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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大中

◎平路

◎單德興

廖志峰出這本散文集是做善事，讓沒時間

回憶台灣老鎮的中壯年人，可以有個回憶的線

頭，抽出線頭後，一下子可以拉出一長條記憶

的線索，並立即墜入回憶之網。就像本書寫到

巴黎時很具象地說：「巴黎人把地鐵路線當作

備忘錄，當作一種記憶。」

廖志峰是當下的網紅，他博覽群書，不吝

分享，對新出版的書飢渴若狂，閱讀完立刻撰

寫心得報告刊登在各種文化報刊，好讓沒時間

找書、買書、讀書、評書的人，可以很快獲得

新書的資訊並做出選擇。

本書分為兩大部份：一，主觀上個人的台

灣城鄉回憶；以及二，客觀上敘述、解讀、評

論我們社會的文化活動，尤其是出版、新書和

電影。

個人的城市回憶目前在世界文壇上很受重

視，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波爾（出生於英屬千

里達、大半生居住英國）和帕慕克（土耳其人）

都很細膩地描寫他們對生活過的城市記憶，那

種鉅細靡遺的工夫，好像明天就得阿茲海默老

人痴呆症，什麼都忘記般的緊迫。廖志峰顯然

要繼承前輩文人的志業，把從童年到如今的回

憶，當作一種長期生命記錄的開端，或至少表

現出台灣庶民生活的浮世繪。

記憶比較容易凝結出榮格所謂的「集體無

意識」，記憶於是與國族有關。廖志峰此書涉

及的範圍極廣，但他很聰明地避開記憶無法規

避的政治隱喻，而把自己限制在文化活動上。

書中的眾多回憶我們或多或少也有共同經驗，

但沒有他那種精細打磨、字斟句琢的講究。

所以我願意力推本書，讓它的紀實與知性

成為記憶的刻痕，永不抹滅。

紀實與知性成為記憶的刻痕

秋刀魚的肖想

文化漫遊者眼中的風景

聚會場合，作家編輯兼發行人的峰哥永遠

是最受歡迎的客人（要不然，哪來「秋刀魚的

滋味」？）峰哥和善又幽默，隨時打趣自己，

玩笑多是自嘲，廣納各種尺度，詼諧而不踰

矩。這些年來，我們一班「損友」飲酒逸樂，

只要有峰哥在場，注定滿座皆歡。我眼裡，峰

哥的特色尤在於他讀書、喜歡書，終日與書為

伍，卻何其特殊（狗屎運啊！）他收放中自有

節制，不至於如我等，一不小心變成了為書所

「毀」（註）的人！多年來峰哥主持「允晨」，

這位發行人自稱看不懂報表，親近誠懇穩定可

靠⋯⋯各種如同鄰家暖男的特質，應該是「允

晨」的編務順利運轉且總能夠約到好書（運來

時是約到巨著）的原因之一。

至於散文這個文類，多年的閱讀經驗讓我

相信，必然要文如其人（摻著一點假，就很沒

誠意）。峰哥的文字酷似他本人！無論寫父親

寫人生寫地景或者寫男人的寂寥，峰哥的筆皆

有溫度。淡淡的傷感之中，不時讓讀者覺得近

身，鏡頭漸次拉近，讀者自覺近在咫尺，一切

如在眼眸之前。譬如〈秋刀魚的滋味〉那篇，

峰哥說自己「細細咀嚼著香脆略焦的魚皮，以

及飽滿肥美又多汁的魚身」，接著，下一句，

「眼裡就只有這條魚了。」這分秒，身為讀者，

立刻時空挪移，覺得坐在那裡，眼裡，也只

剩⋯⋯峰哥望著的那條魚了（當然。肚子餓的

時候讀到，這種感覺最為真切）。

另方面，讓我自許一下下，我自許對文字

有某種探針式的敏感，有些時候，峰哥在散文

中欲言又止，啞謎似的留點殘念，我認為正符

合峰哥個性中分寸又節制的特質（總是「人情

第一」的緣故？）譬如〈柏林的昨天〉那篇，

編者跨海而來，與滄桑一世的作者近距離接

觸，暗夜裡，孤絕的簫聲之下，到底還看見人

性中的什麼？閱讀峰哥散文時，我不禁有些好

奇。

然而，那是我，人性總讓我好奇（過分好

奇？）我會終夜不寐而反覆推敲，如同瘋魔；

化成文字仍在反覆問答，延展出各種可能各種

想像各種疑點。節制的峰哥，在〈柏林的昨天〉

一文中適可而止，僅僅節制地寫著：「⋯⋯但

