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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學節 2014
分組交流會（新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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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樓惠卿劇院

嘉賓：北島教授、鄭愁予教授、葉輝先生

主持：鄭培凱教授

記錄：張彥雯、顏展豐

主持：好，那麼我們現在就開始今天下午的討論、交流。我身
邊這三位詩人大家都很熟的，好像算是兩代吧。我中學的時候，在
台灣就讀鄭愁予的詩，他那時候已經是大詩人了，那是五十年前了。

鄭愁予：（笑）50 年代……

主持：真的，50 年代的詩人（笑），他自己現在就是說可以說
是「五零後」，是吧？那是 50 年代，1950 啊，很厲害的。

鄭愁予：我們緊接 30 年代的詩人……

主持：他們緊接 30 年代的詩人。我們算是稍為晚一代的，大
概是這樣，葉輝也是。好，那我們就開始了。我們今天下午的討論
到四點鐘結束，那我們先請鄭愁予談談吧，我們先簡單的談談就是
寫詩的感覺，追求甚麼樣的一種感覺，每個人講講自己的，然後我
們開放給大家提問，或者是你們有甚麼的想法，問台上的詩人。（掌
聲）

鄭愁予：剛才午飯以前，我們開了個會。鄭培凱教授說，我
們談談從童年時期，就是從啟蒙時的時候怎麼接觸詩，然後一直在
寫詩，這個是非常好的題目。不久以前，我在台大，就是鄭教授的
母校，做了一個演講。這個演講系列很受歡迎，叫做「我的學思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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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就是做學問的思想，思維的歷程。他們請我去，和很多的學
者們，還有很多的思學家，他們談他們的學思歷程，和我想的不一
樣。我說我要改個題目，改為「我的思詩歷程」。這是因為我寫詩
寫了若干年了，有人請我演講的時候，說：「你不要再談別人的作
品了，談你自己，我們希望聽你說你自己的作品。」我就開始認真
的讀我的詩，去揣摩當初怎麼會寫出這樣的作品。後來，我發現很
多都是開始的時候留在我童年的，到現在開始有記憶的時候記住的
許多的場景、事件，但不是細節，不能構成故事。那麼，它後來影
響了我，若干年以後，在我的作品表現出來了。

這講的一個印象非常深刻，因為我是一個抗戰兒童，我讀書比
較早，在四、五歲的時候讀小學一年級。那時開始抗戰，我和父母
親住在南京，我的父親是軍人，他那個時候很年輕，在陸軍大學當
學員。日本飛機已經開始在我的記憶之中，在南京的上空飛行。那
時候飛機的篷子是敞開的，飛機飛得很低，可以看得見飛行員戴着
一個航空帽和眼鏡。我看它飛過來，就喊「飛機！飛機！」我母親
出來趕快把我拉到屋子裏，就怕它丟炸彈，當然它不會在普通的地
方丟炸彈，我就一直記住這個空軍。到後來逃難了，日本人要進攻
南京，日軍進來後就發生大屠殺的事件。我父母親就帶我向北逃難，
我父親陸大一畢業就被送到前線，送到湖北戰區張自忠的部隊，後
來這個部隊整個瓦解了，他自己殉國。我和母親就要逃難到我二伯
父家，他在山東的嶧縣，嶧縣有兩個很有名的莊：一個叫棗莊，生
產無煙煤，是煉鋼用的，日本人要奪那個地方；另外一個莊就是台
兒莊，是自古以來兵家必爭之地。我的二伯父那時做警察局，他是
六個縣的民兵總指揮。我們到那裏以後，那時候我不懂事，在路上
鐵路、鐵橋被日本空軍炸了，就要再走一段路了，然後再接駁，走
到一個小村莊，走在石板路，我在踢那個路的石，後面有非常響的
聲音，母親把我拉到路旁邊，後面又來了馬拉炮的車，那個炮並不
是很大，但聲音很響，好像碰到我一樣，這個非常的震驚。那時候
甚麼都不懂，只躲在一邊看着這個一部一部的炮車拉過去，那是抗
戰非常緊張的時候。馬蹄的聲音很激烈，後來我慢慢再想，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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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的例子。在抗戰時候，我們輾轉的經過了煙台等地方……因為
時間不夠，我就講幾個我的童年記憶。

後來終於回到了故鄉寧河縣，我的祖先是從福建，我想鄭教授
的也是，一般的家庭從北往南搬，就是有個別的家庭受了政治影響，
從南邊被迫搬到北方來。我們來到了渤海灣旁邊的寧河縣，後來因
為我的二哥，就是二伯父的兒子，我到我二伯父家，因為他在嶧縣。
五叔把我們全家接到了我們的故鄉去了，我的大哥留在南京，後來
沒有消息了，可能在保衛南京戰犧牲了。二哥高中一畢業，考取了
警官學校，我家是軍人世家，三百年的軍人世家。那我們就去上墳，
我們到鄉下另外一個縣去上祖墳，那讓我非常的吃驚，那個墳墓有
兩層樓高。我跟我四哥，也就是二伯父的兒子，那時候就比誰能很
快跑到墳的上面去。我從小就好動，所以我就很快跑上去了，我一
直記得那個墳墓。

我們去上墳的時候就是坐薊運河的船「小火輪」，這船有二樓。
我的二哥剛剛結婚了，就跟他媳婦在樓上看風景，我跟我二哥在樓
上樓下跑，後來有個人大聲喊：「你們是不是找死，不想活了？」



