短的開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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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請三位作家稍微講一講，再把時間開放給大家。我先介紹一下
三位作家，其實三位作家都是我們的老朋友了，都參加過我們好幾
屆文學節了。先從我右手邊開始，廖偉棠先生，我們廖偉棠先生參
加過我們好幾次散文組的評審，並且還參加過新詩組、評論組，所
以我們中午就在說他是一個「多面手」。接下來，陳子善教授，都
知道他在我們現代作家的作品、文獻的搜集和整理方面做出了傑出
的貢獻。並且他是一位散文作家，有自己的博客和微博，大家有機
會可以上去瀏覽一下。第三位，我們黃子平教授，他首先也是研究
現當代文學非常有成就的一位學者，當然也創作過很多評論文字和
散文。所以呢，我們整個散文組，包括我們的嘉賓其實都是一個風
格非常多樣、兼容並包、自由開放的領域。希望我們接下來的交流，
也有這樣自由、開放、兼容並包的精神。我的開場白就到這裏。我
們先從我的右手邊開始，先請廖偉棠先生來進行交流。

廖偉棠：大家好。我是用普通話還是用粵語？有不會聽粵語的
嗎？哦，有一位。

陳子善：我也不會聽。你用粵語講沒問題，我學習學習。

廖偉棠：我還是用普通話，普通話大家都聽得懂。像剛才張
博士介紹過的，我自己涉及了太多方面，以至於我自己也被不同的
類別所吸納。但實際上，散文呢，莫名其妙的成了我寫的最多的東
西。本應該是詩應該是我寫得最多的東西，因為我自己定位我是一
個詩人，並且我自己也最喜歡寫的也是詩。那為甚麼我寫最多變成
散文了呢。因為我覺得，可能是這個社會上對「有用」這樣東西的
需求還是比較大。散文的公用性相對於詩和小說來講還是更明顯、
更大的。比如說，寬泛意義上來說，很多東西都是散文。像雜文啊，
隨筆啊，遊記啊，專欄文字等等都屬於散文的範疇。在現在來說，
當然以前對於散文有不同的定義。某個時候，散文被稱作美文，就
是美麗的文學。就是一定要寫美好的感情，美好的風景，用美好的
字句、修辭去寫的文章，那才叫散文。那現在我們對散文放寬了很
多以後，其實和現在這個傳媒的時代有關。比如說報章，尤其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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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還有以前的上海，陳教授待會兒提到，更有發言權。一個報章
發達的地方，這種專欄文字、散文、雜文、小雜文是越發達的。那
像我為甚麼寫多了這種東西呢？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早上提到
「稿費」的問題。你不可能靠寫詩生存，但是你可能靠寫專欄生存，
在香港。前提是你要寫的很多、很勤快。比如香港的大作家劉以鬯
先生，他當年有記錄是一天寫九個專欄，簡直是瘋狂。還有今天，
我們新詩組的評判葉輝先生，他創了他們那個年代的記錄。他是一
個禮拜寫十三個專欄，但不用每天寫。我自己的最高紀錄是一個月
十一個專欄。

陳子善：你比劉以鬯先生還厲害？

廖偉棠：沒有，他是一天，我是一個月。但是我對自己有一
個要求：就是我覺得不能被這個東西把我的筆給寫壞了。因為你一
個人寫太多的時候，就氾濫了。尤其是香港專欄有它的毛病所在，
香港的專欄有時需要一種很輕薄、很速食性對一個時事發表意見。
或者說對城中熱門的話題，你要說兩句。但對於作家來說，對他自
己是毫無好處的。因為我對一個事情發表意見，對我的寫作本身是
帶來不了甚麼。也不會磨礪我的文筆，對我的修辭啊技巧啊也不會
有甚麼幫助的。所以我要求我寫的專欄主要還是兩種，一個是有評
論意味的，我稱之為讀書隨筆。像我出的書，我有一本收錄在一個
書評集系列的書，但是我把他的副標題改成讀書隨筆。隨筆有一個
隨，就是說我不需要站在文學史的角度去對這本書一個蓋棺論定；
我也不需要站在一個傳媒的角度去分析這本書為甚麼暢銷，讀這本
書有甚麼好處；我就是從一個讀者的角度，一個同行的角度，我也
是一個作家，我看另一個作家的作品，我有所感，我把它寫下來。
同時我又希望呢，我所寫的隨筆，它稱為隨筆跟它稱為評論還是有
一些不同。隨筆本身就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文體，他可以跟它所寫及
的比如說一本書、一首歌或者一部電影也好，它有一定的獨立性在
裏面。我希望我寫的隨筆，它能夠脫離它所涉及的作品，也能存在，
你也能讀到一種文學的快樂在裏面，或者說我個人對藝術的發現在
裏面。我現在所寫的專欄裏面，有一個電影的專欄、一個樂評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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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一個書評的專欄，其實這很簡單，因為我一直都有記筆記的習
慣。我一般讀完一本書，我的筆記就可以形成一篇文章了，我需要
做的就是將它整理排列，從中發現你可以超越你所讀對象的問題。

其實，很多純粹的小說家、詩人，他往往瞧不起寫散文的人。
他會覺得，寫散文、寫評論的人，那其實只不過是次檔的文類。那
我們怎麼能夠把這種好像天生矮於純創造性作品的文類寫好呢？就
是我們也可以有創造性在裏面。就是散文不僅要記錄你的思想，還
要去激蕩你的思想，並且從中去創造出一些東西來。怎麼創造呢？
我自己散文，對自己的一個交代，還有一個理想。就是說我不只是
靠它來賺稿費，我還通過寫散文，來整理自己的思想，來和我自己
對話。我是廖偉棠，我們來聊聊這個作品吧。是這樣，而不是說我
是一個兢兢業業的記者，我看了電影，我就記，給予一些評論。不
是這樣簡單。我是希望裏面存在一些對話。

我想把自己的一些思想帶入進去，帶到這些也許不是寫個人的
散文裏面去。比如說，最近我一直關注的中港矛盾，在我寫及的中
國電影裏，我就會把它帶入進去。比如說中國形象在香港接受的歷
史的改變，我個人的身世又在這裏面。我本身是一個新移民，我會
去反思，我自己這個新移民，跟這部電影所反映的新移民形象，或
者跟這部電影所反映的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跟他們的經歷，對他們
的人生的啟悟、轉變有甚麼影響。這些東西，對於我來說又是怎麼
樣的呢？在這個寫作中，我們應該成為一個自我辯論的人。這也是
寫作的價值。

