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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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談散文
— —第六屆 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 散文創作專題講座報道

﹁

﹂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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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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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由散文組決審評判李歐梵教
授、陳芳明教授、陳平原教授主講，並由中國語言及
文學系樊善標教授和徐霞博士主持。

自由而又嚴謹的散文

●邱嘉耀

講座首先由李歐梵教授發表演講。李教授
先從自己的中學寫作經驗說起， 「國文課要
求每個禮拜呈交周記一篇。周記要寫國家大
事、地方大事，而下方設有一個自由發揮的
專欄，讓我們寫下這一周的感想。小時候我
們都是學習別人，每次我這樣模仿，老師總
是給我乙或丙。有一次，我寫下自己在某個
大雨天經過稻地時摔倒地上的感受，老師給
我一個甲。」李教授認為散文最主要的特色
是 「要寫自己感到很親切的東西」。此外，
李教授憶起國文老師的朗誦要求，亦感受良
多。 「我後來才知道，老師要我們從唸的過
程裏感受白話文的節奏。如果 『的的』不
休，句子拉得太長，不可能有節奏感。」
少年時代的李教授曾經在自由的散文路上
馳騁，也不覺走上岔道。李教授自言大學時
故意寫很長的句子，而令他 「迷途知返」的
是大學時候的兩位老師。 「大學三年級時，
學習英文作文，為了賣弄英文，特地在名詞
之前冠上三個形容詞，描寫顏色也是如
此。朱立民老師剛從美國回台，後來我請
他修改文章，結果他把我的形容詞全都
『殺 掉 』 了 。 他 說 ： 『用 一 個 就 夠
了。』」大學四年級的翻譯課，曾約農教
授對李歐梵教授也影響甚深， 「他把講辭
中一些重要的字空掉，要我從三個選項當
中判斷出哪個是邱吉爾原來使用的。」
李歐梵教授轉益多師，除了從中學會了
句斟字酌，更體認到散文自由又嚴謹的特
質。 「原來無論中文還是英文，是小說還
是散文——詩更是如此——都有它自己的
韻律，都有它自己的調子，都有它自己的
氣氛。」李教授指出，如果散文中運用一
大堆從英文翻譯而成的抽象專有名詞，讀
者便必須先弄清楚背後的理論，才能讀懂
這篇散文的意思，這樣讀者不可能有親近
感。李教授認為，長篇小說尚能容許幾段
不太相關的描述， 「短篇小說則要小心
了，寫錯一句一段，人物刻劃得不對的
話，整篇就會受到影響。散文也類似，但
散文的篇幅更短，如果文中容納太多東
西，不可能達到散文既自由又嚴謹的風
格。」

散文面臨的危機
回想自己在香港報刊撰寫專欄，李歐梵
教授不無感歎。 「多年後回到香港，我覺
得我的華文寫作能力，已經回到中學的程
度，甚至更差了。因為我的語言已不像中
文，我發憤放棄我的學術語言，寫我的華文
散文，寫我最喜歡的東西：電影、音樂、小
說。」李教授不諱言當時為《信報》撰寫書
評，有其經濟方面的需要。一周一篇的 「狐
狸洞書話」為他帶來壓力， 「讀書的時間有
五天的話，寫書評的時間只有半天或一天。
那怎麼辦了？寫了三個月，我看書已經讀完
了，就趕快讀別的。」這種急迫不安的寫作
經驗，既上承老一輩專欄作家如三蘇的傳
統，同時令李教授反思散文寫作的意義。
「我覺得這些專欄散文作家非常了不起，有
時候一天要寫出六篇，但他哪有時間去琢磨
文字？」李教授認為散文最重要的，就在於
對文字的琢磨， 「這樣的難度很大，所以我
慢慢把我的專欄一個個放棄了」。
在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的評審過程中，李
歐梵教授直言對海峽三岸所運用的語言之間
的差異，以及語言與語言之間的調和或衝
突，特別令他感到興趣。他指出現代人（特
別在香港）不僅面臨着一種語言，更是各種
的華文寫作傳統：古文、五四、當代的傳
統，以及海峽三岸不同作家留下來的典範。
「有時候我看一篇書評，會忘記它在寫什麼
書，而看它的英文怎麼寫。」融會中西之餘
如何含英咀華，是應對當前中文散文創作危
機的可能方向，也是李教授為我們指出的散
文寫作門徑。

明報特輯部製作

▲ 「散文創作」 專題講座由散文組決審評判（右二起）陳平原教
授、李歐梵教授、陳芳明教授主講，並由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樊善
標教授（左一）和徐霞博士（右一）主持。

