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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鄭自才

刺蔣：鄭自才回憶錄
1970年 4月 24日的紐約刺蔣事件是海外

台獨運動史的一部分，也是台灣人追求獨立建

國的歷史的一部分．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夠把這

個事件完整地記錄下來，可是它已經過將近半

個世紀，其中又經過不斷的跨國遷徙，由瑞典

斯德哥爾摩（Stockholm）移民到加拿大溫哥
華（Vancouver），又在 1991年潛回台灣。有
些資料可能在遷徙的過程中遺失，再加上被時

間久遠所模糊的記憶，所幸，我當時寫下的日

記、筆記、剪報及法院證詞都有被完整地保存

下來。

這本書的正文部份分為兩部分，第一部份

是台灣時期 1936-1962，經歷日本時代、太平
洋戰爭及台灣戰敗後被蔣介石軍隊軍事佔領、

2.28大屠殺、中華民國滅亡、蔣介石殘軍敗部
逃難及流亡台灣及蔣介石蔣經國集團白色恐怖

統治台灣；第二部份是海外時期 1962-1974，
經過留學美國、參與台獨聯盟、紐約刺蔣、官

司敗訢棄保、瑞典政治庇護、引渡、美國服刑

及假釋返回瑞典．返回瑞典以後，我又在瑞典

生活了九年，1983年我移民到加拿大溫哥華我
在歐洲的生活與活動並沒有在本書裡敘述，在

這裡我要特別感謝張英哲醫師，他在本書的他

的序文裡關於我在歐洲的活動有詳細的描述。

正文部份以外，還收集了在台灣發表過的

有關紐約刺蔣的文章，其中除了黃文雄先生以

外都不是紐約刺蔣案的當事人，對於這些文章

我做了評論。要特別感謝 LindaGailArrigo，她
建議本書應該有英文概要（Englishsummary），
並願意把它翻譯成英文，使年輕一代的台美人

可以閱讀本書。Linda還為這本書的英文部分
及編輯方面提供許多寶貴意見。英文概要編輯

在本書的後面，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單元來閱

讀。同時也非常感謝張文隆先生特別為本書做

了概要。

台灣現在還不是一個國家。台灣要成為一

個國家之前，就必須先要有自我認同，認為自

己是台灣人，認為自己是台灣民族的一部份，

願意共同生活在台灣及澎湖群島上，願意共同

建立一個台灣民族國家，這個民族國家叫做台

灣國。這個自我認同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轉

型（transition），透過台灣文化、藝術的活動
從支那文化、藝術的霸凌之下，徹底去中國化

及徹底摧毀虛構的中華民國體制，來取得台灣

文化、藝術的主導權，建立台灣民族意識、民

族尊嚴及民族驕傲感。台灣民族意識的形成是

被外在因素所制約，這個外在因素就是台灣文

化、藝術。台灣人早在日治時代就已經知道要

取得台灣文化藝術的主導權，1929年北部的七
星畫壇和南部的赤陽社合併成立赤島社，其成

立宣言中宣示「忠實反映時代的脈動，生活即

是美，吾等希望始於藝術、終於藝術，化育此

島為美麗島。愛好藝術的我們，心懷為鄉土台

灣島殉情，隨時以兢兢業業的傻勁，不忘研究、

精進。赤島社的使命在此，吾等之生活亦在此。

讓秋天的台展和春天的赤島展來裝飾這殺風景

的島嶼吧！」這是咱們先賢的豪情壯志，從這

個宣言裡我們可以感受到做為台灣人的自覺、

自信及對台灣民族的認同。可惜由於時代的變

動及戰後中國軍的佔領及統治，台灣文化及台

灣民族意識被徹底地摧毀。為了台灣民族的生

存，我們需要更堅強地從廢墟中重新站起來！

我想要藉這個機會來答謝在紐約刺蔣以

後所有我認識以及不認識的朋友們，給我

與黃文雄先生的協助及幫忙，尤其是葉國

勢及黃定嘉兩位先生把他們的房子拿出來

做 擔 保。Dr.CarlGustafBernhardandGullanBe
rnhard,Ms.KarinGavell,Dr.BoSommerström，
Ms.AnitaD’Orazio等在瑞典期間給我及家人的

協助。同時也要特別感謝我在美國服刑期間給

我最大鼓勵的王秋森教授。我也非常感謝為這

本書寫序文的王秋森教授、陳婉真民報前董事

長、LindaGailArrigo,Ph.D.、張英哲實踐哲學家
及黃文雄先生。LindaGailArrigo的序文對台灣
的黨外運動有很詳細的描述，張英哲醫師的序

文對於台灣的民族民主運動及社會主義運動有

很精闢的論述，這兩篇精彩的序文編輯在本書

的後記。我還要再特別感謝歷史學家張文隆老

師，沒有他的協助這本書是不可能完成問世的。

◎畢以迪（JamesBeattie）、劉翠溶 原著  劉翠溶 譯

橫跨東亞，在不同的範圍與時間之內，

現代化與發展計劃對環境與人類都有巨大的衝

擊。由污染導致的嚴重健康問題影響許多中國

人，而不只那些住在北京的人。然而，北京的

「末日空氣」（airpocalypse）的確已引起最多
的注意。在 2013年，總理李克強承認，解決
北京的空氣污染只能由「全社會協同努力」。

從那時開始，空氣品質的改善已經實施，但有

時卻是把問題移到別處，把嚴重污染的工業移

出首都，雖然最近的努力也把目標放在減少污

染和限制登記的車輛。

正如健康問題一樣，對這樣快速工業化的

國家來說，污染也有主要的經濟涵義。在 2014
年，一位有洞察力的評論者指出，中國「對環

境的蹣跚虐待，將可能是對這個國家達到繁榮

的最根本的抑制。」十年前的估計顯示，污染

已使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減少百分之
十。在 2010年，甚至是官方都把污染的 GDP
成本估計為百分之 3.5。污染也給社會不安提
供引爆點，結果是，習近平的政府已同時打擊

