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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1) 小編和GBCCA全體工作人員在這兒向您拜個晚年，借用雅明對聯祝您: 

a. 猴後吼候去 

b. 雞即嘰吉來          
 

2) 感謝作家們的賜稿。沒有他們的心血就不會有我們讀後的感動。e-通訊是我們所有人的

園地，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個園地的作家，寫出您的美麗與哀愁。來稿不限題材，

舉凡文字﹑繪畫﹑攝影皆可。來稿請寄: 

         gbcca.enews@gmail.com   

截稿日期如下: 

     5/25/2017；8/25/2017；11/25/2017。 

 

3) 本期作品都是佳作。小編不多說廢話，請您自己去體會﹑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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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霧裡遇到了張潮 
文: 梅馨柑 

 

一直想找機會拜訪這山間隱世的小村落，雙十國慶，也是父母的結婚紀念日，往那踏青尋找桃

花源吧！ 

氣溫陡降，驅車上了陽明山，空氣裡開始有了舒適的寒意，到了小油坑大霧瀰漫，已難見前車

尾燈，穿梭在秋意十足的山路上，綠霧中隱隱約約地閃動著金色芒草，若非筱小姐事前細心指

點，八煙村落的入口很容易就消失在急駛而過的陽金公路上。 

步入村口，迎面而來一位村夫，手上抱著一撒野薑花，只見他走到水源處，細心地把花放在冰

冷的泉水中，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也許只是工作，但此時此刻真是一種情調 

 
「剛摘的嗎?」 

「是啊~長太密也不好，現在開得正漂亮！」他笑笑的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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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中的梯田，水波盈盈，霧氣開始凝成了水滴，田中的小蝌蚪和蜻蜓在殘荷漣漪間輕快的移

動著。 

 

漫步的雲，伴著似有若無的雨，不知是山動還是嵐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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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踏上一方殘板，跨過灌溉溝渠，水芹在潺潺水流裡款款擺動著腰肢。 

兩旁的土馬鬃帶著黑澤明「夢」的色澤，同時也有著身旁草叢裡似乎隨時會冒出小小龍貓來的

氣氛。 

 

跨上了土坡，剛剛的染翠景色瞬間幻化成了黑山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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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淡的寧與靜 

 

潑墨中帶了一點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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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石成了雅 

 

 

我在大霧瀰漫中，彷彿看到張潮搖頭晃腦微笑地走了過來........... 

 

 

註.  張潮的幽夢影，是一則我很喜歡的隨筆小品，其中廣為人知的佳言名句不勝枚舉： 

........................... 

讀經宜冬，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秋，其致別也；讀諸集宜春，其機暢

也。 

經傳宜獨坐讀；史鑑宜與友共讀。 

花不可以無蝶，山不可以無泉，石不可以無苔，水不可以無藻，喬木不可以無藤蘿，人不可以

無癖。 

春聽鳥聲，夏聽蟬聲，秋聽蟲聲，冬聽雪聲。白晝聽棋聲，月下聽簫聲。山中聽松風聲，水際

聽款乃聲。方不虛生此耳。若惡少斥辱、悍妻詬誶，真不若耳聾也。 

上元須酌豪友，端午須酌麗友，七夕須酌韻友，中秋須酌淡友，重九須酌逸友。 

賞花宜對佳人，醉月宜對韻人，映雪宜對高人。 

願在木而為樗（不才終其天年。），願在草而為蓍（前知。），願在鳥而為鷗（忘機。），願

在獸而為廌（觸邪。），願在蟲而為蝶（花間栩栩。），願在魚而為鯤（逍遙遊。）。 

藝花可以邀蝶，纍石可以邀雲，栽松可以邀風，貯水可以邀萍，築臺可以邀月，種蕉可以邀

雨，植柳可以邀蟬。 

樓上看山，城頭看雪，燈前看月，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境。 

山之光，水之聲，月之色，花之香，文人之韻致，美人之姿態，皆無可名狀，無可執著。真足

以攝召魂夢，顛倒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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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臺上玩月。皆以閱歷之淺深，

為所得之淺深耳。 

《水滸傳》是一部怒書；《西遊記》是一部悟書；《金瓶梅》是一部哀書。 

讀書最樂，若讀史書，則喜少怒多，究之怒處亦樂處也。 

發前人未發之論，方是奇書；言妻子難言之情，乃為密友。 

...........................         

 

看幽夢影，張潮這人不獨有獨特高雅的「美學生活概念」，許多見解頗令人莞爾，有趣之人

也。                

生活，也可以是一種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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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詩話（三） 
文: 齊雅明 作於2017年2月 

 

你一定去參觀過紐約的自由女神像！但你是否留意過在她的底座室內鑲有一塊銅牌，上

面刻鑄著這樣一段文字： 
 

   The New Colossus 
 
  Not like the brazen giant of Greek fame, 
  With conquering limbs astride from land to land; 
  Here at our sea-washed, sunset gates shall stand 
  A mighty woman with a torch, whose flame 
  Is the imprisoned lightning, and her name 
  Mother of Exiles. From her beacon-hand 
  Glows world-wide welcome; her mild eyes command 
  The air-bridged harbor that twin cities frame. 
 
  “Keep, ancient lands, your storied pomp!" cries she 
  With silent lips. "Give me your tired, 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 
  The wretched refuse of your teeming shore. 
  Send these, the homeless, tempest-tost to me, 
  I lift my lamp beside the golden door!” 
 

 我去過，那是很多年前第一次到紐約時去的。那時候我還是個窮留學生，英語很差，在

那塊銅牌前磕磕巴巴地念不成句，文意也沒搞懂。有句話卻刻記在心裏：“Give me your tired, 

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因為在那之前我的導師曾教授過這段

話。多少年後我做了父親，有一次在看孩子家庭作業時，又遇見了這段文字。新移民的我英語

好多了，但有些字還是要查過字典，一層詞意稍微明白了點，另一層詞意卻又模糊了，加之對

英文詩中音節和韻律的不甚了解，勉強念成句，但還是沒念出調調，更談不上詩意了。 
 

 最近的時事使我把這段文字找出來。又是多少年過去，孩子們都成人成家了，我也步入

耳順之年，英文隨著年紀也有點長進，讀了些莎翁的原作，對十四行詩的結構、音步的格律、

行句的韻腳等也有了些膚淺的瞭解。於是乎不知天高地厚，藉著詩中的那份感動，把她譯成中

文： 
 

             新巨人 
 

  並不是古希腊雕鑄在無恥中的榮譽， 

  巨人的跨下是征服的土地。 

  這裏，海水新洗的日落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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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立著一位手持火炬的偉大女人。 

  那聖火是曾被天禁的神雷， 

  流亡者的母親乃是她的稱謂。 

  從她手中將為世界燃起歡迎的光束， 

  她祥和的雙眸會把天塹變成通途。 
 

  “那塊古稀的大地”，她無聲 

  地呼喊，“留駐你的偉績豐功！ 

  送給我，你的貧困弱病、 

  你那些渴望自由呼吸的芸芸眾生、 

  和你遺棄岸邊的累累生靈。 

  來吧，你風顛浪簸的喪家之人， 

  在這金色的門際，我為你高舉明燈。” 
 