190

生活在城市
        二〇一四年城市文學創作獎作品集．徵文集

我嚇了一跳，我二哥就下來了，說：「對不起！對不起！我們都是
讀書人。」那個人應該剛考取警官學校，他很生氣，說：「誰他媽
的是讀書人！」立刻就拔出一把手槍來。「你們這個小孩子是不是
找死？」後來，二哥就道歉，他早一點就上了岸了，那個船東就來
說：「你們出門要小心點，這個人是給日本人做特務，做翻譯的。」
那個時候是日治時代，很多中國人給日本人做特務。我就記住這一
點，幫日本人做特務是漢奸，那時候就叫做「漢奸」。後來，若
干年以後，我重要的詩的意象表現：一就是墳場，在旁邊的 Grove 
Street Cemetery，你記得那個地方……你們研究院，現在我的一個
office 在樓上。我寫了大概也是很重要的詩，四、五首詩，中間有
兩到三首寫這個墳場。我對這個墳場非常敏感，但說不出來為甚麼
要寫這個地方。當我在預備軍官訓練，就是台灣的一個制度，大專
畢業之後要去受一年預備軍官訓練，將來做後備軍官。我畢業的時
候，就寫了一首短詩，最後因為在學校受訓的時候，每個學員要帶
一把長刃劍出來，掛在腰上，那時候我覺得很神奇。我寫一首短詩，
就是說在軍校入伍以後的一種感想。最後，我想怎麼樣結尾：還依
稀是童年的誓言──去！殺漢奸！

那時候，腦子裏就記得「漢奸！漢奸！」最可惡的就是這種人，
所以還是殺漢奸。很多年之後，三、四十年以後，或是二十年以後
寫詩的時候，那個意象就出來。所以各位，我就不多說了，童年發
生的事情，尤其是景象，你記住以後不一定會想到，可是當你寫詩
的時候，它會從你的潛意識，也就是你的記憶裏，它會跳出來，幫
助你把這首詩寫成。因為觸動你的一個場合，和那首詩有關聯的，
你自己並不知道。就好像夢境一樣，很多西方理論家都說，詩跟夢
境是一樣的。我們想到，我們有時候碰到一個場景觸動你，非常強
烈、專注的時候，你就想寫詩了。怎麼寫得成功呢？原來你觸動的
特別的場景是你童年時代的有類似的這種場景，你自己並不知道。
那麼這個童年的記憶就出來了，然後幫助你完成這首詩。它這語言、
情緒流動影響詩的節奏等等，就完成了這首詩。所以各位，你們童
年、少年時代、青年時代等等發生的許多事件，最好記住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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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住，可以把它寫下來，簡單的寫下來。你們現在父母都還健在，
你們常常在聊天的時候你想到一件小事情，和鄰居的小孩玩、遠足
等等，問問爸爸媽媽，讓他們再重新告訴你，你記住這些有趣的事
情。不知不覺的，這些就成為你將來寫詩的題材，這是千真萬確。
我可以作證，因為我寫詩寫了幾十年了，現在愈寫愈長，就是因為
我有很豐滿的，這個潛意識中記住許多事件。這個是作一個寫詩的
人啊，最寶貴的一部份。如果說讀了很多別人的作品，受別人的影
響而寫詩，不是不好。因為別人的詩也用許多的事件，也會觸動、
感動你。當你寫詩的時候，要寫一個題材，也許老師說寫「春遊」，
你找了很多寫別人寫春遊的，把他們想的事情抄下來。這個也可以
成為一個所謂的作品，它不會感動別人。這個就是寫詩，就是童年
的記憶，像夢境一樣的記憶，我們記不住夢的，我們做的夢，剛醒
的時候還記得夢境，也許吃了早飯以後就不記得了。許多的潛意識
你不去想它，它仍實實在在的存在。我就這樣分享了童年的故事。

主持：好，謝謝愁予。（掌聲）北島，你講講，你好像比他（葉
輝）的年紀大。（笑）好像，我不確定。大家都對「卑鄙是卑鄙者
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很熟悉，那你小時候有沒有看
過墳墓呢？（笑）

北島：每個人的時代都不一樣，剛才鄭教授講了一下他的。我
們那時候 1949 年的時代，是新中國，我原來是北京四中，你們大
概知道北京四中嗎？你們還真的知道北京四中！（笑）因為我編那
本書關於北京四中，叫《暴風雨的記憶》，是講到北京四中 1965
到 1970 年，就我做的這個編輯，編輯這本書。最近我正在編的這
本書叫《給孩子的詩》，這大概就寫了一百零一首，大都是中國新
詩。我 1965 年進北京四中，就是高一的學長，算起來我是 16 歲，
差不多半個世紀了。如果我要去北京四中去朗誦的話，我也覺得挺
吃驚的。這個經驗其實是很大的改變，就是 1966 年是文化革命。
文化革命的時候，然後我就沒有讀高中，然後 1968 年是上山下鄉
運動，我當時從 1969 年開始當建築工人，一下子就當了十一年建
築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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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有一定的偶然性，每個人的命運，就像……我覺得是一種
訓練吧。最初我是 1969 年開始用古詩詞寫，那時候受毛澤東影響，
當時很多人會背毛澤東的詩。那時候，三十七首詩全都要我們背。
後來，我們和年青人、同班同學、同校同學因上山下鄉運動開始分
別，全部到中國不同的地區，而且可以說是沒有護照、沒有戶口。
所有的人遷移到邊緣地區去，到農村，我當建築工人，我起碼有穩
定的工作，但是在邊緣地區。那時候開始寫古詩詞，互相贈賀，給
朋友寫詩，寫舊詩詞。我花了一年時間，我寫得不怎麼樣，當時只
是和同學們能互相溝通，然後有的句子好，就非常滿意。其實我覺
得翻譯解決不了，因為很多人翻譯詩歌，到了古詩這一部份，它那
麼複雜，寫不了，只能是把當時這種離別和鄉愁這部份寫好。但是
中國後來那麼複雜的問題怎麼處理呢？後來我們到 1970 年，忽然
有一個真正的重要詩人食指，你們知道嗎？（聽眾：知道。）你們
還真的挺厲害！食指叫郭路生，1948 年出生，只比我大一歲。可是
當時他對我來講，我是他「粉絲」，是「地下粉絲」，他的作品不
能公開印，只能手抄，有很多人手抄。

