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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三個月、一個季度瞬間而過，我們希望文協友人及家人工作、學習和生活順利！
文協第二季度 e-通訊和大家見面了！我們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下上一季度文協舉辦
或贊助的一些活動集錦。 
 
張薈茗是文協 e-通訊的忠實作者，這次奉獻給大家的是在夕陽下進行竹編的民間
巧婦。齊雅明在新英格蘭寒冷的四月，賦詩一首“人間四月天”，抒發對春天的
向往。 
 
大家還記得上期 e-通訊刊登的胡宏新作—音樂劇“女兒的婚事”嗎？在這一期
中，請大家繼續閱讀“女兒的婚事”（下），看看故事結局如何？有音樂天賦的
友人，請為其中的唱段賦上配樂，一定別有趣味！ 
 
張重崗博士根據張鳳《哈佛問學錄》和夏志清編注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等作
品，對西游的華人學者和作家在美國的生存狀況和學術思想作了簡要梳理，幫助
讀者了解這一華人知識群體對東西方文化的雙向互動作出的貢獻。 
 
姚屬平追記了抗日戰爭時期鮮為人知的一次“長征”—1937 年北大、清華和南開
三校師生徒步三千裡的壯舉，為了不做亡國奴，懷抱‘患難興邦’的夙願，為了
建設明日的中國，這些少年壯士堅強、勇敢、慷慨激昂又艱辛萬分地走了半個中
國，從東海之濱，到巴山蜀水。 
 
王世輝帶我們回到 1979 年，追憶他在陸戰隊服役的生活。何求和我們分享了社區
活動，旨在告訴我們，百步之內，必有芳草。在我們身邊，在我們社區，就有許
多有意義的事在發生。 
 
文協歡迎新會員加入，請大家邀請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朋友和同事加入。同時，
文協是一個非營利組織，希望得到各位捐助。文協聯繫方式是：
gbcca.boston@gmail.com。同時，文協開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帳號，便於分享
和交流信息，希望大家多多關注。 
 
下期季刊（第 30 期）將於 9/30/16 出刊，截稿日期為 9/10/16。為了使文協 e-通訊
的內容更加多元化，又可以成為文協各社團公佈活動花絮的園地，歡迎各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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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您精彩的文字創作，也不吝展示您得意的書畫、攝影作品或各類收藏品。來
稿請寄 gbcca.enews@gmail.com。來稿中、英文皆可，並請採用橫排（自左往
右）格式。 

  



 e-通訊 第29期 2016年6月 第 3 頁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GBCCA 
吳國志 Dora Wu Hsu 

 
The responsibility or pow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 “Board”) is the general 
oversight of the affairs of the organization, including its long term stability and overall 
direction and goals, such as policy setting and fiscal soundness. It approves the 
appointment of the chair of the three committees of the Board, coordinates these three 
committees, and provides general oversight of the activities of GBCCA.  
 
Composition of the Board, Election and Term of Office  
 
There are nine members of the Board: three are the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s of 
GBCCA; three are representatives of each of the three Committees of the Board, who 
should be either the chairperson of that committee, or a representative designated by 
that committee, if the chairperson is already a member of the Board; and three members 
elected from membership at large (they are called “Directors-At-Large”). All members 
of the Board must be at all times members of GBCCA.  
 
The representatives from each committee are elected annually. There is no limitation for 
consecutive terms except that the chair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is subject to the 
annual election. The three past presidents are replaced annually, one in each year as the 
earliest one is replaced by the newest past president.  
 
The three Directors-At-Large each serves a three-year term. One is elected by the Board 
each year to replace the Director who has served his or her three-year term. A Director-
At-Large can be re-elected for two consecutive terms. Any past president who has 
served on the Board can be elected as a Director-At-Large after his or her term in the 
former capacity is completed.  
 
When a Director-At-large position becomes available, nominations will be accepted 
with the endorsement of at least twenty GBCCA Members and the Board will elect the 
new Director from among such nominees. If any Director resigns before his or her term 
is completed, a replacement Director will be appointed by the Board to serve the 
remaining term. Any Director may resign at any time by providing a written notice to 
the Board.  
 
Delegati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may delegate certain powers or responsibilities as they consider 
advisable by establishing other committees from time to time to perform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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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ilities. Such delegation should be within what is permitted by law, the Article 
of Organization or the by-laws of GBCCA.  
 
Currently, names and the capacity of the nine members who serve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re listed below: 
 
龍俐麗 Lily Lawn Tsao: Chair of the Board 
  
任繼敏 Jimin Ren-Grodzins: 2016 President and Chair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陳瑞虹 Renne Lu: Chair of the School Committee 
陳宏林 Hong-Lin Chen: Chair of the Building Committee 
  
周映秋 Agnes Chow: 2015 President 
冼鳳明 Betty Pang: 2014 President 
黃淑英 Shu Ying Huang: 2013 President 
  
湯耀武 Yauwu Tang: Director-At-Large 2015 - 2018 
吳國志 Dora Wu Hsu: Director-At-Large 2014-2017 
楊哲修 Tom Yang: 2017 President (Non-Voting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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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協活動集錦 

 
 

上一季度中，文協主辦或贊助協辦了豐富多彩的社區活動，我們在這裡作一簡要
回顧。 
 
On March 12，Albert Li provided the first speech in the Speaking Series on tax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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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23 witnessed the GBCCA Chinese Music Ensemble Concert. 

 
 
On April 30, a team from Harvard come to GBCCA and delivered an educational 
session on Hepatitis B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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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y 7, GBCCA participated in the annual Newton Taiwan Day. 

 
 
On May 21, GBCCA organized the 
Family Night for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Bost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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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y 28, GBCCA and the Chi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Newton co-sponsored a 
panel on educ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and future GBCCA activities and events, please visit 
www.gbc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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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燈謎謎底 
 

袁尚賢 
 

先有謎法五章：一、斷章取義。二、歪打正著。三、牽強附會。四、切忌犯面。 
五、力求典雅。 
 
1、芙蓉帳暖度春宵（打西洋童話三字） 
 
2、人人想發財（打俄作家三字) 
 
3、colt, bronco, foal, filly, horse, maverick, mare, mustang, stallion（打時人三字） 
 
4、說起寶島（打清代官名二字） 
 
5、到產房去看看（打哲學三字） 
 
6、朝三暮四，朝四暮三（打民國史四字） 
 
7、純正美國番茄 (諧音) （打口語四字） 
 
8、看見家人（打民俗二字） 
 
9、始無夏娃，只有亞當（打學府簡稱二字） 
 
9a、始無夏娃，只有亞當（打政治二字） 
 
10、新官上任三把火（打病名三字） 
 
11、真的走了（打一成語） 

 

謎底 

1、睡美人 2、普希金 3、馬英九 4、道台 5、人生觀 6、七七事變 7、真他媽
的(tomato!) 8、相親 9、台大 9a、台獨 10、登革熱 11、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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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夢夕陽   
 

圖文張薈茗 

 

 
 

這裏是嘉義縣溪口鄉美南村天赦莊，手工編織竹籠工廠的故鄉。全盛時期竹簍以

外銷市場為最大宗，每年七月至十月為生產旺季，婦女姐妹們除了田裡農作也靠

這裏的封號『巧手之鄉』計件論酬副業維生。 

 

