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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黃進興

誰都難以料到，我們的英文老師竟是《巨

流河》的作者——齊邦媛先生。

今 (2019)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偕拙荊
和王德威兄驅車前往桃園長庚養生文化村去

探望齊邦媛先生。她大病初癒，剛回到養生

村住所。齊老師高齡九十五，一生春風化雨，

作育英才無數。台大歷史系和中文系研究生

無不上過她的特訓班「高級英文」。她為帶

領這群懵懵懂懂的學生攻下英文的灘頭堡，

讓我們不再懼怕外語閱讀，立意為小子打開

窺探西方文化的一個小窗口，委實煞費苦心。

記得當時的課本之一，便是名家史

東 (Irving Stone, 1903-1989) 的 梵 谷 (Vincent 
Willem van Gogh, 1853-1890) 傳 ——《生之
慾》(Lust for Life)；讀來津津有味，感動異常。
這也是個人生平第一本從頭到尾完讀的英語

小說。書的封面上有梵谷自畫像，像極我們

班上同學，林瑞明 (詩人林梵 )。他是老師最
鍾愛的學生， 經不修邊幅，長滿了鬍鬚。有
回老師給了他錢去填飽肚子，順便整理儀容。

上完一年「高級英文」，只有一回去西

門町看電影，碰巧坐在齊老師和另位女士的

後面，並不敢打擾她們。此後再見面已是

二十多年後，王德威母親——姜允中女士作
東，請齊老師、我們夫婦、李孝悌 (他是老
師的高材生 )，在「天廚菜館」吃午飯。該餐
廳在台北以北方菜聞名。王家是長年老顧客，