我還記得 1970 年年初，我跟三個同班同學一塊開始朗誦他的
詩，朗誦以後震撼非常大，當然這跟革命有關係。但是他們的詩已
經發生很大的變化，強調他們詩歌的個人經驗，而且講到他們的痛
苦，因為當時和知識青年有關。他們的詩，我們會背誦，背誦以後，
很多詩已經開始非常廣泛的傳播。當時我就開始想：有沒有可能寫
一種新詩？就是要改革解放，因為舊詩詞寫不出來。只是你說能不
能有一種更複雜的表現，不同之間的那種矛盾。就像我們說的「現
代性」，現代性是不能統一的，是分裂的狀態。所以當時我找到這
種關係，就覺得一定要找到這種可能性，從那個時候開始寫作。我
寫作頭兩年受到他的影響，到 1972 年以後，我現在收錄的詩集是
從 1972 年才開始，很多是比較幼稚的階段。如果說我詩歌的變化，
差不多十年的時間是「地下詩歌」，這可能和台灣的情況不太一樣。
台灣沒有「地下詩歌」的概念，你們 50 年代是可以出版的，是吧？
我們那時候不僅是不能出版，而且如果是抓起來的話，是進監獄或



新詩組

193

新詩組

者是可能是槍斃。
曾經就有過這種危險，而且當時的詩人是，或者我的朋友就三

個我的同班同學，就是我說曾經朗誦過的三個好朋友，現在還是老
朋友。當時因為要和這種政治上的距離，是要非常接近，然後大家
完全可以互相信任，才可能寫自己的詩。所以那時候我自己寫的詩，
只有三個朋友，可能再加到那麼五、六個，也就如此了。這是一個
很小的圈子，但是這個圈子對我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個時候寫
詩，其實沒有任何目的，因為我們自己內心有壓抑，所以我們總是
想要表達自己，在幾個好朋友之間，我們能夠互相批評，然後作一
些重要的修改。那時候是一個獨特的時代，所以我們編的一本書叫
《七十年代的概念》，70 年代就是差不多在 1976 年以前，寫作都
是地下的，地下的寫作都是冒着很大的危險。所以從這個意義上，
對我們來說，其實到 1976 年以後，獲得解放。1976 年是歷史的轉
折，所以當時像毛澤東，其他的幾個三巨頭突然死了，然後就開始
開放。

開放的概念其實從 1978 年開始，一直到 1979 年、1980 年發
生很大的變化。由於這個多年處於不同的很小的所謂的「沙龍」，
在北京這種「地下文學」，再加上不同的地區，他們的詩開始慢慢
的溝通了。尤其在 1978 年年底，當時我們辦了第一個非官方的文
學刊物，叫《今天》雜誌。你們今天大概看不到，找不到油印版。
這個雜誌在兩年內可以說，從 1978 年年底到 1980 年年底，出版了
九十七本刊物，四本叢書。《今天雜誌》每期的油印期刊可以最多
有一千本，可是影響非常大，大到甚麼程度呢？它重印到 70 年代
末到 80 年代初，以大學生來講，很多人在大陸都知道，抄寫。然
後通過各種方式，影響愈來愈大，我覺得政治可能對「毛話語」，
「毛話語」就是說整個人被控制，這個時候其實每個人寫作。已經
在我們之前那批人，包括上一代人，他們都不可能寫作了，或者說，
他們寫也沒甚麼意義。包括剛才說的那個賀敬之，還有郭小川，他
們的詩很適合朗誦，當然除了朗誦，還絕對有那種音樂性，本身沒
有甚麼爭論的內容，這裏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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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為甚麼我們要開始重新，也可以說必須要承認和革命之間
的關係，是一代一代的關係。因為這特別的一個時代，因為我們都
變成了農民、工人，而我是當了五年混凝土工，鐵匠六年。鐵匠的
你們不能想像，鐵匠不像現代的機械的可以控制的，是要掄十四磅
的大錘。所以我覺得寫那個詩的時間有那個節奏的關係，所以你想
我是每天上千次，那個掄大錘，十四磅，這同學們可能不能想像。
那之後我們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引起了比較大的影響，這一年有
根本性的改變。然而，我覺得這故事，再說我以後的這部份就不要
太長了。我只是說，先講到這一段，屬於「地下詩歌」的這部份。
因為其實後來到 1989 年以後，我的故事又是另外一章，我想就先
到這兒吧。（掌聲）