在座的有些中學生，平時我上寫作課的時候，有時候我會教他
們一些小竅門。比如說，在你寫不下去的時候，你就用用「而且」、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問題，你要去說服他，或者他要來說
服你。這樣你的文章又可以多寫很多。這是一個雙手互搏，在武術
上面，一個很高的境界，你自己跟你自己練武。這個練武的過程不
是為了騙稿費，不是為了交差寫完這幾千字，而是這樣的話，這篇
文章才對你產生了意義。你的思維得到了磨煉，你甚至說服了你自
己。有時候我自己就是這樣，我對我的寫作持一個很開放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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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作不會預設一個結局給他，我的結局是開放的。散文的開放性
就更大了。讀散文的人不會對結局的嚴謹性有太多要求。比如說讀
小說的人，他會說這裏這個結構銜接不上了，這裏呼應不上了。但
是散文的美就在於這種散，這種呼應不上。所以呢，寫散文的時候，
我們可以讓自己的散文任意發展，甚至寫到最後違背了自己的初
衷。寫散文，你不要以為自己的初衷是唯一的真理。我試過，寫最
後一段的時候，把最開始的那段刪掉重寫。這種情況時有發生。因
為寫作不是一個結果，他是一個過程。通過寫作，你和自己辯論，
你問問自己這個東西，它是不是成見。比如說，我在寫一篇關於大
陸自由行的文章，在寫的過程中，我就在反思我有多少成見在帶着
我走。你要去想想，假如我是自由行遊客，會怎麼樣；假如我是開
旅遊品商店的熱就會怎樣，而不是僅僅局限在自己的角度上，一個
生活受到干擾、或者一個注重本土精神的角色裏面。這就是散文，
散文可以帶入很多角色，不像小說，小說你必須服從小說的情節、
服從故事線的走向，等等。詩，你要服從語言的要求。而散文它有
一種自由，有很多種聲音，你要去試驗，試驗很多種聲音在你的散
文裏出現，不要只有你一個人的聲音。所以這些，也是我為了說服
我自己，多寫散文。

當然了，我最喜歡的還是詩，因為詩歌是你跟語言的一種搏鬥，
詩歌是你對於自己情感最極致的爆發。我最初寫散文的時候，我覺
得很無趣，所以我寫得很少。我一年才寫一、兩篇散文，但這一兩
篇必須非常好。後來呢，像我需要越來越多寫文章，因為我沒有工
作，我就是靠稿費為生的時候，我就希望自己不要成為文章的奴隸，
不要為了寫而寫，而是在寫作中你可以尋找到一些寫作的樂趣，這
樣你才能夠投入到這篇文章中去。當然，在座的許多中學生應該都
面臨這樣的問題，老師讓你寫一篇文章，你就是為了寫而寫，這樣
你往往寫不出好文章，因為你反感。這個時候，我們就應該自欺欺
人的去尋找，尋找我們寫作的樂趣，尋找這篇文章對於我們到底有
甚麼意義，有甚麼吸引我的。你如果找不到吸引你的東西，你就反
過來，去找令你憤怒、令你反感的東西是甚麼。你不能無感的去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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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文章。最關鍵的是，你要在裏面找到你的存在，這樣你才會喜
歡這篇文章。你喜歡這篇文章，你才會把它寫得更好。好了，我滔
滔不絕講了這麼久。因為我家人今天有些事情，所以我先告退了，
希望以後還有機會交流。再見。

主持：好，那我們接下來請我們的第二位嘉賓，陳子善教授。

陳子善：好。很高興和大家交流。剛才，廖先生講了他自己寫
作的感受。我和黃先生已經商量好了，要在他不在的時候批判他。
他的寫作，我的理解是，有一部份為了謀生，為了稿費；另外要寫
一兩篇像樣的散文。雖然我不知道這一兩篇散文怎麼樣，我也沒有
讀過。但是我也很佩服他，雖然說，不同時一個月可以寫十一個專
欄。我剛才和黃先生說，他寫影評、書評、樂評，還缺了一個：畫評。
讀畫，美術作品，也可以寫作品。你讀了一副梵高的畫，一副畢加
索的畫，你有甚麼感想、聯想，你可以盡情的發揮。有的人寫畫評，
寫得非常的好，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散文。所以從這樣一點來講，
我對散文的理解，除了韻文，除了詩、詞、我們古代的賦，等等之
外，都可以歸到散文的行列。散文是最寬泛的一種文體。後來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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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說發達起來了，小說就分立起來，就成為一個主體一樣。我
們現在看諾貝爾文學獎，有詩人、有小說家，但純粹的散文家得諾
貝爾文學獎很少。有一個特例，英國首相丘吉爾，他的回憶錄得了
諾貝爾文學獎。回憶錄從廣義上來說，是散文。但是這是一個特例，
你現在找不到歐美的、或者中國的散文家得諾貝爾文學獎。所以看
來，諾貝爾文學獎也有問題，它不願意給散文家發獎。真正的散文
家的生存是，散文創作不容易，他能不能堅持散文的創作。

你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散文是最寬泛的文體。應用文也
可以算作散文。大陸有一門課叫應用文寫作，寫一個假條、思想𢑥
報、檢討書都是應用文。其實你寫一個請假條，寫一個邀請信是很
講究的，古人很講究這套規則規範的。有一次，我去拜訪一位老教
授，正好，他正在書房裏面和他的博士生在探討問題，很嚴肅，而
他家的保姆已經打開門讓我進去了，因為我是常客，那麼我就進了
他的書房，我就見到他在訓他的學生。他說：「你怎麼搞的？博士
生了連一個請假條都寫不來？」哎喲，我一想，我來的不是時候。
那個學生也很尷尬，被老師這樣訓，又不是小學生。你想，一個博
士生，那麼高的一個學歷，連最基本的請假條都寫不來，那這是一
個問題了。我想說，你寫散文，最基本的一條，就是你自己寫的話
要讓別人明白。這一點很重要，你寫的話，不僅僅是給自己看的，
你也主要是給別人讀的，你要讓別人懂得你的意思，不要造成誤解。
至少你主觀上不要造成誤解。當然，我們讀小說往往會誤讀，這是
另外一個東西。我們寫小說有一個理論：不誤讀就不成其為文學評
論。但是寫散文你要讓人家理解。你寫雜技也好，寫樂評、甚麼評
也好，你寫完，自己讀一遍，看能不能朗誦。現在的人寫文章，越
來越不能朗誦了。我們古文都是可以朗誦、背誦的。當然，讓別人
背誦很難，但至少你要讓別人朗誦，讀的通，讀不通？不管寫甚麼
文章，我當老師的，哪怕你寫博士論文，我說你句子要通嘛，句子
不通怎麼讀？很吃力。我們散文寫作也是這樣。