實在是太辣了，嗆到時想喝口水，只找得到白

酒，非常想念台灣啤酒。」 然而止，留下有

餘地步。

那篇〈柏林的昨天〉結尾並提到水獺，

提到下一次如果再造訪柏林。餘韻可以如此綿

亙，綿亙到下一次再造訪柏林，平緩節制的淡

筆，正是峰哥的強項。

瞻望未來，以下玩笑話，順便為峰哥預卜

前程，是此一篇小序的結語。

峰哥青春未遠（依我看，整本《秋刀魚

的滋味》亦是追懷青春、追憶逝水），到現在

才微近中年。若干年後，峰哥會不會放棄他

穩定的「暖男」角色？容許他自己瘋魔或瘋

狂一回回（峰哥的話：「本身具有的分裂性潛

質」），甚至不惜險象環生，一回回推至極端，

文字浮現出尖銳的衝突、無法和解的矛盾、無

能救贖的愛與憎，研判峰哥的私房書單與電影

收藏（這本書裡，峰哥提到的電影包括張作驥

包括《大佛普拉斯》，若來得及，多希望他加

上我喜歡的《大象席地而坐》），這不是沒有

可能，峰哥確實顯露過這樣的內在傾向（誰沒

有呢？）到時候，如峰哥的書中：「文字的想

像取代了真實的人」，峰哥或將一步步，離開

他熟稔的 safe zone，走入馬奎斯的迷宮？走入

蒙迪安諾的暗潮洶湧，一步步直逼雷區？簡單

說，什麼將是峰哥的熟年風格？

或許我天性不懷好意，或許我腦袋中肖想

著是，峰哥如「熵」一般⋯⋯趨於混亂的未來。

註： 取 自 一 本 書 的 名 字，《Ruined by 
Reading》， by Lynne Sharon Schwartz.

廖志峰是位特立獨行的出版人，不是在出

版社，就是在前往出版社的路上。因為特立，

「志」在高「峰」，所以觀人看物的角度不

同；因為獨行，所以隨興巡遊，觸目成趣，每

能欣賞到常人不見的風景──這些都與他身為

文化漫遊者（ÁDQHXU）的角色息息相關。當然，
身為出版人，另一個廣袤無垠的漫遊空間就是

古今中外的書海，對於自己經手處理的眾多書

籍感受尤其深切。志峰觀察敏銳、心思細致、

見多識廣、閱人眾多，更有與海內外諸多不同

性格的作者往來的第一手體驗。他漫遊人間書

海，每有見聞感思，便在臉書發文 PO照，一

方面為自己的行腳留下紀錄，另一方面將沿途

風光與心得分享同好。由於觀察入微，見人未

見，文字靈動，發人深省，在社群媒體上佳評

如潮，引來不少鐵粉，抵不過眾人殷殷要求，

便將虛擬空間中日積月累的文字，整理成實體

書，遂有《書，記憶著時光》（二○一五）、《流

光──我的中年生活》（二○一七），以及這

本《秋刀魚的滋味》（二○一九）。「秋刀魚

的滋味」如何，其實各有領會，言人人殊。本

書由華文世界入行三十年的資深出版家，以人

生書海漫遊經驗為素材，精心料理出「人情」、

「地誌」、「書話」、「物語」各類佳餚，有

請讀者細細品味。

秋刀魚的滋味

時間：3/9（六）15:00-17:00

地點：青田藝集（台北市青田街 4-1號）

費用：茶水費 150元（含服務費，現場茶、咖啡、水自取）

主講：廖志峰

與談：平路

主持：陳夏民

時間：3/15（五）19:30-21:30

地點： 新手書店（台中市西區中興里向上北路 129號）

費用：免費入場

主講：廖志峰

與談：祈立峰教授

吹過島嶼的歌

時間：3/23（六）15:00-16:30

地點： 誠品松菸書店 3樓 Forum

         （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 88號）

費用：免費入場

主持：阿洛．卡力亭·巴奇辣

主講：黃楷君、鄭景懋

新書發表會

秋刀魚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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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輪迴中的百年中國：兩千多年僅寥寥幾筆 ◎李劼