幾乎停擺的工作室，陽光從玻璃投射進來；竹片多刺、紋理倔強、在昏暗的工作

台上；用力穿梭夕陽產業。忙碌的雙手左右來回編織，把歲月、青春皆編入梭影

中；手指頭低問：要讓我皮肉再磨多久？盤彎的腰身低問：要讓我脊椎撐多久？  

悶熱的午後，鐵皮屋下孤零的身影不發一語，汗水隨著臉頰滴落在手指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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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無語，夕陽無語，只有一陣清風拂面，憐惜主人幼秀纖指，已成硬硬的繭。

生活的酸甜苦辣，總是逆來順受，阿嬤說：女人油麻菜仔命，隨風飄散，落下了

就地生根，不離不棄。編的菜龍、蒸籠、或謝籃，都是婆婆好手藝傳承留下來，

想忘也忘不了，如今後繼無人，在我手裡將這手藝封存於生命底層。 

 

從年輕到老，靠著這雙巧手拗曲掠直，養家活口。也編織著家人一蘿筐的夢想；

孩子離家越來越遠，村子裡越來越少鄰居，偌大的工廠，散了一地的竹片，雜亂

錯放在幽暗的角落。   

 

年輕時一起鬥嘴的姊妹們不再織夢了，日昇日落日復一日，時間未曾靜止；然而

靜止的是不再有夢了，就這麼過吧！能撐一天是一天，雖然社區營造注入很多文

創和手編活動，粥少僧多，假日多了些年輕面孔。我就盼著孩子們得空回來老家

看看；吃一頓我煮的飯菜，喝一口我燉的芋頭排骨湯；僅有著殘夢只能交給西

風，交給不再回頭的歲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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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人間四月天” 
 

齊雅明  2016年4月16日 

 

 

道是人間四月天 

牡丹無意雪綿綿 

蓋因嫁與寒冬去 

錯寫他鄉鏡花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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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的婚事（下） 
－音樂劇－ 

 

 
胡宏 

 

 

（上）期簡介﹕ 

 

陳寶樹 ５５歲，在矽谷開了三家餐館。女兒大學畢業了，他在家

大設宴席慶祝。掌上明珠出現，寶樹得意非凡，還跟賓客

吹噓他與富豪在上海的投資。 

薛貝莉 陳寶樹妻，跟老公打拼多年，現在是富婆。她鼓勵女兒嫁

財團的少東。 
陳愛麗  陳寶樹的獨生女，２２歲。她回家與爹娘慶祝畢業，媽抱

著女兒高興得說不出話來。她提早離開宴席，跟同學跨上

摩托車去看海。 

許建金  許國壽的兒子，國壽財團的少東。跟陳愛麗從小是朋友，

被看成金童玉女，他們在宴席裡表演『紅木公園』二重

唱。   

 陳樹德  陳寶樹弟。  
吳杰  ３０歲，ＵＣ伯克來的準博士。會寫詩，譜成《月下狂想

曲》跟陳愛麗吟唱。他已經三個星期沒有找到他父親了，

長期不能入睡。他跟陳愛麗是在ＵＣ伯克來的帆船俱樂部

認識，他們有天去海邊彼此表態，私訂終身。  

許國壽  ５６歲，矽谷華人首富。   
吳老先生  吳杰父，１９４０生，科研專家。    

  

 

名詞轉換﹕ 

 

矽谷 ＝ 硅谷 ＵＣ伯克來＝加州大學伯克來分校 福利蒙＝Fremont 

聖荷塞=San Jose 聖克儒＝Santa Cruz  ＡＢＣ=美國生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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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幕 那個人是誰﹖ 

 

 

第三幕 第一景 

 

 

 
 

地點﹕ 陳寶樹 家的大客廳  
（音樂６－１﹕ 《失望之歌》序曲）     

 
 
 
陳寶樹在大客廳獨自唱著﹕  
 
 在家左右尋思量  為何心中老不爽﹖ 

 女兒畢業是好事  跟定 Gordon搞投資  

 建金慇懃對愛麗  還有何事要煩心﹖ 

 不對﹗那倆小沒有走動 是女兒變了心﹖ 

 誰是那個第二人﹖  煩心、煩心，真煩心﹗ 

 
陳寶樹有兩天沒有見到女兒了。他問薛貝莉，貝莉總是笑笑說﹕ 
「你們不是幫許國壽找到他姐夫了嗎﹖你女兒不是在幫他們安排兩老團聚

的事嗎﹖愛麗就是在跟許建金張羅嘛。」 
薛貝莉想到一件事就問陳寶樹﹕ 
「下禮拜就是你的五十五歲大壽，要不要我們請幾家近親跟許老一家來熱

鬧一下﹖」 
「請許國壽他們呀﹖我們這屋還得打整一下才行，有點趕。」 
「就請幾家親友也行，以後你六十大壽再請許家幾位好了﹗」 
陳寶樹同意了，心裡卻納悶﹕有什麼大事薛貝莉知道沒有告訴他﹖ 
  
生日宴那晚，十多位親友來祝賀。酒席開在大餐廳，杯盤交錯，好不熱

鬧﹔陳寶樹心中卻是老不爽:為何女兒沒有到﹖突地 

 
「叮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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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鈴響起，薛貝莉知道有事要發生了，忙去開門。 
進來的是女兒，她帶著一位挺拔的少年進門。二人穿著整齊，沒人認識那

少年。大家都看傻了，只見愛麗興奮地說﹕ 
「爸爸生日快樂﹗這是我給您帶回來的乘龍快婿－－吳杰。」 
陳愛麗扯著吳杰的膀子，好像在驕傲地眩耀她的戰利品似地說﹕ 
「快叫爸爸、媽媽﹗」 
陳寶樹不說一句話地望著，薛貝莉大吃一驚地問﹕ 
「你們已經結婚了﹖」 
「爸爸、媽媽﹗我是吳杰。愛麗跟我是兩年前在ＵＣ伯克來認識的，今天

我終於跟愛麗結婚了....」 
吳杰覺得講得不太得體，自己乾笑了兩聲，陳愛麗馬上接著說﹕ 
「對，我們剛剛去市政府辦理了結婚手續，回來晚了一點。」 
大客廳又是一片寂靜，還是薛貝莉撐得住了場面，她說﹕ 
「你們就坐下來吃飯吧。」 
陳寶樹 終於醒覺過來，他站起來，閉著眼，搖搖頭，良久，才開口唱

道﹕ 
 
 

（音樂６－２﹕ 《失望之歌》cello 伴奏）  
 

 
小麗，你是爸的夢想﹗ 

你總是爸的乖女兒  從不讓爸失望。 

你總那么貼心 

我們創業清苦，  你總每天下學來幫忙。 

我們吞著淚苦幹 

你相信爸爸，總堅持不放。 

現在你亭亭玉立 

戴上方帽子   你開創了我們家的新路子。 

哦，女兒 

你是爸媽的夢想  你走到我們進不去的地方﹗ 

 

小麗，爸的乖女兒﹗ 

你實現的夢   叫爸爸睡覺都笑醒。 

你帶給我們的空虛 

是你爸媽再也造就不出 像你這樣的兒女。  

我多想把你帶進教堂 

牽著你踏上紅地毯  風風光光﹖ 

我夢想著把你交給你的情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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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把希望代代傳 永世不爽－－－ 

哦，天哪﹗ 

  我失去了這一切  原來我只是個小丑一場... 