故老闆前來招呼，菜上得特別好。此回兩位

年近古稀具傳奇性的女性，久別重逢，自然

談笑風生，其樂融融。拙荊在宴席間，從各

個角度拼命拍照；後來老師回了一張印有「打

字機」的精美雅緻的小卡片，意味深長，令

人遐思。

原來德威和齊老師有兩代的世交。德威

兄的父親王鏡仁和齊老師的令尊 (齊世英 )在
抗戰時，便曾是親密的戰友。來台之後，王

先生無懼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每星期離家三

天去幫齊先生編輯《時與潮》，家人均蒙在

鼓裡。德威在離台赴哈佛任教之前，齊老師

召故人之子敘舊，方得知此段原委。情誼自

然非他人可比。而多年後，德威又協助《巨

流河》各種外語的迻譯，俾便廣為流傳。兩

代隆情高誼，直是佳談。

這回因齊老師擬把錢穆太老師的墨寶，

贈送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以

資紀念。德威兄要我親自前去接納，以示慎

重，我遂欣喜交加，又有機會前去拜見老師。

她一見面劈頭便說，你是那個「吳詠慧！」

讓我相當詫異。和齊老師言談間，她稱和錢

穆太老師因請教編譯館教科書的爭議，而成

了忘年之交；曾多次去外雙溪的素書樓探望

過錢先生，相談十分投趣。有天，錢先生便

寫了一幅字，引用明代大儒高攀龍 (景逸，
1562-1626)的五言絕句贈她留念。齊老師如
獲至寶，喜不勝收，掛在書房時時欣賞。但

她最終考慮要將這幅墨寶送給史語所典藏，

因為史語所有不少受教於她的高明弟子。老

師用心良苦，非我們後輩得以窺知，只能說

師生情誼所繫，感念再三。她復特別提到《巨

流河》一書中，攸關錢穆老先生的敘述和評

學人側影：我們的英文啟蒙者
——齊邦媛先生 

價，用了不少余 (英時 )老師
的文本，卻未加以註明，頗感

歉意。我安慰齊老師，您寫的

是文學的自傳體，又不是撰寫

正式學術論文，此事不用擔

心。但她還是耿耿於懷，一再

叮囑我要向余老師鄭重致歉，

好似脫不了學人的習性。

齊老師和德威語及陳年往

事，有一段攸關齊老師早年纏

綿悱惻，哀怨感人的故事。原

來年輕時她結識一位英挺有為

的同學，後因世變，不得不分

開。這位年輕人後來為了抗戰從軍去了。自

忖性命難保，竟與老師訣別，誆稱已結交一

位女友，勸老師自求幸福。沒想到，後來他

在空戰中果真不幸殉職了。一九四七年，齊

老師帶著一顆破碎的心靈，淚汪汪地離開了

大陸傷心地，來到偏遠的台灣任教。日後和

我們結下師生之緣。

多年之後，齊老師方知事情的原委。有

次趁德威兄前去大陸講學，老師遂託他尋覓

這位烈士的墓碑。南京郊外有軍人公墓，德

威去「陸軍公墓」，找了許久，均未能使命

必達。最後，齊老師自行前往，果在「空軍

公墓」尋得烈士的墓碑所在。顯然冥冥之中

自有安排！如此堅貞不渝的戀情，今日的人

都只會當作童話裡面才會出現的故事。

在那孤寂、幽靜的養生村，遲暮之年的

齊老師卻能踽踽獨行，找到生命的寄託，逐

檳城舊巷，宛轉入道，尚有人家居處，

則以小吃、工藝禮品販賣為業，看來有些是

百年來的街景，人影晃動在炎熱的艷陽下，

叫個剉冰的冷飲，到有一番難忘滋味，雖比

不上佳餚名品卻也是個應時美味。

我，並不是食不其味，而是街坊弄巷的

記情，似乎使人想起孩童時期的鄉間農厝，

除了居家之外的廟宇神宅是個希望或祈安的

集中點外，看看鄉紳耆老優雅講古的景象，

正在此地重視，只是李家邱宅的宗祠，來往

遊客並不只是華人，而印度阿三相貌、或西

方人土也得可東張西望，應該不是拜神，而

是好奇整條街的整個舊城儼然是中國人祭祀

的盛地。一間間一宅宅的大小不同姓氏祠堂，

帶來了，不！留下了中國文化的核心信仰，

即是宗族靈魂的迴盪，嚴肅而恭敬，迄今

三四百年的風霜，依然香煙裊裊，保留著可

追憶的情思靈魂，在檳城街坊暗巷滋長。

我不是朝聖者，卻想起在台灣家鄉六十

年前祖母時代的叮嚀，做好事，修好心，走

正步，看遠山，我不知道老人家的明確意涵

是什麼，但想起那一份嚴肅而又隨性依附的

庭訓，似乎在檳城供奉的土地公，三界公或

天官賜福的信仰場域出現，老人家不認字，

卻在廟埕街巷的傳聞學習做人做事的道理。

好比「娘惹紀念館」中新入門的新娘第

一次回娘家，使得有「引路雞」的風俗，旨

趣在雞鳴天下吉的引申，並有近鄉情卻的羞

澀與記憶，美好情深，出門為他客，回門是

吉福；又比如詩禮傳家，在邱家宗祠或張家

曲江衍派，那一份引入遐思的長者撫頭，諄

諄告誡的神情，在這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現場，存在中國人移居海外的精神，不僅在