九○年代去國赴美之前，本筆在大陸出

版了一套五卷本的《李劼思想文化文集》。

其中第三卷《論晚近歷史》的原來書名是

《從曾國藩到毛澤東》。因為大陸出版社忌

諱觸犯政治禁區，所以改了。那本書其實沒

有寫完。到美國後，重新寫了一遍。就是二

○一一在臺灣出版的《百年風雨》。

即將來臨的二○一九年，又是一個敏感

的歷史時刻，會讓人想起又一個百年。值此

之際，又重新翻閱了二十多年前寫的論晚近

歷史一著，發現其中許多章節，依然很新鮮。

只是有些章節，與後來的《百年風雨》略有

些重疊。於是，就刪除了那些章節。然後又

增加了後來寫的諸如論毛澤東現象，論周恩

來以及論鄧小平的文章。還增加了那篇祭奠

八九．六四的論文。

校訂過後，發現意猶未盡。總覺得缺

少了什麼。此前的《中國文化冷風景》論說

了先秦之前的上古歷史和諸子百家，與《百

年風雨》遙遙相望。然而，先秦以降至清末

民初的歷史，卻有些空白。雖然在論《紅樓

夢》和論唐詩宋詞兩著中有所涉及，但並沒有

展開。於是，就寫了六萬多字的《磨盤裡的王

朝流轉》。該文從秦漢說起，一直說到當今。

可以說是《中國文化冷風景》的一個補充，也

可以說是《百年風雨》和《論晚近歷史》的一

個長長的導言。

於是，這部論著就有了上篇和下篇兩部

分。上篇是從秦漢以降的華夏民族歷史文化概

說，下篇是百年中國的政治流變和一些歷史人

物的造型。

上篇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在於，將中國歷史

的演變與同時期的古希臘、古羅馬歷史、希伯

來歷史、古印度歷史、西方文藝復興以及歐美

現代文明歷史，作了參照。以前有人曾說大歷

史什麼的，其實，歷史一旦還原成文化空間，

可以說是很小很小的。因為整個地球，在宇宙

裡不過滄海一粟。哪來的大歷史。

秦漢以降的歷史，倘若還原成文化空間，

只消標畫出幾個地標性的歷史人物，便可一目瞭

然。比如嬴政、竇太后、曹操、楊廣、宋徽宗、

曹雪芹，大致的輪廓就顯示出來了。贏政是大一

統的標記，竇太后是無為而治的經典，曹操默認

了劃江而治的三分天下，楊廣奠定了隋唐的強盛

和兩宋的繁榮，宋徽宗是中國版的路易十四，曹

雪芹之於中國相當於莎士比亞之於英國的意味，

乃是中國式文藝復興的歷史象徵。崖山之後無中

國的說法，不夠確切。確切的說法應該是，宋亡

之後的中國，由兩個鐵騎王朝和兩個流氓王朝構

成，相當於歐洲歷史上的中世紀。

華夏民族與歐洲諸國的時空反差在於，

當歐洲國家紛紛從中世紀經由文藝復興進入現

代文明之際，華夏民族恰好經歷了一場文藝復

興之後轉而陷入了類似歐洲中世紀那樣的黑暗

裡。這樣的秘密，不要說歐洲人不知就裡，即

便是當今的中國人也不曾明白過。真可謂是，

不識歷史真面目，只因身在歷史中。

一部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輪廓，就是這樣

的。要說很大，其實很小，就像一個磨盤不停地

轉動著。要說很小，卻又有些冗長，彷彿漫漫無

盡的黑夜。好像快到黎明了，天邊卻始終不亮。

翻過這頁開場白之後，就請繼續讀下去

吧。謹祝閱讀愉快！

國家之夢，文化之愛
獲開展，但仍無法從殘餘，虛構，他者的中國

流亡國家，蛻化為新生的正常國家，是什麼病

理？ 一九九九年，台灣已進入總統直選，李登

輝以台灣人，中國國民黨籍及他所謂特殊兩國

論治理的後期，是進入二○○○年，陳水扁以

台灣人，非中國國民黨籍，也是民進黨輪替執

政的前夕。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自此後進入不確

定的政黨輪替，一個中華民國各自表述的國家

狀況。 陳水扁二連任八年政權，馬英九二連任

八年政權，蔡英文再於二○一六年，為民進黨

再執政權。台灣這個不正常國家在民進黨的台

灣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中國中華民國，擺

盪於認同分歧之間。因為國際形勢不盡支持改

變現狀，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挾走資化的經濟

◎李敏勇 

◎沈斯淳

發展情勢，台灣政治的擺盪無法因確立國家正

常化而定置。一個應該只是自由、民主、人權

的生活共同體無法以真實、正常、健全、國家

活躍於世界。 持續每週一篇在自由時報「鏗鏘

集」的專欄，成為我守望台灣的觀照和寄語。

在並不真正重視文化，只重經濟的物質性，而

且對政治、經濟、文化的社會性不全面觀照的

我們國度，相對於政治人物以競選為重心的政

治工程，相對於企業家人物以競逐財富的經濟

工程，文化並不反映在現代國民意識和生活志

向，這正是國家視野未能真正形成的原因。 我

的國家之夢交織著文化之愛。在詩與文學志業

持續不輟追尋的我，之所以從一九八○年代末

開始介入時論，是因為深信文化才是國家的底

蘊。所謂想像共同體的國族論立基於文化構

造，徒有經濟貌，沒有文化，政治體質無法選

擇的競奪力提升。 

《國家之夢，文化之愛》繼《文化窗景與

歷史鏡像》，《尋覓家國願景》，《文明之

光，國家之影》，《台灣，自由之路》，《邁

向重建時代》，是我一系列自一九九九年「一

個詩人的台灣守望」，二○一七年到二○一八

年的新結集。 說時論集，因為這是我自一九九

年五月起，在自由時報「鏗鏘集」，每週一篇

的專欄篇章。但我以「文明批評」自我期許，

是對政治、經濟、文化的廣泛視野，秉持世界

畢竟朝向更文明的社會發展歷史觀，以文化之

眼進行的觀照，更觸及台灣與世界。 人，台