 
陳寶樹拿起筷子， 

 

「啪﹗」 

 

一聲猛拍桌子!他起身就走，薛貝莉也跟著離開。 
陳樹德留在後面，本想打圓場的，現在他哥嫂都走了，只有他一人對親友

們唱﹕  
 

（音樂６－３﹕ 《失望之歌》間奏曲） 

  
 
 大哥大開生日宴 愛女卻不見  

 突然門鈴響  女兒進門來 

 她帶著一少年 叫他是夫君 

 二人結婚靠公證 你說大哥氣得昏不昏﹖ 

 
大家還圍著圓桌坐著，沒有人說話。陳樹德耐不住問道﹕  
「你們打算去哪裡度蜜月呀﹖」 
「愛麗選了夏威夷。」吳杰好像沒事地說。  
大家又愣在那裡，沒人說話。過一會，薛貝莉出來說﹕ 
「真對不起，寶樹今天有點累，先休息了。」 
陳樹德和親友們禮貌地挨了一陣，才怏怏離去.... 
 
三人還圍著圓桌坐著，終於薛貝莉說話了﹕ 
「女兒，你告訴我有人跟你求婚，我為你高興，要你把他帶回來看看 ....」 
「媽，這什麼時代了﹖我們同學結婚，哪個先等家裡批准的﹖」 
「都是我不好，我從小沒媽，就急著要來看伯母，岳母....」吳杰補了一

句。 
「吳杰，沒關係，過幾天你就會習慣我們的家，你最好叫我聲『媽－』」 
吳杰果真過去喊了: 

 

『媽』! 

 

薛貝莉雙手握著吳杰，要他在身邊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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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幕 第二景 
 
 

地點﹕ 陳寶樹家樓上爸媽的臥室 
（音樂６－４﹕ 《失望之歌》小提琴 伴奏）    
 

 
陳愛麗走到爸媽的臥室門口，敲敲門，沒聲，她輕聲唱道﹕ 
  

爸爸，對不起﹗ 女兒的婚事讓你蒙鼓裡 

這事突然來  沒想女兒惹爸生大氣。  

 

爸媽攔不住女兒 我偏愛吳杰白手起家好志氣 

吳杰不陌生  他也是爸爸好友的親戚 

你好友的兒我不愛 偏愛我夫的孝順和他沖天志。 

 

爸爸請開門  我誠心希望你聽我說﹕ 

爸爸，對不起... 

 
突然，門開了，陳寶樹高興地沖出來，抱著女兒說﹕ 
「走，我要去見我的乘龍快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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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幕 女兒的選擇 

 
 

第四幕 第一景 
 
 

地點﹕ 夏威夷懋憶島的度假村  
（音樂７﹕ 《詼諧四重唱》）     

  
 
日近黃昏，薛貝莉穿了夏威夷的姆姆裝坐在陽臺上，她跟陳寶樹輪唱﹕ 
    

好不容易才靜下來，寶樹，這算我們辦了女兒的婚事﹖ 

 

哦，只算把愛女送出了門。  

 
陳寶樹在陽臺上不安地走著... 他終於耐不住問﹕ 
 

貝莉，你事先不知道女兒打算自己結婚﹖ 

 

不知道。 

 

你真不知道﹖你不能騙我喲。 

 

我真不知道，只知道有人向女兒求婚，對象不是你希望的許建金。 

 

我陳寶樹早就知道女兒另外還有男朋友。 

 

你們男人太先入為主，不能放棄成見﹔我們女人能面對現實，我們才能找到快樂

的結局。 

 

這次你沒有事先看出來吧﹗ 

 
不知哪裡來的夏威夷樂班子，從一個燃滿了火炬的小徑敲敲打打地走來。

陳寶樹一看，有女兒、女婿在裡面。還有許國壽，他竟然穿了夏威夷襯衫跟著一

起歡樂地走來。許國壽老遠就對著陳寶樹嚷﹕ 

 

許國壽﹕ 寶樹，恭喜呀﹗你的女兒嫁了位年青才俊，我們也成了親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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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寶樹﹕ 許董，您好﹗您身邊這位是...  

 

許國壽﹕ 這位就是你的親家，吳老先生... 
 

陳寶樹 喊﹕ 幸會，幸會，親家﹗啊，親家您也已經穿了夏威夷裝， 

真入境隨俗了﹗ 

 
吳老先生又用湖北腔說﹕ 

 
親家，我們是有緣千里來相會啊﹗您女兒好懂事，今天一見到我就 

喊了我聲『爸爸』。 

 
陳寶樹 也會用湖南腔接著說﹕ 
  

有緣呀，親家﹗我們是兩湖聯姻﹗ 

 
二人親熱地握手，陳寶樹接著說﹕ 
 

美國人說得好，這門親事您多了一個女兒，我也多了一個兒子。 

哈﹗哈﹗哈﹗ 

 

許國壽還加一句﹕ 
 

巧的是，我姐夫這次攷察團的回程老早就準備經過夏威夷。 

難道這對年青人早就計劃好了，只是現在才讓我們知道﹖ 

哈﹗哈﹗哈﹗ 

 
陳寶樹 見薛貝莉走過來，對她說﹕ 
「哪有這麼多巧合，只有我這呆子到現在才知道。真棒﹗」 
陳寶樹 見到機會，過去找許董說﹕ 
「許董，我們『四季曼哈頓』新請的法國名廚上禮拜到了，前天我們試了

一下，他手藝不同凡響呀﹗」 
「這好啊﹗你去上海開高檔次酒樓，我專投資商業大廈。咱們各盡所能，

一定會馬到功成﹗」 
 
許董見吳杰與陳愛麗卿卿我我地在說話，又手牽手地各處走走、看看﹔他

跟陳寶樹唱﹕ 
 

（音樂8﹕ 《悲嘆》雙二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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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國壽: 真的，好一對年青人，真是天作之合啊... 

  自從我老伴過世，我還是天南地北地跑生意。 

多可憐，沒有人等我回家﹔見到的人只跟我談商機。 

沒有人關心我的空虛，我的財富變成了我的敵人。 

 
陳寶樹: 許董，現在我們是親家，你隨時來我家走走，說說話嘛。 

許國壽: 對的，現在我們是親家，我們可以隨時串門子，話家常。 

 

另一邊， 
 
吳老先生﹕ 兒哪，爸爸要回去了。你放鬆些，別再折磨自己。 

  這世界要往前走，不該要你每週六跟我打電話，老聽我說個不休。 

  兒哪，爸爸對你不起，讓你從小受刺激，你心裡有包袱，不得休息。 

  可你命好，你媳婦善良，你媳婦開朗。你要好好地把新家建起﹗ 

吳杰： 父親，以後日子你怎麼過﹖  

吳老先生﹕ 小杰，我熬過了中國最苦難的日子，哪怕還活在大國雄風裡﹖ 

  我還要來看我的小孫孫呢﹗ 

 
 
 
 
 

第四幕 第二景 
 
 