胼手胝足間互為激勵且四維八德的為人處事

的道理，豈能不守住他的詩、禮傳承的理想。

棋盤式的街巷，二層瓦屋白壁，或碧瓦

紅磚之牆角，以及門前「門口公」，或門後

◎黃光男斜陽外：鄉音是故鄉
的「地基主」都供奉那些神紙？現代子孫已

是習慣拿香跟著拜，誰在意它的究竟，只是

遙遠的故鄉情應該在時空易變中得到了證

明，華人堅忍不拔，展現光輝，或許在檳城

有個地基引信。

當年的英業達公司所匯集台商的創業，或

是長榮公司更早在此發跡，以及成立台灣學校

的台灣鄉親，正因為鄉音是故鄉，或是更為勃

發的文化傳承，正在這裡展開無限的力量。

「雲出無心，誰放林間雙鶴。月明有意，

即思家上孤梅」（張岱），檳城是誰的家，

遊子如我，體力不及當年豪壯，只見朋友如

林紋毅先生仍豪氣萬千說：五湖四海是我家，

千言萬語皆鄉音。

午後又下大雨，是詩是財，在馬來西亞

作客，心有千千結，情則萬般迷惘，華人

六百萬的異域，誰又是誰！

字逐句完成風行兩岸三地的鉅著《巨流河》，

過著「充實而有光輝」的人生。她與我們見

面談話，時時洋溢著開朗樂觀的活力。齊老

師對養生村甚為滿意，頻頻稱道企業家王永

慶先生極有遠見的善舉，能設想至照料老年

人的生活。她自己卻不期然也變成養生村的

活看板，吸引不少名人前來安居。但回家後，

半夜讀了老師送我的《一生中的一天》(2017

年出版的散文和日記合輯 )，頓然墜入幽暗的
深淵，全然有異樣的對比，似乎在老師內心

隱藏了無比的孤寂與淒涼。

那回老師送的書，上面固然題了祝福我

們的語詞，但腦海內浮現的盡是老師「最後

的書房」所懸掛的「閱讀中的女士」(“The 
Reading Woman”)。哀傷、孤寂、專注而無奈。
某夜，讀到一半，忽然心緒失衡，得了急性

痛風。心疼和身痛遂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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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垮柏林圍牆的傳奇詩人：
能改變自己，才能忠於自己