當然了，香港報紙的專欄很發達，我在內地跟學生講香港文學
的時候，專門提到了香港的專欄，這一種文學現象，專欄裏由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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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這個另當別論，香港有一些專欄還是相當有文采的。專
欄的文字要求就是在非常經濟的、規定的框架當中、字數當中，你
怎麼來怎麼表達你的意思，表達清楚。某種意義上來說，在30年代，
1930 年代，魯迅在上海寫雜文也都是專欄。字數都差不多嘛，一兩
千字之內，把一件事情講清楚。中國古文、八股文起承轉合，那你
這個專欄的文章，也要有起承轉合。那像魯迅這種手法比較高明的，
你可能感覺不到，但是你仔細研究，就會發現文章裏面怎麼開頭、
怎麼結尾，都是有套路的。當然，你也可以寫長篇大論，當年內地
流行的文化散文、文化大散文，這個說法很有趣，還有女性作家寫
的女子小散文，名字很多。這種提法一時可以流行，但隨着時間的
推移，都淡化了。因為，它沒有一個科學性，就是很隨意，文章寫
長一點，煽情多一點，就是「文化散文」。但香港這個地區，比較
特別。我們評審就發現，作品當中用廣東話落文的很少。我倒是主
張在香港，你可以適當的用廣東話落文來增加一點本土氣息。現在
一些作家，他寫小說的時候會用一些方言、土語，寫散文也可以用
些方言，但是你不能滿篇都是廣東話，那像我們這樣的讀者就看不
懂了。我兒子就譏笑我：你去香港十次八次都有了，你香港話還沒
有學會，我只去過一次香港，我香港話現在很棒。我說：「你是聽
粵語歌會的嘛。」所以你們年輕人這一代的隔閡不像我們這一代那
麼嚴重，所以剛才廖先生要講廣東話，我不表示反對。雖然我能夠
接受的程度很低。

那麼，我們這次城市文學節的主題是：「生活在城市」。我們
看了很多參賽者的文章，有一個蠻有意思的，大多數寫的都是在香
港這個城市生活的感受，某種程度上是年輕人的有某種程度的憂
傷。尤其是，他經歷了很多層次：到了廣州、到了深圳、到了香港，
實際上，你如果再仔細思考一下的話，你會發現，這個城市的距離
在逐步的縮短。要放到以前，深圳和香港，根本沒法比，深圳就是
一個小的縣城，寶安縣。我第一次到深圳，滿地的黃土、灰塵，因
為在建設嘛。那現在我到深圳，那真是一個像模像樣的城市，而且
是大城市啊，一個年輕的有活力的城市。在和香港不斷地接近。那



75

散文組散文組

我們怎麼去看一個城市的發展，廣州當然是和香港都一樣歷史比較
悠久，深圳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城市。那我們怎麼在深圳看香港，他
們和他們父母這一輩的可能又完全不一樣了。你要寫出這種不一樣
來。你們這一代有你們這一代的經歷，你們這一代的思考，你們這
一代的想法。這樣就比較有意思。你們要是寫得和你們父母那一代
的想法一樣，那你顯示不出來你們這一代的比如說你所嚮往的大城
市甚麼樣的，香港這個城市還有哪些地方是做得不夠的。

我在上海的時候，就不斷地問外地的學生，你們對於上海有甚
麼觀感，有甚麼想法？你是從農村來的、從小的城鎮來的、從省會
來的，來到上海，你們原來對於上海有一個想像，現在你們來到上
海，你有甚麼想法？有沒有甚麼距離？你適不適合這個城市？甚至
有些同學，可能四年以後，他畢業了要回到自己的城市去。有的可
能他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工作，可以繼續留在上海。我們稱之為「新
上海人」。但是在香港好像沒有這樣的說法。有沒有？哦，新移民。
「新移民」，我認為這個說法本身是不太科學的。為甚麼？「移民」
一般是指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比如，我們中國人到美國移民，
內地到香港，都是中國嘛。過海關，一國兩制，還是一國啊。所以
新移民甚麼？「新香港人」還是比較響亮。我覺得「新上海人」這
個提法比較好。比如「新北京人」當然也有。每一個地方都會產生
這樣的問題。新香港人和本來的香港人會有矛盾，新上海人和老上
海人也會有矛盾，矛盾很多的。

最近在上海就在討論一個甚麼問題？上海話。要不要說上海話
就有爭議。地鐵裏面要不要用上海話報站就產生很大的分歧。有人
就援引香港的例子，香港的地鐵裏面報站有三種語言：有普通話、
有廣東話、有英文，對不對？三種，報站。很好啊。我們說我們要
向香港學習，在上海的地鐵裏面，用普通話、英文，因為上海現在
滿腦子想的都是要成為國際性的大都市，你不用英文怎麼能成為國
際性大都市呢？所以要用英文，還有用上海話報站。那新上海人就
不高興了。他們從外地來的，他們聽不懂上海話，就像我聽不懂廣
東話一樣。他們說你這種叫做「方言歧視」。就看不起我們這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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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到現在還在爭論。所以每個地方都有問題。不要以為內地人
到香港來，會發生許多矛盾。外地人到上海來，也會發生很多矛盾。
那有文學頭腦的人，就覺得：這個很好玩。那他寫一篇文章，甚至
是諷刺的描繪一下這個現象。因為方言，你稍不留神就會產生誤解。
比如我們兩個人，我不懂廣東話，他懂，那他在罵我我都不知道。
在上海也是這樣，那上海人看到外地人，看得不高興了，他就會脫
口而出用上海話罵他。那外地人他莫名其妙，看你的神色，哎喲，
好像你在罵我，但是你到底罵我甚麼？聽不明白。所以就更加惱火，
更加憤怒。如果你把這些寫成文字，那非常有意思。

所以這次我們評的當中，有很多作品就寫他們在廣東、深圳、
香港，特別是香港，比如有一篇寫旺角的，那寫的很好。因為旺角
本身就是一個香港的地標。我不認為香港是中環。就是一些白領，
匆匆忙忙走來走去走來走去，速度極快。現在上海基本上也是這樣。
但是你到旺角去就會感到一種完全不同的一種文化。我走在旺角，
我是去舊書店，走在路上，就感到很有意思，我能夠融入，各種唱
啊、跳啊，各種生活的氣息。當然有些人是為了賺錢，是為了賣藝，
但是你能感受到一種節奏，這種節奏和中環是不一樣的。那她現在
寫，年輕人對生活有一種感受、有一種把握，對旺角的白天、黑夜
有一種把握，就非常有意思。對不同時間出現文化現象。所以我本
人對於年輕人用他們的筆，來表達他們對香港不同地段的，不同層
次的生活是比較樂觀的。我比較希望，就是說，你如果想要文學有
一些進步的話，你可以不斷地來寫一些散文。當然你也可以進一步
嘗試寫小說，寫詩也可以。不斷地寫，不斷地寫，你就會有所提高。
至少你就想：我的智商又不比其他人的低嘛，人家能寫出來，我多
少也能寫出來嘛。好不好，另外一個問題。至少你自己，覺得你自
己有一定的進步。

主持：好，謝謝陳子善教授，接下來有請黃子平教授。

黃子平：子善兄很能講啊。

陳子善：我不能講，他比我能講。（指黃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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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平：我記憶猶新的，有一年，我們在杭州西湖邊上喝茶，
跟慶西，三個人。聽子善兄講他和香港的某一位學者之間的恩怨情
仇。