地點﹕ 夏威夷度懋憶島的煙火會  
（音樂９﹕ 《盛情滿天圓舞曲》） 

     
 
夏威夷樂班子敲敲打打地熱鬧起來，眾遊客都來參加煙火會。好些當地居

民唱著﹕ 
 
  太陽已西下   親友都聚齊 

  許家那少東好風度  他多了表哥少個情敵 

  眾親友都飛來夏威夷 期待著見新人共喜慶 

 
這時候，新郎、新娘穿夏威夷禮服出現，眾賓客大聲歡呼。許建金站上臺

歡樂地唱﹕ 
 
  來來來，各位親友 大家來共赴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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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娘子嬌媚似花 新郎官豪邁瀟灑。 

  他們倆手牽著手 迎嘉賓開始喜宴﹗ 

 
這時候，煙火放出，照得新郎、新娘心花怒放， 
 
新郎唱﹕ 夕陽下  海連天 

  繁星上  樂飄揚 

新娘唱﹕ 來來來  各位親友 

  慶祝吧  歡樂無邊 

親友唱﹕ 我們呀來自四方 交會在海角天涯 

  今晚呀不歸不眠 跟小倆歌舞達旦 

  讓歡樂充滿  盛-情滿--天 

 
 
  
 
 
 
 
 

謝幕 
 
 

旁白﹕ 
 

 陳寶樹和薛貝莉終於把女兒風風光光地嫁出門， 
 眾親友歡樂，小兩口把賓客謝過。 
 愛麗和吳杰如何建立愛巢﹖吳杰的失眠症可醫得好﹖ 
 請別問太多，有一天你會看見﹕他倆帶了一車孩子，在加州公路上，呼嘯

而過... 
 

 
 
 
 

配樂附註﹕ 

 
音樂１－１﹕ 《Showman’s Solo》－１ 男中音獨唱  
音樂１－２﹕ 《Showman’s Solo》－２ 男中音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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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２﹕ 《紅木公園》   男高音、女高音二重唱 
音樂３－１﹕ 《月下狂想曲》－１  男高音獨唱 
音樂３－２﹕ 《月下狂想曲》－２  女高音獨唱 
音樂４﹕ 《船歌》   男高音獨唱 
音樂５﹕ 《傷心路》   男低音獨唱  
音樂６－１﹕ 《失望之歌》序曲  男中音獨唱 
音樂６－２﹕ 《失望之歌》大提琴 伴奏 男中音獨唱 
音樂６－３﹕ 《失望之歌》間奏曲  男低音獨唱 
音樂６－４﹕ 《失望之歌》小提琴 伴奏 女高音獨唱 
音樂７﹕ 《詼諧四重唱》  男中音、女低音、男低音、男低音 
音樂８﹕ 《悲嘆》雙二重唱 男低音、男中音、男低音、男高音 
音樂９﹕ 《盛情滿天圓舞曲》 男中音、男高音、女高音 
 
 

 
附註﹕１） 若有讀者打算為這音樂劇譜曲，請與原作者聯絡927uhs.g＠gmail.com
  
 
 ２） 這音樂劇是取材於兩位朋友的親身經歷，為了尊重私隱，在此不作進

一步介紹，僅深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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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史的感性 
——讀《哈佛問學錄》及其他 

 
（本文刊發於《名作欣賞》雜志 2016 年第 2 期頭條） 

 
張重崗 

 
中國和西方的文化交往，自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褒揚中國文化之后，西學東漸便

似乎佔據著歷史的主流。但在西學偏勝的背景下，同時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潛流，

在東西方之間建立起了雙向互動的文化通道。活躍於其間的一個學者群體，便是

在西方世界的中國文人和漢學家。自晚清至現代，他們承擔著中學西進的文化角

色，在中西文化交往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近期，張鳳《哈佛問學錄》和夏志

清編注《張愛玲給我的信件》等作品在大陸的出版，讓人們得以近距離感觸這些

西游的華人學者和作家在美國的生存狀況和學術思想。這一華人的知識群體，從

清末民初的戈鯤化、趙元任和裘開明等，到戰后的張愛玲、夏志清、葉嘉瑩、孫

康宜、張光直、傅偉勛和杜維明等，形成了一個思想文化的系譜。以下嘗試順著

張鳳的描述，對此作一簡要的梳理；同時結合《張愛玲給我的信件》等材料，圍

繞張愛玲后期在海外的生存、跨語境寫作、傳統回歸等問題，進行深一層的展

開。 

 
 

一、漢學史的細節：從戈鯤化到張愛玲 

 

張鳳海外漢學寫作的最大特色，是為漢學史帶來了隨處可感的情調和細節。在她

的筆下，博大的漢學史被幻化成了一股股人生的細流，不時飄散著生命的脈脈溫

情。游走於學術和文學的兩端，其文字顯示出拈重若輕的從容。在漢學草圖的全

幅景觀之中，她勾勒了一個個生動、感性的片段，令人難忘。其中值得細細品味

的場景，有1879年戈鯤化的赴美、1968年前后韓南與張愛玲的相遇等。 

 

（一）戈鯤化的赴美合同 

戈鯤化的赴美任教，與之前容閎的赴美留學可有一比。戈鯤化之得以成行，與三

個美國人有很大關系：一個是哈佛大學的校長伊利奧（C. Eliot），一個是波士頓

商人鼐德（Francis P Knight），一個是曾任職英國駐寧稅務司的杜德維（Ed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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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gs Drew）。后者曾跟戈鯤化學過中文，了解他的學問和性情，故而向校長作了

推薦。此時，伊利奧校長正在進行校務改革，把傳統學院改造為現代大學，加上

國際政商文化環境的變化，使得漢學在美國各大學成為一個小小的熱點。耶魯大

學就曾於1876年由完成《中國歲月》和《中國總論》的傳教士衛三畏（Samual 

Wells Williams）開設中文課，結果無人選修，但漢學熱的勢頭難以阻擋。於是，

哈佛大學在鼐德的建議下做出決定，延聘飽學之士戈鯤化赴美教學。 

 

1879年是值得記憶的一年。張鳳在《中國赴美教學第一人——哈佛1879年首聘中

文教師戈鯤化》一文中，以感恩之心去感受那歷史的回聲。這一時刻，對華人來

說雖然算不上特別的榮耀，但依稀可見的是兩國文化交往前景的開啟。 

 

回到歷史，觸動人心的是戈鯤化的赴美合同。在文章中，作者用感性的詞匯提到

“頂教人悸動的是那墨色依然鮮明的合同”，又以微細的心思解讀了這份“哈佛百年

檔案中絕無僅有的中文合同”。合同由中英文對照繕寫，主要內容是：延聘三年，

每月束修200美元，路費全免。看到如此優厚的條件，作者不由地感慨：“比起其

它華工契約﹐規定要扣路費，每月7美元到16美元，工作從天明起，到日暮止，

更甭提西部華工所受的私刑慘案屠殺……無異是天壤之別。”1 看得出來，十九世

紀的美帝國主義固然有剝奪勞工的一面，也有優厚知識人的另一面。如果說前者

體現了其外在的原始積累的殘酷的部分，后者則是其內在的尊禮本性、求知動力

的自然表達。隻不過在那個可悲的時代，后者更多地遭到了壓抑而已。 

 