封住所有的異音，異議人士都被打上「階

級敵人」或「國家敵人」的標籤。比爾曼

這本書，就像是一面照妖鏡，使專制獨裁

的面貌無所遁形，這給我在翻譯過程中造

成無上的快感。

書中有無數的歐洲文化、文學典故，

連德語讀者都不能完全駕輕就熟，對中文

讀者就更會有理解的難度。跟作者溝通後，

我有時略加一兩個形容詞來說明，有時也

省略掉一兩處不重要的地方，實在不得已，

也會加上註解。

比爾曼夫婦將於今年九月下旬參加台

北詩歌節，此書要趕在之前出版，由於時

間緊迫，翻譯過程中可能有不妥，甚至謬

誤之處，這就是譯者之過了。

最後要感謝吾友 Christiane Belde 在

德語方面的解惑、潘永忠在編輯校讀上的

幫助，以及謝志偉大使、台灣民主基金會、

台灣歌德學院和荷蘭的伊娃．塔斯基金會

(Eva Tas Foundation) 的贊助。

◎廖天琪

「我不是問妳，妳的德文夠不夠好，

我問的是，妳的中文夠不夠好。」當我跟

比爾曼坐在他家的玫瑰花叢前，談到我完

成的譯稿時，他衝著我來了這麼句話。不

錯，除了是詩人、歌手、作家，比爾曼也

將俄文、法文、西班牙及意第緒語的詩歌，

甚至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翻譯成德文，他

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這本德文自傳裡，作者穿插了許多其

他語言，法文、猶太意第緒語、義大利文、

英文，不一而足。還有許多德文方言，如

柏林土話、薩克森方言、維也納德語、德

式英語等。在理解方面倒並不是難題，如

今電子時代，任何正常的、甚至怪誕的話

語都能查到。比較棘手的是比爾曼自創的

語言，那是無處可查的。他天性頑皮詼諧，

寫的詩和歌很任性、放蕩、尖刻、直白，

語言時而典雅，時而粗俗，要如何「啃」

比爾曼語言這根骨頭，一方面是直接討教

於他，一方面就得考驗自己的語言表達能

力了。他的詩歌有時押韻，有時「打油」，

刁鑽古怪，翻譯時我沒生硬地照搬，容許

自己有較大的意譯幅度與空間。

比爾曼的自傳，涉及了當代德國和歐

洲的歷史、政治及社會的變遷，如自由世

界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冷戰對峙、六七

○年代的學生運動、布拉格之春、柏林圍

牆的建造與坍塌、兩德統一的震撼、九○

年代的波灣戰爭與和平運動。由於譯者從

七○年代起就定居德國，所以這些歷史事

件於我並不陌生，因為這也都曾經是我個

人生活所經歷及構成的部份。更為重要的

是，數十年來，我和中國大陸的作家、文

化人和異議人士有近距離的接觸和交往，

他們個人曲折痛苦的經歷、言論、出版自

由受到政府的箝制打壓，跟原東德的同行

們如出一轍。共產國家秘密警察的手段都

是相同，甚至是相互學習的。如何污蔑、

栽贓、造假、欺騙、恐嚇、利誘、美人計，

所有骯髒下流的做派都雷同，目的是一樣：

天才為何成群地來：
為什麼要閱讀經典？ ◎王汎森

朱敬一院士發起在高中生人文社會科

學營十週年之際講讀中西經典，我相當贊

同這個提議。日前他的文章中提到歐巴馬

的演講，這使我想起另一位大演說家林肯。

林肯正式的教育背景很淺，可是他的

文章和演講卻極為動人，我認為他主要的

精神及思想資源是不斷地精讀包括《聖經》

在內的經典。這些經典深入他的精神層次，

除了源源不斷地提供許多精彩的養分之

外，也形成了一個規模、一個框架、一種

內在的雄渾的氣氛與節奏，再加上他在適

當的時候套引經典，使得他的演講及文字

非常動人。

上一個世紀芝加哥大學阿德勒教授提

倡閱讀偉大作品，這件事今天看來已經相

當老舊，但是它的意義卻從未褪色。我個

人深知討論經典閱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光是什麼可以成為經典以及如何閱讀經

典，便可以從無數方面去談。這裡則只想

試著回應一種質疑。

二○○一年，當我在國科會人文處為

了推動「經典譯注計畫」而舉辦一系列「西

洋經典與現代人生」的講座時，因為報紙

副刊的報導，曾經引起一些注意。有一位

聽眾打電話到人文處：「都是一些過了時

的書，何必這樣大張旗鼓？」這個質問促

使我們思考何謂經典？經典是不是一部沒

有錯誤、尚未過時的書？一部書之所以成

為經典一定有許多原因：它的歷史影響巨