污染者與抗議污染者。

中國造成的污染也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

污染是沒有政治邊界的。在中國急速現代化，

一如西方在過去一樣，消耗更多的全球稀有資

源，不論是礦物、動物或農產品。中國正在國

外收購更多的農地，投資於新技術，並企圖從

因環境惡化而一直減少的可耕地上擠出更多的

生產力。由於驚人的快速經濟成長，中國的環

境足跡正在擴張。中國的現代化具有全球的作

用。「自 2000年以來，單單是中國就占全球
二化碳排放量增加的三分之二。」在 2014年，
二十國集團（G20）在布里斯班（Brisbane）的
會議證明，如果沒有中國參與，對於處理氣候

變遷，不用說有效的控制，任何有意義的舉措

終將失敗。

我們這個時代最急迫的問題之一，是中國

以及日本與韓國，將會繼續工業化。在東亞的

資源利用與污染會繼續加速嗎？如果是，中國

和世界將很快用盡資源。或者，中國與北韓和

南韓將採取更綠色的途徑，依賴不排放碳的能

源，來使這些國家舒緩他們今日所面臨的環境

問題嗎？而日本如何呢？如果它採取非核的路

線，將來可用的能源資源是什麼？當它在未來

轉為後工業化的時代，它如何減少排放及其國

民的環境足跡呢？

環境史為我們瞭解今日緊迫的生態危機提

供了重要的長期觀點。本書的各章從環境史的

架構來檢討東亞的現代化與發展。這些篇章考

察自 1700年至 2000年的漫長歷史軌道上，發
展對環境與社會的衝擊，大多數的篇章也觸及

當前的問題。一般的看法是，東亞的發展只在

採用和適應西方多方面的技術與製造方法下才

發生，但《東亞環境、現代化與發展》一書的

長期觀點挑戰這個誤解。它也挑戰另一種認為

東亞的經驗與西方不同，是偏離常軌的看法。

相反的，在近年有關東亞發展的信號指點之下，

本書突顯出日本與中國的發展路線常常偏離歐

洲和北美，包括它們常常襯托出環境的後果，

以及這些發展對東亞地區人類與歷史的意義。

本書也尋求展示，日本與中國的地方對發

展規劃及其對於環境衝擊的多樣反應。這就是

說，本書檢討對於西方現代化觀念的適應、排

斥與調和。它也分析大量的行動者，諸如掌權

者、農民、國家或帝國力量，以及影響因素，

諸如文化、環境和哲學；這些行動者與影響因

素塑造了東亞特殊的發展路徑及其對環境與社

會的衝擊。本書確認，環境體系與人類制度是

互相連結的現象；發展不可能被理解，如果沒

有環境，或環境不可能被理解，如果沒有發展。

在確認環境與發展相連結的多樣性之下，

本書成為一個重要的提醒者，正如帝國的史

家貝利（C.A.Bayly）在《現代世界的誕生》
（TheBirthoftheModernWorld,1780–1914:Globa
lConnectionsandComparisons）一書所示，過去
兩百多年是一個逐漸全球化的時期，但不必然

是一體化，或是在世界上消除了差異。《東亞

環境、現代化與發展》顯示，全球化把人們集

合在一起，透過國家主義與地方主義等因素，

把更明顯的不同放在東亞之內，以及在這地區

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

《東亞環境、現代化與發展》把從事東

亞環境史研究的先驅研究者與後進研究者集合

起來，從中文與日文的資料中呈現一本英文著

作。（本書沒有韓國環境史的篇章，因為我們

無法找到一位學者來提出論文。）

雖然聚焦於發展的環境層面，本書在中

國、日本和全球環境史，以及世界史與發展研

究，提供了一些新觀點。在這樣的作法下，本

書提出新的架構來理解環境、社會與經濟變遷

的交互過程。它也開啟了在東亞之內以及東亞

與歐洲和北美的比較觀點。

在檢視我們的特殊取向和貢獻之前，我們

要把本書放在現有的英文、日文、和中文的東

亞環境史著作下來看。這樣做有兩個目的：其

一，引導讀者看到東亞環境史研究很不同的途

徑和方法，這是本書的主要課題之一；其二，

把本書的特殊貢獻清楚地呈現在這些辯論中。

東亞環境、現代化與發展：環境史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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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慧詩僧：邱陽創巴傳奇三部曲

序《融貫與批判：管東溟的思想及其時代》

◎傅正明

一

十年前拙著《詩從雪域來》和編譯的《西藏

流亡詩選》出版後，我評介的主要詩人邱陽創巴

的藝術創造和生平事蹟仍然縈繞心頭。一九八四

年，病中參透生死的創巴口授〈精神遺囑〉時，

即興賦詩，我意譯的開頭兩行是：「生為和尚死

為王，無盡風雷起上蒼」。乍看之下，創巴狂傲

地以他創立的新「香巴拉王國」的君王自居，縱

觀其一生，就可以把握到他一貫強調的獨立精神：

每個人都應當而且可以成為自身的君王。作為狂

慧詩僧和藝術家，他同時看重對他人沒有侵犯欲

的「法藝」（Dharma Art）。創巴奇特的生平故事，
被廣泛譽為「傳奇中的傳奇」。他掀起的精神的

「雷暴」，將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

因此，我決定以他為主人公，寫作這部略帶

虛構色彩的文學傳奇三部曲，以多條情節線索把

創巴故事的散金碎玉串聯起來。這種體裁， 在西
方小說史上， 可以視為非虛構小說（Non-Fiction 
Novel），描寫的是真實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卻
採用時空倒錯的講故事的手法，略帶虛構，書末