戈鯤化憑借自己的修養和學問，贏得了對方的尊重。作者以女性的敏感，感受到

了戈鯤化在赴美行程中受到的禮遇。除了行止之外，照相、報道儼然成了一個特

殊的儀式。文章雖然提到當時華人在美國的人數之少，但能夠贏得如此禮遇的顯

然是那句“高深又有學問的士紳”。照片中的戈鯤化，也確實具有這種與內在學問

相匹配的外觀，朝服表明了他的士人身份，皮衣和朝珠則恰當地襯托著這位客人

的雍容氣質。這位體面的教師，當時確實為國人掙得了一些面子，令作者滿溢著

為戈鯤化的驕傲。 

 

                                           
1 張鳳：《中國赴美教學第一人——哈佛1879年首聘中文教師戈鯤化》，見《哈佛問學錄》，重慶：重慶出版社，

2015年，第2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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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戈鯤化的所作所為中，能依稀感受到他作為一個文化播遷者的影子。最初，戈

鯤化選用的是威妥瑪（Ｔ.Ｗade）1867年編的課本《語言自邇集》，后又採用自譯

的詩詞教材《華質英文》進行授課。因是小班授課，他的學生並不多，作者仍贊

美他的“成績可觀”。這一評語，除了戈鯤化授課有成之外，他在美期間與衛三

畏、劉恩、杜德維等的文化社交活動也有聲有色，踐履了一個文化開拓者的使

命。 

 

作為文化開拓者，戈鯤化有權享受這份人性化的合同。前者並不構成對后者的約

束。合同本身隻是一個工作和酬勞的協定，值得回味的是其中的人性化條款。不

過，其中的第三條則令人嗟嘆再三：“戈鯤化如三年之內病故, 應將其妻子仆人，

全數送回上海，一切盤川戈姓不須花費。” 2這個合同中的“三年之約”，最后竟然

一語成讖。對此一變故，校方雖然盡心竭力，最終仍然無奈，隻得在教堂隆重追

思，並如約把孤兒寡妻妥善送返故鄉。 

 

作者對戈鯤化在異鄉最后的遭際頗生同情之心。她的用筆，與這份合同的人性化

內涵若合符節。暫且拋開所謂的歷史使命感，作者專注於此刻的移情想象：“他病

臥酷寒的異國，命在旦夕，拋下言語不通的妻兒子女，該是多麼的悲愴！” 3這種

難抑的情思，或許可視作那份人性化合同的連帶效應。 

 

戈鯤化的文化遺產，可以從這份人性化合同之中看出些許的端倪。他並未做出驚

天動地的事業，隻是以自己的開明態度得到了文化交往中應有的尊重；卻也意外

地染病、殞命於異國，以一個普通人的悲愴結局完成了自己的文化旅程。按照作

者的說法，這算得上一種在離散中難免的犧牲吧。此行更大的價值，則是戈鯤化

在這次交往中所播下的文化種子，在此后的趙元任、梅光迪、楊聯陞、趙如蘭、

杜維明和王德威等人身上得以生長延續，並逐漸形成了哈佛的華人漢學傳統。這

些學人在張鳳的筆下亦有溫情生動的描述。在傳承學術的另一面，他們同時也在

享受著人性化合同帶來的福蔭吧。 

 

（二）張愛玲的繡荷包 

                                           
2 張鳳：《中國赴美教學第一人——哈佛1879年首聘中文教師戈鯤化》，見《哈佛問學錄》，第257頁。 
3 張鳳：《中國赴美教學第一人——哈佛1879年首聘中文教師戈鯤化》，見《哈佛問學錄》，第2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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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戈鯤化的合同相比，張愛玲的繡荷包傳遞了更多的私人信息。張鳳在《繡荷包

的緣分——哈佛中國古典小說史家韓南教授與張愛玲》一文中講述了張愛玲繡荷

包的來龍去脈，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韓南與張愛玲的相遇。 

 

在追憶中，韓南把兩人在哈佛的這次相逢，稱為“開心驚喜的遇合”。1968年深秋

或1969年初春，他們在燕京圖書館的古典小說書架旁初次邂逅，談論雙方共同感

興趣的話題。張愛玲說喜歡韓南的《金瓶梅探源》，又談到自己正在翻譯的《海

上花列傳》，稱贊“《海上花列傳》真是好﹗像《紅樓夢》一樣好﹗” 4 

 

兩人的這次相遇，提供了幾個歷史的細節。首先，在時間上，此前張愛玲的美國

丈夫賴雅剛剛去世，她需要平復心境，重新謀劃自己的生活。之前，她的英文小

說寫作並不成功，翻譯則稍有起色。與韓南的相遇，毋寧是內心另一扇窗戶的打

開。即便從韓南的講述中，也能夠體會到二人之間的惺惺相惜。其次，張鳳提

到，此后張愛玲確實應韓南之約，為《哈佛亞洲研究學報》寫了文章，且最終完

成的是一整本的《紅樓夢魘》。該書可謂張愛玲后半生的杰作，對此刻的她來

說，則兼具心靈療傷的功能。該書序言提及的韓南《金瓶梅》考據，可與該處的

喜歡《金瓶梅探源》的說法相互比觀。再次，關於《海上花列傳》的談話又引出

一個話頭，那就是此后鄭緒雷（Stephen Cheng）以該書為題撰寫博士論文，涉及

到與張愛玲、指導教授韓南、海陶瑋和夏志清之間的一段佳話。鄭緒雷后來又以

司馬新為筆名，出版中譯作品《張愛玲與賴雅》，為張愛玲后半生的研究提供一

部資料豐富的佳作。 

 

順著張鳳的描述，可以了解到張愛玲對這次相遇的看重。之后不久，她竟邀請韓

南夫婦赴自己在劍橋的臨時寓所餐飲，此舉對於一向離群索居的張愛玲來說實屬

難得。正是在這次聚會上，她贈送韓南夫婦兩件禮物：一是親筆簽名的一本英文

版《北地胭脂》，一是祖母李菊耦（李鴻章女兒）傳下來的一個繡花荷包。 

 

張愛玲的繡荷包，就此成了韓南的珍藏。他深知此物在文化史上的價值，於是在

2006年經王德威推薦轉托張鳳為其尋找一個藏寶之處。后者也不辱使命，在張愛

                                           
4 張鳳：《繡荷包的緣分——哈佛中國古典小說史家韓南教授與張愛玲》，見《哈佛問學錄》，第2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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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最后任職的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找到了歸宿。雖然她在陳世驤手下的任

職經歷並不十分如意，但此后生計改善，亦可暫時釋懷。 

 

在張鳳的筆下，對繡荷包的描摹可謂極盡詞藻之能事。貌似不經意間的文字，妙

得古典美文之神韻，襯托出了百年寶物的內在氣質。 

 

這裡留下一個小小的疑問：這件玲瓏剔透的繡荷包，到底是民族文化的象征？還

是私人情思的流露？洋人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或許是贈禮的起因。但繡荷包暗含

著什麼樣的隱喻，則是中國文化中被公開的密碼。熟悉中國傳統文化的韓南，對

此頗有神會。作者提到，當自己想要為韓南與繡荷包照張相時，“常是和風細雨的

他，竟透佻皮詼諧輕笑著地說：我可不願拿著這個照相, 我不覺會心……”5 作者

可謂韓南的解人，韓南亦算得上張愛玲的知音。一個小小的繡荷包，竟然引發了

如此妙趣橫生的人生情味。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猜疑，作者特意說明繡荷包是張愛玲贈送韓南夫婦的禮物。不