主持：我們下面請葉輝先生聊聊。因為蠻有意思，剛剛這三位
詩人是中、港、台。葉先生開始在香港一直就寫詩，在香港開始的
吧，是吧？你講講。

葉輝：其實我跟北島寫詩的處境很不一樣。因為我在香港長
大，北島在北京長大，我們也沒有鄭愁予老師那種抗日的經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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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童年的時候，有三個「會」，凡是年青人都有三個會，那三個會
就是：教會、工會、黑社會。（笑）教會有牛奶、奶粉、麵條，工
會它總會有一點好處給你，我媽媽也參加過這種工會，每年都有羊
肉麵吃。只有一個「會」不會給你好處，我為甚麼從這個說起呢？
很幸運我進了一個教會，也不是一個很正式的教會，它是教會辦的
青年中心。青年中心最多人的康樂活動是甚麼呢？是打乒乓球，是
很好玩，但只有一張桌子，有無數的街童去排隊，除非一路贏下去，
你就可以打下去。不然的話，大概是六分三、六分四就打完了。我
就沒有那個耐性，另外還有一個遊戲叫康樂棋，也是要排隊才能夠
玩。我到青年中心裏面，發現了一個地方，那個地方沒有人排隊，
就是閱覽室。那閱覽室裏面有兩三個書架，要感謝教會的閱覽室的
負責人，他放了幾本詩集，一個是何其芳，他用的詞語奇奇怪怪的，
跟我們在課本上、報紙上、刊物上看到的都不一樣。更奇怪的叫馮
至，我就記得是其中一首詩，「我的寂寞是一條長蛇」。我的寂寞
怎麼會變成一條蛇呢？那時覺得這個人用的詞語很奇怪。另外一個
叫徐志摩，就是那「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雲彩」。正正因為
這個閱覽室裏面有幾本詩集，我就開始接觸新詩。那時我還不知道
詩是甚麼，有甚麼用處，要到兩年或三年之後一個暑期，我就去工
場當暑期工，見到工廠的女工在看一份叫《娛樂新聞報》的報紙，
這報紙像是八卦雜誌，有一些版面就是說陳寶珠跟蕭芳芳的影迷罵
來罵去，有些是國語明星寧波影星，也有些討論。但是中間有一個
版位，有些像是歌詞的文字，又不像詩，那些女工天天看這些「歌
詞」。那個時候我大概是16歲吧，我就想：這樣的詩我也會寫。（笑）
她們都不相信。然後我就回到家裏，把那些詩作、抄回來的東西左
拼右拼，編成了一首詩。也分不出來哪一行是何其芳的，哪一行是
徐志摩的，哪一行是馮志的，反正都寫好了，給他們看，我就順道
寄到報館去，肯定要他們刊登，那個時候我也不知道，是那麼肯定，
但是我覺得，我這樣抄回來的這些詩，肯定要比他們那些歌詞不像
歌詞、詩不像詩的東西強得多。果然，寄出之後，應該是三、四天
吧，就馬上登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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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看見自己的第一首，雖然是抄回來的詩，刊登出來
的時候，那種感覺，並不是我自己寫了一首詩，而是因為我寫了這
首詩以後，成為工場裏面一個小明星，他們那些女工都說：「他說
他會寫，果然他也會寫」，這樣就開始了寫詩。

很多年之後，我就想，如果那個青年中心閱覽室裏面的，不知
道是哪一位仁兄，或者是仁姐，他放的並不是何其芳、徐志摩、馮
志的詩體，而是賀敬之的，那怎麼辦？或者是李進，是不是有個叫
李進？等等，反正我們年輕的時候還是讀過這樣的詩。他放進的如
果是賀敬之，或者是一些有某一種傾向的，我並不是說，只有大陸
才有這樣的詩，我們在年青的時候，讀的台灣的一些的刊物，裏面
也有這樣的詩。有一個叫王祿松，他也是很會把這樣的一些詩篇，
都寫出一首詩出來，要歌頌領袖等等。我就覺得，並不是我自己去
選擇某一個、某一個詩，而是某一種、某一個詩人。他的詩裏面有
一個聲音，他會呼喚不同的年青人，去聆聽他們那個透過詩歌所發
出的聲音。並不是那個閱覽室的主人特別有眼光，而是我的耳朵比
較敏感，能夠聽到這樣的聲音。如果他放的是不管是兩岸哪一邊的，
要歌功頌德的詩，肯定也不得我的胃口，也不見得我會開始喜歡詩。

雖然我寫詩的過程裏面，也有點功利的成份，如果不是那些女
工很喜歡看那個報紙，如果不是我以為自己可以抄得比那些刊出來
的還要好的話，可能我不會寫詩。我會做甚麼，我都不知道，反正
冥冥之中，總有一個聲音呼喚着你，你要走過去，你總得要選擇甚
麼樣的聲音去表達怎麼樣的感情等等。所以，我從小就不太喜歡看
台灣的言情電影，台灣的流行歌曲，因為我覺得他們的歌曲跟電影
裏面的那種言情，遠遠及不上徐志摩、何其芳用語言表達的那種奇
奇怪怪的東西，就是那種非常奇怪的語言，非常奇怪的那種聲音，
拉我從十三、四歲就開始變成為另一個我，成為到今天還保持寫詩
的，一個香港的寫詩的人。

詩歌並不是能夠帶給你甚麼東西。在香港，不管你怎樣寫詩，
也不會帶給你甚麼，但是它能夠帶給你一種語言跟思維的敏感，在
不同的範疇裏面，無論你做廣告也好，填詞也好，在報館做編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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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這種語言與思維的天賦，或者後天學會來的東西，對你的幫助
是，我可以說是到現在為止都是享用不盡，謝謝大家。