可以附錄作者的參考書目。例如，本書第一部第

十一章約翰‧卡爾致創巴的明信片，看起來是

一份歷史資料的翻譯，實際上在有關創巴的所有

記載中，僅僅提到這樣一張明信片，找不到原

件，內容完全是我根據敘述故事的方便而代筆撰

寫的，屬於虛構。楊莊周這個人物，則純屬虛構，

略帶作者自身的影子。此外，故事情節發生的時

間或地點，不一定與實情相符，人物語言和詩歌

也多借題發揮或意譯，不宜在學術著作中引用。

這部傳奇既然以佛門人物為主人公，就難免

有「佛教小說」的因素。西藏有一種特殊的「精

神傳記」（namthar ），在神秘氛圍中追敘藏傳
佛教人物精神發展的徹悟或大解脫之旅。作為一

部半傳記體小說（semi-biographical novel），《狂
慧詩僧》或多或少沾染了這種精神傳記的色彩。

二

詩人奧登（W.H.Auden）在〈小說家〉一詩
中曾這樣寫到小說家：「⋯⋯要實現起碼的願

望，就必須 /自尋煩惱，傾聽他人訴苦 /親如眷
屬，與公道為伍╱講公道，同齷齪廝混也齷齪」。

奧登對優秀小說家的要求，只要另加解釋，作為

詩僧的創巴就非常符合。弘揚佛法是創巴一生最

大的願望。他開創現代香巴拉佛教時，廣泛吸取

了不同的文化營養。他在傳法時傾聽每一個對象

訴說人生煩惱，解開他們的心結。借重他浸染其

中的西藏文明的奇特色彩和淵博知識，借重狂狷

佛慧的個人魅力和傑出的英語表達能力，創巴把

許多人吸引到他的道場及其創立的那洛巴學院

（Naropa Institute）。他既能與西方上流社會的
知識份子，與心理學家、哲學家、神學家、藝術

家、詩人和作家達成深入的交流，又能與嬉皮士

青年廝混在一起，跟他們一起抽菸喝酒，甚至一

起嗑藥。但是，正像一個優秀小說家把他熟悉的

底層生活提昇到審美層次一樣，創巴最終把他周

圍的許多「花童」引向學佛的精神之旅。

創巴效法佛陀作「獅子吼」的狂慧，首先在

於他把佛法禪道貫穿於日常生活中。其次，創巴

以胸懷開闊的視野把不同文化的因素，諸如日本

的弓道和花道、道家的太極拳、西方的騎術，等

等，通通納入以打坐為主的「香巴拉訓練」。他

尤其長於以西方心理學概念重新闡釋佛教名相，

例如，借精神分析的「神經症」（neurosis）概
念來闡釋「輪回」，以情緒心理學的觀念來透視

「輪回六道」和「中陰六界」，從寬泛的隱喻意

義上來談論「死亡」，把人遭遇一切難關險境的

心理體驗理解為死亡體驗，從而把表面上看來關

於人死之後的藏密經典《中陰聞教得度》解讀為

一本指導當下生活的手冊。

創巴在蘇格蘭創立「三昧耶林靜修中心」

之後，捨戒與當時年僅十六歲的英國少女黛安

娜相戀結婚。後來讀到黛安娜的回憶錄《龍雷》

（Dragon Thunder），才知道黛安娜的父親酷愛
東方文化，在家學濡染中，黛安娜十四歲那年就

開始學佛並且做西藏夢了。可見，創巴與黛安娜

的緣份，是異國情緣，更是前世修的千里佛緣。

著名美國詩人艾倫‧金斯堡與創巴的佛緣也異

常深厚。金斯堡堪稱美國一代青年的文化偶像。

因此，除了創巴之外，我著筆較多的人物，還有

金斯堡這頭「法獅」。

三

主要以英文傳法和寫作的創巴，生前寫

過四百多首詩歌，其重要的詩集有《及時雨》

（Timely Rain）和《初念最佳：邱陽創巴詩歌一
○八首》（First Though Best Thought）。這些詩
歌，由於其佛教觀念及其新的闡釋，獨特的西藏

民族的意象，與西方文化的碰撞，與當下日常生

活的貼近，加上嫺熟的詩藝，具有特殊的藝術魅

力。開卷細讀，可以看到他的詩韻中，有「吞食

日月」的狂氣，有空行母和天龍地虎雪獅鵬鳥動

物四尊的幻美，有格薩爾王「以虹霓為坐騎」的

勇武之道，有「日月相交」「天海相戀」的偉大

愛情，有「拉薩朝拜」「蓮湖蕩漾」的神聖鄉愁，

有「奧德賽大漂流」的人文景觀和異域風情，有

笑看「宇宙玩笑」的國際視野⋯⋯，以至於上師

教誨、師徒深情、慈母春暉、親朋友愛、家庭瑣

事、各種「法藝」，每每隨機即興，一一入詩。

詩人時而「啜飲了自我的熱血」，以「一顆燒灼

的心」來潑墨賦詩，時而棲身於「菩提心冷卻的

冰山」之上淺唱低吟。因此，我們讀創巴詩歌的

體驗，也許類似於韓愈聽穎師彈琴：「穎乎爾誠

能，無以冰炭置我腸！」遵循「知人論世」的原

則，我在這部傳奇中探究、描繪了創巴的審美心

理和創作過程。

四

創巴仍然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佛門人物。

一 方 面， 澳 大 利 亞 學 者 歐 德 麥 都（Harry 

Oldmeadow）在《東方之旅》（Journeys East）
中，把鈴木大拙（D.T.Suzuki）禪師，羅摩達斯
（Ram Dass）、阿蘭華茲（Alan Watts）和邱楊
創巴並列為二十世紀西方世界最受歡迎的四大東