 詩作家是位猶太裔的美國女性，名叫愛瑪－拉乍茹斯（Emma Lazarus），生卒 1849－

1887。她三十八歲的一生留下不少美篇，但最為人知的當屬這首《新巨人》。這首詩作於 1883 

年，是詩人應徵為籌建自由女神像底座的集資拍賣會而獻的（Art Loan Fund Exhibition in Aid of 

the Bartholdi Pedestal Fund for the Statue of Liberty）。詩作雖然沒立刻受人青睞，但如一塊晶瑩

的寶鑽一旦破石而出，她那劃時代的人文主義光輝是遲早要炫人耳目的。1903 年詩人謝世十六

年之後，這首詩果然被刻鑄並請進自由女神底座的內室，由此重新定義了自由女神像的意義。 
 

 自由女神雕像出自法國雕塑家巴托第（Frédéric Auguste Bartholdi）之手。據資料顯示，

1865年巴索第與好友拉勃拉耶（Édouard René de Laboulaye），看到美國南北戰爭結束而徹底廢

除了奴隸制，即萌生了由法國人民贈送給美國人民一具象徵自由獨立紀念碑的設想，巴托第由

此創作了自由女神銅像（1870）。兩年前我們去巴黎度假，在盧森堡公園還看到這尊自由女神

像的原作，她當然要比我們所知的紐約自由女神像小很多，只有大約六呎高。後來經過二十年

法美雙方的不懈努力，特別是建築師埃弗爾（就是巴黎埃弗爾鐵搭的設計建造者）的鼎力支

持，精細的工程設計和規劃制造，這個設想終於成為現實，1886年10月在紐約港灣內的拜德羅

島（Bedloe’s Island，即現在的 Liberty Island）上，自由女神像落下她的面紗。 
 

 巴托第的初衷是以自由女神像作為自由獨立的象徵，獻給新大陸一個只有一百年歷史但

卻充滿活力的國家。這個國家所代表的人文思想，包括自由、平等、正義、獨立，像磁石一

樣，不斷地吸引人民從歐洲移民來到美國。當這些移民歷經風浪的顛簸，駛入紐約港灣時，第

一個迎接他們的就是這尊自由女神像。有多少老移民回憶說當他們的船隻駛過這尊美麗的雕像

時，他們無不激動得流淚，恨不得要飛過去親吻她。久而久之，自由、移民和美國這三個完全

不相干的意念便奇蹟般地交織成為一個有機的共同體。愛瑪－拉乍茹斯則是藉著一尊還沒落成

的雕像第一個向人們揭示這個事實的女英雄。 
 

 愛瑪選用的是古義大利式十四行詩體（Italian Sonnet，又名 Petrarchan Sonnet）。優美

的五步抑揚格（iambic pentameter）和詩體特定的韻腳及結構，本身就蘊含著無窮的藝術魅

力。詩開始的兩句愛瑪接著新巨人這個標題，大手筆地做逆排比，筆鋒從公元前三世紀古希

臘，號稱古文明的七大奇蹟之一的羅德島巨像（Colossus of Rhodes）切入。據說羅德島巨像是

一尊高達一百多英尺的太陽神像，雙腳橫跨羅德島港灣的入口，使得出入船隻無不從他的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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匍匐而過。愛瑪用他來象徵從野蠻的征服和奴役中建立起來的古文明。她說我們將要看到的這

尊新巨人像與古希臘的羅德島巨像是完全不同的，她僅僅是站立在這個港灣中。她用接下來的

六句詳盡地描述了她心目中這具新巨人像所代表的精神。這位偉大的女性名叫流亡者的母親

（“Mother of Exiles”），她持的火炬中燃著曾經為神據為己有的聖火，歡迎全世界的無家可

歸之人來到這希望之始——海水洗滌的日落之門。這裏愛瑪隱諱地援引了古希臘另一個文明的

結晶，希臘神話中聖火的故事。遠古的人類是沒有火的，一半時間人是生活在黑暗與愚昧中

的。火為天神宙斯（Zeus）把持，他手中的神權就是主火的雷電（“imprisoned lightning”）。

有一個亞神（Titan）名叫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非常同情人類，就從天界偷了火送給人

類，人有了火就開始逐漸擺脫黑暗和愚昧。這一義舉使普羅米修斯付出了極為痛苦的代價。宙

斯把普羅米修斯用鐵鍊鎖在山崖上，白天宙斯的鷹就來啄食他的肝，而到了晚上他的傷口和肝

臟就會癒合完好如初，但當白晝開始一切又會重新開始，永無休止。愛瑪在這裏把自由女神與

普羅米修斯等同起來，火炬中曾被禁錮的聖火被釋放了，代表著對一切人的博愛，這一點我下

面還要提到。 
 

 日落之門（“sunset gates”）明確地揭示了愛瑪－拉乍茹斯的猶太傳統。猶太人認為日

落是一天的開始，因為《聖經 創世紀》一章開始便記載說上帝先將光明從黑暗中分離，上帝稱

光明為晝，稱黑暗為夜，“有夜晚，有白天：為第一日。”  這個次序，定義了一天的開始是

先夜晚後白天。日落是一天的開始，也是希望的開始，日落之門由此便成為希望的門徑。這個

希望是賦予一塊被海水沖洗得幹幹凈凈的新大陸，象徵著進入這希望之門的人們將開始一個全

新的生活。 
 

 愛瑪對她的新巨人的手和眼以及它們的內涵做了極為詩意的描述。她的手將為全人類舉

著通往自由的航標燈，而她的眼睛則是溫和地環視（“command”）著這個港灣。愛瑪在這裡

以小喻大，把港灣內的雙城借喻為美洲和歐洲新舊兩個世界。新巨人的目光將在這兩個大陸架

（“twin cities frame”）上空搭起一個無形的橋樑（“air-bridged”）。正是通過這個橋樑，她

偉大的自由博愛思想才得以傳播。這裏，愛瑪又一次將新舊巨人做了對比。羅德島巨人的腳下

是武力征服的土地（“conquering limbs astride from land to land”）和他唯唯稱諾的臣民；而新

巨人卻用她溫柔的目光搭建起一條橋樑（“her mild eyes command the air-bridged harbor”），

征服我們是她火炬中所代表的思想。也正是這個橋樑，愛瑪巧妙地把詩的第一段和第二段構建

出一個有機的聯繫。 
 

 古義大利式十四行詩體在結構上分兩個段落，前八句和後六句（有點類似中國古詩詞中

的上下闕），兩段不但韻式不同，詩意上也要有別。愛瑪也正是這樣做的。她把這六行詩句全

部留給了新巨人的無聲（“silent lips”）的宣言。她用古老的大地（“ancient lands”）代表承

繼古希臘文明而強盛的歐洲，然後說那些舊日的輝煌（“storied pomp”）你留下，但把你那

些擁累悲苦的大眾送來給我。因為我，如前所說，乃是他們的母親。愛瑪在這短短的六句中不

惜悽苦詞彙的反覆疊加，疲憊（“tired”）、貧困（“poor”）、淒慘（“wretched”）、擁

擠（“huddled”）、遺棄（“refuse”）、渴望（“yearning”）、流離失所

（“homeless”），以此一遍遍地喚起讀者的視覺意像。但她並不止於悲天憫人，而是藉此向

全世界鄭重宣佈，我，自由女神將在這個金色的大門口高舉燃燒著聖火的火炬，歡迎這些不幸

人的到來。至此，愛瑪已經把自由推向一個更高的境界，那就是：博愛！至此，這個新巨人已

經不是巴托第本初的那個代表獨立和自由的女神了，她乃是愛瑪－拉乍茹斯重新定義的一個代

表自由與博愛精神的女神。她矚望的新世界將不同於古希臘精神中以強勢與征服為主旨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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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她是開放的、忍耐的，包容的，不論對什麼人，貧困的或是被遺棄的，流放者或是無家

可歸的人，她一概收容。繼而她是和平的、自由的、博愛的，如同上帝對待祂的子民。 
 

 愛瑪－拉乍茹斯的《新巨人》將同自由女神像手中的火炬一樣，永遠向我們閃爍著人性

的美麗和光輝。 
 
 

註：本文刊載於世界週刊 2017年2月26日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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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二三事         漁童 

 

快馬追風嘯雲吐  誰管它逢林莫入  

兩碗燒刀才下肚  浪子就是他媽的俠客 

 

三尺青鋒包青天  誰怕他使毒穴點 

不飲賊血不歸田  俠客就是他媽的英雄 

 

拳掌掀起紅籮緣  誰叫她嫣妍顏艷 

鐵布衫折成紙鴛  英雄就是他媽的浪子 

 
       註1：此詩又名 師父的話全忘了 

       註2：看了那麼多武俠小說，以此為記。 

       註3：此詩 – “Rated R”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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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行腳 
            文圖：李展平 

 

 
 

之一  山林之秋 
 

一縷光亮銀纖 穿梭露珠 波紋 

且慢 

給風輕歌 給雲倒影 

誰將緞錦遺忘山林？ 

 

游離的華彩抹粉 

天空底蒼白 

任旅人苦苦追趕 

於山石水影 浮動 

噢！針葉林是唯一尊者 

始終堅持一身藻綠 

千里山松邊界一直不肯 

風化 

 

注：2016年10月緬因州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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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霍頓湖之歌 
 

從前不曾會面 

楓香圍著湖水 

湖水彩繪裸體天空 

天將雲朵倒過來 

也許今後也不見 

這美麗交會 霍頓湖啊 

讓我們夢中相會 

各帶一把金鎖 

開門 

讓水波 紅葉 碧綠一起盪漾 

隱隱的風聲 

爬上午夜  不眠耳朵 

這世界原來不陌生 

只要真情相遇 

 

注: 霍頓湖 Houghton’s Pond, 位於 Milton, MA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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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小天使 
圖,文: 張薈茗  

 

   
 

     天色昏暗中摸黑前進，於箐口村寨的邊坡上,守著相機捕捉日出前的美景，雲海、霞光萬

丈，眼睛快睜不開了。光芒中見到霞光裡有著，七彩霓虹的獨特夢幻顏色，真是美極了。所以

雲南有著另一個美麗的稱號叫七彩雲南。 

 

走進箐口村寨一路望去、良田阡陌、樹影雲朵、投映在波光掩映，搖曳的梯田，如此跟窮

山惡水爭飯吃，一輪一輪梯田，展現高聳之處，謀生何其困難？ 

 

     初夏清晨，一片寧靜祥和，生機盎然，宛如置身荒漠；迎面一個4歲不到的小男孩，模樣

可愛跟在母親身邊，肩上的鋤頭非常刺眼扛著。入村子逛逛，佔地約五公頃的村寨，全村一百

多戶人家，總共800多人。 

 