主持：謝謝葉輝。好，那我們現在就開放給大家，諸位可以提
問，可以講出你們的感想等等，好嗎？那麼，有甚麼問題就請舉手。

提問者甲：各位老師好，我想請問的一個問題就是，我想了
解一下各位詩人在自己的創作的經歷當中，對於閱讀和自己的創作
時間之中和比重，或者是關係，是怎樣看待的？因為我也會進行一
些小小的創作時間，但是常常會覺得，自己並不喜歡自己寫的東西，
或者寫不出我想要達到的那一種水平，因為我覺得在現在這個浩瀚
的書海面前會覺得特別渺小，幾乎有一種壓迫感，就是覺得讀不完
的書，所以總是沒有辦法把握這兩樣之間的關係，到底是創作為先，
先寫好自己想寫的東西，還是要不斷地吸收、不斷地學習，然後就
會寫，謝謝。

北島：剛才我說的是70年代，就是那個時候，因為書也是禁書，
你大概不能想像的是，那個時候書是，反正你不可能找得到，第一
是性命可能也有危險，在所有新華書店裏，絕大部份的書都不能出
版。只有一些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政治著作，比較多，其他的
書等等幾乎都沒有。所以那段時間是靠偷書，我們到那個圖書館，
不管你摳門兒，然後用各種辦法。我們還要去「跑書」。「跑書」
這個詞現在已經沒有，這個詞是當時你要花很多工夫，到處去跟不
同的人去接觸，就是你常常要拿出自己的本錢，也就是說你擁有自
己這本書，能跟別人交換，而且那段時間可能就很短，就兩、三天。
我說這個叫作三劍客，有三個朋友，有時候就是為了一本書，要「泡
病假」，「泡病假」的概念就是，那個時候你要拿到那個病條，然
後可以混兩三天，然後你那段時間要分開，就是把那段時間分配給
每個朋友，然後晚上一夜把這個書讀完了，還留下筆記本，留下自
己的筆記。

但是，現在我想那個時候，比如我記得當時我當建築工人，在
1969 年，大概兩百多公里，那個時候，我揹了一箱書，這種書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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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是其實很多是沒有太大意義的書，但是那個時候卻是非常飢渴。
現在因為這個時代完全不一樣了，現在書太多了，我現在進了書店，
我自己也害怕了，也不敢去圖書館了。可是，我那個時候，找書的
時候，就是突然找到一本書，你那個時候，有飢餓感，比如特別的
時候，有一本書叫做《洛爾卡詩鈔》，戴望舒翻譯的，這本書真是
對我們的影響特別大，特別大到甚麼程度呢？可能很多詩人都受到
他的影響，就是他翻得太好了。而且，戴望舒他的詩其實沒那麼好，
他的歷史地位沒那麼高，但是最重要是他的翻譯起了很重要的作
用。而那個時候，當我們看洛爾卡的詩以後，完全變了，我們受到
很根本性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樣說的話，就看能不能碰上，就跟那個碰到情
人一樣，這個靠運氣了。不知道，可能因為信息量常常太大，很多
同學已因為找不到好書，或者，因為大部份這種垃圾，可能現在我
說得過份，我看那個書店，我認為 90% 都是那種垃圾。所以，對
於年青人來說，是很大的危險，那個時候，我們的書也是常常被過
濾了，但是被過濾以後，還是找到了一些書。剛剛葉輝，他找到了
馮至，對於蛇這個概念，他那麼記得住，那就很重要，因為如果找
到了的是當時大陸左派的一些詩人，比如像賀敬之，如果這樣的詩，
他肯定就不會再讀一些詩。是吧，這是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我
覺得這就像點燃一樣，就像火一樣可以點燃，如果點燃了，可能很
多同學一下就明白了，其實就讀幾本好書就行了，好吧。

主持：其實，我覺得剛才北島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事，就是以
前，雖然書很少，可是通常你會非常的飢渴，把它那個能夠影響的，
你覺得非常好的，記得非常清晰，銘刻在心，那麼這樣的閱讀對於
寫作的幫助非常大。現在的問題經常是書很多，也不見得碰得到，
太多了，浩瀚書海，萬一碰到了，也不會那麼珍惜，你不夠珍惜，
你不夠把自己的全心全意放在那種書上，好好的把那本書的所有的
東西吸取過來。

一般讀書，現在的小孩，我看都不做筆記了。我們 60 年代讀



新詩組

199

新詩組

書的時候，我們都做筆記的，我們覺得好的句子，我們都拿一本書
抄下來，這個東西就有一點像愁予剛剛講的最後它進入你的潛意識
了。那麼，現在這種的讀書法，一大堆書，你翻來翻去，覺得翻得
很快，我看好多好多書，沒有一本，沒有一句話，真的記在你的心
裏上，它沒有辦法變成你自己的一個部份，所以我覺得剛剛北島講
這個，其實可以從好幾個方面來幫助你在閱讀的時候，假如真的想
要創作的人，真正對詩發生興趣的人，也對於文字是有敏感的人，
那你看到好的，那你真的是要把它記下來。這個我的感受，我們那
個時代就是這樣，因為小時候在台灣，台灣也不像今天的台灣，我
們也沒甚麼書看的，大部份的書，30 年的書全禁了，除了朱自清、
徐志摩，其他全部禁了。我們也沒有看過馮至，也沒有看過何其芳，
都是禁書嘛。我們讀的，有一些外國的東西…… 

