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難以界定的小說美學
講座之先，王安憶教授指出，小說創作有別於

文學翻譯，因沒有既定的準則可依從或學習，故
其美學標準是具彈性，甚至模糊的： 「每個人的
小說美學觀都與其個人經驗有關。」擔任數屆評
審以後，她在比賽中發現一些參賽者常見的書寫
傾向：一、描寫生活質感及現實題材，多為內地
及台灣鄉土式作品；二、探尋較形而上、抽象，
具現代主義色彩的作品。也許因自身寫作經驗使
然，她較傾向於前者，而相較下，另外兩位評判
（陳冠中先生及駱以軍先生）則較傾向後者。故
此三人於評審時的側重點各有不同，也因而展開
了小說寫作之未來走向的討論。

王教授進一步闡述她的小說創作觀：
「我較傾向小說的身份描寫、書寫
過程，以至如何接近現實生活之
表象，所以我喜歡在小說中看到

與自己共時的背景，能表達出一些
我們都能理解和感受的東西。而
背後一些較隱喻或內含的描述，
我倒可能會忽略掉。」相較之

下，陳冠中先生和駱以軍先生的創作美學準則，
則偏向小說背後的隱喻，以是次比賽決審的稿件
為例，王教授發現陳先生和駱先生所選的作品皆
有強烈的內含情緒和指涉意味。

對此兩種取向，王教授歸因於文學的 「養料」
和經驗不同所致，令她思考小說創作將會如何發
展下去。她認為兩種風格的迥異已慢慢導向分
流，甚至將影響一眾年輕作者，畢竟他們在創作
過程中必定受許多暗示、影響，才能慢慢奠定自
己的書寫取向。她關心未來的小說創作會否遠離
「敍事」及 「生活表象的描寫」，而強調如何突

出作品中的 「隱喻」。

以左手寫出的文學作品？
王教授又分享自己到歐美逛書店的經驗。她留

意到當地的類型小說都是置於當眼位置，而且十
分暢銷。這些書籍多以敍事為要，雖然有點嘮
叨，但細讀下仍可發現箇中 「隱喻」。那可能只
是生活中的一個細節，但卻為讀者提供了多向的
詮釋可能。王教授認為這些類型小說的書寫方式
實乃糅合了許多始祖小說的傳統敍事，如參考狄
更 斯 （Charles Dickens） 、 簡 ． 奧 斯 汀 （Jane
Austen）等，慢慢變得具套路及模式，繼而演化
至現今的類型小說。而嚴肅文學中的小說發展，
則反而有偏離 「敍事」，重視思考之勢。

此分歧讓讀者區分兩類閱讀模式：若是喜歡聽
故事的，期望在閱讀中獲得另一種生活體驗的，
便會閱讀類型小說；若是像知識分子一樣的思
索，便會閱讀嚴肅文學。這又讓她想起曾與法文
老師閒聊，發現法國允許孩子當左撇子；若在中
國，則必定會矯正過來，要他們用右手寫字。討
論大半天後，法文老師最終認為 「書寫」這件事
原為右手寫作的人而設計的，故此還是應當用右
手寫字。王教授以此作比喻，指出當下的小說創
作慢慢出現一種 「左手書寫風格」，形成另一種
小說潮流。她認為在 「左手與右手」之間，仍然
可有匯通之處，就是要寫得好看，並能抓住讀者
的心態： 「如果說喜歡看小說的人一般較傾向世
俗趣味的話，那麼現代小說若要長久發展下去，
不走進象牙塔，也許要思考如何留住這群讀
者。」

一種華文 各自表述
陳冠中先生表示自己雖在香港

長大，但自一九九二年起，便
不曾在香港長期待過。因工作
關係，他常在內地和台灣生活，
這讓他發現三地雖以華文創
作，但其 「華文」的表述卻各
有不同。陳先生以自己八十年
代於電影界的工作經驗為例，當時香港電影的字
幕都找說普通話的北方人翻譯，因為業界認為他
們的中文最正宗。後來電影在台灣上映，台灣人
卻表示看不懂了。這才發現三地的 「華文」有微
妙之別，而成了各自表述的現況。

不過，陳先生仍然強調 「一種華文」： 「無論

我們怎樣不同，還是在寫 『一種華文』。就像前
人寫過的東西，那些幽靈還是在我們身後。只要
一被呼喚，便會出現。」這些 「幽靈」遂成為華
文寫作者一種共有的姿態。陳先生回憶去年參加
台北的 「跨越一九四九：文學與歷史」國際學術
研討會時的講題，正是 「一種華文，各自表
述」，而這種表述又該如何 「各表」與 「共
生」。他首先指出 「各自表述」的原因，除了各
地有其獨特之方言系統外，也因它們都在不停衍
生新的文化及詞彙。