管是否摻雜了個人性的情思，對於張愛玲來說，這件私有對象的送出，終究暗示

著一個身處異國他鄉的女子內心的敞開。此刻最好的解釋指涉，應是她在與韓南

相遇之時的談話中所提到的古典小說世界。在異國流離徘徊的張愛玲，在品嘗了

人生艱辛和喪夫之痛之后，亟需重新找到心靈的寄托。《海上花列傳》、《紅樓夢

魘》乃至韓南的《金瓶梅探源》，因此而成為她的心靈寄托所指向的對象。 

 

（三）張愛玲的跨語境生存 

談到美國的現代中國學，夏志清是不能繞開的一個路標。張鳳專門寫了幾篇文

章，對夏志清的學術、性情和個人交往作了生動描述。她提到自己對張愛玲哈佛

蹤跡的尋找，源於夏志清的一句話：“張愛玲曾在哈佛賴氏女校——瑞克利夫學院

研究”。在此提點下，她於1995年11月發現了張愛玲在哈佛的故居、檔案和留有她

手跡捐贈的善本書，並完成《張愛玲與哈佛》等文章的撰寫。這一學術因緣，涉

及到一個有意味的話題，即后期張愛玲現象。 

 

后期張愛玲的狀況作為一個現象，關涉到華人作家在美國的生存、跨語境的小說

寫作、傳統文化的回歸等一系列問題。近期夏志清編注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

                                           
5 張鳳：《繡荷包的緣分——哈佛中國古典小說史家韓南教授與張愛玲》，見《哈佛問學錄》，第2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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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版，披露了張愛玲在美國的諸多信息，有助於了解她從小說創作轉向傳統小

說釋讀的心路和背景。 

 

1995年9月張愛玲去世后，夏志清撰文對她做了蓋棺論定：“我們對四五十年代的

張愛玲愈加敬佩，但同時也不得不承認近三十年來她創作力之衰退。為此，到了

今天，我們公認她為名列前三四名的現代中國小說家就夠了，不必堅持她為‘最優

秀最重要的作家’。” 6與夏志清在其小說史中的極端說法相比，這一論斷表現出了

適當的分寸感，顯現出他所營造的張愛玲神話的某種解放。其間發生變異的是張

愛玲的后期寫作。 

 

夏志清提到的“創作力之衰退”，是了解他的后期張愛玲論的一把鑰匙。這是在把

張愛玲與美國大小說家亨利·詹姆斯比較的情形下做出的判斷。在序言中，夏志清

比較了詹姆斯和張愛玲二人的文體、意象和成就。夏志清感嘆詹姆斯老而彌堅，

越寫越好，史上罕見；但反觀張愛玲，她的創作欲在1943年《沉香屑》發表之后

的三四年達到了頂峰，此后僅有一部《秧歌》被夏志清視為“經典之作”，移居美

國之后，則隻剩下《怨女》和《半生緣》，且是早期作品《金鎖記》和《十八

春》的重寫或改編，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其中的緣由固然很多，比如翻

譯、小說考証和中共研究，但在美國與世隔絕的孤獨生活，可能是其創作源泉枯

竭的根本原因。 

 

《怨女》的寫作，濃縮了張愛玲移居美國后文字生涯的辛酸。這部英文小說最初

脫胎於《金鎖記》，原題Pink Tears（《粉淚》），寫作於1956年，即到美國后的第二

年。十年之后，該書改寫為The Rouge of North（《北地胭脂》），於1967年終於由

倫敦Cassell書局出版，但也未見成功。 

 

夏志清追問當年張愛玲在美國不吃香的原因，在1964年10月16日的張愛玲來信中

有所提及。她在信中，轉述了1957年收到的出版社編輯退稿信中的大意：“所有的

人物都令人起反感。如果過去的中國是這樣，豈不連共產黨都成了救星。我們曾

經出版過幾部日本小說，都是微妙的，不像這樣squalid。”7 張愛玲在該信中點名

與夏志清同系的日本文學專家Donald Keene審閱其書稿《北地胭脂》，后者雖然寫

                                           
6 夏志清：《超人才華，絕世淒涼——悼張愛玲》，載《中國時報·人間》（1995年9月13、14日）。 
7 夏志清編注：《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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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推薦信，但反應並不太好。由此可知，張愛玲與美國語境之間的隔膜，是顯而

易見的。張愛玲自己也有所察覺，在1964年11月21日的信中說：“我一向有個感

覺，對東方特別喜愛的人，他們所喜歡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 8夏志清對此見

解倒是頗為贊同。令他們感到無奈的是，這裡流露出的五四批判精神的遺緒，在

西方世界遭遇了文化上的阻礙。 

 

當張愛玲的英文小說不克成功之際，她的另一面才能隨即顯現了出來，即對中國

傳統小說的翻譯和闡釋。她的文學本意或在於對東方鬧劇的嘲諷和悲嘆，卻陰差

陽錯回到了對傳統小說的闡發。這是頗有意味的錯位。雖然埋沒了小說的才華，

卻成就了《紅樓夢魘》、《海上花列傳》的釋讀傳奇。從另外的角度來看，這何嘗

不是張愛玲骨子裡的尊嚴的體現。驅使她有所作為的不僅僅是衣食之虞，還有內

在的興趣。回到當時的語境，對中國古典小說的解讀算得上美國漢學圈的共同興

趣，因之張愛玲亦是另一種的尋覓知音的取向。 

 

即便在美國的生活時有困頓之感，但張愛玲仍然未曾失去那份精神貴族的傲嬌。

夏志清對此亦心領神會，甚有相契之感。在關於張愛玲1974年5月17日來信的注

解中，他寫道：“此段文字的主旨，我想不在評論而在於告訴我和水晶：謝謝你們

把我同詹姆斯相提並論，其實‘西方名著我看得太少，美國作家以前更不熟悉’，

即如詹姆斯的作品，看后有印象的隻不過四五篇，長篇巨著一本也沒有看過。假

如你們把《談看書》仔細看了，一定知道我屬於一個有含蓄的中國寫實小說傳

統，其代表作為《紅樓夢》和《海上花》。把我同任何西方小說大師相比可能都

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 9這樣一說，關於詹姆斯與張愛玲比較的敘述暫且

可以休矣。經過一番掙扎和最后的失敗，張愛玲終於告別美國小說，回到了她所

鐘愛的中國小說的傳統之中。 

 

在現代文學史上，張愛玲內心相契的是張恨水的民國俗文學傳統。這倒是與她對

《金瓶梅》、《紅樓夢》、《海上花列傳》等舊小說的喜好有一致之處。在1968年7

月1日的信中，她提到：“我一直喜歡張恨水，除了濟安沒聽見人說好，此外隻有

                                           
8 夏志清編注：《張愛玲給我的信件》，第13頁。 
9 夏志清編注：《張愛玲給我的信件》，第1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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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贊他的細節觀察認真，如船，籃子。”10 除了張恨水，張愛玲喜好的還有朱