陳子善：有「情仇」嗎？

黃子平：哇，精彩極了，講了四五個鐘頭。

陳子善：文學創作，文學創作。沒有四五個鐘頭。一兩個小時
肯定有。

黃子平：寫下來就是一篇精彩的長篇散文。裏面充滿了細節，
還有幽默。寫出來會非常精彩，可惜不能發表。是吧。牽扯太多人
和事。我蠻羨慕這個偉棠兄的。一個月能寫那麼多專欄，十一個。
而且都寫得不錯。我讀過幾篇吧。他是著書多為稻粱謀。很多時候
我們著書不是啊不是因為突然有靈感啊、出於社會道義，而是因為
「飢來驅我去」，陶淵明的詩，就是餓肚子非得寫作不可。而且在
香港真是要靠稿費來養活自己，真是很難。以劉紹銘一個經典的話
來說，「香港的稿費真是低到了一個可恥的程度」。就是不是一般
的低。所以他們才會寫那麼多。

陳子善：劉教授這個可能是有一個參照性。現在大陸的某些報
刊的稿費在漲。那大陸漲，香港不漲，就顯得香港低嘛。

黃子平：香港說了，五十年不變嘛。

陳子善：五十年不變，那五十年以後再漲吧。

黃子平：我自己是寫得極少。一年大概就寫一兩篇吧。一篇長
的，一篇短的。為甚麼寫這麼少呢？因為有一個所謂大學能躲在裏
面，沒有那麼辛苦。剛才子善講那麼多，首先講了一個散文的題材
到處都是，非常的廣泛，甚麼都可以寫，上至天文地理，下至旺角
街頭的一泡屎一泡尿，都可以寫成散文。「道在屎溺」，是吧。

陳子善：如果現在寫一篇散文叫做《街頭的尿》，那一定寫得
很好，是吧。

黃子平：已經有很多了。

陳子善：那就應該出一本書，叫《尿急》，對吧。

黃子平：人中白，人中白。中醫講的叫「人中白」，比較雅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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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散文的這種題材的廣泛性，我請教過王安憶。

陳子善：她散文寫得比較好。

黃子平：對。有一年在馬來西亞，我跟兩位美女同台演出，一
個是張曼娟，一個是王安憶。

陳子善：我插一句啊張曼娟是台灣的，王安憶是上海的，你代
表香港的。這個很有意思啊。香港的文化象徵是男士，台灣和上海
象徵都是女士，這個很有趣。

黃子平：哈哈。我非常榮幸能夠和她們探討散文。發言的順序
是以寫散文的字數排下來。張曼娟先說，王安憶接着，我最後講，
我寫得最少。

陳子善：張曼娟散文寫得最多？

黃子平：對，她主要是寫散文的。

陳子善：哦，那《海水正藍》應該是小說吧。

黃子平：對，她後來發現小說要編故事，她就覺得她比較適合
寫散文。王安憶就講得很有意思，就是說她碰到一個素材，能把它
寫成小說的時候，就盡量不寫成散文。

陳子善：對，她是這樣。

黃子平：那麼我就比較好奇。

陳子善：她捨不得這些素材。

黃子平：對，她覺得要是不把這些素材寫成小說就可惜了，她
就非要把它寫成小說不可。這當然，她是一個小說家。那我自己當
然是另外一個套路。我自身是評論老兵，散文新秀。這幾年，因為
年紀大了，開始有人讓你回憶一下，一回憶就是散文嘛。比如說，
北島，他寫了一本書叫《七十年代》。今天北島開口第一句話就是：
「四十年前，我寫過一首詩。」

陳子善：對，對，這個口氣很厲害。

黃子平：我和北島同年生的。我突然發現，原來我也到了可以
用「四十年前，我……」的話來開頭了的年紀。回憶多數都是散文。
很少說回憶的時候寫一首詩吧，寫一篇小說吧。當然，也有人，像
汪曾祺是吧。《受戒》是寫四十三年前的一個夢，但他把它寫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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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小說。但是那個小說是很散文化的，所以有時候汪曾祺那句話說，
小說就是寫回憶，他是把這個小說寫得像寫散文一樣。回憶這種東
西，很難納入別的題材去處理，你會發現散文這個文體本身的開放
性很大，多元性，總之它是一個我覺特別的親善，是吧，陳子善的
善，特別的親。

陳子善：平和，黃子平的平。

黃子平：所以很有趣，你對比一下詩歌的話，詩歌是很有某種
特別的目標或者某種標準、某種追求。詩人他會成立一個詩社，對
吧，我們沒有聽說散文社，散文家說要一個散文社，沒有。詩人他
會出一本詩刊，發表詩歌宣言，主張一種純詩或現代詩，然後別人
寫的都不是詩，對吧。

陳子善︰今天上午就主張微博詩，對不對？

黃子平：手機詩。

陳子善：對！手機詩！

黃子平：反正有很強烈的排他性。沒聽說有人要宣讀散文宣言，
我寫的才是散文，你寫的不是，沒有，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然後，詩人經常自殺。

陳子善︰對對對！中國當代，現代跟當代文學史上自殺最多的
就是詩人。

黃子平：對啊！詩人因為他有一個崇高的追求，有一個很純潔
的心，很咬牙切齒的說我活不下去了，死給你看。散文家沒有耶，
很多都很長壽。

陳子善：除非是非正常死亡，比如炸彈炸死了，這是另外一件
事。但基本上是這樣。

黃子平：散文家心平氣和的，這挺好玩的，寫點散文吧！這就
是確實從文體看出來，還是帶出了某種人生態度呀，所以如果我有
女兒的話，就勸她嫁散文家，不要嫁詩人。

陳子善：對！嫁詩人有點危險。他不在他不在（轉頭望廖偉棠
的空位）！

黃子平：好啦這些都是開玩笑，但這確實是體會到散文在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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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平和親善，這樣的一種性質，某程度上特別適合老年人寫。青
年人還是寫詩吧，青年熱血奔騰，天真爛漫，還有純潔的心，去想
像詩呀。

陳子善：抒情詩、愛情詩、甚麼情詩都可以，都行。

黃子平：對，手機又在手上。這很有意思，其實這是一個就是
說，去年我們討論過這個文體和年齡之間的關係，文化大革命結束
的時候，青年的人都回到文壇嘛，就發現青年詩人。