陳先生指出，胡適曾提及白話文運動是為了反
對文言文作書寫文字而出現的，而方言則是滋養
新文學的養分。但他認為這種說法有誤，後來的
新文學也沒有把所有方言納入。另一方面，各地
除了方言不同外，還有該地新詞彙的流行；各地
對 「標準書面語」的定義也很不一樣——台灣的
是一九四九年前的書面語；內地經過多次改革和
變更，尤其是所謂的 「新華體」，到後來文革的
文字，修正成現在的書面語；香港則有香港人想
像中的標準書面語，所以三地都有其獨特運作的
語言體系。

「但說來說去，仍是 『一種華文』，只是差異
較大。」他說，有趣的是，即使表達方式不一，
彼此的接收卻是共同的： 「雖然三地的環境與生
活經驗完全不一樣，但我們還是都能看得懂。所
以基本上仍是同一群幽靈在我們身後互相呼
喚。」

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接着陳先生回應王教授早前提出的兩種小說風

格，陳先生認為，無論是現代主義抑或現實主義
的 小 說 ， 都 旨 在 呈 現 「懂 得 」 的 價 值 ：
「understanding（理解，即德文 Verstehen）與

explanation（解釋）是相應的，後者做起來非常
容易，要達到前者卻很艱難。」他說，懂得別
人，能走進對象的腦子中，像西諺說 「穿別人的
鞋子去理解別人」（Put yourself in someone's
shoes），明白那個人理解世界的方式、他的三觀
（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怎樣的、他如何
解釋自己的意義等，便是最好的狀態。即使未能
達到，也應弄清對方的文化背景、曾經歷的歷史
等，應當盡量接近那個人的內在： 「我覺得 『懂
得』是很重要的。」

陳先生引出張愛玲名句： 「因為懂得，所以慈
悲。」他提出 「Best to Heart」的說法，比同理
心更要貼切一點。若說同理心是從自我出發，較
強調自身為主體，對方為客體，則未能真實明白
對方的悲痛是怎樣的； 「Best to Heart」則是指
渴望能根本地接觸別人的心，即使未能完整理
解，起碼也要極盡所能去接近，並通過表述，重
建那人的想法。

那麼在懂得以後，如何表述？他認為在小說中
讓角色簡單直接敍述自身情感並非易事，畢竟即
使在現實世界，也並非人人能夠坦承： 「但是，
現代主義可能透過某些方式能夠做到。」而這種
寫法仍然需要建基於作者的觀察與感受。

陳先生提及， 「懂得」跟 「慈悲」是互為因果
的，因為有所理解，所以能慈悲地體諒他人。而
這種說法也能回扣 「一種華文」的觀點，如前文
所述，各地的表述有其獨特性： 「世界各地有這
麼多年輕的華文創作者，我們能看懂所有的作品
嗎？有些背景及文化差異是一定存在的，讀者可
能會不習慣，但應該自我調整。」讀者可以透過
「懂得」，跨越三地，成為 「超級讀者」。 「這

種參考美學，這些豐富的表達可說是華文界前所
未有，都是當下的時代才出現的。也因此，彼此

的差異更大，如時下有中文系、華文系、台語系
等，其實都是環繞華文文學的。」他指 「超級讀
者」必須能接受三地之差異，在閱讀與理解後，
繼而寫出讓大家都看得懂的作品。陳先生最後寄
語與會者可嘗試以此起步： 「他者不是敵人，他
者是你的新材料，新的學習對象。」

文學的感染
另一位短篇小說組決審評判駱以軍先生因病未

能出席是次講座，但他特地錄音講述是次評審的
經驗，實在是對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很大的支
持。駱先生對是次評審的作品，有以下的感受：
「一種文學的感染，撲面而來」，他並從作品中

點出不同地區之語言特色，如中國的北方小說語
言、莫言式的魔幻狂歡，或是對內地市場經濟的
集體瘋狂與異化。

而香港地區的，則有一種本地特有的侷促感，
人與空間總是狹小而急促地擠壓於一起；至於馬
華地區的，則有強烈的氣氛渲染。他更表示，在
讀小說的同時，其實也是一種翻看故事背後脈絡
與創傷的過程。

語言的變化
其後，王教授再次談起書寫語言的問題。她以

每年的春晚節目所用的北方語為例，指出內地把
北方語劃為標準語言，實際上是忽略了各地區之
間的需要。此外，她提到金宇澄以上海話寫成的
小說《繁花》，該書曾獲中國長篇小說排行榜第
一名。王教授認為此書受歡迎，乃因作者能把
「上海話成功書面語化，畢竟上海話中很多東西