     婦女趕著大牛、小牛邊走邊拉了一地的牛糞，大豬守著小豬，雞鴨飛上枝頭，小時的農

家景象，像時光隧道一一呈現在眼前。廣場有位小女孩長的可愛，坐在母親的身旁。穿載整齊

的小女孩，等待觀光客要求擺拍，流露不自然的快意，但小小年紀要配合演出，賺取小費。 

 

     這樣的年紀應是一生中最快樂無憂童年，早熟的她鏡頭底下，明亮雙眼背後，有著深邃

的憂鬱眼神，她才七歲大;已看盡人生百態，在大人的世界裡被物化了，每拍完照，母親就過

來跟觀光客索取五元人民幣。 

 

     在大太陽底下，汗水直流，眼睛被太陽及閃光燈直射到張不開，隨著觀光客的口令，右

側左側不停轉動，滿足相機鏡頭下的需求，純真被廉價出賣，擺拍成了她生命中的第一份工

作，令人心疼不捨。不明白小女孩有沒有去上學？一天下來比母親做粗活的工資掙得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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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相較平凡的小女孩，一身粗衣及黑甜的臉頰;在一旁自得其樂地吹著氣球，不受外來客

的干擾，仍然可以開心做自己，擁有快樂的童年。 這是從小得面對的生活方式。 

 

在大人的世界裡，生活所需的經濟考量凌駕一切，已顧不得其他。哈尼族是母系社會，經

濟重擔來自女兒家，男人是受寵著。充滿原始鄉土的美麗村寨，幹粗活、細活都是女人份內的

事，在豔陽底下無論是挑磚或擊石。男人？哪裡去了？路邊小桌上擺著酒瓶，一堆男人聚在一

起，簡單的燒烤配點小酒閒聊，或是樹上乘涼發呆也行。 

 

箐口哈尼民俗村是村寨、森林、梯田、和江河共構展示區，前仆後繼的觀光人潮，讓婦女

多了賺外快的機會，原來四歲小男孩肩上鋤頭也是擺拍的道具，或許吧！對於家中的經濟補貼

不無小補，但是喪失的童年會不會是一生中最大的遺憾？或是小小年紀可以幫母親撐起家中的

擔子，是母系社會中無可避免的命運？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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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歌一曲入他鄉 
 

文:何求 作於 2015年 12月 

 

 

今年是大波士頓地區 Concord合唱團建團 70周年，也是我和夫人入團 12周年。和美國

許多大城市一樣，大波士頓地區有一個 Choral Consortium（合唱會盟），注冊入盟的有包括

Concord 合唱團在內的七十多個當地的合唱團。Consortium 主要起一個聯絡、交流、協調的作

用，也包括接受和分發外來的、支持本地合唱活動的友善捐助。這些合唱團既可以說是大同小

異，也可以說是大相徑庭。相同相似之處包括，除了幾個水準較高的有時會與專業音樂團體合

作，參與商業演出外，基本上都屬於業余的、非盈利的、社區的 SATB四聲部合唱團﹔聘有一

名專業或半專業音樂指導，一名伴奏琴師﹔每周排練一次，每年演出兩三場，演出地點多在教

堂，學校，或小劇場，等等。相差甚遠之處包括，有的團只有十來個人，有的團則超過兩百

人﹔入團有的需要比較嚴格的考核（audition），有的則進出自由﹔演出有的是在正式劇場售

票，有的隻是到老人院免費為老人唱唱歌，自得其樂。也有的團熱衷於國際合唱活動，參加文

化節、匯演之類，時不時到外邊轉一圈。比較大的不同是在選唱曲目上，因團而異也因聘用的

音樂指導而異。許多合唱團選唱曲目廣泛，從古典到現代，從巴洛克到百老匯。也有的團選唱

曲目很專一，隻限於一個范疇。還有的團聲稱其曲目涵蓋地球上各種文化的精華。  

 

Concord合唱團在很多方面大概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一個。我們剛入團時有團員 70多人，

如今已壯大到 120多人。入團需要 audition，除了根據你的音域確定你的聲部外還要考核四個

方面。一是音準。這很顯然，你要是五音不全就免了，入了團也只會成為害群之馬。二是識譜

能力和速度。給你一個歌本，拉丁文五線譜，隨便翻開一頁，你要能張嘴就唱。合唱團排練進

度很快，識譜慢跟不上。三是音樂記憶能力。指導在鋼琴上彈一段旋律，讓你重復唱一遍，聽

聽是不是太走樣。四是合聲的能力，也可以說“抗干擾”的能力。讓你唱自己聲部，指導彈奏

另一個聲部，看你能不能“我行我素”，不受干擾。四個方面都不太差，你就錄取了。至於音

色、音量、是否受過專業訓練……根本不能在考慮之內，業餘社區合唱團沒有那個奢侈。據說

audition 對男聲相對鬆一些，對女聲嚴一些，因為幾乎所有的 SATB合唱團都缺男聲，音部失

衡。 

 

這個團選唱曲目比較廣泛，有世俗歌曲，也有宗教歌曲，包括牧歌，彌撒曲，安魂曲，

贊美詩，清唱劇，等等。總的來說以古典為主，或說以 classical為主。我們 12 年來唱過的

曲目的作者幾乎囊括了所有著名合唱曲作曲家。有時我們也唱當地作曲家的新作品，為他們造

聲勢，擴大影響。談到歌，不外乎涉及兩個元素，一是詞，一是曲。對於“外國歌”而言，這

“詞”就涉及到外國語言。這個團唱的比較多的是拉丁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法文，及

英文歌，還唱過一些非洲部落方言的歌。對於華人來說，在專業指導下用這些非漢語言唱歌是

件很開眼界的事。我記得大陸女中音歌唱家楊光好像曾感慨過，她受聘於歐美劇團演唱多年，

一大收獲是豐富了她對多種歌唱語言魅力的體驗。我們漢語屬開音節語言，用於歌唱相對簡單

容易一些。而大部分外語詞匯以多音節閉音節為多，常以輔音收尾。歌唱時這些輔音處理得好

則有開音節詞匯所不具備的微妙的表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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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非母語歌唱無疑是困難的。你若問哪種語言最難唱，有人說捷克文（Czech），有人

說意蒂緒文（Yiddish），有人說梵文（Sanskrit）文，有人說法文……說什麼的都有，這跟

本人母語有關。對於華人來講，在這些外語中，意大利文相對容易一些，因為意大利文語音變

化少，由字面上就幾乎可以判斷其發音﹔輔音輕，由輔音過渡到元音快且元音穩定。其次是拉

丁文。比較難的是德文和法文，有不少我們從沒聽過的輔音。英文作為大部分團員的母語和外

裔的“第一外語”，唱好反而很難。歌唱與說話不同。通常人們喜歡用“嘹亮”來形容歌聲，

要想歌聲嘹亮，就必須由輔音很快過渡到穩定的元音(或稱母音)，因為只有元音才可能“嘹

亮”。英文裡雙輔音雙元音都比較多，過渡慢，且元音不穩定，在吐字過程中常有變化。比起

意大利文，英文語音變化多，輔音重，唱起來有時會有一種“繞嘴”的感覺。這些都不利於

classical 的合唱，在唱時需要對歌詞的發音進行一些調整、修飾。這些修飾調整對於老美來

說更困難，因為他們的“惡習”很頑固。 

 

談到歌的另一個元素─曲，就必然涉及到音樂理論。我是屬於被文革耽誤的一代，在學

校裡學到的音樂理論很少。據我了解，即便沒被文革耽誤的中國人在普通中學裡學到的音樂理

論也不是很多。這些年在 Concord合唱團唱下來，可以說在音樂基本理論上補了補課。比如音

樂裡的“八度”的概念，我過去只是知道高（或低）八度就是到了要重復“哆來咪”的高度

了，並沒想過原來上下八度之間在物理上就是一個簡單的音頻振動頻率加倍（或減半）的關

系。比如鋼琴的中鍵 Middle C 是 261.6256赫茲，比它高一個八度的 C鍵就是 523.2511 赫

茲，261.6256赫茲的兩倍。難怪我們的耳朵告訴我們它們“是一個音，只是高了而已”，原來

就是 Middle C振一波的時間高音 C振了兩波。我是工程師，出於職業習慣，比較注意數字。

以上說的音高頻率來自現代標準，1926年才為美國音樂界確立，1955年被國際標準化組織接

受。該標準以 Middle C鍵之上的 A鍵為定音鍵，頻率為 440赫茲。這個標準音在音樂理論上

也常稱為 A4，因為此鍵在 88 鍵標准鋼琴上位於第四個八度之中（圖 1），或 A440，因為它的

頻率是 440赫茲。 

 

 
 

圖 1 標准 88鍵鋼琴鍵盤，每個八度中的七個白鍵以字母 C，D，E，F，G，A，B命名。

圖中位於第四個八度的藍鍵是 Middle C或 C4，黃鍵是 A4。各 A鍵的頻率如下：A1=55 赫茲，

A2=110 赫茲，A3=220赫茲，A4=440赫茲，A5=880赫茲，A6=1,760赫茲，A7=3,520 赫茲。人

類的聽覺範圍大致在 20至 20,000 赫茲。 

 