大、它的內容歷久彌新，它反映了普遍的

人性及普遍的問題，它的詞采閃亮驚人，

它的思路細密曲折，它的架構雄渾龐大等，

不一而足。可是不容否認的，經典中的一

部份內容，經過時代的淘洗，用現代人眼

光看來已經錯誤或過時，為什麼人們仍然

需要讀它？再者，經典是不動的，它如何

與人類無限多樣的存在境遇、以及人類所

關心的翻新出奇的問題發生關聯？

正如同一個點不可能同時出現在兩

處，那麼一本書的內容怎麼可能既是古代

的、又永遠是當代的？「同時代感」一定

是跟我們這個時代的「相似感」嗎？

三十年前，我曾似通不通地讀了神學

家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的《系

統神學》（Systematic Theology），覺

得他很想解答這個問題。這部書中反覆討

論《聖經》如何關聯呼應（correlated）

每一個時代？如何在不任意改動《聖經》

的「訊息」下，關聯呼應每一個時代特殊

的「境況」？如何形成一種既不是從「境

況」中抽取答案，也不是過度被「訊息」

的固定性所拘限，而對時代的迫切問題提

出解答？田立克花了很大的力氣所提出的

解答，應該只是人們親近經典的進路之一。

有的人每隔幾年就要讀一遍康德的三

大《批判》，是想跟著他細密曲折的思路

走一遍，像磨透鏡一樣。王國維可能是近

代中國最早深入琢磨三大《批判》的人，

到了後來，當他放棄哲學（他說哲學是「可

信者不可愛，可愛者不可信」）之後，我

們仍然可以在他的經史著作中看到康德思

路的影子。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每隔一段時間就要讀馬克

思的小冊子《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馬克思形容這本書是在

分析「為什麼一個有三千六百萬人的民族

竟會被三個衣冠楚楚的騙子〔包括路易．

拿破崙 Louis-Napoleon Bonaparte〕偷

襲而毫無抵抗地做了俘虜」），李維－史

陀大概是要一次又一次親近那種從四面八

方、一層又一層地解剖一八五一年十二月

二日路易．拿破崙政變事件的銳見。

在這一次有關經典的演講中，我所選

的兩本書之一是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

書中的部份內容在晚清以前是非常前衛、

非常鋒利的，但是到今天恐怕早已成了芻

狗，但是這本小冊子在歷史上曾經發揮無

比的影響力，使它自然具有相當的分量，

書中所提出的若干議題：君臣的角色、君

臣的關係、讀書人在政治中的角色、輿論

的問題、物質力量的配置應集中在中央或

分散在各地等等一連串問題，現在看來仍

有一定的新鮮感。即使其內容已經過時，

身為讀者，我們仍想深入歷史脈絡，了解

作者為什麼那樣說。古人說「誤書思之，

亦有一適」，設身處地深入了解經典的每

一部份，正是一種磨礪自己的工夫。

最近我偶然讀到一封前人的信，信中

說日本的山本玄絳禪師在龍澤寺講經，說：

一切諸經，皆不過是敲門磚，是要敲

開門，喚出其中的人來，此人即是你自己。

這段話可以有非常多面的解釋。我則

想藉它來說明在閱讀經典的過程中，讀者

的角色與經典一樣重要。閱讀古往今來的

經典，除了應當虔敬地學習它的道理、它

的論題、它的詞采外，還要進行一種密切

的對話。對話的對象可以是永恆的真理，

也可能是其他的東西。無論如何，在與經

典密切對話的過程中，讀者不斷地「生發」

出對自己所關懷的問題具有新意義的東西

來。經典之所以歷久不衰，往往是提供了

對話與創造的豐富資源。閱讀經典一方面

是要「照著講」，同時也要「接著講」（馮

友蘭）。不管「照著講」或「接著講」，

最後「是要敲開門，喚出其中的人來，此

人即是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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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遊日本四國地區

筆者自從一九七○年代開始與日本商社

建立貿易關係以來，「進出」日本，可謂「不

記」( 註 ) 其數，但就是未曾到過「四國」

地區。( 註：不記得 )