瘦菊等一干鴛鴦蝴蝶派作家。 

 

對流離美國的張愛玲的觀察，或許應從反省其后期創作力的減弱，轉移到考察她

的生存、她在西方語境中的掙扎及其在流離中的精神寄托。正是后者，使得張愛

玲跳出了創作的圍困，無意間展示了養成其創作取向的底蘊部分。有意味的是，

反倒是這些文化的底蘊，在異域文化中成為解救其精神孤寂的扁舟。 

 
 

二、文化出路的探尋：從葉嘉瑩到杜維明 

 

從學術傳記的角度來描繪海外漢學思想的群像，是張鳳的寫作路徑。思想傳記的

難點，在於如何契會傳主的心靈。作者在此表現出了善解人意的天賦和情性，因

而在理解對象方面顯得游刃有余，最終落實在文字方面，就是一個顯著的長處，

即與傳主的不隔。她的文章，以實地勘察的工夫見長，同時融入了對個人海外流

離遭際的同情。有此兩點，足以令文字生動而有情。更難得的是文化飄零的感

受、超越性的文化感懷和對意義歸趨的追問。張鳳在處理這些大的主題時，往往

是從自己的點滴心得切入，因而消除了生澀之感。與此主題相關的，是現代中國

社會和文化的陣痛，其中伴隨著知識人個人的苦痛，也促動著對中國文化出路的

探尋。 

 

（一）苦難孕育的學問   

葉嘉瑩的西游，是這出歷史劇的一個縮影。劇情的演變，與一個西方人有關。之

前提到韓南與張愛玲在哈佛的相遇，不能忘了海陶瑋教授。海陶瑋本人是詞學專

家，撰有《論周邦彥詞》和《詞人柳永》等。當時，海陶瑋正在竭力為哈佛延攬

人才，終於如願聘請到在中國古典小說領域卓有成就的韓南。幾乎同時，他發現

了曾經處在困厄中的天才詞人葉嘉瑩。 

 

張鳳在《融匯古今卓然有成——開拓古詩詞現代觀的葉嘉瑩教授》一文中對葉嘉

瑩的璀璨人生的描述，附帶著造化弄人的人生暗面。前者固然榮耀風光，后者才

稱得上是人生的真義。女詞人的氣質高華、才調無倫固然值得傾慕，她的命運多

                                           
10 夏志清編注：《張愛玲給我的信件》，第1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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舛、磨難不斷也令人唏噓。世人往往看到詞人風華的一面，卻很少去探究這風光

背后隱藏著多少的人生血淚。 

 

葉嘉瑩的故園，稱得上詞人的精神家園。這座舊式的庭院，孕育了她最初對這個

世界的感知。在那裡，她留下了兒時的美好記憶，同時打開了與古詩詞共感遙契

的心靈之窗。張鳳對此契合無間，並引用大陸學者鄧雲鄉和葉嘉瑩自己的言談，

訴說那座“彌漫著詩詞意境”的庭院的獨特魅力，及對於詞人而言心魂所系的生命

聯系。在這裡，物我相通，境心合一，達到了內在生命與外在世界相生相成的理

想狀態。 

 

但造化的無常，亦在冥冥之中把葉嘉瑩推向人生的波濤，以成就其詞學的博大境

界。葉嘉瑩所經歷的患難，有歷史的，也有個人的。前者是丈夫在台灣白色恐怖

時期被關押，后者是在美期間女兒和女婿遭遇車禍喪生。 

 

對於台灣的白色恐怖，學界已積累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張鳳的思想傳記，仍以

歷史情境中的真切感受，給閱讀者以強烈的心靈沖擊。她在文中記述，葉嘉瑩在

1948年底隨丈夫抵台之后，僅僅度過了一年家常生活，便於次年12月25日凌晨，

被軍警闖入家門，帶走了她的先生趙鐘蓀。半年之后，她自己也因1950年6月的

彰化女中校長案件而遭關押，同時與她赴監的還有出生不滿一年的女兒。此后她

雖然無罪釋放，但教職被開除，宿舍被沒收，原本就在動蕩之中的生活，從此陷

入難熬的長夜。葉嘉瑩在困苦之際，作詩抒懷：“轉蓬辭故土，離亂斷鄉根。己嘆

身無托，翻驚禍有門。覆盆天莫問，落井世誰援。剩撫懷中女，深宵忍淚吞。”種

種患難，折磨著天才詞人敏感的內心。令人揪心的是，她將如何度過這種種困

厄？ 

 

與葉嘉瑩相近的是孫康宜。葉、孫二人，一個以詞名世，一個以詩立身。在各自

的專業領域卓然成家，均以西方適用的新觀念，融入中國傳統文學的精神生命，

成就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學問。 

 

孫康宜比葉嘉瑩晚一輩，但同樣親身體驗了台灣的白色恐怖。她在《走出白色恐

怖》一書中追溯了涉及到自己和家人的這段歷史脈絡。事件的起因，是她的大舅

陳本江在二二八事件之后，發起組織了“民主革命同盟”（不同於謝雪紅的“台灣民



 
 
第 32頁 e-通訊  第29期 2016年6月 

主自治同盟”）。當時因國民黨政府採取恐怖政策，參加這一組織的同人們便逃亡

到了鹿窟山上。1952年12月29日，這一暫時的避難所被國民黨軍警攻破，被槍決

者36人，判刑者97人，此后受牽連者不計其數，史稱鹿窟事件。其實這些人無槍

無炮，隻有左翼青年的思想的熱情，遭到如此對待實屬歷史的誤判。至今，值得

深深品味的除了當事人陳本江和作家呂赫若的思想碰撞，及他們為尋求自己的存

在空間而作的努力之外，還有相關人士為此付出的沉重代價。孫康宜的父親孫裕

光就因為受此牽連，於1950年1月被逮捕，后竟然被判10年徒刑。此后母親帶領

全家挺過了那些艱難年代，並把姐弟三人培養成才。對於成長中的孫康宜來說，

這是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並留下生命根底處的疑問：她將如何從幼年的創傷中

轉身，進而理解這個世界？她的專業上的造詣將如何感應人生的苦難，凝鑄為真

正的生命的學問？ 

 

張鳳深諳此中奧妙，因而才有對葉嘉瑩的問詢：有沒有藉宗教力量平撫心情？葉

嘉瑩流連於佛家、基督之間，相信所有宗教或是古典詩詞都能給人智慧，並出入

其間，轉化、提升了自己生命的品質。孫康宜則以寬容的精神審視苦難，使生命

的力量愈加堅韌博大，在苦難意識和女性意識的交織中傳達出詩學的精神。張鳳

在《文學的聲音——孫康宜教授的古典文學研究與生命情懷》一文中對這一詩學

精神的體會頗為傳神：“我感知這就是承膺符合她所說的耶魯精神——詩的精神，

那種對‘人的言辭’之尊重和信仰，而煥發出的真情。” 11 

 

葉、孫二人以詩詞名世，但這收獲應歸於她們的人生。從苦難出發，在宗教和文

化中慰藉、滋養，無形中拓展了詩詞的內涵，進而使自身的生命擁有了堅韌的自

我救贖的力量。這可謂葉、孫二人之生命的奧秘。 

 