中文裡有成語“五音不全”，用來形容分辨不出音階高低的人。這裡“五音”我想是指

一個八度音階裡的非半音的五個音，用簡譜寫出應該是 1，2，3，5，6。在漢音樂史裡很長時

間內基本上是沒有 4和 7的，也就是說是不大用半音的，這也是為什麼有了這樣一個成語。加

上 4和 7，這個成語就該改成“七音不全”了。實際上一個八度音階裡一共有十二個半音，這

個成語改成“十二音不全”更科學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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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十二音全”並不是很容易的事。記得有一次我旁邊的一位男高音跟我說，

“……這隻曲子挺難唱的，一會兒上黑鍵，一會兒下白鍵，有一段上去就不下來了……”。他

這裡說的是鋼琴鍵盤，黑鍵與白鍵之間是半音關系。從物理學上講，兩個相鄰半音的振動頻率

比是 1.06（嚴格講是 1.059463094……）。這麼小的頻率變化（不到百分之六），要想把它們

都唱準確實需要下些功夫。我們練聲時就常做音階練習，半音一個接一個唱上去，再一個接一

個唱下來，最後和鋼琴對照一下，聽聽跑沒跑調，是否能準確地回到原來的起點。 

 

雖然傳統的漢音樂很少用到半音，可讓人吃驚的是兩千多年前的編鐘已經有半音。據說

戰國時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就有完整的十二音，而且定音的鐘頻率為 256.4赫茲，與現代

標准的鋼琴 Middle C鍵的 261.6 赫茲只差 5.2赫茲，與前現代標準（1860年代確立的法國標

准）的 Middle C鍵的 258.6 赫茲隻差 2.2赫茲，真是不可思議。可惜音樂理論在隨後兩千多

年的漢文化裡並沒有得到長足的發展，與西方音樂的輝煌相比乏善可陳。 

 

寫到此又想起一個音樂術語─Perfect Pitch，或譯“絕對音高”，這也涉及到一個令

我們華人頗受鼓舞的現象。Perfect Pitch 是指一種聽覺能力，可以在沒有參照的情況下判斷

出聲音的絕對音高，即音波頻率。比如別人在鋼琴上彈一個鍵，有這種能力的人可以根據聲音

準確無誤地說出是哪個鍵。在歐美的正常人群裡，具有 Perfect Pitch的人不足萬分之一，而

華人比例卻高得多。有一份研究報告對比了中美兩所音樂學院的學生，發現在 4、5歲開始音

樂訓練的學生樣本裡，中國學生有百分之六十具有 Perfect Pitch，而美國學生則只有百分之

十四﹔在 6、7歲開始音樂訓練的樣本裡，中國學生有百分之五十五有 Perfect Pitch，而美國

學生則只有百分之六﹔在 8、9歲開始音樂訓練的樣本裡，中國學生有百分之四十二有 Perfect 

Pitch，而美國學生是零。這說明 Perfect Pitch的能力可以後天訓練提高，另外人種之間差

別顯著。華人─也包括越南人等─Perfect Pitch的能力被歸因為說話使用的是聲調語言

（tone language），對音頻敏感，而歐美語言是非聲調語言。這一點對華人整體來說是與生

俱來的一種音樂優勢，應該可以增加我們唱好歌的信心。 

 

在我入團的這 12年裡團裡換過三位音樂指導，現在的一位是華裔 Kevin Leong。這位

Leong 指導除了長的華人面孔，一點也不讓人覺得他是個華裔。他在哈佛拿了一個生物物理博

士學位後，終是壓不住對音樂的濃厚興趣，又修得了一門音樂博士學位，成了一名痴迷音樂的

專業指揮，也是我所知道的三位音樂指導中最受歡迎的一位，經驗豐富，指導有方，隨和風

趣，常常妙語連珠，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這也是合唱團最近幾年添丁進口的原因，不少人慕名

而來。鑒於排練、演出的場地限制，及聲部失衡，團裡已決定不再招募女聲了，除非出類拔萃

之輩。 

 

Concord合唱團以中、老年老美團員為主，我和太太幾乎是唯一的亞裔團員，直到最近

兩年又來了兩個韓裔女聲，一位是專業小提琴手，另一位是聲樂教師。說起亞裔團員，一件值

得一提的事是，六年前團裡來了一位日本專業女高音 Yuriko。她是作為日美軍事交流的家屬來

此地的，有一個七、八歲的男孩，丈夫在附近一個軍用機場工作。Yuriko為人熱情大方，對我

們唱的這些歌了如指掌，深為指導欣賞，時不時讓她擔綱領唱。與 Yuriko相識才知道，日本

所謂的“脫亞入歐”並非虛言。在日本，西方音樂很普及，從事西方音樂的專業人員較之搞本

土音樂的人地位和待遇都高很多。Yuriko在 Concord合唱團不到兩年就發生了 2011 年 3月 11

日的東日本大地震，丈夫被一道金牌召回日本。她也只好帶著孩子依依不舍地離開了波士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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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的人都知道，歌唱最忌諱的就是緊張，一緊張，渾身僵硬，聲音失常。英語裡有個

術語 Musical Performance Anxiety 專指這一現象。Concord 合唱團多年來形成了一個慣例，

就是臨上台演出前講一個笑話，以放鬆氣氛，防止緊張。在這方面一位叫吉米的男高音最拿

手，久而久之，講笑話就成了吉米的專項。吉米的笑話近於不太黃的黃段子，聽了讓人忍俊不

禁，但又不太過分。比如最近一次的段子是這樣的： 

 

太太問剛看醫生回來的老公：“怎麼樣？好消息壞消息？” 

 

老公：“壞消息，醫生說我活不過明天早上了。” 

 

太太：“哎呀！真糟糕！那我們可要好好度過這段時間。” 

 

於是太太精心做了一頓飯，兩人共進晚餐。然后上床，行了很好的一盤兒房事（had a 

very nice sex），就睡覺了。過了一會兒老公醒了，說： 

 

“哎呀，剛才的 sex真好呀！咱們再來一盤兒吧！” 

 

睡眼惺忪的太太說：“算了吧，你反正明天早上沒事兒了，我可還要上班呢”。 

 

…… 

 

聽完這個段子再上台還會緊張嗎？ 

 

眾所周知，維持一個非盈利團體香火不斷，長盛不衰，要花費許多心血。Concord 合唱

團的運作每年有六、七萬美元的出入。支出主要包括音樂指導和琴師的佣金，排練、演出場地

的租賃，還有請專業獨唱歌唱家、專業樂隊合作演出的費用。入賬主要包括團費、演出售票所

得，及商家贊助。團費目前是 120元，總計也只有一萬多。演出票價 25元，一年下來收入也

只有兩萬左右。缺欠部分就隻有靠商家贊助和團員募捐了。好在合唱團多年來致力於豐富當地

的文化生活，有目共睹，發展了不少熱心忠實的贊助商。另外各種形式的募捐活動也辦得有聲

有色，其中比較值得一提的是無聲拍賣（silent auction）。無聲拍賣以一種音樂酒會的形式

進行，拍賣的對象是本團團員及團員帶來的親朋好友。拍賣內容五花八門。有的團員拎來兩瓶

陳年老酒，有的團員提來一筐名牌化妝品，有的團員許願烹調出供 6人的一桌法式大餐，有的

團員獻出兩堂課的鋼琴教學，也有的團員拿出一個周末的 summer house供人消夏，還有的團

員提供一趟機場接送……所有拍賣所得都歸合唱團，可謂有錢出錢，有物出物，有力出力。每

個拍賣項目前附有項目說明及起始價，投標人就在下邊寫下自己報價，直到無人再投標為止。

拍賣結束，成績不菲，皆大歡喜。拍賣的成功可以募集到五位數。 

 

大波士頓地區的合唱活動非常豐富活躍，除了各個合唱團各自為政的演唱活動外，還常

有各種形式的聯合演出，及無需排練自由參加的 sing along。三天前我們剛在哈佛大學

Dunster House 參加了他們一年一度的亨德爾彌撒曲 Sing Along。來唱的人加上哈佛的獨唱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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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和交響樂隊有三四百眾，氣氛熱烈，聲情並茂，蕩氣回腸。這些經典真是逾世不朽，仰之彌

高。 

 

可以說，世人都是伴隨著歌聲長大的。歌聲迴響著童年，歌聲回放著青春。然而正如定

居美國的民運老將胡平所說，“我們沒有自己的歌”。他們那伙反共人士聚會，想在休會中間

唱唱歌娛樂一下，竟然沒有別的歌會唱，大家只好唱紅歌。這聽上去很滑稽，也很悲哀。想想

中國那麼大一個國家，兩三代人，以歌聲抒發情感的這一最自然最原始的渠道竟然完全被劫持

了，被赤化了，張嘴非“頌聖”不可，別無選擇，這對當今的年輕人來說匪夷所思。如今人到

中年、老年，想從自己童年、青年時熟悉的歌裡挑出一支“干淨”的來竟然不得，令人欷噓。 

 