方靈性大師。高度評價創巴的傳法活動和佛學著

作的學者專家，不乏其人。另一方面，創巴早就

遭人貶斥，除了破戒結婚，多次婚外戀的緋聞和

抽菸酗酒之外，爭議最大的事件，是一次金剛乘

開示之前，在萬聖節晚會上，創巴要求所有學

員裸體亮相，指使弟子把立即退場的詩人默溫

（W.S.Merwin）和他的女朋友拖回來，強行剝
光了兩人的衣服。此後， 詩人和批評家王紅公
（KennethRexroth），認為創巴修持、弘揚的不
是佛陀的正法。傳奇中側寫的這一事件，很難甚

至沒有必要以作者的全知視角正面描寫，因為

一百個在場的人，就有一百種不同的敘述和評

論。

另一爭議頗大的事件，是創巴挑選了美國人

托馬斯‧里奇（Thomas Rich）作他的法嗣和「香
巴拉王國」的金剛攝政王。一九九○年，雙性戀

的攝政王死於愛滋病併發症，並且使得道場一位

男性感染 HIV 病毒致死，曾引起軒然大波。一方
面，黛安娜在《龍雷》中提到創巴早在八○年代

就要攝政王去檢查 HIV，這件事，一度跟創巴和
攝政王學佛的巴特菲爾（6WHSKHQ�7��%XWWHUÀHOG）
也聽說過，在他的《雙面鏡：密宗的懷疑之旅》

（The Double Mirror）略有提及。另一方面，依
照攝政王自己的說法，創巴曾對他說：只要修持

密宗的「凈業除障法」，就可以化除病毒。這兩

種說法顯然是矛盾的，因為，如果創巴深信那種

密宗法門，就沒有必要建議攝政王去醫院檢查。

即使兩種說法都出自創巴之口，哪句話後說，就

是對前一種說法的否定。我在傳奇中只採用了更

可信的第一種說法。

不管如何， 創巴研究有成為「西化佛教」
（Westerned Buddhism）的顯學之勢。在《初念
最佳》導論結尾，金斯堡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瓦爾特‧惠特曼的一大幫孩子，即美國的詩歌

愛好者，將會怎樣面對這樣一個「醉態可掬」甚

至展現了「金剛完美」的詩人？我現在的問題是：

我的中文讀者將會怎樣認識這樣一位狂慧詩僧？

本書為吳孟謙君在其博士論文《融貫

與批判：晚明三教論者管東溟的思想及其

時代》的基礎上修訂而成。2009年，我曾
在台大開設「歷史與宗教」的課程，為歷

史所的研究生介紹關於中國宗教史的重要

論著。當時孟謙是中文所的博士生，剛開

始醞釀關於管東溟的研究。他敏而好學，

不為學科所限，亦前來旁聽此課。數年後，

他順利地完成了博士學業，並決定將研究

成果修訂出版。孟謙的專書寫作計畫，經

過嚴格的審查程序後，在眾多競爭者之中

脫穎而出，獲得唐獎教育基金會「2015年
第一屆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的殊榮，