陳子善：青年詩人，對！大批的青年詩人，像北島。

黃子平：中年小說家。

陳子善：中年小說家就王蒙。

陳子善：老年散文家。

黃子平：巴金、楊絳。就是同時出來的，而且這個分佈非常的
明顯，所以可能這些文體和年齡之間還是有某種關係。

陳子善：巴金寫隨想錄 ，他寫一個長篇，《一雙美麗的眼睛》，
後來就沒寫出來。小說寫他夫人，給他夫人。

黃子平：《懷念江山》。我覺得是當代文學裏寫得最好的一篇
散文。當然現在也有很多年青人的散文寫得很好，那些文字的那種
漂亮、俏皮、跳躍，實是老年人寫不出來。說到底，散文就是對日
常生活的、直接的敏感的反應。甚麼叫散文？就是如果你要麻木不
仁，你活到老也沒用，是吧？而你對生活裏邊，像我剛才講的，任
何一個小的事情、小的衝突、小的值得玩味的事情，你就會有一種
敏感性，找到你的語言，找到你的一種表達的方式，去把它感應出
來。這就是裏邊最重要的就是一種感應。很多人都很麻木的、或者
冷漠的、視而不見地活過去了，沒有留下任何的紀錄，這就是本來
應該有的那種散文，那種文字的紀錄，就這樣消失了。所以又回到
了我剛才開頭說的，那天晚上跟子善老師的詳談，沒有變成散文，
實為可惜。謝謝！

陳子善：我是在講一個故事！

主持 : 好！謝謝黃子平教授。好啦，接下來的時間我們會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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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大家。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問題，或者想和兩位作家交流呢，歡迎
大家提出來。

同學甲︰今天非常榮幸能聽到兩位老師講城市和散文這樣的
一個主題，然後其實我自己有一個這樣的問題，就是寫散文中它有
一個主題就是寫一個城市，那麼就是我個人認為，我覺得寫得比較
好的就是像汪曾祺和梁實秋，他們寫北京都非常有代表性。但是，
就如果說當代還健在的作家來看呢，就比如說寫上海的，因為我個
人對寫上海的城市文化也很感興趣，看很多這樣類似的就是寫上海
城市的名著，那我就覺得比如說像陳丹燕、淳子，她們的作品的質
量其實不是很穩定，然後包括我覺得寫出來的感覺……

陳子善︰你這樣的表述非常好，說她們兩位作品的質量不是很
穩定。

同學甲︰對於個人，我就喜歡如果我看到一個比較好的，我就
會去收集他其他的作品，但是對於陳丹燕，比如說以陳丹燕為例的
話，我覺得她可能寫得最好的是《上海的金枝欲葉》，但是其後的
作品我只能就是說很平庸。那麼現在就有一個問題就是，健在的當
代作家的話，寫城市的文章相當是一個斷代，現在就很難找到質量
很高的。然後我還有一個問題，我覺得可能就是向陳老師問的，因
為你是研究張愛玲的學者，然後……

陳子善：張愛玲寫過非常精彩的散文嘛。

同學甲︰這個問題就是關於上海這個城市，淳子就是現在做這
方面的作品，然後我買她的書，我看序還是你作的。但是我覺得她
的作品來說其實是，我這樣可能就是對她有點不尊敬，但是我覺得
是一種庸俗化、淺薄化，就是她沒有寫到很深刻的東西，只是把張
愛玲當成是一個殼子，包括對於上海她也沒有寫得很深刻。然後是
我自己的話，因為我爸爸是上海人，我從小就…

陳子善：你現在是香港出生，香港長大？

同學甲︰不是，我是北京出生，北京長大。

陳子善：噢，你父親是上海人。

同學甲︰對，我父親是上海人，所以我從小就一直一年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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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

陳子善：你算是半個上海人。

同學甲︰對，就上海話其實我都會聽，因為家裏有很多親戚都
是上海人。對於上海這個城市的話，比如說回去七天，我天天都出
去壓馬路，所以就對上海這個城市非常熟悉。那麼當我在看比如淳
子和張愛玲結合，寫出來的上海的文章，我就覺得其實對於雙方面
都是文化程度上的一種衰落，所以我覺得這點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想問一下，你們是怎樣看待這個問題的，無論是他是在寫
一個作家還是寫一個城市，這種文化的深刻的涵意，表達不出來。
你是怎樣看這種事？謝謝。

陳子善：我先回答你前面講的一個，你好像並沒有提問，但
是我覺得有必要回答。就是說你講到最近沒有看到寫城市寫得較好
的，那麼上海現在有一部作品，評價很高的，就是那個長篇小說叫
《繁花》，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找來看一下，繁花似錦、繁複的繁，
作者叫金宇澄，年齡跟我差不多，比我肯定小一點點的上海人。他
有一個小說是寫 60 年代至 90 年代上海的城市的市民生活，非常平
民化。同時他又是在結構和語言上有很大的特色，用了很多上海的
方言，但是呢把上海的方言跟普通話結合得比較好，所以不是上海
人閱讀也沒有大的障礙，非常的有意思。這個作品的創作過程也是
非常特別，他最先是在網上貼了一個，發了一個帖子是寫舊收藏開
始，原來是寫老上海的一篇散文，很多人網上看到覺得很好，叫他
繼續往下寫，鼓勵、建議他不要停。所以他不斷的寫寫寫，後來覺
得用散文這種形式可能還不足以表達那麼複雜的，就像王安憶想的
這個題材，然後他就乾脆寫小說。寫好一段網上放，寫好一段網上
放，那好多人帶來提意見，最後還形成了一個自己的東西，是非常
有意思。這個在城市寫的，近年來寫的我覺得寫得非常好的。剛才
你提到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對有幾位寫上海的女作家，你對她們的作
品不滿意，或者說有問題，你用了一個詞語比較重的就是「平庸」，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詞。他原來那本書，淳子那本書《張愛玲的上海
地圖》，是不是這樣的一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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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甲︰她有這本書，但我看的是《上海老房子裏，點點胭脂
紅》。