其實與其煞費苦心地從自己會唱的那些曲目裡篩選“不太紅”的歌，不如改弦更張，吟

他鄉之樂。哪裡黃土不埋骨，何處歌聲不銷魂。這第二句話其實並不嚴密。在這個地球上有那

麼一兩塊地方，歌聲不僅不銷魂，而且惡心肉麻，如北朝鮮。雖然我們當初無法選擇，投世在

一個被世人稱之為專制的國度裡，但我們這代人還不算最晦氣，比北朝鮮人要幸運得多，趕上

了可以以足投票的時日，來到了一片可以自由抒發、自由吟唱的土地。我深知自己沒有理由不

珍視這種幸運。 

 

 
 

圖 2 麻州 Concord 合唱團和新罕布什爾州 Concord合唱團聯合演出 

門得爾鬆清唱劇《Elijah》- 2007 

 

編者按: 何求也是 GBCCA旗下文協合唱團深受喜愛及尊敬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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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驚魂之成人禮 
文: 劉金本 

 

我喜歡釣魚,也喜歡打獵。 

 

可萬萬沒有想到在非洲打獵,幾乎闖出了個大禍,險遭去勢,當成了一個非洲太監。 

 

話說西非的淺山很少有大型的野生動物，那些野牛﹑大象虎豹之類，要在離海岸百哩外

的深山裡面才可以發現。當然深山之中人跡也比較少，黑人部落就都散佈在淺山境内，要獵大

型動物，必須到深山裡面才有機會。 

 

我喜歡打獵，但也只是打小動物玩玩而已，在沒有月亮的晚上，我會約一兩位同事戴

著頭燈，每人拿支獵槍到淺山森林裡面獵鹿，幾乎每次出獵都會有所收穫。至於白天，我喜

歡用散彈槍去打鳥。非洲有一種綠色的斑鳩，比普通的幾乎要大一倍。有一天，我獨自一人

拿著獵槍沿著山中小徑無目的的閑逛，找尋目標，不多久來到一  個空曠的地帶，遠方有幾

棵高大的木棉樹，但前面不遠卻有一棵枝葉繁茂的大樹，我仰望樹梢，真是高聳入雲，幾隻

斑鳩正從空中飛落樹枝之上，但因枝葉茂密，立刻便不見蹤影。我極目遠眺，仔細搜查，就

是沒再發現鳥蹤。等了好久，也陸陸續續看見更多的斑鳩飛上枝頭，但也是立刻消失不見，

實在是因為樹太高而且枝葉太繁茂了。我想散彈槍打上去，上百粒鉛彈射出的範圍至少也可

以打到一兩隻斑鳩吧，因此就開了一槍，想不到真的就掉下來三隻，可是接著看見從樹上飛

走的斑鳩竟有幾百隻之數，卻令我傻住了。 

 

從草叢中檢起三隻被打中的鳥，有兩隻是綠色大型斑鳩，但另一隻卻是金黃色的加納

利鸚鵡，這種鳥漂亮且聰明，常見黑人抓來賣給喜歡養鳥之人。我對牠深感抱歉，挖了個坑

洞埋了，把兩隻斑鳩捌在腰間，往遠處一顆大樹行去，因為剛纔看見飛去的斑鳩有很多停在

那棵樹上。 

 

那棵大樹在對面小山之上方，看起來不很遠，其實也不近，走了約半個小時，來到一

個沼澤地，有一個簡單的木頭架起來的橋可以通過，過了木架橋，見一口水井， 在沼澤地的

岸邊，用一塊蓋屋頂的鐵皮蓋住，我想山上一定有人居住。信步往山上走去，突見小徑旁邊

立了一支白色旗子，上面劃個很怪的圖案。再往上走，又見路兩邊    都各豎立紅色旗子，

上面的圖案與剛纔的不同。回想起來，我實在一點警覺之心都沒有，繼續又走了小段路，見

兩個約十一，二年紀的小女孩，赤裸著上身，各頂著一個水桶往山下走來，一見到我，立刻

往回飛跑而去。我很納悶女孩子赤裸上身見人對他們來，是非常平常的事情，為何這兩個女

孩子卻那麼驚慌呢？一面想著一面腳步不停的走，很快的就來到一個茅屋外頭，四面插滿了

各色旗子，屋子外面一個小廣場，約有十幾個小女孩，赤裸裸的躺在小廣場邊的遮陰棚下，

一時之間我傻住了，在此同時，突聞叮噹之聲自山上傳來，七八個黑女人一擁而上把我拉

住，起先我還微笑著想跟她  們打招呼，可是見她們的臉色並不友善，甚至把我按在地上用

繩索要捆綁我，令我又憤怒又驚慌，忙用英語問她們為何捆綁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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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o…… here…..!」 她們不懂英語。但由這三個字我猜想可能是講我不應

該到這裡來。 

 

「Why?」  我問她們為什麼？也問為什麼要綁我。 

 

「#@$^%^*#*>*(&%#@」  講了一大堆，我一點都聽不懂，但我知道那是本地的“馬

諾” 族的馬諾話。 

 

她們把我長褲退下，岔開雙腿結結實實的綁在一個木板上，然後走進了屋子，許久許

久之後，走出來一個巫婆跟一個年輕女人，巫婆手上拿著一盒東西，放下地上原來是刀片草

藥之類的東西，我一看馬上便知道怎麼一回事了，立刻便要哭喊出來(我本來還以為她們要強

暴我呢！)這時那年輕女人講話了﹕ 

 

「你闖進我們的禁地，按照規矩必須把你閹割的。」 

 

「什麼禁地，我根本就不知道啊。」我的聲音是顫抖的。 

 

「因為你是外國人，不懂我們的規矩，我們開會討論的結果，決定只要拿掉一個，留

下一個還可以傳宗接代。」 年輕女人的英語不比我好。 

 

「拜託！拜託！請您們原諒我這一次，下次我一定不敢了。」 我哀求。 

 

「你有沒有聽過 “成人禮” 這回事？」年輕女人問我。接著又講： 

 

「女孩子的成人禮是非常慎重而且隱蔽的，不但是男人，連女人若沒有許可也是絕不

准踏進一步的，否則會受到嚴厲的處罰。」 

 

「是的，是的。。。。我聽過但我不知道這個地方就是女孩子成人禮集訓的地方

啊！」我講。 

 

「難道你沒有看到沿路的旗子嗎？」巫婆插嘴責問，年輕女人用英語翻給我聽。 

 

「我看到了旗子但不知到是什麼意思，對不起，請您原諒。」 我又苦苦哀求。 

 

也許由於我是個外國人，又被苦苦哀求而動了惻隱之心，年輕女人與巫婆走進屋裡，

經過了漫長的等待時間，總算出來了，一群老女人跟著走了出來。年輕女人講： 

 

「我們討論的結果，願意原諒你這一次的誤闖，但你必須罰款一百美金。假如你同意

的話，我會跟你到你的住處拿錢。」 

 

「是的是的，同意同意。。。。。謝謝！謝謝！」我幾乎是感激零涕，語無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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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知道假如放了你回去而不交給我錢，我們隨時可以追回你的兩個蛋蛋，而不只

一個而已了。」 

 

「是的，是的，一定給錢，一定給錢。」一百塊美金換回一個蛋蛋實在太划算了，我

心裡講。 

   

  

 

 這件事情我從來不曾對人提起過，因為實在太糗了，可是自此之後，經常會做惡夢，

而每當夢醒之時，會發覺雙手緊緊護著那個地方，雖然常常安慰自己，已是古稀之年又已子

孫滿堂了，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可是人的腦子是非常難以駕馭的東西，那個巫婆可以在任

何時候隨時回到我的腦海中，令我冷汗直流-----雖然已經過了四十年。 

 

  

註：非洲那個族人的成人禮，男孩子十二，三歲，女孩子十一，二歲便必須舉行。 

    在深山裡頭的一個隱秘場所，男孩子要割包皮，訓練謀生技巧。女孩子則打開處女膜，   

學習夫妻之道及做家事等等。三個月後期滿出山便可以結婚了。 

    據傳不管男女孩子的成人禮的訓練營是嚴禁外人偷窺的，違者被抓會受到嚴厲的處罰。

我幸好是一個外國人，而一百美金對她們來，也實在是個巨大的財富，那個時候當地人的每

天工資才五毛美元。 

  

  

後註：這是一則真實的故事，但主角不是我。第一人稱 “ 我 ” 是為了方便敘述，特此聲

明，請勿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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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 (調寄臨江仙) 
                文: 一衣   

 

 

 

 

 

 

 

曾在歌邊惹恨*, 無端舞後添愁｡ 

秋來詩酒皆無味, 落花無留意, 殘月獨自明｡ 

 

彷彿江痕初刻, 宛若山色新抹｡ 

眉黛一點峰欲聚, 舉頭聞鵲喜*, 笑向兩頰生｡  

 

註: 

*曾在歌邊惹恨: 史達祖, 夜合花 

*舉頭聞鵲喜: 馮延巳, 謁金門•風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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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滯   文: 殷其盈 

 