其研究能力可見一斑。

孟謙之研究興趣始於理學，理學的研

究，常容易滯於「理氣心性」等概念析辨

的泥淖中，而缺乏新意。孟謙則不饜足於

慣常的論述方式，亦有意跳脫儒門道統的

敘事窠臼。他清楚地意識到，研究者將理

學與佛道二教分途而治，對於理解中國近

世（特別是中晚明時期）的思想，有著絕

大的限制；因此，他希望通過三教交涉的視域，

對彼時的思想界重新加以觀照。

本書所討論的主人公管東溟，是一位思想來

源頗為複雜的人物，以難治著稱。記得多年前我

在台大開設「明儒學案」一課，討論到管東溟，

便很難釐清其學術原貌及來龍去脈。有些修課的

學生，迄今記憶猶新。所幸孟謙今日適時推出本

專著，定將裨益學界掌握管氏本人及晚明學術的

動態。按，管氏擁有豐富的著述，在過去卻未曾

受到充分的關注，主要其著作在華語世界取得不

易，但孟謙得師友之助，可以直接目睹管氏的文

本，所以就材料而言無疑是新穎的；而管氏特異

的觀點背後，其實也蘊含著重新認識晚明思想界

的諸多可能性，可說是一個大開大闔的好題目。

孟謙在紮實的文獻基礎上，將管東溟置放在晚明

思想史的脈絡中，予以同情的瞭解。書中除了以

清楚的線索，對管氏的思想進行深入剖析外，也

涉及晚明的諸多重要議題，諸如：三教合一、悟

修關係、伏牛佛教、道統論述⋯⋯等，並引出眾

多背景與立場各別的僧俗學人，為讀者展開一幅

異彩紛陳、新意迭出的思想畫卷。

◎黃進興（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眾所周知，最先發掘管東溟的學者，是今年

春天辭世的荒木見悟教授（1917-2017），本書在
取徑上亦頗受荒木教授的啟發。平心而論，思想

史研究本是扶桑漢學中較弱的一環，因相較於具

體之器物、制度，思想較為抽象而難以把捉，研

究者若非長期浸潤在該文化傳統中，立論常不免

有所偏差。然而荒木教授卻能對思想文本做出精

闢的解讀，不留於泛泛之論，這與他在儒、佛原

典上均有深厚的功底有關。孟謙一方面在學問規

模上努力追步前賢，一方面又能廣泛吸納國內外

的各項研究成果，將管東溟及明代思想的研究繼

續往前推進。閱讀本書之時，一位青年學者勤懇

耕耘的身影恍然可見。

誠如本書所言，管東溟的著作蒐羅不易，至

今能完整讀到其全部文集者，依然屈指可數。我

聽聞孟謙在修訂這本專著的同時，也參與了上海

古籍出版社「陽明後學叢書」的點校工作，負責

整理管東溟文集。相信不久的將來，研究者即能

輕易地翻讀這些稀見文獻，這是他對學界的另一

貢獻。在此恭喜孟謙所收獲的豐美果實，也願他

在學術道路上持續精進。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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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崑陽