灣人，台灣國民，世界公民，是我的國家重建

和社會改造論視野。台灣經歷日本殖民，戰後

國民黨中國殖民，經由民主化，自由與人權已

池田維大使將其外交生涯與亞洲相關部份

以訪談方式呈現在本書四個章節 ，其中包含

觀察外交事務的角度，也述及推動外交工作的

方法，有助於讀者對日本外交實務的瞭解。

1962年池田大使進入外務省工作，初期曾

到台灣修習中文，其後在外務省經濟局、條約

局、情報調查局、亞洲局担任各項職務；駐外

方面則歷經駐荷蘭、駐巴西大使等要職，2005

至 2008年間來到台北担任交流協會台北事務

所代表。綜觀其 40餘年職業生涯，足跡遍及

亞洲、美洲、歐洲及中南美洲，工作則涵蓋雙

邊及多邊外交事務，資歷極為豐富，如今回憶

記述，其ℭ容自亦頗多可觀之處。

外交工作面向複雜，既有人際間複雜的關

係與互動，復有國際間百繞千迴的高階矛盾與

衝突；外交人員面對接踵而來的挑戰與難題，

原已應接不暇，而隨著資訊技術的快速提昇及

普及運用，加上氣候暖化、人口移動、恐怖主

義等跨境議題之增加，各國面臨之外交挑戰難

度提高了，對應挑戰的時限縮短了；在此時刻，

對過往外交實務經驗進行省思，並習知熟稔其

間富含之微妙，對未來外交事務之處理必有助

益。

池田大使 1989年到日本駐泰國大使館服務

期間處理柬埔寨和平進程相關議題。當時柬埔

寨與越南關係如何修復可說是推動和平進程之

重要問題，池田大使則認為「柬埔寨紛爭本身

就是世界强權政治的反映，所以在國際合作的

架構中如何安定處理柬埔寨紛爭一事，比柬埔

寨與某特定國家的關係修好還更重要」。外交

關係可大略分為雙邊與多邊關係，前者意指兩

個國家間的來往，後者則指在國際組織、公約、

會議架構下國與國之間的互動。實務上，各國

之政軍經貿等涉外關係在全球化現象顯著之現

代無不錯綜複雜，兩個國家間的關係鮮少不受

( 一個或一個以上 )第三國之影響，故國際利害

之衡量計算必須兼備雙邊與多邊角度，即使僅

為增強兩國關係或解決兩國間爭議，跨越雙邊

的視角不可或缺，國際現實對外交人員的要求

日益增加。

2000年日本明仁天皇訪問荷蘭。德川幕府

鎖國時期，荷蘭經由長崎出島得與日本貿易，

蘭學則為近代日本接觸西方文明之通道，日荷

交流至 2000年已歷 400年，日皇訪荷有助於

推動雙方親善友好，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

佔領印尼，在印尼之荷蘭軍民受害問題至今猶

存，若在日皇訪問期間發生荷蘭民衆示威事

件，外務省考慮以在荷召開記者會方式駁斥示

威人士；池田大使駐節海牙，就此向外務省「坦

率地」提出意見，外務省的觀衆最終並未形成

實際政策。駐外使館與本國涉外事務相關部門

意見不同在外交實務上原已非罕見，成因在於

決策過程中，資訊及意見來源益趨多元，角色

扮演者為數益增，來自駐外使館之觀點及建議

專業性雖較高，但在決策權逐漸分散之現代社

會，駐外人員除與駐在國政府溝通交涉外，如

何也能成功地與本國政府及公民社會相關部門

協調商議，應時在念中。

1966年中國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事發

初期，如何為該群埮運動定性，外務省ℭ曾有

討論。池田大使所持見解異於部分外務省官員

及學術界人士，他不認為文革是「青少年的教

育運動」，也提到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是「當

時蒐集中國情報的日本政府的最前線」，雖然

日本「當時是非常關注中國大陸⋯⋯但是⋯⋯

還是有極限 (瓶頸 )的」。A good decision is 

based on knowledge...(柏拉圖語 )，故獲取有

關外交議題之知識及環繞該議題之現地氛圍

("knowledge and a feel for the local scene"，擷自

Robert D. Kaplan 著 The Ends of the Earth) 係外

交人員核心職責之一，但此事在資訊閉鎖之國

境固是困難，在開放公開之社會裡亦是不易，

訊息匱乏或泛濫都會造成局勢研判及政策採擇

之錯亂。外交人員對資訊及氛圍之蒐集瞭解宜

抱持「最前線主義」，並注意將適切之資訊適

時送達適當之資訊使用者。

本書有相當篇幅提及池田大使對台灣政情

及社會發展之觀察。台灣與日本地理隣近，經

貿聯結密切，觀光及學術文化交流頻繁，民埮

相互好感程度高；但是雙方關係有光亦有影，

歷史及海域問題依舊在，彼此意見及立場大有

不同，如何增進瞭解、就事論事、妥善處理誠

為挑戰。近年來全球及亞洲局勢多變，台日關

係未來發展之機遇及障壁究竟如何宜時時關注。

放眼展望未來國際局勢，保護主義上揚，

民粹主義喧狂，主要國家實力對比發生變化，

國際合作體制效能衰退，事關和平與戰爭之外

交工作角色將益發重要。若期外交政策能夠有

效制定及執行，則「度之往事，驗之來事，參

之平素」(鬼谷子 /決篇 )之工作不可或缺，外

交實務經驗之沈澱積累因之極其重要，期待這

方面的訪談、寫作、出版及交流持續不斷，成

效日顯。

動盪的亞洲外交：一位外交官的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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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明