從歷史到文學

語言的鬆綁

畢業於台灣輔仁大學歷史學系的陳芳明教
授說： 「很多人都不知道，歷史才是我的本
行，文學是我副業。」究竟文學如何與他的
生命連結起來？
「我進大學的時候是一九六五年。那時候
余光中教授已結束了《蓮的聯想》，慢慢進
入到《掌上雨》、《逍遙遊》，以及後來的
《聽聽那冷雨》，這一系列的作品我都閱讀
了。另外，我的前輩楊牧教授所寫的如《葉
珊散文集》等，都成為我可以追求、模仿的
對象。」陳芳明教授說，那個時代的幸運還
在於：從僑生偷渡回台的書籍中讀到魯迅。
「第一次閱讀魯迅的興奮，我現在還可以體
會。在那個年代，半夜偷偷閱讀禁書，翌日
驕傲地跟同學分享。」這種複雜的心情，相
信已成為該年代的知識分子的特殊回憶。
話鋒一轉，獨力完成《台灣新文學史》這
本皇皇巨著的陳芳明教授，為在場觀眾概述
現當代兩次 「白話文革命」的歷史。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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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的散文

「余光中教授、楊牧教授等人的散文，至
今仍然是難以踰越的高度。」對某個時代文
學推崇備至的同時，陳芳明教授一直保持其
身為文學史家的敏銳觀察： 「到一九八○年
代，台灣受到全球化、資本主義的衝擊，國
民黨的威權也開始動搖，逐漸出現工人、農
民、環保、同志、女性等各種運動……這個
時候，文化、心靈、語言也隨之開始鬆
綁。」陳芳明教授視駱以軍為此中代表，
「他的厲害之處在於用散文來說故事」。他
指出駱以軍的敍事手法迂迴，文字率性揮
霍，正與對語言極其謹慎甚至斤斤計較的前
代，形成強烈的對比。新生代作家苦心規劃
文字的態度，對整個台灣的散文書寫，帶來
很大的啟發。
陳芳明教授結合個人治學興趣的轉變，以
淡筆勾勒台灣現代散文的發展軌跡，言談間
處處流露出承教於余光中教授的感念之情。
演講尾聲，他引用余教授的說話作結：

《雜文五十七》
提起 「詩詞歌賦」，很多人都認為是艱深、難明、離地，但
其實是可以很生活化、很貼身的！
此書作者徐漢文絕非文學底出身，但憑着個人的興趣及後天
努力，將 「詩詞歌賦」融入生活議題中以抒發情感，涉獵人
性、親情、愛情、成長、禮教、政治、法律及環保等多個老生
常談或頗敏感的題材，由個人主觀願望出發。
此長短及題材不一的散文小品，雜中有序，文章屬性不一，
更穿鑿了數個不同類型的故事於當中，冀望誘導讀者的思緒適
時地變奏一番，激盪起思考空間，閱讀後可繼續澎湃地延伸下
去。
書中文章分為四大類別，好讓雜亂無章的題材範疇作些微整
理，使讀者於閱讀時添點系統性的方向感。箇中有作者的成長
點滴及家庭事，有論盡社會及政情百態，亦有天馬行空的靈異
短篇故事，令人津津樂道！

公開徵稿

打開 「城中詩」 專頁
等待你用詩句來填滿
新詩創作、詩評、譯詩皆可，歡迎讀者投稿。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一刊出，新近截
稿日期為七月二十八日。請把作品電郵至 poemincity@yahoo.com.hk 或郵寄至香港柴
灣嘉業街十八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十五樓《明報月刊》編輯部《明藝》編輯收。
出，第一次文學革命讓白話文從文言文解放
出來，而到了一九六○年代的 「現代主義運
動」，台灣作家開始進入對內心世界的探
討。接着是散文寫作方式的改變：從鬆散的
白話文濃縮起來。 「我在余光中教授身上看
到了這種 『文字煉金術』。」在演講之初，
陳芳明教授自言余光中教授對他的影響很
大， 「大二那一年，我閱讀余教授的評論集
《掌上雨》後寫了一篇散文。把評論變成散
文，大概對一個大二學生來說，可能是過重
的負擔。但是不知為何，我寫了那篇文章以
後，就覺得自己可以走上這條道路。」無論
是文學批評的啟迪，抑是個人閱讀的驚艷，
余教授對青年時候的陳芳明教授，無疑舉足
輕重。陳芳明教授憶述他最初讀到《逍遙
遊》某句，令他整個人起雞皮疙瘩， 「我看
到這句句子時，嚇了一跳： 『怎麼李賀可以
從唐朝醒過來？』這種書寫方式使我非常震
撼。」
從歷史到文學，余光中教授是改變陳芳明
教授人生路向的重要力量。而對台灣散文書
寫別具 「衝擊力」的作家，不得不提張愛
玲。 「張愛玲的散文中，一個句子從來不會
只有一個意思，常常可以讀出相反的意
義。」陳芳明教授以張愛玲晚年出版的《對
照記》為例，指出這本散文集既是圖與文的
對照，也是她的過去與現在的對照。張愛玲
對書名的 「一語兩用」，恰是她文字風格的
體現。