左臂齊肩而斷，右臂竟連肩膀都只剩半個。而她，就這麼袍袖飄飄充滿自信的走在人群中，既

不憤世也不妒人｡ 

 
她要怎麼開門﹑如何吃飯﹖怎麼穿衣服﹑如何上廁所﹖彷彿只是別人無聊時的猜謎遊戲全然不

關她的事｡ 

 
而我，在星期六的熱鬧裡，看著擦身而過的她…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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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悠悠照哈佛   史蕴诗心耀后世    

             ——论张凤《哈佛问学录》、《哈佛缘》的史传散文写作 

  

                                                           张 娟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内容提要： 美籍华人作家张凤近年来的系列散文创作，以哈佛为中心，描写了哈佛大学百年华裔精英的

漫漫长路，其散文传记写作的文体价值和历史意义都令人惊喜。张凤的传记散文通过史料、追忆和档案的佐

证，对哈佛的华裔学人进行严谨的史实考证与史料梳理，秉持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揭示了文学史生成的真

实语境和历史脉络; 作者以独特的女性意识，女性视角书写哈佛，观察文化名人，在哈佛和华人汉学界这个

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文化场域中，带来了一种女性的柔美力量。作者以人物为中心，文史跨界的写作方式亦

是亮点; 作者围绕哈佛生活的“自传叙事”揭示了其“亦文亦史”的传记散文写作风格形成的原因，其文史

跨界的传记散文写作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还未被充分发掘，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深入讨论。 

 
     关键词：张凤；传记散文；亦文亦史；女性视角；个人叙事 
 

 

                                    

        美籍华人作家张凤被誉为实力派学院作家，在散文写作领域深耕多年，不久前获得侨联文教基金会 2016 年

华文著述奖文艺创作散文类第一名，又被推举为北美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她近年来的系列创作，以哈佛为中

心，描写了哈佛大学百年华裔精英的漫漫长路，被评为华文作家书写哈佛第一人，其写作的文体价值和历史意义

都令人惊喜。 正如杜维明高度评价“《哈佛问学录》生动刻画了协力使哈佛大学成为‘人和’胜境的一批求道者

的学思历程”1。张凤的作品问世以来，哈佛著名学人杜维明、王德威，北大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复旦大学教授

徐志啸等著名者纷纷著文推荐，正如杜维明教授所言：“她带着深情，怀着厚意，用褒而不贬的热笔替一群在海

外为‘文化中国’招魂而不知自己魂归何处的智识分子，绘制了一幅具体图像。”2但遗憾的是，现有评论多为读

后感性质，张凤具有跨界尝试的传记散文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亦缺乏系统性讨论。 

        散文作为非虚构写作一种，是中国文学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文体。古今散文类型主要由政论散文、史传散文、

哲理散文、抒情散文等，其中传记散文，承袭史学传统，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一个文体。“传记对于历史学所

具有的重要意义一直在异乎寻常地增长。”“即自历史学派的发展开始，直到兰克的时代为止，历史学之间出现

的最重大的问题，是有关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存在的生活和历史学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种关系就是历史学应当当

做一个整体而加以保存的东西。”3从现存的中国古典文献来看，中国先秦就有历史性散文，《左传》、《尚

书》、《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等都是历史学叙述，与后来蓬勃兴起的历史学，构成了中国散文艺

术最独特的景观；现当代文学史上，亦文亦史的传记散文受到胡适、梁启超等推崇，但当代的史传散文研究是相

对匮乏的，张凤的传记散文写作值得重视。 

        张凤生于台北近郊淡水，是台湾师大历史学士，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硕士，学历史出身的她具有史家使命

感，为哈佛的学术华人立传，再加上文学修养极高，形成了文史兼通的写作风格。张凤近年来佳作频出，都与哈

佛相关。 主要作品除《哈佛问学录》《哈佛缘》外，还著有《哈佛心影录》、《哈佛哈佛》、《域外著名华文女

                                           
1  [美]张凤:《哈佛问学录》，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2   [美]张凤:《哈佛问学录》，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3  [德]威廉·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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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散文自选集——哈佛采微》、《一头栽进哈佛》等。 《哈佛问学录》是人物思想传记，王德威教授称其将哈

佛华裔学者一网打尽，孙康宜教授赞其为“儒林正史”；《哈佛缘》是张凤的一本散文集，涵盖哈佛历史、知名

学者、哈佛生活、个人身世、社会观察等多个侧面，在这两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凤作为哈佛学人的周密与敬

业，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史学专家的历史责任感，可以看到在哈佛这一以男性为中心的学术场域中的女性力量，可

以看到文学与历史的水乳交融，也可以从自传写作中看到张凤史传散文写作的深层动力。 

                                                   一、 史蕴诗心：史料、追忆和档案的佐证 

 

          英国 20 世纪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家和批评家哈罗德·尼科尔森在他的《英国传记文学的发展》一书中探讨了

包括传记产生的原因：“传记为满足纪念的天性而诞生。”4 胡适一直倡导传记文学，也劝老一辈的朋友多保留传

记的材料，甚至自己记日记的立场也是以备留给后人研究。在 1953 年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也即后来张凤就读的

台湾师范大学）的演讲中，他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史记》、《汉书》、《后汉书》、

《三国志》、《晋书》都是传记，但多是短篇，另外中国传记文学的重大缺点是“保存的原料太少，对于被作传

的人的人格、状貌、公私生活行为，多不知道；原因是个人的记录日记与公家的文件，大部分毁弃散佚了。这是

中国历史记载最大的损失。“5梁启超不但是一位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家，还对传记文学理论进行过研究，提出了明

确的文体意识，认为“历史所关注的是群体形态，传记则应把重心放在传主的个体形态上。”6《哈佛问学录》是

哈佛华裔人物合传，重点将关注点聚焦在哈佛与华人的关系上，论介了哈佛燕京学社 75 年汉学经纬，赴美教学第

一人戈鲲化，纪传第一位华裔美国东亚图书馆馆长：哈佛燕京图书馆首任馆长裘开明，哈佛女校编年特意点明了

长期男性场域的哈佛大学中的女校瑞克里夫学院，并挖掘了在哈佛访问学习过的叶嘉莹、张爱玲等知名华人女

性。 

         首先值得称道的是张凤扎实的史料功夫，审慎的史实考证与历史意识。张凤曾任职哈佛燕京图书馆编目组二

十五年，该图书馆被认为是西方汉学研究的宝库，图书馆的工作为她打下了扎实的资料基础。为了撰写《追怀汉

学大师杨联陞院士》，张凤老师在哈佛的燕京图书馆萦心系怀地大找材料，并为白先勇教授、王德威教授、加拿

大阿伯塔大学教授陈幼石等多名名家搜索资料；为了寻觅张爱玲的哈佛踪迹，张凤“上穷碧落下黄泉”遍寻哈佛

和女校瑞克里夫学院留下的踪迹，遍访相关人物，来到哈佛女校瑞克利夫档案部门，查阅到赖雅同张爱玲一道来

到哈佛女校，在哈佛所在地剑桥过世；在原瑞克利夫研究所图书馆查阅到了扉页有她亲笔签名的《赤地之恋》，

寻访曾经访问过张爱玲的殷允芃，考据夏志清、庄信正先生 1969 年与张爱玲一起参与的东南亚英雄文学研讨

会；并将张爱玲亲手打字的履历表公之于世，并指出“张爱玲打字换行皆与成规有异，就像她所释放的才气一

样，全不受框框禁锢”；并于 1995 年在张爱玲逝世之后，将其所留哈佛的档案和居住以及她亲笔订正留字的

《北地胭脂》和《赤地之恋》首度挖掘在中文世界发表；在《绣荷包的缘分——哈佛中国古典小说史家韩南与张

爱玲》一文中，详细记录了韩南教授和张爱玲在哈佛的不期而遇，张爱玲在聚会中向韩南教授馈赠绣花荷包（此

荷包为李鸿章女儿，她的祖母李菊耦的家传宝物）的经过；也是在这篇文章中，披露了韩南教授把绣荷包、带有

签名的《北地胭脂》、后来获赠的《红楼梦魇》带到图书馆托付给张凤，张凤以其历史使命感将这些宝贵藏品妥

帖安置的全过程。张凤对历史的检索、记录、收藏之功不可没，所以后来负责瑞克利夫档案的 Jane Knowles 太

太，亦把她舒展新机的诠释也要去归档。    

          其次，张凤的传记散文写作秉持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揭示了文学史生成的真实语境和历史脉络，对我们

掌握文学学术史的生成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梁启超就极其注重传记的真实，他认为史家的第一件道德，就是忠

实。特别重视一“口碑实录”的方式搜集史料。“躬亲其役或目睹其事之人，犹有存者。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

                                           
4 陈兰村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5 胡适：《胡适文集 治学卷》，何卓恩编，长春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6 陈兰村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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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性质之史料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7读其哈佛书写系列的惊喜之处，在于张凤以史家