陳子善：那個序是我為她的那個《上海地圖》寫的序，後來這
本書又重印，改了一個書名，好像做了一些修改及補充，可能用了
原來那個序。我當時肯定她的一點就是說，因為她做了一件工作，
但這工作照理是專業的研究者應該做的，就是張愛玲在上海留下的
足跡，到過幾個地方，生活過幾個地方，這些地方跟她平時的生活
的關係和她創作的關係。她是花了功夫去找到了她小時候的房子現
在怎麼樣，她喜歡不斷的抒情，那麼這個抒情的過程中分成的把握，
我是覺得我們現在有個上海熱，舊上海熱。舊上海熱是有點點問題
的，所謂的問題就是它把那個問題絕對化。上海的貴族，貴族的生
活、上海這批金融界的人士、商業界的人士，和其他所謂的大家閨
秀，然後用了一個所謂「最後的貴族」這樣的一個名稱來。這認為
這個問題不是不可以討論，但是不必絕對化。你金融界出來的就會
喝咖啡，會喝牛奶，就是高尚，我喝奶茶就是低級嗎？未必，我喝
王老吉也蠻好吧，對不對？沒有必要把那個東西誇大到一個不適當
的程度。你如果用刀叉吃西餐，把西方的這一套貴族的學得很好，
那我們不會，筷子怎麼樣，就丟人現眼，大家都是吃進肚子，一樣
營養，OK，是不是？你在這個場合裏邊要學一套這個場合的規範，
這是有必要的。比如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我不穿西裝，我不戴
領帶，那上海有一次開會，上海魯迅紀念館，下午有一個重要的活
動。甚麼活動呢出席很重要，有一位日本的人士把他收藏的一幅魯
迅的字，魯迅先生的毛筆字，寫的一手七絕，捐贈給上海魯迅紀念
館，要舉行一個隆重的捐贈儀式。他說這個活動比較重要，比較正
式，我說我已經接到開會通知了，我會準時參加。他說我現在打電
話給你，是代表我們領導建議或提醒你要穿正裝出席。正裝，我說
甚麼叫正裝，你有沒有下達，我們內地都是以文件為準，有沒有下
達一個文件說正裝就是西裝，或者就是中山裝，我必須穿這個服裝
出席，有沒有這樣的？他說文件倒沒有，但一定要穿正裝出席。我
說我穿襯衫可不可以。最好正裝。那我說你去跟你們領導說，你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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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我要穿西裝戴領帶出席，我不來了。我穿甚麼服裝是我個人的事
情，我為甚麼非要照你說的做呢？你認為研討會之內講的就是天經
地義的嗎？是嘛，沒有這個必要嘛。我只要不穿沒有領子的襯衣，
T 恤，就可以了嘛。我就穿一個襯衫，那個是夏天，你要我戴個領
帶，這個像個吊死鬼一樣的吊在這裏幹嘛。我在不同的場合，絕對
反對戴領帶。有人問我︰你這個大逆不道呢！我說有甚麼關係，我
愛怎麼穿就怎麼穿，穿服裝是我個人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你看
不慣我，我還看不慣你呢。對嗎？然後他說，那這樣這樣，你就穿
襯衫來吧！就我跑去一看，一幫鬼子也沒有戴領帶，那些鬼子也天
熱也怕熱嘛，也穿了襯衫嘛，幸好我沒有戴領帶，要不虧了嗎？另
外一件事就是當時我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裏做副館長的時
候，那天學校裏接到一個通知，說明天早上澳大利亞大學圖書館館
長到我們學校訪問，要參觀圖書館，有外事接待活動，因為我們的
館長不在，你副館長代表館長正式接待他。我想這個事情有點麻煩，
要接待洋鬼子要穿西裝哦，對不對？後來一想穿西裝還可以，經常
穿，戴領帶這是很痛苦的事情，怎麼辦？後來我想出了一個很好的
辦法。然後會見的時候，他看了我的這個衣服，馬上提問我這個襯
衫甚麼地方買的。我說上海有賣，我這個襯衫是無領的，沒有這個
領子，不能戴領帶。這個洋鬼子很有興趣，說這個好他也很怕戴領
帶。我才明白西方人很笨，自己發明出的領帶自己也不喜歡戴。所
以我是覺得任何事情都不能絕對化，不能絕對化，你千篇一律就不
行，你還得要尊重一下個性，尊重一下別人的習慣，是不是？我說
你正裝，為甚麼中山裝不行？中國的領導人出來全部西裝筆挺，我
覺得很奇怪，中國人原來不是穿西裝的嘛，你不是現在要提倡中國
傳統文化，傳統裏面沒有西裝的呀，對不對？你何必穿着西裝筆挺
地喊︰呀！顏色多鮮艷！好像全都是清一色的，很奇怪，非常奇怪。
所以他們寫這個老上海的，可能也就是抒了一種風情，都是很感善，
感慨那個年代不可能再現。時代在發展，你能回到那個年代去嗎？
不可能嘛。她的文筆很漂亮，所以她們確實是有這樣那樣的問題。
這些人當中確實有非常了不起的，非常出色的，非常值得我們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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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懷念的人，但你把這麼一個全體就認為是整個上海的代表，或者
象徵，這個可能就誇大了。老上海是個綜合體，你不能把某一個方
面就誇張，那你還得承認當時那些熱血沸騰的青年，作為老左派那
也是很真誠的希望要改變中國，讓中國過得更好而已，這個願望總
是對的。但是你這批人也不能說，以前那批人，就是那批所謂的「最
後的貴族」，四九年以後把他們全部打翻在地。我認為最好的是各
行其道，你喜歡過甚麼生活，你喜歡吃甚麼，你要吃西餐，你要用
刀叉，你去追求也沒錯。你不想吃西餐，不想用刀叉，就用桌上的
筷子也沒錯，對不對？你不能用一個來代替一個，一個來貶低一個，
我覺得這個是不合適的。就這樣。

主持︰剛才還有這個同學想發問。

同學乙︰主持、兩位嘉賓好。我想請問兩位教授，你們心中認
為好的散文它有沒有一個標準，或者說應該要滿足甚麼樣的條件，
抑或說不存在這樣的一個標準才能達到他們說的詩無定法。然後，
我想請兩位作家談談心中最欣賞或者說最喜歡的一個散文作家，這
是一個個人化的問題吧，就是我很想聽聽兩位教授對這個的一些想
法，謝謝。

黃子平：對好的散文，甚麼叫好的散文，對吧？

陳子善：對，標準。

黃子平：因為我們是散文組的評判嘛，那肯定是有個標準，所
以才能充當評判這個角色。如果你要說詩無定法，或者說你愛怎樣
寫就怎樣寫，然後我說白吃飯了呀，因為我剛剛吃了一頓飯。

陳子善：散文雖然是很自由的一種東西，但你也不能開無軌電
車吧？香港的電車也有軌道的嘛，對不對，不能沒有軌道亂開，亂
撞到牆上去。

黃子平：好的，比如說，關於散文和詩歌有很多比喻的，比如
說，去年我用過散文是飯，你知道嗎？

陳子善：噢，散文是米飯，對吧？那詩歌是甚麼？

黃子平：詩歌是酒。

陳子善：酒要醉，飯吃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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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平：酒是比較容易評論的，評判這個標準。比如說評酒師
很多，專業的評酒。

陳子善：噢這個專業評酒師真的不得了，太專業了！

黃子平：含一口就知道好壞。

陳子善：甚麼年代釀酒。

黃子平：米飯怎麼辦？

陳子善：米飯怎麼樣，我的標準就是。這個米飯我咬得動就是
好的米飯。咬不動就是不好的米飯。

黃子平：所以以你的牙口為標準。

陳子善：對！牙口為標準。比如泰國米，現在不都進泰國米，
但是很硬很硬，說上海很流行，我就不喜歡。

黃子平：好的米飯跟不好的米飯其實差別很大，區別很大。首
先你要熱嘛。

陳子善：對，早上不能吃冷飯。

黃子平：對呀，你見到一個飯館，然後端出來的那個飯涼的，
下次一定不進去。

陳子善：對，我跟你完全一樣。

黃子平：對，然後要鬆軟。

陳子善：鬆軟對！

黃子平：香！

陳子善：香，對！米飯一定要香！

黃子平：那個，遠遠要聞到呀！

陳子善：香味。

黃子平：所以其實你不用在陽台上喊「開飯啊」或者甚麼的，
只要遠遠聞到，那個一定就是好米飯。

陳子善：所以東北大米都符合你這個標準。

黃子平：米飯就是有標準的。

陳子善：日本人為甚麼對東北那麼有感情，就是因為米飯好。

黃子平：還有另外一個比喻就是說散文是走路，詩歌是跳舞。
那麼舞蹈是有標準的，是吧，跳得好不好，那麼芭蓄舞呀，甚麼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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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善：對，現代舞甚麼的。