誤會：卡繆的三幕劇（Le malentendu）
卡繆的三幕劇《誤會》原刊於《歐洲雜

誌》的第五期（上）與第六期（下）。時在

一九六六年，雜誌創刊不到兩年。二戰後的

法國尚未完全恢復元氣。文藝界中尚瀰漫著

一股存在主義遺留的餘溫。當時國內對五○

年代法國文藝界盛行的荒謬文學並不熟習。

《歐洲雜誌》創刊於一九六五年。以介

紹歐洲文化為宗旨，對戰後法國的文學藝術

的引介不遺餘力。在短短兩三年間，除了介

紹卡繆，還介紹了沙特 (Sartre)、尤乃斯柯

(Ionesco)、裴外 (Jacques Prevert)、讓‧阿諾

依 (Jean Anouilh)、賈可梅蒂 (Giacometi)等文

藝作家。雜誌的第五期與第六期並設計了卡

繆的專欄。恒杰翻譯了卡繆的《誤會》，湘

人翻譯了《戒嚴狀態》（又名《圍城》）。

恒杰並撰專文介紹卡繆。如今已事隔五十二

年。

以上是本書的由來。

卡繆的《誤會》寫於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四年首次在巴黎演出。正值歐戰烽火

交加，德軍佔領巴黎期間。劇本主旨在反映

一個荒謬的情境，人與人之間的「不可能溝

通」的本質，以及由此而導致的「誤認」，

乃至「誤殺」的現代悲劇。故事起源於一則

社會新聞。根據阿爾及利亞的一個地方報紙

的記載，一九三五年在南斯拉夫的一個小鎮

上，一位離家出走二十年的男子，帶著大量

的金錢，回到由母親和妹妹開的旅店裡。原

是想要幫助家庭，但是由於男子沒有透露自

己的身分，而被母女二人誤殺。

《誤會》三幕劇的形式合乎人、地、時一

致的古典悲劇。它會讓我們想到弒父娶母的

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 (Oedipe )》，但是與

其說《誤會》反映了《伊底帕斯王 (Oedipe )》

劇中的「誤認」或「誤殺」，不如說它是五

○年代法國「荒謬劇」流行風潮的創始者。

戲劇主題也帶有反叛的色彩。「反叛」與

「自由」同步。因為劇中的主角「讓」，只

要說出他的真實身分，就可以免去一死。但

是他選擇了說謊。於是他就得死。周遭其餘

的人也都得面對不幸的結局。母親投了河，

妹妹也自殺了。因此《誤會》是一齣灰暗的

舞台劇。它寫在一九四三年法國被德軍佔領

期間。劇本帶有被放逐的色彩。但它不是一

齣「絕望」的戲劇。而是以一個以當代情節

的安排，反映一個古老的「宿命」主題。這

題材的移置是否成功？得要由觀眾來判斷。

卡繆有意以舞台劇的方式呈現《誤會》的

始末，這與他以小說、散文形式呈現的《異

鄉人》(L'Etranger)或《西齊弗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即薛西弗斯神話的宗旨並

無二致。那就是生命是荒謬的。這三部著作

也被稱為「荒謬三部曲」。

恒杰稱卡繆為「荒謬世界的詮釋者」。誠

然，一如劇中人物馬妲對馬利亞所說：「您

要搞清楚囉，不論是生，不論是死，你和我

都不會有故鄉，也沒有平安。」在恒杰專文

中是這樣寫的：「心的深處所巴望的，與真

正的事實永遠無法一致。人之以為會得到幸

福——故鄉、海、陽光、親情——只不過是

出於誤會。⋯⋯」、「在卡繆的思想中，這（虛

無主義的語氣）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在於

卡繆『對幸福與正義的追求』與『幸福本身』

兩者之間所設的關聯，換句話說，由『追求

幸福』到發現『幸福本身』根本不存在，使

人憬悟到『荒謬』」。

《誤會》劇中的主角「讓」被

母親和妹妹誤殺，與《異鄉人》中

的主角墨索先生不明不白的被判死

刑，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在說明了

情境的荒謬。

卡繆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

間，寫了《異鄉人》(L'Etranger)、《卡

里古拉》(Caligula)、《西齊弗的神

話》 (Le Mythe de Sisyphe)、《誤會》 

(Le Malentendu )，一系列以「荒謬」

為主題的作品，把生命的「荒謬」

發揮到極至，對五○年代的荒謬文

學影響甚鉅。一九五七年他獲得諾

貝爾文學獎。可謂實至名歸。

卡繆是一個身體力行的作家。二

戰期間他從事抗德地下工作。擔任

記者，兼《戰鬥報》雜誌 (le Combat 

)的主編。作為一個極積參與的知識

分子 (intellectuel engage)，他堅持民

主價值：亦即正義、自由、包容、

人的尊嚴、對暴力與暴政的反抗。

這些都代表了當時充斥巴黎文藝界

的存在主義氛圍。

他的文體精練、扼要。抒情而不失優雅，

尤其具有法國哲學傳統的清晰和準確。他曾

自認為是「作家」，並非「哲學家」；但是

他的小說《異鄉人》、散文《西齊弗的神話》，

都被冠以「哲學小說」、「哲學散文」的稱號。

因為他的著作都充滿哲理與反思：對生命意

義的質疑，對荒謬世界的認知。《誤會》一

劇是最好的說明。在《誤會》劇中，思索個

人面對生命的處境。因理想和現實落差所形

成的荒謬，以及如何面對此荒謬！卡繆提出

了「反抗」與「自由」作為面對荒謬的可能。

卡繆的戲劇除了《誤會》，尚有《卡里古

拉》(Caligula)，《戒嚴狀態》(L'État de siege )