的考证精神，提供了文学史生成的真实历史脉络。张爱玲在华语文学中的地位，应该归功于夏志清的《中国文学

史》，但是夏志清是如何发现张爱玲的，张凤老师在《张爱玲与哈佛》一文中作了披露，其实上海 1944 年夏，

夏张二人就已经谋面，但当时夏志清专注在西洋文学，对于张爱玲的流行作品，夏先生一直没有兴趣读。直到

1952 年张爱玲离沪抵港，在香港美国新闻处任职，她的同事邝文美激赏其作品，和先生宋淇二人酷爱文艺，得知

夏先生在写小说史，便把港版盗印的《传奇》、《流言》等寄给夏先生，使他注意到张爱玲的卓越才情，张爱玲

才得以被写进中英文文学史，向世界评介推崇。同时，宋淇先生笔名林以亮，与夏志清之兄夏济安先生是莫逆之

交，夏济安先生曾对亲近的高足庄信正博士说过，认为近代的三大小说家应该是鲁迅、张爱玲、张恨水，虽然这

个评价值得商榷，但这种激赏态度也影响了夏志清的判断，夏志清在 1955 年离开耶鲁博士后研究工作之前，就

完成了《现代中国小说史》英文初稿，把张爱玲同五四以来享有盛名的作家相提并论，1957 年又发表《张爱玲的

短篇小说》和《评秧歌》，后被兄长夏济安翻译成中文，发表于《文学杂志》，奠定了张爱玲的文学史位置。

1966 年，宋淇先生和夏志清先生推荐，和“万象”发行人平襟亚的堂侄平鑫涛会谈，与皇冠出版社合作出版她的中

文著作三十年，并从此获得稳定的版权收入，可专事著述而享其成就，得以使她的文字重放异彩，张凤认为夏志

清在书中﹐毫不媚俗对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张天翼、吴组湘等当时的主流文学史忽视的文学家进行了崭新

定位﹐系统上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态谱系。  

        在进行散文写作时，张凤具有非常自觉的史的意识和历史责任感。正如学者王一川指出：“张凤以史家的冷

峻、作家的温暖，勾勒了百年来哈佛大学华裔学者的研学史。”8在《哈佛缘》第一辑《哈佛，哈佛！》描画哈佛

校园及学舍、哈佛财政来源、历年知名校友、哈佛学院设置，《学者的梦土》也描述冰心对卫斯理与哈佛的相关

回忆；及曾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讲师和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究乔伊斯和福斯特的萧乾，在哈佛数度访学的

王蒙先生；更有林海音、何凡、梅新等文学人物交游往还。在《哈佛问学录》中尤其注意追溯早期哈佛的知名学

者，赵元任先生 1910 年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曾到哈佛主修哲学获博士学位，亦在哈佛教授过逻辑和

语言，除此以外，他还获得数学、理学学士学位，在康乃尔教过物理，的确是天宽地广作学问。他的女儿赵如兰

教授是哈佛首位跨东亚和音乐系教授，父女情深，对赵元任先生的入世思想有更深的理解。赵如兰是哈佛大学第

一位中国女教授，其先生卞学鐄教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近四十年，是国际工程力学和航太工程方面备受赞

誉的权威；哈佛儒者杜维明，是当代新儒家的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了儒家传统的现代化，投身公共空间；

回忆故去的哈佛考古人类学名家张光直教授，《未央歌》的作者鹿桥教授；特别讲到了张爱玲与哈佛的关联， 受

邀来哈佛谈生死的禅佛学专家傅伟勋教授等。 除了关注哈佛，张凤对自己涉足多年的华文文学领域也同样具有史

家的历史责任感。《哈佛缘》的《亦文亦史》一辑中记录了泉州举办的中国作协北美华文作家作品研讨会，梳理

了华文写作在美国的发展情况；全景记录了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洛杉矶千禧大会，表达了世界华文文学的传承与展

望；北美华文文学的原乡书写与超越定位，对北美华文文学进行了全景扫描和详尽的作家评介。这也是一种自觉

的史家意识。 

           “全部历史所具有的任务，就是把握各种互动系统。通过把各种个体的脉络挑选出来并且加以研究，历史

学家就可以更加深刻地洞察历史世界所具有的结构了。”9张凤在哈佛华裔学人的历史叙述中，纪人叙事，勾勒出

历史中这些哈佛华裔学者的生活状貌和学术思想，删繁就简，突出他们与哈佛的关联，利用文献实录等方式传达

了历史真实，再佐以文学的优美表达，使得历史更加可亲可近，史蕴诗心，达到了历史和文学结合的最佳境界。 

                               

                                           
7 陈兰村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416页。 

8 [美]张凤:《哈佛问学录》推荐语，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 

 
9    [德] 威廉·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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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暧暧月明：女性视角写哈佛 

      

        张凤以独特的女性意识，女性视角书写哈佛，观察文化名人，在哈佛和华人汉学界这个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

文化场域中，带来了一种女性的柔美力量；其对哈佛的书写从女性文化观和价值观切入，对于哈佛精神的传播，

海外汉学的梳理都有重大的意义。张凤善于文学的的感性提炼，其文字典雅精确，温文尔雅，在史料的整理和学

人的论介中，常以文学性极强的方式表述，娓娓道来，充满情感的力量。同时，由于张凤长期为哈佛中国文化工

作坊主持人，与李欧梵、王德威教授等主持了上百场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等演讲会。又是北美华文作家协会创会

的五位分会长之一，见证 25 年北美华文作协的创立发展，曾二度担任海外女作家协会审核委员、北美华文作协纽

英伦分会会长等职，与各界文化人物都有频繁的接触机会，不仅由书识人，更能由相处与体验掌握这些文化名人

的第一手资料，这也使得张凤在写作的时候，不仅仅是严谨的学术立场，更具有文学的感性力量。 

       由于张凤常以感同身受的方式理解笔下人物，她不仅仅是客观地还原，也会在事实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谈到张爱玲的哈佛时光时她指出，张爱玲深居简出，仅与夏志清、庄信正、於梨华、麦卡锡、王祯和等人有往

还，正如胡兰成所说：“世事经历很少，但这个时代的一切自会来与她交涉。”张凤老师以她哈佛三十年，年深

月久的体会，指出“她以多舛的一生，时刻担心错误的抉择，只对少数未令她失望者信任。”10张爱玲的生平一

直是研究者热衷探究的对象，也有不少研究者对张爱玲的自私与凉薄颇有微词，张凤老师以史家的考证精神，指

出张爱玲与赖雅 1956 年 8 月 14 日婚后到 10 月，赖雅就中风，康复时尚可为伴，后期更病瘫如风中烛，张爱玲

照应了十一年。推敲她生活行止，绝对尊重自我，讲求心灵自由，却相当情深义重。像她对两任丈夫，都坚忍到

生离死别不得不分，还担当生活费。 

        在写作首位中国现代文学院士、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教授李欧梵时，她着眼之点，不仅在于李欧梵的学

术成就，还在他“真情动人”的爱情生活，在文中解密李欧梵为何从哈佛来客座香港科技大学，可能竟是因为太

太李玉莹身患忧郁症，直到携手归乡，回到香港才痊愈，真是“忠厚而痴情的感情主义者”。后李欧梵与妻子合

著《过平常的日子》记录他们前段姻缘的甜蜜炽烈和后段抗病的相扶相持，令人动容。而做出这样的刻画，非柔

和感性的女性莫属，也正是张凤的女性视角，使我们得以一窥汉学家的侠骨柔肠。 

         张凤以人物为中心，文史跨界的写作方式亦是亮点。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 就首创“本纪”、“列

传”体裁，以人物为中心展开历史画卷，后世的史传散文和传记文学都深受其影响。张凤在吸取中国传统文学优

秀成果的基础上，以女性的敏感细腻、善于体察的内心写出了哈佛历史变动中和学术长河中的人物。“任何一个

历史性人物的生命历程，都是由各种互动过程组成的系统；在这种系统之中，个体感受到来自这种历史世界的种

种刺激，因而是由这些刺激塑造的，然后，这个个体接下来就会对这种历史世界施加各种影响。”11 张凤的书写

精彩之处在于具有史记精神，为人立传，得益于她温柔细腻、善于体察人心的女性特质。在和张凤的交谈中，她

指出：“没有深层内涵的文学作品大多流于肤浅，而我因为对人有着浓厚的兴趣，选择历史专业是希望加深自己

看人待物的历史感......文史哲的人物更加永恒。”正如张凤所说，她对于人物具有浓厚兴趣，这也是她切入历史的

独特方式。印象颇深的是，张凤在每次参加过研讨会之后，都会将人物一一记录，这是一种负责任的历史的还原

作风，也许是因为张凤多年身处康乃尔、哈佛这样的世界名校，所见皆为大师，她有一种自觉的历史责任感。由

于她多年主持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邀请国内外各界名家演讲，交游丰富，眼界开阔，与诸位大师亦师亦友，可

看到他们学术性的一面，也可接触到他们生活化的一面。 

         张凤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书写群体中有民国大师，也有当今汉学名师，亦有新锐学人。王德威指出：“张凤