台灣新詩或稱現代詩的創作與批評，從

一九三三年，楊熾昌等創立「風車詩社」，

到一九五三年紀弦創辦「現代詩季刊社」，

一九五六年紀弦與葉泥、鄭愁予、羅行、林泠、

林亨泰等詩人舉辦「現代派詩人第一屆年會」，

正式宣告「現代派」成立。本土詩人與大陸遷

台詩人，分路進而會合，踏上台灣現代詩史的

首途。至今，還未屆滿一世紀。若與中國古典

詩史對照觀之，剛踏上首途不遠的現代詩，他

的歷史年齡差不多在「三百篇」的時期，屈騷

才準備誕生哩！

現代詩的歷史年齡還很年少。年少，活力

充沛，總有無限創造的可能。當然相對而言，

一切還在變化之途，沒有穩固的定體定質，「傳

統」仍在泉源始出的階段，只見岩石礨礨，激

流四竄，浪花飛濺；卻看不到平波千里，緜緜

不絕的水文。

中國古典詩到了「壯年」階段的魏晉六朝，

傳統大體已經形成。創作也好，批評也好，詩

的本質觀，由風騷所創造，群體關懷政教的「詩

言志」，已成「先傳統」；由「古詩十九首」

所開出個人感物起情的「詩緣情」，這一「後

傳統」也雛形初具。而詩的創作論，文成法立，

規範皆備；批評論，則由漢代箋注詩騷所實踐

的「情志批評」，以及由魏晉六朝所興建的「文

體批評」，兩種詮釋典範都規模儼然了。不管

創作或批評，詩人雖然都在追求創變，卻有傳

統可承，規範可循，從心所欲而不逾矩。

現代詩至今卻還在「少年」階段，看不到

明顯的傳統，一切仍在變化之途，實驗之路。

詩人享受著創作的自由，從心所欲而不必顧忌

逾矩；傳統正由他們一寸一尺的締造著。而批

評呢？更是傳統未成，仍乏「典範」可循，「原

生種」的批評理論一片荒涼；而挪借西方「外

來種」的批評理論，則隨人雜植，顯現著水土

不服，枝條蕪蔓或者萎餒披散的窘態。

現代詩，在這樣的時代情境中，陳義芝卻

將出版《風格的誕生：現代詩人專題論稿》，

展演著他為現代詩建置「風格批評」的意圖。

這是他做為一個現代詩人兼批評家的自我期

許，也可以做為關懷現代詩之前景的讀者們的

期待。

九○年代之後，已進入一個「沒有詩的

時代」，政治權力惡鬥無一日停歇、工商經濟

利益淹沒一切生命存在的價值，物欲漫漶成沒

有邊界的濁流，網路洶湧著彌天蓋地的訊息泡

沫。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大眾讀者的「詩心」

已死，現代詩因而逐漸進入半休眠的狀態；但

是，義芝卻還繼續寫詩、讀詩、編詩及評詩。

這是詩人一種近似宗教信仰的堅持，當然義芝

之外，也還有些詩人這樣堅持著。天地之間，

幸有「詩心」未死之人，為文化之「精」—詩，

保留未來再現繁花豐果的種籽。

義芝這本詩評之作，以「風格的誕生」做

為聚焦的視窗，詮釋覃子豪、周夢蝶、余光中、

瘂弦、楊牧、張錯、席慕蓉、夏宇八個現代詩

人作品的風格表現；最後以「學院詩人群」為

對象，探討他們如何「自我定義」，以及作品

的風格特色。因此，什麼是詩的「風格」？詩

的「風格」有哪些構成要素？又如何表現？這

是一組彼此關聯的理論性問題，義芝必須先回

答；然後，在這些觀念基礎上，進而回答覃子

豪等幾個現代詩史上代表性的詩人，以及那些

「學院詩人群」，他們的作品表現了什麼風格

特色？

中國古代的文學批評，比較少用「風格」

（style）一詞，而多用單詞「體」，或複詞「文
體」，如果針對詩歌，則名為「詩體」。有些

學者將中國古代「體」或「文體」直接等同西

方文學批評的「風格」（style）概念，例如《文
心雕龍》是中國古代「文體學」的經典，大陸

學者詹鍈卻將「文體」置換為「風格」，而撰

寫《文心雕龍的風格學》；但是，徐復觀先生

在〈文心雕龍的文體論〉一文中，對於一般學

者將中國古代「文體」一詞的概念等同西方所

謂的「風格」，卻大不以為然。他認為中國古

代所說「文體」之「體」，其涵義甚為複雜，

非「風格」一詞可以盡之。徐復觀先生所說為

是，中國古代「文體」之「體」，包含三義：

一是「體製」或稱「體裁」，指的是某一類文

學作品之語言文字定型化的形構，例如詩歌的

「四言體」、「五言體」；二是「體貌」，指

的是某一篇、一家、一時代之文學作品的「美

感形象」，例如「蘇東坡〈念奴嬌〉一詞之體，

頗稱豪放」，或「太白之體，清新俊逸」，或

「太康之體，縟旨星稠」，這個概念比較接近

西方所說的「風格」。三是「體式」或「體格」，

當一篇、一家或一時代詩文之體貌，能完滿表

現某種美感形象，而可為模寫的範式，就稱為

「體式」或「體格」，例如「離騷體」、「陶

體」、「建安體」。因此，中國古代文體之「體」

的涵義的確比「風格」複雜得多。

義芝所說的「風格」，如果置入中國古代

文體學的語境觀之，是指詩人各成一家之言的

特殊「體貌」。他在〈導論〉明言：

何謂風格？指構成詩人精神個體性的內涵

與形式，是詩人以文字表達自己的獨特樣貌。

這一樣貌顯現在詩中，由諸多特質塑成，例如：

具一貫性的用詞、句法、語調、節奏、意象、

主題、觀點。本書所論風格，在風格類型系統

中，非指時代、流派、地域風格，而係個人風

格—兼論作品主題內涵及語言藝術，特別是語

言調性、說話方式，最容易繫聯詩人的情性、

價值觀，呈現詩人的精神面貌。

義芝已回答「什麼是詩的『風格』」這個

問題，給定了「風格」的界義，僅是廣延的基

本概念，而非借自一家之言的格套性理論。其

中，也已推及「詩的『風格』有哪些構成要素」

與「詩的『風格』如何表現」這二個問題，並

且隱然給了答案：涵之於內的是詩人精神個體

性或詩人的情性、價值觀，表之於外的是作品

主題與語言形式，諸如一貫性的用詞、句法、

語調、節奏、意象等。

文學「風格」是什麼？由哪些因素所構

成？如何表現？這種種問題，在理論層出，

各立一家之言的西方文學批評史中，答案不

少。一家之言的系統性理論，通常都會從構成

文學風格之諸多因素中，特別突顯某一個因

素，賦予優先性、決定性的地位，而相對弱化

甚或排除其他因素。古老的西方，「風格」是

雄辯術（oratory）場合中，所關懷的「修辭方
式與效果」。它還沒有與「詩」的創作產生密

切的關係。中世紀以及文藝復興時期，古老修

辭學的觀念滲進了詩學，而「風格」也就成為

詩學的重要議題；其後，隨著文學表現理論