黃子平：提行呀、動作呀、旋律呀、節奏呀……

陳子善：非常講究！

黃子平：怎麼跟走路打分，走路也有分走得好看跟走得不好
看。有人東倒西歪的走，是吧，有人走得非常優雅。首先脖子要直
呀！對脖子要直！

陳子善︰不能跳芭蓄舞一樣離地走路！

黃子平：練過舞的人在那走路，就特別優雅，所以詩人寫的散
文還是……嗯走路最重要的一個就是頭要往上頂，想像自己就在量
身高，然後下邊全身的配合就不一樣。有時候我這個頭耷下來，走
起來就很難看。所以，從這些比喻看散文還是自有其標準的。當然
很多人也試圖列出來，首先比如字要有感情呀，就我覺得這些其實
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就是文字呀，文字要好，文字有感覺，文
字要好就這一條標準。王安憶評那個張愛玲，當然有很多王安憶自
己的看法，就是說她很庸俗，關於覺得張愛玲很庸俗……但她文字
好。文字好我們就覺得︰嘩這一種庸俗能表現到這個樣子，絕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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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那麼甚麼的文字是好呢，真的不是說用了很多很優美的詞。這
個其實我自己是深受其害，深受小學老師的害。小時候小學老師經
常標出來「優美詞句」。

陳子善：對！優美詞句！劃線呢！

黃子平：趕緊抄下來，下次作文就用上，然後他就打一個勾，
貼堂。

陳子善：還有成語。

黃子平：對！受害最大的就是成語！那時候還沒有成語詞典，
抄呀，跟我的同桌比賽誰抄的成語多，抄完作文一有機會就用，又
打勾又貼堂。

陳子善：「成語造句」、「成語寫作文」，其實你作文用寫得
好不好有一個標準，成語用得來用不來。

黃子平：結果你瞧成語是甚麼，成語是……我有個比喻了，
成語是珊瑚礁，語言裏邊的珊瑚礁，珊瑚礁就是珊瑚蟲石化以後變
成的珊瑚礁嘛，然後那個珊瑚礁上面還有很多珊瑚蟲，在很活潑地
生長。它是墊底了，是石化成了一個基地。珊瑚是很漂亮的呀，珊
瑚礁是很難看的。但是中國的成語因為它太有一種濃縮性，是吧，
幾乎每一件事情、每一個情境你都可以很方便地找到一個成語來對
應，但當然是很生動的珊瑚蟲。破釜沉舟，嘩！倒是一種非常壯烈
的犧牲的，一種要拼命的一種態度呀，現在已經破釜沉舟，你也已
經想不起那個故事……變成珊瑚礁了。所以一旦你看這個人寫的文
章裏充滿了成語的話，你就覺得非常的陳腐，一點都不生動，所以
盡量的，後來我費了很大的勁力來改正我小時候犯的錯誤，就是如
何盡量的不用成語，但是很多時候還是用成語，但是用完之後就想
辦法改變這個成語，把那個成語拆開來，或者是把成語換一個字。

陳子善：重新組裝！

黃子平：對，這樣使這個激活這個珊瑚礁，把它變成珊瑚蟲。
這就是所謂好的句子不僵化，要生動要有節奏，最重要的就是要有
一種視覺效果，讓你能夠看見東西。尤其是我們現在視覺文化特別
發達的時候，文字也要適應這樣一種勢，使它能夠讓我們看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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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寫散文的。當然我們另外一個毛病就是寫論文對吧，寫論文也把
自己寫壞了，是吧？寫論文是那種語言後現代夢魘……原因是甚麼
呢，原因就是我們做文學的人或者做中文的人，用的語言是跟日常
語言沒有區別的，是吧，你講文學講作品跟日常語言都一樣的，這
樣相比起來，哇，物理系的人，他們的語言都是我們聽不懂的。化
學系的人也是，一版的符號，特別有學問，所以我們也想辦法讓人
家聽不懂。

陳子善︰呀……這樣來的，我就琢磨在想為甚麼一個一個字是
懂的，連在一起就不懂。

黃子平：對呀！我的老師洪子城老師和謝鳴老師，他們有一次
參加國務院的學科評議會，然後前面那些經濟學的教授，那些教授
講的時候他們都恭恭敬敬的點頭聽，呀！覺得很有道理。然後輪到
他們講文學時候，所有別的教授都插嘴，都提了很多建議，覺得他
們都懂。所以把這個文學論文寫成這個樣子，力求他們要不懂是有
這麼一個學位的背景。所以我現在就因為退休了就很高興不用再寫
這種論文。

陳子善：解脫了！張老師就還在苦海裏邊掙扎。

黃子平：現在有一種散文他們叫作資訊散文，還是講你想要評
論的東西，但是用一種比較平易的方式來表述，有時充滿了分歧，
但是那些文字都非常精緻，很好看，然後最重要的是不用加很多註
釋，不用列很多參考書目，這個對我來講是一種解放，是吧。

陳子善：完了？你還沒有回答下面那一個問題，最喜歡的作
家。

黃子平：喜歡的作家，汪曾祺。

陳子善：汪曾祺，他最喜歡的是汪曾祺。黃老師非常直截了
當，最喜歡汪曾祺，比較專一。我呢，考慮了半天，我實際上是比
較多元化的，沒有最喜歡，都喜歡，怎麼辦，比如張愛玲啊、魯迅
啊、汪曾祺啊，都喜歡。梁實秋啊、錢鍾書啊，太多了。你說一定
要一個最喜歡的，這個很難回答。每個人有不同的風格，這種風格
可能我看了以後覺得蠻有啟發的，或者說他們自成一個境界，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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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天地，那我從這裏走進去以後可以流連忘返，可以欣賞一番，
這個就好。包括張愛玲，剛才你講到一點，就說王安憶認為她比較
庸俗，這個蠻有意思的，有的時候庸俗不是完全的貶義的，因為他
就是寫日常生活……