「『我生命中的文學有一個大傳統和小傳
統。大傳統是中國《詩經》以降的古典文
學，小傳統是五四運動以降的新文學。』他
這一種開放式的閱讀，至今對我的散文書寫
有很大影響。」
緊接發言的陳平原教授，則從 「散文」概
念的形成說起。他開宗明義指出： 「散文是
一個流動的概念」、 「宋代就有 『散文』這
個詞。而現在所說的 『散文』卻是相對於駢
文、韻文，不斷發展出來的文體。」

散文的沉淪與復興
陳平原教授指出，今天大家所理解的 「散
文」，其實只有一百年的歷史。儘管如此，
散文的地位在二十世紀初已經歷了一次沉

▲參與者專心聆聽專家演講。

淪。 「一九二二年，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
文學》中， 『文』名列首位。一九二九年，
朱自清在清華大學講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散文的排名卻在詩、小說、戲劇之後。」散
文的沉淪，陳平原教授認為原因有二。其
一，晚清以來西學東漸，傳統文人視為 「經
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 「文」，西方卻
沒有足以與之對應的概念；其二，散文研究
缺乏西方的理論資源。不難發現，陳平原教
授對二十世紀散文境況堪虞的描述，西方學
說始終佔有主導地位。他引述朱自清的說
話： 「『我寫不了純文學，就寫一點雜文
學。』那個雜文學就是散文。」散文的沉淪
顯然與時代思潮關係密切。
然而，陳平原教授至今仍對散文的復興寄
予厚望。 「二○○○年，我為《文匯報》撰
寫文章，預測未來的中國文學。第一句話引
起了很大的爭議： 『小說的世紀結束。』第
二句話是： 『一百年的沉淪以後，散文會起
來。』」陳平原教授對散文復興的判斷，建
基於網絡對散文寫作所造成的革命性變化。
「文有無限的可能性，包含散文、小品、論
文……」陳平原教授堅定不移地說。

忠實於自己的生活經驗
講座開始前，一眾中學生魚貫進場。李歐
梵教授當下便建議調整講題，另外二位教授
欣然同意。面對教育制度、公開考試的要
求， 「我手寫我口」或 「我手寫我心」對學
生而言，未免感到焦慮不安。對此，陳平原
教授明確地提出三個建議。 「中文系的學生
也好，作文科也好，第一步要拔掉的就是成
語。成語所形容的是前人的感覺，從成語的
解散，到自己日常生活感覺的獲得，是學習
作文的第一步。」第二步是真誠面對自己
的寫作。 「中學生寫文章有一個很大的
坎，就是高考作文。沒有它，我們沒辦法
評判學生的高低；但所有具備評分經驗的
人都知道，怎麼樣的文章容易取得高
分。」某年大陸高考的作文題目是 「挫
折」，陳平原教授笑言當年江蘇省的許多
考生 「為了高考的成績，把全省的父老鄉
親都送到醫院去」。與其歪曲事實，不如
「忠實於自己的感覺，忠實於自己的生活
經驗」。第三步是避免散文小說化。 「大
陸的散文很大的特點是小說化，愈來愈不
像散文，愈來愈往小說方面發展。相對來
說，原來散文理性的、議論的層面被忽視
了，用詞也變得講究起來。」
最後，陳平原教授為本屆全球華文青年
文學獎的作品作簡單述評，認為參賽者較
能掌握散文創作，總體表現不錯。判斷優
劣高低的關鍵，則在於能否 「超越」，
「他會有自己的生活感覺，卻很容易囿於
其中。若能超越個人的感覺，與整個時代
的風潮相合，那樣的散文，會更值得我們
珍惜。」 「忠於自己，超越自己」，陳平
原教授語重心長地向在場的文學愛好者諄
諄勸勉。

「定體則無，大體須有」
演講過後，散文組得獎者相繼發表感
言，而緊接其後的答問環節，現場氣氛尤
為熱烈。觀眾多問及散文文體的特性，以及
散文創作與考試作文的界線。就前者而言，
陳芳明教授強調散文的書寫內容多是內心的
感覺，相對於小說，如何敍述故事並非其首
要任務。陳平原教授指出散文的 「形」最難
掌握，並引用金代王若虛 「定體則無，大體
須有」的說法，令人深思。至於如何調和文
學與考試、寫作與創作之間的張力，李歐梵
教授的見解尤其精闢， 「先學規格，後學判
斷，最後解放」，這張 「三部曲」的藥方豈
不與他前論的散文危機遙遙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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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