（expressivetheories）的興起，「風格」被視為
文學家「人格」的表現，這「人格」包含了道

德性與才性。二十世紀近現代以來，尤其六○

年代的語言學轉向，文學家主體人格被視為難

以認知、無法論證的風格因素。「風格」總是

以某種特殊的語言形式表現完成為作品，才能

被讀者、批評家所察知；而早先被視為構成文

學「風格」之因素的主體人格，也就被弱化到

可以存而不論。作品的語言形式相對被突顯為

決定「風格」的優先性因素，包括遣詞、造句、

敘述形構、語態與音調、節奏等。

西方以知識論為基礎的文學批評及其理

論，談到「風格」，凡一家之言者，總要突顯

某一因素為優先性、決定性，相對弱化或排除

其他因素，如此才能自成系統，彰顯佔領特定

疆域的理論旗幟。因此，系統性理論都具有排

他性，取於此者，必去於彼。然而，適當的認

知，文學「風格」的構成絕非僅止單一因素，

作者的人格、學養以及時代文化社會情境的經

驗，語言形式的種種因素，都必然參與了作品

風格的構造。語言形式固然是最終的「顯象」；

但是，作者的人格、學養以及時代文化社會情

境的經驗，卻是不能被排除的「隱性」因素。

文學「風格」是多元因素融合而實現的有機整

體意象，主客外內各因素只是「顯／隱」之別，

而非「有／無」之異。因此，論述文學「風格」，

只取主體人格，或只取文化社會，或只取語言

形式，以為充要因素條件，都是片面之見，非

「風格」之足義。說世界，非世界，這是一家

之言的「理論」所可能帶來的迷蔽。

中國古代的文體學，對於一家之體的構

成，以及如何表現這些問題，採取的是多元因

素融合的有機整體觀。劉勰《文心雕龍‧體

性》的一段話，可為說明：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

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㗙，氣有剛柔，

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

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詞理庸㗙，

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

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

師成心，其異如面。

在劉勰的觀念中，文學創作是文學家由

內而外，從情理以發而為文，沿隱而至顯，實

乃動態的表現歷程，而最終以語言形式呈現為

某種「體貌」。一家之體的構成，因素多元而

整體融合，從先天內在的才、氣到後天外向的

學、習，最終以語言形式表現於庸儁之詞理、

剛柔之風趣、淺深之事義、雅鄭之體式。如果

再加上〈時序〉一篇所謂「文變染乎世情，興

廢繫乎時序」，則時代的文化社會情境經驗，

也是構成一家之體的因素。而在多元的構成因

素中，創作主體實居於能動、主導的地位。這

種動態歷程整體觀的文體學，比西方「風格學」

種種片面化的理論，更切實貼近文學「風格」

的真相。

一個批評者意在詮釋某一家文學作品的

「風格」，假如採取「理論先行」的格套式「死

法」，以抽象概念化的框架做為固定的視窗，

觀看生氣灌注、風貌變化的一家作品，其管窺

蠡測之弊，已無論矣；更何況採取一家之言的

「理論」，用以詮釋多家作品各殊的「風格」，

就如義芝這一著作，詮釋八家不同世代或身世

詩人以及學院詩人群的「風格」，信無任何一

家之言的「風格理論」能夠一一對應而奏功。

風格的誕生：不假格套，直契文本的風格批評 

序《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

大約三十年前，《當代》雜誌醞釀創刊時，

我們一群年紀很輕的學術工作者都曾參與其

事。但是因為大家都忙於研究工作，很少實際

做事，恆煒兄便獨力為這份刊物奮鬥了二十幾

年。二○一○年他突然罹患胰臟癌，遂毅然屏

除一切外務，專心養病，並於二○一三年病情

穩定後，赴美探視在芝加哥大學求學的兒子。

在美國停留三個月期間，他偶然溜進芝加哥大

學圖館翻讀資料，不意竟翻出胡適與吳國楨，

胡適與殷海光的舊案。

同樣的胡適，從吳國楨案到雷震案，他的

自由主義者立場是否有所不同？他與殷海光為

兩個世代的自由主義者代表，為何在面對蔣政

權時的態度有所不同？這是這本書的切入點，

也是最重要的關竅。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代

表人物，推行白話文運動的旗手，中央研究院

在台復院的院長⋯⋯，胡適在許許多多方面的

歷史地位及評價，早有公斷，然而，在自由主

義者的立場上，他的艱困與掙扎實況又為何？

這本書主線在胡適與殷海光身上，然而，整個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台灣處境與國際現實，才是

主旋律，在今天重新審視，也有鑑借的價值。

世界各地的獨裁者不斷地以各種面貌回返，有

如借屍還魂，刺激、挑戰著知識分子，知識分

子的應對有無不同，也將有後世史家記錄它們。

恆煒兄是歷史系科班出身，這本書以學術

論文的規格寫就，凡引文必加註，然而，雖以

學術論文切入，行文流暢，有如閱讀小說，每

一則引文像是開出一扇門，通向新的事實，然

後，又折射回原來的主線。人性的因素則讓歷

史充滿了轉折的伏筆，寫實中也因此有一種虛

構的錯覺，尤其當人身處在歷史的情境中，面

對獨裁者難以為人測度的決斷時，那種荒謬感

就油然而生。

書的「卷首語」已概述全書各章梗要，「目

錄」則更清楚地揭示章節事件，雖然是三十萬

言的皇皇巨著，卻像看一部快轉的時代影像，

看到自由主義者在其中的身影與掙扎。

◎王汎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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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課綱運動的參與者