(又名《圍城》)等劇作。但是有中文譯本的，

除了最常見的《異鄉人》之外，僅有《西齊

弗的神話》、《瘟疫》(La Peste)、《卡繆札記》

（Carnets）等小說及散文，少有關戲劇的中

文單譯本。本書的重刊，在呈現「荒謬三部

曲」的同時，也希望有助於卡繆戲劇的流傳。

自幼常聽母親說起她尚未結婚時曾隨著

鄒族部落青年男女族人遠赴馬祖歌舞勞軍的

往事。記憶中，母親倒沒講當時前線官兵怎

吹過島嶼的歌：臺灣土地永不散去的天籟
◎浦忠成

麼回應族人的表演，因為她總強

調由基隆往返馬祖的運輸艦上，

她因暈船而從頭吐到尾，難受、

辛苦極了。這樣的故事一直要到

有機會到臺東下賓朗部落，聽聞

那裏有曾有前赴金門歌舞勞軍的

卑南族人，方始讓我想起，原來

山地、平原的部落族人與歌唱，

在那段國共衝突中，都曾在不知

不覺中捲入兩岸緊張對峙的漩

渦。

小學時期，在阿里山部落每

年有一群年輕俊美、服裝整齊的

原住民青年到來，先是在臨時於

廣場搭建的舞台歌唱、話劇、舞

蹈，記憶中〈我的家在山的那一

邊〉、〈長城謠〉等是必唱歌曲，

而醜惡的匪幹、匪兵最後被殲滅

是必演的戲碼，以〈達坂城的

姑娘〉搭配而跳出整齊一致的舞

蹈，也令臺下的觀眾目不轉睛；

接著，大家稍稍移動位置，眼睛

凝視張掛在橫桿上的銀幕，不變

的影片是光華軍事演習，隨著

大砲轟擊、士兵衝鋒等，族人哇哇哇的驚嘆

著！一年一度，國民黨文工會組織的「山地

文化工作隊」造訪全臺部落，儘管那是一種

錯置的時空、荒誕的演示，仍是當時每個部

落居民、尤其是孩童深深期待的大事。這是

一段族人因為政府的歧視、同化政策而遺棄

自己歌唱的時期。

上岸不久之後，「轉進」到島嶼的政權

慢慢承認居住這塊土地上已經千百年的族

群，確實有扎實動聽的歌謠傳統，於是嘗試

借用之道。臺東阿美族婉轉流暢的 naluwan

（那魯灣），被取為〈臺灣好〉的曲調，作

為提振人心的歌曲。早年救國團也精心採集

阿美、卑南族的歌唱，轉化為暑期各類團隊

團康的歌曲，如〈小米酒〉、〈歡迎歌〉等。

歌唱的本事讓原住民在艱苦鬱卒的環境中稍

得紓解，謝世忠教授說：「原住民在漢人國

家治理下，四處尋覓不到主角位置，唯有即

興悅耳唱出歌聲來，才能讓平地所有人閉

嘴。也就是說，原住民歌唱時，主體社會人

士只要在場，多半只有傻笑乾羨慕的份兒，

頂多就慢半拍地拍著手。此時，原住民是主

控者。⋯⋯這是原住民內在抵抗集體行動。」

（《後認同的污名的喜淚時代》，2017）原

來唱歌也能成為集體抗爭的策略，想想過去

原住民族運動時期，街頭抗議行動過程，高

昂的歌聲確實不曾中斷。

天籟是自然界的聲音，本書敘述的原住

民歌者，由高一生、陸森寶，到郭英男、盧

靜子、王幸玲、湯蘭花、萬沙浪、胡德夫、

陳明仁、童春慶、林廣財、雲力思、龍哥、

那布、巴奈、達卡鬧、莫言，乃至後來的張

惠妹、陳建年、王宏恩、昊恩、南王三姊妹、

紀曉君、舒米恩、桑布伊、阿洛、毛恩足、

張威龍、動力火車、MATZKA等，或許在學

校、職場、部落、山林、海濱、遠洋、域外，

表達愛情、親情、思念、難捨、悲愴、抗爭

之意，不拘古調、新曲，也不管是由黑膠、

唱片、CD、DVD存留，或是文化傳習，或

是商業演出、政治表演，這些歌者、歌唱，

俱皆呈現這塊土地最早主人真實的遭遇與感

受。所謂天籟，由此詮解。

適逢《吹過島嶼的歌》出版，有幸作為

最早的閱讀者，我深深為這本書的精采故事

著迷，而難能可貴的照片，讓人重溫那已經

遠遠過去的往事。歌唱真不僅是歌唱而已，

這本書畫龍點睛的敘述自戰後以來原住民族

部落與族人遭遇的種種。歌史！史歌！都

是。具有創作與歌唱才情的年輕原住民一同

完成這本具備豐富內容、興味淋漓的作品，

可讀可樂的優點，遠超如我這樣的 LKK的

古板探討著作，原住民族的歌唱可以藉此而

讓更多人聽見、理解、傳揚，因此樂意撰序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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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坐上前往普林斯頓大學的火車，展