葉輝：我記得有何其方，四方的方，他改了名了，也是把那個
名字都改了。

主持：好，還有甚麼問題，好，那邊。

提問者乙：各位老師你好，我本人是學習藝術的學生，在我
們的圈子裏，我覺得學藝術的學生大多數對文學都是非常熱愛的，
我在北京唸藝術學院的時候，我記得同學也是經常一齊讀一讀自己
寫的詩。我覺得對於我個人來說，不管是寫詩還是畫畫，或者是拍
電影，帶來的精神位置都是一樣的。然後，就是有一個關於詩歌創
作的問題想問三位老師，就是我認為剛剛鄭愁予老師也提到了，寫
詩這個意象是特別重要的一個部份，我也認為寫詩好像電影的蒙太
奇一樣，你要把很多意象拼湊在那裏，然後給觀者自己解讀出一個
感覺來。

在我自己寫詩的過程中，我覺得我遇到一些比較有意思的意
象，但是好像我在意象之間的陳述過於清楚，這樣子，我的詩或者
解釋得比較清楚，反而每次寫完詩以後，都有同學說，雖然優美但
有些像散文。我就想問一下，是否對於一個詩歌，它的意象的拼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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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留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份？就是該怎樣寫詩，我覺得我很多
朋友，他們寫的詩，那個文字上天馬行空，很瑰麗，然後我覺得我
的有一點實，然後我現在就覺得，我是在寫散文還是寫詩。

主持：好，謝謝。愁予，這個問題好像是問你的。意象怎麼處
理？寫詩怎樣才不像散文？

鄭愁予：我好像沒聽清楚主要的問題，你可以解釋一下嗎？

主持：就是怎樣寫，才像詩而不像散文？她也寫很多詩。

鄭愁予：我想這個詩的產生和散文的產生，是很不一樣，這是
兩個完全不同的文體，詩和散文。詩是，我剛才提了一點，我們每
個人啊，我每次這樣的說，因為西方從希臘時代，他們談比較文學，
是比較他們的傳承，古希臘下來然後到了不同的文字，英文、西班
牙文、拉丁語系的、法文，意大利文等等。他們不像比較，傳承下
來，那一個部份是更接近詩的原則。這個詩的產生，有一個本書叫
做 The Process of Poetry，它的產生和一個藝術的產生接近，就是
我們每個人都有點情緒在流動，我上次也講了，因為沒有別的解釋，
在座的各位的情緒都在流動，你生活之中，你是因為你的心、情緒
引導你做評多的事情，其中有理性，也有感性。當你觸及一個情景，
這個場景，也許跟你的潛意識有關係，這個佛洛依德也講了，是個
夢一樣的，夢境一樣，碰到了，自己並不了解，忽然你的情緒集中
起來了，非常強烈，你去想要表現它。一個畫家碰到一個場景，情
緒集中起來了，想要把它畫下來。寫詩的人，或者喜歡詩的人，有
這種經驗的，就希望能夠把它用文字表達出來了。表達的方式，在
形式上，常常都有意象，意象是後來發展出來的一種手法，那麼你
表現出來這就是詩。

散文不同的，散文有很多技術性，好像是把一個故事交代了，
把一個道理說清楚了，把一段的感情，用比喻，或者是甚麼的方式
把它寫出來，散文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詩不是呢，因為它本身就
具有一種朦朧性，不是當初那些朦朧詩人的朦朧性，這種朦朧性你
並不知道它的發生，就好像剛才葉輝舉的例子，馮至的，用一條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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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形容他的那個感覺，這個就是一點神秘性，你沒有這個經驗，那
麼你常常讀詩也沒有辦法讀得懂，所以詩跟散文的差別就在這裏。
所謂意象，就是一個技術名詞。意象主義，其實由法國開始，但是
很快就被美國詩人採用了。

意象，英文叫做 Imagery，我們寫詩的時候，我們看見的東西，
就是「象」，我們中文的翻譯非常好，因為看到「象」這個名字。
「意」，是一種知性，叫「意」，和情感相對的名詞，當你看到「意」
的時候，它是一種知性，也就是說理性產生了一種效果，當你看見
了這個「平」字，你用了知性想到和「平」字相似的東西，想到跟
「平」字同樣功用的東西。看到彩色，這個整個的，甚至它的歷史，
都聯想到了，然後把這個你看見的集中，和其他的連結一起，那麼
就造成了比較複雜的東西，表現出來了，它的藝術性就在這裏產生。
這和散文是不一樣的，這就是意象。有時候意象，你沒有辦法把它
連繫起來的時候，你可以一件一件一件地把它寫在那邊，看起來不
關連，但是你有讀詩，有這個感覺，有這種經驗的話，你會忽然發
現它巧妙的地方。

我記得很有名的一首詩，應該是美國詩人寫的，他寫農場、農
莊，然後就寫幾隻公雞在走在走，紅色的穀倉這個等等，他把這許
多都寫在那裏。你有過到這個農場去經驗的人，看見他那個前後次
序的安排，看到了白色的雞、紅色的穀倉等等，你產生一種美，一
種突發感就出來了，這首詩就完成了。如果沒有這種經驗，讀這樣
的詩就很困難了。所謂的意象就是寫詩的手法，開始寫詩的時候，
這個詩的句子可能是用敍述的手法，Narrative。這樣的手法，到現
在還是在用，因為這個手法本身也有許多的變化，它不是像散文那
種敍述的方法，講究邏輯，講究知識性，甚至於講究這個作者的背
景等等，這是比較好的散文。而差一點的散文，就讓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老師出了一個題目，比如說旅遊吧，我們的學生出去郊遊、
交流，那麼就有人用這個敍述的方法：我春天的時候到哪裏去遊玩，
百花齊放，我夏天的時候，到游泳場甚麼，寫了這些。詩人就不是
了，他是集中一個東西，他用了強烈法，把那種表現出來，而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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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寫得不是很長，可是裏面有層次性，你可以看到他寫這一個，一
個目的，他有一個集中點，強烈集中那點的時候，他不是很單純的
一個形容，他不是照相機，眼睛都拍下來了，這個就是情緒的流轉，
然後喚起了你很多的記憶，包括閱讀的記憶。