不屈不撓的努力堅持

下，終於在 2016年，
政黨輪替之後，新任

教育部潘文忠部長宣

布，廢止前政府違調

的黑箱課綱。

「記憶的戰爭：

反「微調課綱」紀實

（2013 － 2016）」
的出版，目的在為反

黑箱課綱運動提供一

個歷史紀錄。紀錄這

記憶的戰爭：反「微調課綱」紀實（2013-2016） 

監督前政府以政治力介入教科書審定及

課綱修訂，能為公民所自主發起的反黑箱課綱

運動盡一份心力，是我回顧立委任期時，內心

感到相當有意義的一件事。從 2012年，初任
第八屆立委時，發現前政府企圖以所謂「民眾

意見書」干預高中歷史教科書的審定，接著

在 2014年揭露黑箱通過的微調課綱，但始終
未能有效打開黑箱。一直等到 2016年的第九
屆新國會，才終於得以提出「要求撤銷黑箱課

綱、暫緩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決議案，並獲得

立法院多數通過。

然而，真正打開黑箱的關鍵力量，是來自

全國高中學生自覺發起的反黑箱課綱運動。從

2015年 6月起，來自全國各地超過三百所高
中的學生，陸續自發性串連，紛紛成立反黑箱

課綱社團。7月以後，學生們更直接走上街頭，
抗議政府藉由黑箱作業的課綱違調，強行推動

政治洗腦教育，同時要求教育部應該立即撤銷

黑箱新課綱，其後更擴散到大專院校，以及整

個公民社會。學生們的訴求理性而堅定，令人

動容，這是一場為自己爭回教育主體權的運

動，而每一位高中學生都是主角。其中，我們

絕不能忘懷的是林冠華同學。在這場運動中，

林冠華同學生死以之，震撼也喚醒了我們的社

會，提醒我們這一場反黑箱課綱運動的嚴肅性

及意義，我們將會永遠懷念他。在所有反黑

段歷史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那些

敵視多元文化、畏懼民主開放的力

量，仍存在我們社會中，時時伺機

反撲。希望「記憶的戰爭：反「微

調課綱」紀實（2013 － 2016）」
的出版，能夠留下反黑箱課綱公民

運動所帶給我們的省思，並且傳遞

給更多人。年輕世代勇敢站出來拒

絕洗腦，爭取思考上的自由，仿佛

告訴著我們，民主沒有回頭路，台

灣只能往更民主的道路前進！

◎鄭麗君（文化部部長）

一年一會，歡喜相見
2018第二十六屆台北國際書展

．展覽地點：

　台北世貿展覽一館（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5號）

．展覽時間：

 2017 年 2 月 6 日（二）10:00-20:00
  （15:00 以後開放一般民眾入場）

  2 月 7、8日（三、四）10:00-20:00

  2 月 9、10 日（五、六）10:00-22:00

  2 月 11 日（日）10:00-20:00

．攤位位置：B 區 925

．活動訊息：

1本 79折  3本 69折  滿 1500元送允晨紀念書包

．本館位置：B區 925

ཕے ሉæ͔̻ے 101 Ƃ̜ඝঔ

ͥ
נ
ཕ

允晨

☉金恒鑣

昭和町六帖：一個獨行者的人生底片
小說，以及文學評論都是大哥換上不同的相機

鏡頭所攝下的底片。

大哥長我八歲，我年紀小時我們沒有什麼

互動，然而成長的生活歷練為我們架起了一座

橋樑。童年時期，我眼中的大哥像座遙望的山

頭，朦朧而陌生。他早年離家北上就讀建中初

中的時候，我才小學一年級，大哥回家與我們

相聚的時間既少又匆促，我們之間難有共通話

題，最多大哥會介紹一些書給我們弟妺看。

本書中的散文從〈歸〉到〈沙發〉都是大

哥初中的作文課習作，之後陸續發表在《中華

日報》丶《新生報》等。其中最特別的是〈歸〉，

那是學校的國文老師要學生在閱讀朱自清的

〈背影〉之後所寫的仿作。大哥在〈歸〉𥚃的

所描述的情景，我略有印象⋯⋯依稀記得，我

總是望著吸著麵條的大哥，而自己靜靜地站在

桌旁，等待目送他離家的那一刻來到。

本書收集了大哥在高中時所寫的短篇小

說，它們發表在許多報紙的副刊上。例如，〈塞

翁失鷄〉這一篇便是發表於《中央日報》的。

高中時代的大哥已推開文學殿堂的大門，窺探

文學的黑洞而心嚮往之。

其實，中學時代的大哥也非常喜歡藝術，

尤其是繪畫。他的幾幅水彩街景曾在全省高中

組的美展中獲 。在他要考大學之際，他的 中

美術老師親自到我們家拜望父親，懇切的勸說

大哥選擇藝術的道路。但是，正如大哥在〈金

恒杰自傳〉(收錄在王璞製作的《作家錄影傳
記》)中所說的，進大學之前，他已經清楚地
知道自己將來必走文學之路，且有相當把握。

大哥終究進了臺灣大學文學院的外國語文

學系。我始終認為大哥是個藝術家，他的文學

大樓都砌在藝術的基底上。他追求藝術的美

感，也處處表現在日常生活上。從〈口涎的邀

約〉這篇散文，我們可以約略領會大哥對 食

的講究。

大哥的才華是多面的，藝術只是其一。

在《巴黎的蠱惑》(一九八六年 )𥚃，大哥握
著文學的筆刀，解剖繪畫與雕塑作品的深層

肌理。不過，定居巴黎後，大哥用情最深的

是文學評論。在《由英雄的人到人的泯滅》

(一九九三年 )裡，他評論法國上世 文學背後
的思想理路嬗變，鞭辟入裡。

大哥的語文 (中丶英丶法文 )能力教人羨
慕，在這之上他下足苦功，長期堅持，總是

克服翻譯工作的萬難，追求完美的極致。他對

十八世紀的法國古典文學巨著情有獨鍾，並動

手中譯了其中數本，如狄德侯的《修女傳》丶

拉格洛的《危險的關係》丶盧梭的《踽踽漫步

神思錄》(未完稿 )等。這些成果應是前無古
人而難有來者的文學資產，是中文讀者的文學

美食與饗宴。

大哥也寫詩。他是珍惜底片的攝影家，用

最少的底片記錄最複雜的生命地景。大哥說詩

人要具有三個條件：尖銳的敏感度，高度的表

達能力，和絕對的誠實。其中，第三個條件

最苛求，卻也是大哥具有詩人身份的最重要特

質。

在大哥從法國返臺，而我從也加拿大回國

後，我們才開始真的像兄弟般相處丶來往，我

也才稍微理解大哥的生命之旅。大哥雖然喜歡

獨自旅行，我們兄弟倆人卻也一起長途旅行過

兩次：中國華南的尋根之旅與法國南部的普羅

旺斯之旅。這兩回旅行稍微讓我了解到大哥的

部分人生觀。這都是我一生中至為珍貴，也教

我時常回憶的手足情誼之旅。

身為大弟，我如今在大哥走了三年又一個

多月之後，再度展讀《昭和町六帖》中的文字，

心𥚃又重新拷貝了大哥部分旅途中所攝下的底

片，並沈緬於昔日的手足情之中。而，如今大

哥走完了他的生命之旅，他的照相機𥚃所有底

片也用盡了。

大哥在世的八十個歲月，是一個獨行者的

生命之旅。大哥曾說自己是個喜歡旅行的人，

而生活只是他的生命正文的括號，括號𥚃則是

旅途中留下的底片，這本《昭和町六帖》𥚃的

文字便是大哥的部分底片。書中的散文丶詩丶

時間 地點 講者 活動

2018/2/10(六)

11:45-12:45
一館紅沙龍

陳義芝（作者）

廖志峰（與談）

《風格的誕生：現代詩

人專題論稿》座談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