開一次想了許久卻始終不曾真正踏出的旅

程，火車從紐約賓州車站發車，車程約一個

多小時，然而，對我來說，這段旅程，在我

心裡走了很久。

美國長春藤聯盟名校普林斯頓大學，一

直是許多青年學子嚮往的殿堂，發明原子彈

的愛因斯坦，獲諾貝爾經濟獎的數學家約

翰．納許（John F. Nash, Jr.），以及諾貝爾

文學獎得主托妮‧莫里森 (Tori Morrison)，

都在普大任教。但對世界華人來說，更重要

的，是獲美國克魯格學術獎肯定，也是第一

屆唐獎得主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教授在

此春風化雨；他不但是人文學術的指標，也

居人格者的高位，多年來堅持反共，始終如

一，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他沒再踏上中國

故土。這樣一位風骨超卓的學術名家，要出

版回憶錄，又豈是勝事一詞足以形容？

余英時教授說他從沒想過寫「回憶錄」，

我相信。然而，有一天，記者作家李懷宇，

開啟了因緣。2007年，李懷宇從中國出發，

前往美國東岸，訪問了余英時，夏志清，張

充和，孫康宜等多位重量級教授，

他們不管在歷史，文學，藝術諸

領域的探索研究，都是望重一方

的碩學鴻儒，這些訪談後來結集

成《知人論世》出版。然而，李

懷宇在普林斯頓大學停留的五天

中，與余教授三次長談，返回中

國後，又多次電訪，寫成了二十

萬字的《余英時訪談錄》初稿，

這份初稿我始終未能一睹。就是

這份初稿，觸動了余教授自己寫

下回憶錄的契機，這樣的出版旅

程和齊邦媛教授的《巨流河》，

可謂前後呼應。

多年來，出版余教授的學術

著作，和他介紹的書稿，如康正

果的《出中國記》，巫寧坤的《一

滴淚》，以及陳穎士的《蠹餘集：

汴涼陳穎士先生遺詩稿》外，我

鮮少和他多說話，通常是藉由傳

真，簡單報告編務上不解之處。

他是華人心中的人格指標，一種

文化典範的依規，常有許多人找他，便也不

想佔用他太多時間。我雖然焦慮著「訪談錄」

的出版命運，不知余教授何時可改定，但又

不好直問，只能暗自苦惱。去年間，忽然接

到余教授打電話來，開口就說：你不要著急，

我的回憶錄會交給你出版。這通電話讓我空

懸的心著實了起來，那種幾乎要感動落淚的

心情，是我出版生涯中難得的體驗，此生難

忘。余教授既然說出口了，我也不好續問何

時可以出版，就這樣一直到了今年。余教授

的稿子是催不來，急不得的，當年他為朱熹

八百歲冥誕所出版的點校本《朱子文集》寫

序，一寫三年，寫成了一套三十萬字的學術

鉅著《朱熹的歷史世界》，意猶未盡，續寫

《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是學術界的驚奇，

更是讀者之福，我只能等待時機。今年三月

間，余教授已有四大篇憶往文章先後在香港

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明報月刊》上

刊出，感覺出版似乎有了眉目。之後又接到

中研院黃進興副院長轉來余教授最新的手寫

影印稿，我估量一下字數已有十一萬餘字，

段落又剛好落在哈佛大學求學階段結束，於

是徵求了余教授的同意，先出版上篇；下篇

再等余教授蘊釀寫成。幾乎同時，《印刻文

學生活誌》初安民總編也來問《余英時回憶

錄》的書摘事宜，於是新寫出的文章就由《印

刻文學生活誌》獨家刊登。

赴美拜見余教授之前，十分忐忑，當我

終於有機會單獨面謁時，我應該要說些甚

麼？聽說余師母要開車到車站接我時，更是

嚇壞了：這⋯⋯怎麼可以？行前接到余教授

電話，我把自己的疑慮告訴他們，余師母

說是小事。當我終於抵達普林斯頓時，整個

心奇怪地放鬆下來，也許是滿眼綠意，更也

許是濃重的人文氣息讓人心靜。在車站接我

的是周質平教授，我出版了他的《自由的火

種》，廣獲好評。這次到普林斯頓，除了余

教授夫婦以外，我沒對其他作者說，我好奇

周教授怎會知道？他說是余師母告訴他的。

周教授先帶我去看余教授當年的研究室

所在，而隔壁的研究室，曾是愛因斯坦使用，

我後來才知道，余教授當年的書桌是愛因斯

坦用過的，太神奇了。大師的桌子，如今不

知流轉何方？電影《美麗心靈》也在層樓開

拍，這裡的環境氣息，讓我十分著迷，我忽

然想，如果我也在這裡停留，我會成為一個

學者嗎？好想再好好讀書。余師母和我們一

起午餐，飯後，余師母先載我去墓園問事，

然後才載我去見余教授。墓園寧靜優雅，這

裡有一些朋友，余教授的父母親，余協中教

授夫婦也安葬在此。余師母在其間走動，十

分自在，像是探望朋友，她說她有時也來幫

朋友的新墳澆水。我說：師母真的很辛苦。

她說：怎會辛苦？我做得很快樂。我深刻感

覺到她這種正向開朗的態度，像秋日午後溫

煦的陽光。

踏進余教授的家中時，他已站在門口等

了，心中忽然湧上了阿姆斯壯的名言：這是

一小步，也是一大步。感慨無限。我脫鞋子

進屋，他說：我們家不脫鞋。於是，我又穿