跟剛才北島談他當初，1981 年，我和李歐梵，我們同是去北京，
是七個作家，在美國教書的，在大學裏教書，都是寫作的，我們都
有美國的國籍，叫作美籍華裔作家，包括李歐梵在內。我們一到了
北京作家協會，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北島，我們那個時候已經知道北
島了，在 1981 年。然後我們倆就去，我們去找北島，他們就叫我
們放心，他在一個雜誌社做編輯，那個時候他沒有在工地了，我們
就是這一點兒放心了。那個時候，因為他們出雜誌報，又出了刊物
甚麼的，引起很大的反響。

在這個相反的一件事情，亦像我當年，我的少年時代是在北京，
16 歲的時候，就是建國的那一年，1949 年。我 1948 年的 12 月，
離開了北京，我父親是軍人，因為那時情況緊急，就把我們送走了，
把我們的家眷全都送走了。在那年的夏天，我到北大的暑期文藝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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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是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去讀暑期文藝班，去寫作。在那個地
方，我真是啟蒙了在這文學上面，我這個啟蒙了是甚麼呢？北大的
老師們，大概是年輕的教授，年輕的老師，或者是助教甚麼的，他
們當然也是創作的人，灌輸我們列寧的思想。不是馬克思，因為馬
克思的思想，你概括說幾個句話就可以說出來，但是他是一個經濟
學家，我後來也是讀經濟的，我完全知道，當時不懂，但是列寧的
思想很容易懂，它就是列寧的國際主義，國際上，所有的無產階級
團結起來，推翻罪惡的、資本主義的、資本家的政府，當時他解釋
給我們，從歷史上解釋得非法簡單、明瞭，就是說那是真理。第一
次大戰，第二次大戰，全部是資產階級的政府發動的，他們是為了
奪取殖民地，擴大市場。很多無辜的人為了愛自己的國家，為了愛
國、愛民族，犧牲在戰場上。他們告訴我一個故事，第一次大戰，
在歐洲有一次戰役，這個戰士們，當時的槍沒現在的很快，打了子
彈，打在槍裏，為了裝子彈，很麻煩的，這個帶着子彈，那個子彈
又重，不能帶太多，到最後子彈打光了，每個士兵就把刺刀裝在槍
上，那個刺刀很長，就往前走，因為後面有命令，一直往前衝，雙
方接觸了以後，只有一件事：把對方刺死，或者是被刺死。一個戰
役下來，全都是屍首。第一次大戰是這麼殘忍，是世界上有史以來
死亡最多的戰爭，大過、超過第二次大戰，這樣的故事跟我們年輕
人聽了以後，我們覺得列寧是對了，也相信這個，受害的都是無產
階級。我們寫詩，就是找這個人道主義去寫。

我第一首詩，就寫礦工，因為甚麼呢？我們往礦裏去看，去遊
玩，那些小孩兒都在礦門口玩，有一個兒童他不去，我問他，你怎
麼在這兒混，他說我們等爸爸出來。那種無產階級因素，就是同
情了，這麼年輕寫的詩，一概是這個階段。那時很年輕了，老師
看見我的作品以後了，他說你寫的詩是有人道主義，為甚麼呢？我
第一句就寫了大概是：「當你一生下來，上帝就在你掌上畫下了十
字」。我們現在想，很簡單，甚至幼稚，原來我那個時候，在北京
的一所教會學校，英國人辦的，英國的聖公會，他的國教，辦的助
讀的男生寄宿學校，管理非常的嚴，不能出來了。我們知道英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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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Boarding School, Boy’s Boarding School，點到幾點的，你一個禮
拜只有禮拜天能出來。我每天早上六點鐘起床，六點半去做早禱，
園子裏有一個小教堂，一個大足球場，這是很標準的英國式的教院
學校，老師多半是英國人。我們去做早禱。我的生活經歷只有一個
十字架，所以我寫的那首詩，就是上帝在你掌上畫下十字架這樣，
但是老師很會解釋，說是人道主義的詩，而且這個十字架很像一個
十字鎬，工人用來開掘出來的煤是給人類取暖的，你們付上了勞力，
流了汗，甚至犧牲了生命，你們是為照顧人群的，但是這個樣子，
這個意象，這個形象思維，我就記住了。我第一本詩集，是在衡陽
出版，就是寫這些。那我還一直以為，這個人道主義，到今天為止，
我覺得仍然是重要的，也許關懷社會，關懷人群的，還是重要的。

我後來開始讀古詩，後來整個人轉變過來。台灣有一個將軍，
叫孫立人。在抗日的時候，他在緬甸作戰，他所領導的是一個師，
那時是師長，是十萬青年的軍隊，青年很多都是大學畢業的學生，
大學生、中學生入伍，和日本人作戰，他保存了他的詩，救了英國
軍隊，大家都知道這個事情。他給我們作了一個演講，是在我軍校，
我剛才提到了，在那個所謂的殺漢奸的時候，我在軍校，台灣的陸
軍軍官學校，就黃埔軍校系統下來的學院，他召集我們一千一百個，
第一屆，一千一百個學員。一個上午，他演講，他講孟子，然後我
再去讀這個古書，讀古詩，慢慢就發覺西方所有的理論，中國傳統
詩裏都有，只是不同的理解、術語的應用，原來這個詩傳到唐代的
時候，一千多年了，那麼已經發展出各種的技巧，這是因為漢語的
關係，漢語限制了詩的形式，所以五言、七言、律詩、絕句，到唐
朝就定型了，定型了以後，這種音樂感一直傳到今天還有很多人使
用，這是漢語最精妙的。你在這個音律學、語言學去找都是最精妙
的，因為我們有腔，有四聲，有八聲（九聲）的廣東話，八聲、七
聲甚麼的，閩南話，九聲。這個它全部都放到這個形式裏面，我們
現代人的寫作是要自己創自己的形式，是吧。