对各个学派及学者都做了专精的研究，再经各位亲阅授权发表，每一篇皆严谨呈现学者的面貌风采，深入浅出，

                                           
10  [美] 张凤：《哈佛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 

 
11 [德]威廉·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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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活感人，且极具可读性。”12诸如辗转探寻曾在哈佛访学的张爱玲，听闻“人间四月天”的林徽因、徐志摩、

胡适及语言与音乐学家赵元任；亲如母女的赵元任女儿赵如兰教授； 前去拜访的冰心和萧乾；与张凤有两代交情

的林海音阿姨和何凡伯；常春藤盟校百年首位华裔系主任，启发汉学的中国考古文明的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教

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哈佛燕京中国历史及哲学与儒学研究讲座教授杜维明，族裔研究计划主席李欧梵教授，首

开现当代中国文学课的王德威讲座教授，还有《未央歌》的作者鹿桥教授， 艺术史汪悦进讲座教授、李惠仪教授

和田晓菲教授，到哈佛演讲常春藤盟校百年首位女性华裔系主任孙康宜教授、李远哲教授、作协主席王蒙等，更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大都是与张凤亲身接触的，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展示了哈佛与华裔学人的学术因缘。由于张凤

的先生黄绍光博士在哈佛是核磁共振实验室的主任后升贵重仪器中心的主任，，她不仅可以结交人文社会科学的

顶级学者，也与这些自然科学的著名教授和多位诺贝尔得主们朝夕共处，在长期频繁的接触和体会中，她对这些

出色的华裔学者的精神魅力与丰富的内心世界更加了解，从而用自己具有人文情怀的生花妙笔，将这些诺奖得主

伟岸的学者的精神群像刻画出来，引人入胜，填补空白。 

 

                                                      三、 自传叙事：“亦文亦史”写作个性的形成 

 

         张凤写作还有一个维度，虽然在整体的哈佛华裔学者的散文叙述体系中往往被遮蔽，但却是哈佛叙事的一个

重要补充，那就是以个体为中心，围绕哈佛生活的“自传叙事”。自传散文，也是传记散文中重要的一部分，虽

然张凤在这一领域笔墨非常克制和谦逊，但这对于理解张凤的写作特点，完善张凤哈佛叙事的逻辑链条具有重要

的意义。通过这些描写个人成长历程和生活状况的散文，我们可以寻找到张凤何以开始了她的富有历史和情感的

哈佛叙事，她的写作又将走向何处去。  

       《哈佛缘》是一本散文集，集中包罗万象，可看到张凤史学、文学、事业、生活各个侧面。《美国梦》回到

个人叙事，描写了父母子女；《漂流游子心》中追溯了父母由长江之源的四川和江南出发相遇，迁徙漂流，跨海

至台，而适嫁黄家，成为客家媳妇，客居北美寒带四十年，更是漂泊无定，由此生成离散漂泊观点，“师法犹太

人非裔以全球的漂流为动力，蓬勃发展出上乘的漂流文学，书写心灵的故乡”；《大都会危机》聚焦自己和亲友

亲历的“911”事件，关注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关注成长教育中的情绪管理，创建艺文小集参与大波士顿

区中华文化协会，历数自己在海外侨校教学的体验；《冰上之星》中关注挪威冬季奥运的溜冰锦标赛；更有对美

国总统竞选，美国梦，哈佛的常春藤，夫妻关系的讨论，黛安娜王妃的死亡，对当下影视作品的鉴赏讨论，对顾

城杀妻事件的思考等等，关注面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让我们感受到张凤的个人生活中亦充满了美国生

活的脉搏和学院派的社会责任感。 

       “我相信：所有我们所说的话语，所有我们所做出的行动和姿态，无论是已经完成的，或者只是个梗概，它

们各自与相互之间，都可以理解成一个个非预期的自述之中的离散片段；虽然并非出于本意，也或许就是因为不

经意，这些片段却十分真诚可信，与形诸写作、见诸纸面的最细节的生命叙事相比，毫不逊色。”“在这世上生

活的每个人，都应该为他或她自己的人生，留下书面的叙事记录”13张凤的私人叙事正是自己的生命叙事，从这

些个体生命的点滴叙述中，我们窥见张凤传记散文的形成原因和其文学风格的滋养。 

         在《经理岁月》一文中，张凤写到“在父母老泪涟涟的送别之后，来到那号称中西部十大校中校园最广阔的

密歇根州立大学，才发现几百个中国留学生，真的只有我一个继续深造历史。”14当时迫于生存压力，很多台湾

留学生一到美国以后就会转系，改读商科，但是张凤钟爱文史，坚持申请到了爱荷华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和密歇

根州立大学的部分奖学金，最后选择了男友所在的密歇根州立大学。在男友不落言诠的默契和支持下，两人在学

                                           
12 [美]张凤:《哈佛问学录》，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13 [美]萨拉马戈：《谎言的年代 萨拉马戈杂文集》，廖彦博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14  [美] 张凤：《经理岁月》，《哈佛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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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婚姻道路上并肩而行。后兴趣又由史学转向文学，“亦文亦史”的写作得到前辈们的鼓励，始有了今天的散

文名家张凤。 

       “自传是对于个体对他自己的生命的反思的文字表达。当这种反思被转化成为对于另一个个体的生存状态的

理解的时候，自传就会以传记的形式表现出来。”15《心灵的河流》中最能体现张凤老师的人格魅力，张凤曾经

侍奉老年失忆的母亲长达 13 年，老病的父亲半年，这期间张凤以中国传统女性的隐忍与孝顺，为父母亲喂食洗

漱，伴父母亲走过了异国人生最后的时光。《心灵的河流》中这个河流，可以是母亲祖居故地泉州或后来“远去天

府故乡的重庆海棠溪，或父系的江南”“父亲一路领着母亲，到六朝金粉的南京，又往十里洋场的上海，再雇船

返嘉兴府老家。再经沧海，父母难寻江村浅渚，总算在台北之郊的碧潭弯处，为我们建起小桥流水人家”的家族

漂流，水滋养着他们的生命，时时随物婉转，与心徘徊，体验真情和美善，情意与理智遇合，也造就了这一家人

的和美与事业的传奇；《母亲与毛衣》一文读来令人落泪，侍奉病中母亲，晚年强人母亲萎缩衰弱，失智失忆，

淹滞在床，张凤老师日夜日夜辗转病房亲侍，其中艰辛自不待言，但言语之间皆是对父母的感恩与深情；《我爱

纽约》、《我的瑞士朋友》中爱的不是纽约的繁华都市，不是瑞士的风光，而是与纽约、瑞士相关的人事；《家

和万事兴》中对公婆的深情与发自内心的孝爱；《师恩》中更是追忆了自己历任的老师，学成之后不忘恩师，这

是深藏在张凤老师血液中的中华文化的传统之风。正是年少成长期对史学的执着，对师恩的感念使张凤获得了坚

持在史学的道路上前进的力量；在中年时期对婚姻和家人的负责，对工作的谨饬认真和对朋友的诚恳，使得张凤

获得了家人对其事业的支持和众多学界名人对她的欣赏与鼓励；在写作过程中，亦文亦史的跨界风格，具有女性

特质的深情细腻，对社会人生的人文关怀，使她以哈佛为中心的传记散文之路越走越踏实，越走越开阔。 

         伍尔夫曾经满怀深情地谈到“我们阅读传记和书信，可以将此作为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借此使许多往日的窗

户里重新亮起灯火，由此看到那些早已死去的名人当初是怎样生活的。”16当然，在张凤的哈佛系列写作中，不

只纪念已逝世的长辈，更为还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名家立传。张凤少治历史，学有根底，具有严肃认真的写作态

度，修辞立诚的散文格调，使她的传记散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她的哈佛书写系列，以张凤工作生

活的哈佛为中心，描写了哈佛的历史缘、学者缘、生活缘、社会缘，在这书写系列中，展示出了张凤扎实的史料

功夫，严谨的史实考证与历史意识；张凤以独特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视角书写哈佛，亲炙文化名人，在哈佛和华人

汉学界这个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文化场域中，带来了一种女性的的价值立场和感性态度；她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史

跨界的写作方式，刻画了与哈佛有关的一代大师，展示了国际学术舞台的华人力量，正可谓：“明月悠悠照哈

佛，史蕴诗心耀后世。” 而其跨界细致写作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还未被充分发掘，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深入讨

论。 

  

  

 
 

 

 

編者按： 

    1) 作者張娟女士東南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文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研究。 

    2) 張鳳女士所著《哈佛問學錄》榮獲僑聯總會僑聯文教基金會 2016年華文著述獎文藝創作散文類

第一名，仿間有不少評論，本刊特選東南大學人文學張娟女士本篇大作以饗讀者。 
 

 

←回目錄  

                                           
15 [德]威廉·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第31页。 

16 [英]伍尔夫：《伍尔夫读书随笔》，文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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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ropbox.com/sh/cwt17v6au8dzglk/AAB07Ip2FgoXY2aMSecJ-tGKa?dl=0
http://mp.weixin.qq.com/s/Se3_uBvTlUWog4wOGnGR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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