上鞋子，直接踩上他家的地毯，踩得心虛。

清雅明亮的廳堂，被綠蔭圍繞，十分舒適，

坐下來就不想動了。書稿已經校好了，稿子

了上面貼滿師母所謂的「小國旗」。我們都

覺得書名用「余英時回憶錄」直接又明瞭，

不過他還沒題好字。他說：心情不對。我說；

一個編輯的心靈之旅
沒關係，滿意了，再給我。他突然說：我也

會寫幾個字給你留念，我知道你自己不會開

口的。我當下愣住了。沒想到他會這麼說，

那一刻覺得彼此的距離很近。余教授通常下

午見客，但不能聊太久，聊久了，氣不足就

有些氣喘，讓人心疼。他笑說：我現在是英

雄氣短了。所以要開始兒女情長了，我接著

說。「兒女情長」，他呵呵笑著，重覆講了

一次。余教授雖說自己英雄氣短，但文章寫

來文氣酣暢，底蘊深厚。余教授當年為《一

滴淚》寫序，曾提到「心史」的概念，鼓勵

巫寧坤先生繼續書寫。然而，「心史」的概

念正是《余英時回憶錄》的敘述主軸，少寫

生活細節，而更著重在知識分子學思之路的

精神轉進中，含金量十足。

我們雜談魯迅， 張愛玲，錢鍾書；也談

臺靜農，殷海光，談知識分子的命運和選擇。

他最喜歡魯迅的《阿 Q正傳》，覺得十分深

刻；他不懂張愛玲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談，而

且談這麼久？我說；您問王德威教授會更清

楚。祖師奶奶的部份，我還是別亂說的好。

他認為張的《秧歌》寫得好。大學時曾讀錢

鍾書的《管錐篇》、《談藝錄》，但根柢不足，

只當閒書看，領會不多。我們天南地北閒聊，

離不開中國，台灣，放開心來談，談得自在。

他很意外我們居然沒這樣聊過。他說：我現

在的力氣只能專注在學術論文的英譯和回憶

錄的書寫了，當年寫《朱熹的歷史世界》是

意外，本來我的老師錢穆寫過的，我是不想

再碰的，沒想到一碰，工程浩大，借了許多

書重讀，書多到舖滿地上。余師母接口說：

那幾年，我們就住在宋朝裡。

我們從下午聊到晚餐，進到餐廳繼續

聊，余教授夫婦心情很好，竟點滿了一桌

菜，難怪，一進餐廳，雖然只有三個人，也

堅持要坐圓桌。真是一趟不可思議的旅程，

如果沒有過去埋首紙頁地編書，恐怕也踏不

了這一步；然而，這一 ，我走了將近三十

年。餐後，餐廳送來了幸運餅乾，我挑了

一顆，余教授幫我讀了餅乾中的小詩：It is 

necessary,therefore,it is possible.

這趟旅程其實是一個編輯的心靈之路。

我重新洗滌自己，滿懷感恩。

假 新 聞 (fake news) 或 假 訊 息

(misinformation/disinformation) 課題自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引發全球關注之後，世界各

國莫不卯勁應對，尋求解決之道，因為假新

聞雖然源遠流長，但是立基於新興資訊生態

系統的當代假新聞，不僅有其衍生的社會脈

絡，更已發展出獨特的次級生態系統。

儘管假新聞對社會發展與民主制度的傷

害為多數人所共認，但「打假」乃是漫漫長

路，並無捷徑可由，必須長短兼施、多管齊

下，方能抑制假新聞所可能形成的傷害。即

使如此，許多歐美國家的非營利或公民團體

都挺身而出，積極發展辨識假新聞的方法，

尋求提升公眾的數位資訊素養，以期新聞專

業工作者擁有破解假新聞的能力，並從根本

處培養公眾面對假新聞的「免疫力」。

台灣社會對假新聞課題雖已有所關注，

但相關因應措施仍相當有限，投入對抗假新

聞的民間專業組織亦不多見。以媒體與資訊

生態健全化為目標的優質新聞發展協會，有

鑑於假新聞課題若不積極面對，將對我國的

資訊生態造成嚴重破壞，甚至可能摧毀民主

社會賴以運作的信任基礎，因此積極推動各

種遏制假新聞的行動。

優質新聞發展協會除了與台灣媒體觀察

教育基金會合作成立我國第一個依循國際規

範的台灣事實查核中心，進行與公共事務相

關的假新聞或假訊息的查核之外，亦決定透

過專書出版與舉辦論壇、工作坊等方式，為

新聞專業工作者的假新聞查核能力與公眾數

位資訊素養的培力盡份心力。

本書係荷蘭公共數據實驗室 (Public Data 

「揭穿假新聞」教戰守則：看見真實，才能打造美好的台灣！
◎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Lab)與美國非營利組織初稿 (First Draft)合

作的結晶，對於假新聞如何傳播及辨識極有

助益，本會在胡毓容小姐以志工精神無酬翻

譯的協助下，得以將此書以中文形式分享給

台灣社會。我們除感謝胡小姐的付出之外，

也希望台灣社會因此書而增添對抗假新聞的

養分。

假新聞課題的處理雖然沒有單一的解

方，亦無立竿見影的特效藥，但民主係人類

勞心勞力打造而得，成熟的民主更必須經由

持續不懈的鞏固方足以達致。本會將繼續透

過出版等各種行動，協力參與台灣公民社會

對抗假新聞的行列。因為我們相信：看見真

實，才能打造美好的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