二○一五年六月中旬，參加公司舉辦的

日本四國地區五日遊，一路沿著四國景點遊

覽各處名勝、古城、古剎、享用地方美食、

溫泉，走過標誌著夏目漱石、正岡子規的

文學足跡，體驗讚岐烏龍麵製作，參觀今治

毛巾博物館，通過大步搖搖晃晃的藤蔓吊

橋，留下愉快的回憶。但是，此行最大的收

穫卻是第一次聽到「約翰．万次郎」(John 

Manjiro) 這個名字。

瞥見一座巨大銅像

旅程來到高知「土佐清水」的「足摺岬」

海邊，導遊不經意地指向路旁一座高大的銅

像，說：「他是約翰．万次郎」。

一個日本人卻有個西洋名字，竟然還有

如此一座高大的銅像，矗立在足摺岬面向太

平洋濱海路旁，此人究竟是何方神聖，引起

我極大的好奇，待要向導遊進一步請教，卻

不得要領。遊覽車瞬間閃過，銅像已從視線

中消失。若不是隔天意外買到一本書，這件

事可能就此不了了之，「船過水無痕」了。

買到一本書

第二天來到高知市區，投宿「三翠園」

飯店，在飯店附設的販賣部內，意外購得一

本《万次郎傳記》，這是一本精緻的小書，

全書只有八十五頁，日、英文對照，全書

簡明扼要，作者是「約翰．万次郎」的第五

代孫女，中濱 京 (Kyo Nakahama) 女士，二

○○四年出版，出版者「冨山房國際」。在

約翰．万次郎傳奇一生：只緣瞥見一座銅像 
接下來兩天旅遊行程的空檔，很快地將全書

瀏覽一遍，對這座銅像本尊的故事有了初步

的瞭解。

回台灣之後，再將這一本書詳讀一遍，

並且從 GOOGLE 網頁搜尋到許多資料，對

於如此傳奇一生的人物，興趣大增。隨後，

向多位前輩請教，心想或許可以獲得更多資

訊，不料，前輩們竟然都對這個名字十分陌

生，這反而激起個人更強烈的好奇心。

三年多以來，持續研究万次郎一生的故

事，理出一點心得，透過一個土佐漁夫的傳

奇經歷，一窺十九世紀中葉，日本走入歷史

的交叉點，在「鎖國」、「開國」，「尊王」、

「攘夷」的波雲詭譎中，蛻化出明治維新這

個影響日本、亞洲甚至全世界至深且遠的重

大變革。

美日搭橋一漁夫

一 介 少 年 漁 夫， 歷 經 傳 奇 一 生，

一八九八年過世，迄今一百多年來，日本人

為他立傳，美國人為他出書，擁有三座高大

銅像，在故鄉土佐清水和第二故鄉美國的費

爾港各擁有一座佔地廣大的紀念館，逝後追

贈「正五位中濱萬次郎翁記念碑」乙座，立

於土佐清水中之濱故居入口小丘上。在琉球

受審所在之高安家入口處亦矗立紀念碑一

座，供人憑弔。此外，每年定期為他分別在

美國和日本各地舉辦紀念活動。一生走過

「幕末」，進入「維新」，名字與本龍馬、

岩崎彌太郎、後藤象二郎、福澤諭吉、勝海

舟等連結。

日本是講究門第派閥的國家，系出名門

者，先天上就受到較多的重視。万次郎系出

寒門，窮困漁夫家庭出身的背景，更是寒門

中的寒門，他的故事本來就要隨著他的過世

而為人所淡忘，甚至遺忘。逝世多年後，美

國人從舊書中發現万次郎傳奇的身世，對於

万次郎在逆境中求生

的意志，極為感佩，

加上万次郎的故事與

十九世紀的美國產生

重要的連結，經過美

國人的挖掘、整理以

及多位美國總統的關

注和「加持」，喚起

日本人對於這位傳奇

前輩人物的興趣，進

而出書、立傳、建碑，

舉辦研討會和各種紀

念活動。

万次郎，受制於

低微出身或「偷渡回

國」的背景，無論在

幕末或在維新時期，

並不是主領風騷的

「檯面」人物，但他

將美國進步的科技，

尤其是航海的知識與

技術、美國的民主政

治制度和自由平等的

思想，以及多年在全

球各大洋從事捕鯨經

歷過程中的所見所

聞，帶回祖國，在鎖

國兩百多年的日本，

造成潛移默化的影

響，扮演一個幕後推手的角色，隨著時光的

推移，歷經熱心人士的追蹤探索，万次郎的

事蹟與貢獻，獲得更多的了解與肯定。

一九七六年，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史密

斯松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e) 的國家

肖像館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舉辦慶

祝美國建國兩百周年特展，遴選一七七六至

一九一四年之間，來自全世界三十三位曾經

到訪美國，並於返國後，對其母國具有獨特

前瞻性影響的傑出人物，展出他們的肖像，

其中包括英國作家查理斯‧ 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歌劇「蝴蝶夫人」作者義大利

普契尼 (Giacomo Puccini) 以及捷克作曲家

德弗札克 (Antonin L. Dvorak) 等國際知名人

士，其中，約翰．万次郎是唯一以個人身分

獲得展出的日本人。

如此一位人物，值得我們去認識他！

◎廖志峰

我曾經歷過這樣的時代，相信老三台

（台視、中視、華視）所播放的新聞，相信

三大報（中央、中時、聯合）所刊出的新聞，