都是難以以書面語表達的。」她談到現時中國許
多方言逐步受到限制，甚至因邊緣而消失。而方
言消失的後果，就是年輕人只懂運用單一語言，
欠缺多樣性，從發音到組句結構只會愈趨簡化。

陳先生也回應了書寫語言的問題。他認為，除
了方言，文言文的回潮也會影響文字語言的發
展。他指出，國民黨在一九四九年前的公文都以
文言文發布；而香港也向來視文言文為 「高級中
文」。七十年代有港人發起 「純正中文運動」，
正是為了抵制方言及外來語，推崇文言文；另一
方面，新中國成立後的多次改革，也使語言規範
愈顯嚴謹——各地的政治及文化背景使華語地區
的語言表述愈見分歧。就好處而言，他樂見作者
百花齊放之景，但也擔心各地作者只願留在自身
的安舒區，不敢借用或套用別人的東西，而只敢
依據自己的經驗寫作，故步自封。故陳先生寄語
大家不要囿於自身地區，應勇敢走出來，跨越三
地，寫出彼此共有的 「一種華文」。

文學的不可取代性
講者發言、短篇小說組得獎者發表感言後，緊

接着答問環節。有年輕寫作者向評審請教如何兼
顧 「讀者」與 「市場」。王安憶教授指出，作者
應先回想為何以小說作媒介表達自己。她相信大
多選擇寫小說的人，都應當相信文字的力量，如
此則毋須擔心取捨與平衡的問題。另有觀眾提
問，身處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文學與藝術在日常
生活中的位置與角色。陳先生認同王教授所言，
文學創作有其不可取代性。陳先生接着補充，正
因當下的社會與現實愈發荒謬，才更需要以小說
作為表達媒介，也由於小說有其獨特的敍述方
式，才能達到 「懂得」之義。

（本文圖片由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提供。撰稿人
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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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
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支持機構：

●梁莉姿

讓 「懂得」 成為橋樑
——第六屆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小說創作專題講座報道

▲小說創作專題講座參與者留心聆聽短篇小說組決審評判王安憶教授（右二）及陳冠中先生（左
二）發言。左一及右一分別是小說創作專題講座主持黃念欣教授及鄺梓桓博士。

▲高燈籠手繪。 〔劉偉成繪〕

由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主辦的第六屆 「全球
華文青年文學獎」 文學創作與翻譯專題講座的
「小說創作」 專題講座，已於四月六日假香港

中文大學鄭裕彤樓地下一號演講廳舉行，講座
由短篇小說組決審評判王安憶教授及陳冠中先
生主講，並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黃念欣教授與鄺梓桓博士共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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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說組決審
評判王安憶教授。

▲短篇小說組決審
評判陳冠中先生。

《與古為新》甲子書學會會
員書法作品展二○一七將於五
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假銅鑼灣
香港中央圖書館第一至五號展
覽館舉行。

甲子書學會會員書法作品展
每兩年舉辦一次，今年繼續獲
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是次參
展的會員人數為歷年之冠，連
兩位名譽顧問饒宗頤教授和黃
君實先生，合共一百零二位，
展出作品約三百幅。其中，每
位會員寫三幅作品，每幅有不
同的要求。第一幅是臨摹歷代
碑帖的作品；第二幅是寫《易
經繫辭上、下傳》；第三幅是
會員的自運作品，題材由書家
自行選擇。更多作品展的相關
詳情可瀏覽：http://jiazihk.org/
jiazi，或致電2771 8260查詢。

單看名稱，還以為景勝之處
乃一個燈籠，給掛在高處
多年不滅，像拒降的頭顱
張着不瞑之目，把遠方來遲的報應
望穿成信仰的日落點

啊，原來不過是一座矮燈塔
石基加上木塔，才勉強撐離地面二十多米
夙夜於高閣拜火，始能讓岸上的盼眼追蹤
跟前小節岸線如何在夜色裏纏滿日子的腮

曾經我也以燈塔為惡之花叢中的絕色
欽羨巨人的光幅輕易撥開迷霧，撫平嶙峋
只是為了生活，放下了太多的身段
在周而復始的工作中，流失了幾許心力

以往一下子便克服的小病，都成了
風箏的長尾曳出不同的花式
才勉強將平衡的戰兢權充支點
帶着久咳偶然來到這鐵路旁的名勝
我便知道自己要成為怎樣的人

面對充滿光害的天空
我不過是個燈籠，以報廢的傲骨撐起
不易轉向，偶然碰上穿梭時空的古魂
我便是一尊矮燈塔，不再點亮的窗
像待補的網罟，在未蒸盡的濡濕中
殷殷訴說空虛才是自由的謚號

（作者為香港詩人、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