黃子平：因為她認為自己就是小市民的代表。

陳子善：對對對！這個就很有意思，這個市民就是小市民，那
麼一個城市裏除了小市民還有大市民嗎？我也搞不明白，對不對？
市民一定要小，資產階級一定要小資產階級，那麼有沒有大資產階
級，不能這樣表述。好像小就有一點問題，大就是一定好的，大中
華很好，沒聽說小中華，有時候想想蠻好玩的就是這種我們已經習
慣用的，沒有人會提出異議的這麼一些說法，實際上你仔細追問的
話可能都有問題。你講到，比如說張愛玲處理的一些題材、題目，
王安憶可能是不會寫的，有一些題目，因為最近我正在做一件事，
因為還沒做好，但可以向大家透露一下。就是說根據我一個朋友提
供給我的一個線子，有可能找到張愛玲新的散文。這個新的散文就
完全是小市民，因為這種題目如果這篇散文肯定是張愛玲的話，因
為我現在還在一個考證的過程當中，比較證據，因為當時上海的小
報上面有記者報道，這個散文就是張愛玲的，但是這個公證，我們
從考證的角度來看，這就是公證。另外也有一個記者報道，這個散
文是張愛玲的。現在找到兩個證據，但是這個文章拿出來看呢，你
從這個題目來看就比較好玩，如果張愛玲寫也不感到奇怪，叫《不
變的腿》，這個腿寫甚麼呢？寫女人的大腿，那麼這個要特別的小
心，因為張愛玲會寫這樣的東西，庸俗到、小市民到這一個程度，
對不對？所以當然它不是用張愛玲的名字，但如果用張愛玲的名字
就很簡單，馬上就可以決定，我們前幾年大家考證好幾篇張愛玲的
文章，都是張愛玲的，因為它現在用了一個筆名，那麼這個就需要
小心謹慎，否則的話一批張迷圍上來痛打，受不了，對不對。所以
我個人是對那些作家、散文家，例如魯迅這樣的他的一些散文，包
括雜文，我個人還是很欣賞的。周作人這樣的，周氏兄弟這樣的中
國 20 世紀的作家。我們不說以前的，那些古文的大家，白話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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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個風格，有成熟的一個風格。包括香
港，這個子平兄編了一套香港散文家的選集，這個我認為我都喜歡
的，這些散文家，名單還在這裏，董橋、劉紹銘、金庸、西西、羅孚、
林行止、小思和金耀基，名字一下子想不起來，這個八九位散文家，
大家在座的，如果沒有接觸過的話，建議大家去讀一讀，這個對大
家的開拓視野、提高文學修養是很有幫助的，他們這些基本上除了
金庸，他是寫武俠小說的大師以外，其他人都是散文，基本以散文
為主的寫作，董橋都在散文，劉紹銘當然寫了不少文學評論、翻譯，
搞了不少翻譯，但主要還是散文，基本上都是在散文的脈絡裏邊，
都有着自己個人的、鮮明的風格。你現在中國內地這麼多，你要找
專門寫散文還不一定找得到出來，沒那麼多，大部份都是作家、小
說家、寫散文的詩人，評論家寫散文，汪曾祺也是小說家。所以在
香港這個文學選集也蠻有意思的，也可以討論。好。

主持︰好，我們再看下一個問題。

同學丙︰我想請教陳子善教授，請你評論一下戴厚英的散文，
另外就是剛才談到文革之後不同年齡有不同作品。

陳子善：那個是黃先生講的。不同年齡，年青的、中年的、老
年的，我很贊成。

同學丙︰不同年齡有不同的作品，那我就想請問陳教授，因為
陳教授在圖書館做過，我想把問題倒過來問，讀者是不是也是不同
年齡有不同的愛好。

陳子善：就不同年齡的讀者有不同的愛好。

同學丙︰對，就看比例或者是那個印象當中，謝謝。

陳子善：我先回答你第二個問題，確實是這樣。雖然我在的圖
書館裏面，基本上讀者都是年青人，因為是大學圖書館，市民，上
海，在國內來講很少到大學圖書館去閱讀或者是借書，大部份都在
公共圖書館。那麼當是確實的，比如年青人比較喜歡看詩，看這種
抒情的東西；中年人讀小說比較多；老年人看回憶錄比較多，回憶
錄就是散文，確實是這樣。不同年齡的人創作也有所側重，作為讀
者也有所側重。你現在老年人 80 歲還在看《百年孤獨》的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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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少，是不是呀，大部份都在看回憶錄，看散文，比較輕鬆。不
同年齡層的讀者，他們的閱讀的題材，選擇上面是有所側重。你不
能說 80 歲的還在看年青人寫的情詩，這也有點怪怪的，除非他做
研究，除非他是個專業的研究者，那他需要，研究的需要，那當然
另當別論。前面的一個問題，我不知道怎麼你會突然提出戴厚英來，
因為戴厚英你講她的散文是指甚麼時候的散文。戴厚英她前期主要
是寫文學評論、文學批評，後來主要是文革當中開始的時候她是寫
大批判，她是我們華東師範畢業的，是我的校友、學長，但是當時
是參加上海市委的寫作組，然後有稱號，她有個外號叫小鋼炮，這
個小鋼炮的威力很厲害的，這個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確實她是很
先鋒的，但是後來她覺醒了，她覺得自己做錯了事情，這一套完全
是極左的做法，所以四人幫倒台以後，她有一個反思，但她的反思
主要是寫小說，寫《人啊，人！》、《詩人之死》的長篇小說，影
響很大，但後來她也開始寫一些散文。那麼她的散文我讀得不多，
我知道的就是她兩部小說，以及她前面大批判的文章，但後來她是
完全是一個對文革的反思、對自己以前走過的道路的反思，一個非
常清醒的反思者的姿態出現。那麼她的那些散文也帶有比較強烈的
反思的色彩，但是現在比如是內地的文學史上討論到戴厚英的主要
是講她的小說，很少會討論她的散文，我就這樣回答你。

主持︰好，謝謝。那我來插幾句來做一個總結了。剛才兩位教
授講的都非常有意思，黃子平教授用了兩個比喻來回答我們現場觀
眾的一個提問，散文的標準，散文如果是米飯的話，那麼甚麼才叫
做好米飯；散文如果是走路的話，甚麼才是一個比較好的走路姿態。
那麼我想起我去年散文組的座談會也是我主持的，那麼我們另外一
位嘉賓是台灣的韓良露，韓良露去年也是用了幾個比喻，說詩是比
基尼，小說是和服，散文是睡衣，比較隨便、隨意嘛。

陳子善︰睡衣是比較寬鬆的，比基尼是綁在身上的，對不對？

主持︰所以我想如果是這個說法、這個比喻呢，可以說甚麼才
叫好的睡衣呢？就是要寬鬆的，還要質地是軟的，鬆軟的，對不對，
所以睡衣是你真正要貼着肉的，對吧鬆軟，所以這就是我們這個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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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好啦，我想我們今天的時間也……

陳子善：睡衣還是不太合適，睡衣不能走到馬路上去的呀！

黃子平：上海人可以的。

陳子善：上海人也不可以的呀，這個不雅觀，米飯是可以，你
得吃飯！

主持︰好，這個我們還是可以繼續討論。我們的時間其實也差
不多了，謝謝大家的參與，結束前提醒大家離開前，大家的座位上
應該有一份問卷，麻煩大家花一點時間來填一下，好，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