那是一個純真而毫不懷疑的年代，然而，有

一天我忽然明白，就像教科書一樣，這些都

是被編選過，並帶有一定視角和導向，我開

始好奇：這些新聞是怎麼來的？編輯台後的

故事是什麼？

三大報的時代有一個人讓我印象深刻，

除了他犀利睿智的文字，主要是他的名字，

我想應該是筆名吧？怎麼可能有人姓氏筆畫

這麼簡單，那人就是卜大中。二○○六年，

我請卜大中為一位作者寫序，有了第一次的

接觸，接觸時，異常的溫暖謙和，讓我嚇了

一跳，後來經他介紹又認識杜念中，也同樣

彬彬有禮，待人十分周到，讓我非常驚訝：

這些人是怎麼回事？我竟有一種從叢林重回

文明世界的感覺。卜大中為允晨所寫的書序

總是要言不煩，背後帶有社會文化的脈絡，

讓人深思。我從那時起就開始約書稿了，想

的是「蘋論」結集，他總說評論集不值得出

版，但他也不是拒絕。有天吃飯，他說起他

和許家屯在美國相遇的故事，許家屯身上充

滿了時代和政治秘辛，但要卜大中保密，只

說有一天會給他獨家。卜大中遵守了約定，

後來也真的寫了二條獨家新聞（有一條獨家

被當時的報社高層壓掉了，原因是太出色

了）。他為什麼說這個故事呢？也許是我自

己誤讀，那天之後，我們見面只談電影，談

風花雪月，談生老病痛，不談書。我始終記

得他說他退休後會寫一本書給我。有一天，

看到「思想坦克」開始登出他的文章，〈我

為何從統派變成反統派〉，我忍不住打電話

給他。我說：老卜，你說退休之後要寫一本

書給我，現在你退休了⋯⋯。他說：就是這

一本。

很多年前讀過《紐約時報》、《走進美

國大報》，充滿嚮往，真希望自己可以到這

樣的大報社工作，參與時代，但我一輩子只

守在南京東路的一家出版社裡，時代從大馬

路上呼嘯而過。不過，我還是嘗試藉由出版

來還原時代面貌被形塑的背後肌理。卜大中

的這本書的寫法雖然單篇單篇地寫來，像是

雜憶，然而，背後貫串的時代社會時間軸，

氣味分明，脈絡清楚，不只是個人生命的軌

跡、傷痕，更是時代的烙印，有些地方點到

為止，藏有伏筆，似是留待讀者填補，其實

是作者的敦厚，不忍深究。寫至「美洲中時」

的突起猝落，面對《蘋果日報》來勢洶洶的

挑戰，尤其讓人不勝唏噓。

像《中國時報》這樣的大

報，在二戰之後創立的報

社，擔負時代的傳聲筒和

記憶者，有它不可磨滅的

重要位置，從這大報社出

來的菁英（驕兵悍將，卜

大中語 )，到今天都還雄

據各方，引領風騷不已，

值得記述這逝水年華。

我認為台灣報業（或

媒體）的興衰發展與台灣

整體的關聯，值得有心人

研究撰述，這本書只是開

端。如果卜大中是個說故

事的人，你要問：他說了

什麼？怎麼說；或是什麼

沒說？為什麼？背後牽動

的是政治，權力，人性，

以及各種利益糾葛。我一

直想問卜大中：你認為新

聞的核心價值是甚麼？

你，還相信新聞嗎？

《昨日報——我的孤

狗人生》說的是台灣曾有

昨日報
的一個新聞時代，獻給所有一起走過時代的

讀者。謝謝卜大中，謝謝當日約稿催生「孤

狗人生」的蔡其達。

◎陳新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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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冬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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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月 4-9日（週二∼日）10:00-20:00
  2月 7-8日（週五∼六）10:00-22:00

．攤位位置：2樓 H區 311

1本 79折  3本 69折 

時  間 地  點 講  者 活  動

2020/2/7（五）
14:15~15:15 一館2樓夢想沙龍 謝三泰／作者 《吼叫一九八九》分享會

2020/2/9（日）
16:45~17:45 一館2樓夢想沙龍 卜大中／作者 《昨日報：我的孤狗人生》分享會

開倉曬回頭書

ई

10:00~18:30

Ϛ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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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7 二 ~12/20 五 

ʩ୦ར᎕î์࡞˚Կ

���é ��éᕈ��éዾ�

սĜˁཕĝ

回頭書 

單本65折
五本5折
（可刷卡）

．活動訊息：

一年一會，歡喜相見
2020第二十八屆台北國際書展

允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