那個時候，後來慢慢的，聽了孫立人的演講以後，才能發現我
們中國老早有了更進步的思想，就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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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三民主義」，就是賣膏藥的，我們中學的時候，在北京講是賣
膏藥的，列寧還批評孫中山太溫情了，你這趟東西，不能夠革命了，
成不了事，推翻不了資產主義的政府，是這樣子。

那個我上的那個中學，剛才北島說的那個，也是我的讀書經驗
一部份，因為我剛一進去，我父親送我進去是希望我好好的把英文
讀好。我在北京讀的中學，是第五中，你（北島）讀的是四中。四中，
我們說是北京最好的中學。五中，是最新的，是日本人建的中學，
我在這兒讀書，老師是北大外文系出身，北平教語委的會長，教英
語，我是以這個後方居民的名義來，直接插班到五中，因為五中很
難進，那四中、五中，還有河北省中，這三個中學是最好的，在我
那個時候。

主持：對不起，打斷你了，我想他離問題越講越遠了，越來越
像詩人。

鄭愁予：我就再說幾句話。詩本身有一個所謂內容，這個內容，
是你要表現詩人的一個想法，或者一個思想，英文就是 idea，這個
是從你的思維，比方說，我年青的時候，就是列寧的國際主義，這
是我的思維，這是你需要的形式，你強烈的語言，要有用明喻這個
一個比一個比，這種語言，永遠表現你這種思想，革命思想。這是
內容決定形式，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製造自己的節奏感，節奏
感的產生，就像你情緒在流動，你看你甚麼情緒。革命情緒，節奏
感就是革命了。你的情緒是情書的，這個節奏感就是細緻的。這個
不同。如果是一種絕世的，那麼可能就很短的句子這樣子。

主持：好了，應該講，我們這邊有兩位詩人，四點鐘就要離開
了，所以我們現在只剩下五分鐘，那麼我們這邊剛有一位問題。

提問者丙：那我想問北島老師一個問題，就是我在讀您的詩
歌的時候，就好像掄了錘，就一把我掄暈了這樣的感覺，然後，看
完整篇詩，就有淡淡的、淡淡的，甚麼都沒有得到。但是在看您的
散文的時候，慢慢去欣賞，然後看到更多就停不下來，特別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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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別喜歡您的散文。然後我也想知道您在創作這兩種東西的時候
的心態，或者那個感覺是有甚麼不一樣。

北島：這個我說得不太清楚，我說了這個，當鐵匠。鐵匠，其
實是，怎麼說呢，不可能是當回事，那個只能是在節奏，那可能是
每天打鐵，一天可能上千下，這個可能是，我覺得它和力量，這種
力量。然後關於詩歌，詩歌其實我是偶然的，因為那個時候，因為
美國之音，做了一個作家，叫作家手記，寫過這一個，那麼就這樣。
寫散文，是因為在國外生活，就瑣事特別多，因為很多朋友。

我先寫詩，可能比寫散文，我認為，這個受到語言的、詩歌的
影響，詩歌變為散文，從總體來說，它比較容易吸收一點兒。有些
人，比如年輕人，他們喜歡散文，讀詩，可能一般覺得太獨特，散
文是他生活中的一部份。好吧。

提問者丁：葉老師，你好。我想請問你覺得所有的詩都是有
意義的嗎？就是因為我是大一的學生，剛剛經歷過高考，然後我們
所有的一些考卷，都說這東西是有甚麼意義的，這東西是很有意義
的，所以，我想要請問你在創作時候是覺得所有的東西都是有意義
的，還是說都沒有意義，只是當時想寫而已？

主持：其實，詩人是不是在寫詩，有的時候在夢囈？

葉輝：癡人說夢，有時候我們說夢的時候，也不知道是說了的
是癡人，還是被說的是癡人。這個不好說，考試也不好說，如果你
用寫詩的思維去考試的話，我可以告訴你，兇多吉少。有時候，寫
詩是有一些話要說，有一個感覺，有一個聲音，要你去講出來。剛
才北島說節奏，忽然就出現了一個節奏，他叫偶然，或者是沒有必
然性的，我就叫這樣一個很好聽的聲音，忽然之間撞擊出來的聲音，
我就叫它做渾然天成。你不知道它是甚麼來的，它就是這麼好聽的
聲音。好像徐志摩的那個《再別康橋》等等，台灣的詩人楊牧寫了
一篇非常長的一個文章去分析它，我說他再分析下去，也說不出這
一首詩十分之一的好處，因為這個不是用語言去分析語言的那種方
法，我不贊同，可能是錯的。所以，如果是問那個癡人說夢的話，
我剛才也說得不像夢話，如果要問的是考試的話，更加不應該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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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是害了你，因為我的考試從來不高分。

主持：好了，謝謝。我們今天的時間到了，我們兩位詩人都有
現實的要求，他們都必須要離開了，那就是現實世界，那我們就謝
謝這三位詩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