白色恐怖時期因莫名其妙的思想罪而遭受不白之冤的數不勝數，張光直是另一個

例子。 

 

張光直的父親張我軍，在1946年春與孫康宜的父母親一起乘輪船到台灣。兩家在

北京時就有愉快的交情。但到了1949年，張光直卻因為“四六”事件而被捕，那時

他不過是建國中學的一個學生。張我軍在兒子被捕之后，內心苦不堪言，但遇到

                                           
11 張鳳：《文學的聲音——孫康宜教授的古典文學研究與生命情懷》，見《哈佛問學錄》，第1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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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康宜的父親亦隻能沉默以對。而后者不久即因妻兄之事被系入獄，家人同樣陷

入漫長的沉默期。 

 

孫康宜對這種“沉默”的狀態，曾做過令人動容的社會心理分析。她在《走出白色

恐怖》中寫道：“動亂時期的冷酷之一就是，連小小年紀的孩童也必須學習控制自

己的舌頭。” 12沉默帶來了兩重后果：對個人而言，或許可能培養觀察周圍世界的

能力；對歷史和社會來說，則不隻許多真相遭到遺忘，人與人之間的互信機制被

破壞，民族的文化信心也受到重挫。 

 

但苦難的經歷，亦往往以另外一種面貌出現，成為生命和文化再生的契機。張光

直在《番薯人的故事》中講述了這一年牢獄之災給自己帶來的人生變化，說它影

響了自己一生做人的態度，出獄后他在家潛心讀書，后以同等學歷考入台灣大學

考古人類學系，目的也是想知道“人之所以為人”的奧秘。13人生的苦難，使他沉

下心來讀書，完成了靜默中的轉身。 

 

這一轉身，不僅是個人的，也是中國文化的。張光直對考古人類學這一冷門專業

的選擇，與兩本書有關：一是他父親翻譯的日本西村真次的《人類學泛論》，二

是裴文中的《中國史前時期之研究》。考上台大后，得益於史語所遷台后的中國

第一代考古學精英如李濟、董作賓等的學養。他於1954年赴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留

學后，又掌握了歐洲傳統的田野考古方法和聚落形態的理論，並完成博士論文

《中國史前聚落：考古學理論和方法研究》。1963年，他在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

的英文著作《古代中國考古學》，改變了對中國文明起源的解釋，由過去的單線

說轉為區系類型的多元理解。當他於1977年返回哈佛大學任教時，已經是該領域

名聲遠揚的頂尖學者。此后他在耶魯、哈佛兼任人類學系主任和哈佛東亞咨詢委

員會主任，皆首開百年華裔之記錄，后更榮膺美國國家科學院和美國人文科學院

院士。 

 

張光直的價值，在於中西學術文化的互通。他把中國考古學的成就介紹給西方世

界，又把西方考古學的理論方法帶回中國。在他手中，完成了中西考古學的融

合。這一努力，使得過去局限於中國歷史的中國考古學，與世界文化的復雜演變

                                           
12 孫康宜：《走出白色恐怖》（增訂版），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第9頁。 
13 張光直：《番薯人的故事：張光直早年生活自述》“后記”，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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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有效的連接。他對中國文明所作的解釋，則指出了有別於西方文明的另外一

條路徑。 

 

（二）文化中國的追尋 

面對個人和民族的苦難，如何尋求解救之道，對於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國知識人來

說都是一個切身相關的問題。除了上述葉嘉瑩、孫康宜和張光直等文學史家、人

類學者之外，傅偉勛和杜維明等哲學家更明確地提出了“文化中國”的理念。他們

通過中西哲學的會通和儒釋道思想的重釋，尋找中國文化在現代情境中的出路。 

 

傅偉勛的文化觀念，源自其獨特的生命理解。作為一個富有原創精神的哲學家，

傅偉勛在思想格局上深受方東美的影響。他構建了“生命的十大層面及其價值取

向”的模型，從身體活動層面到終極存在層面，形成了關於萬物之靈的博大而貫通

的系統。張鳳在《生愛死與生死智慧——傅偉勛教授論生命哲學》一文中，描摹

了她在日常交往中感受到的傅氏性情。14她筆下的傅偉勛，純真自在，開朗豁

達，可與陳來的《追憶傅偉勛》中的描述相比觀。傅偉勛看重學人的學思歷程，

曾經一度著手編纂當代學人備忘錄，難怪他對張鳳的思想傳記有惺惺相惜之感。

與他所倡導的文化中國聯系起來，這一生命的學問可謂是其精神的鮮活的詮釋。 

 

傅偉勛的問學緣起，始於二戰末在台灣新竹的一次死亡體驗。當時他隻有十一二

歲。新竹因是日本神風特攻隊的重要基地，成為美軍轟炸的目標。在一次大空襲

中，日軍基地被炸毀，同時禍及市區，引發了新竹有史以來最大的災難。他親眼

目睹鄰居一家的慘狀，在內心產生了無盡的恐懼：“這次可怕的經驗，在我心靈深

處留下了一種‘創傷’（trauma），使我對於死亡更加恐懼，直到中年。”15 這次體

驗，決定了此后他選擇哲學作為自己終生的志業。 

 

在他的問學路上，從西向東的轉變是關鍵的一步。這就是他所說的從“學問的生

命”到“生命的學問”的轉向。16其中的理路，是由海德格爾的存在學出發，尋求東

方庄禪學的相契接之處，並進一步發現二者的差異。海德格爾雖然批判西方的形

而上學傳統，但擺脫不了西方哲學的思維；東方庄禪之學則注重悟覺，一開始就

                                           
14 張鳳：《生愛死與生死智慧——傅偉勛教授論生命哲學》，見《哈佛問學錄》第18章。 
15 傅偉勛：《我與淋巴腺癌搏斗的生死體驗》，見《生命的學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3頁。 
16 傅偉勛：《悟覺亦即生命的學問——海德格、老庄與禪學》，見《生命的學問》，第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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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本然體驗上下功夫，是真正的超形而上學路數。以此，他找到了東西方

哲學的會通融貫之路。 

 

更重要的發現，是他於1992年患病之際對陽明學的參悟。在病床上，他體悟到陽

明致良知教的源頭，是一種超越儒道佛的表面結構差異的深層體驗。這一深層的

結構，就是“心性體認本位的生死學與生死智慧”。17他認為，王龍溪對陽明致良

知教的禪學化，符合陽明的本義。經由這一轉折，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終於打開

了世俗化的路向。 

 

沿著這一理路，他找到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真正理趣。對三教合一之旨的闡發，

可謂傅偉勛哲思成熟期的一次綻放。經由生死的親歷親証，他得以建立自己的生

死學，並與古今佛儒諸大師憨山、熊十力和牟宗三等展開對話，發揮其未盡之

處。18  

 

傅偉勛對文化中國的宣講，與中、西、日哲學佛學的會通，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不管是道家哲學、大乘佛學，還是中日禪學、西方存在論，均指向生命存在的理

解，並在不同的存在層面顯現其價值的取向。他對佛禪的解釋，力圖與現代的生

活世界聯系起來，以此來使得傳統學問落地。他所面對的不僅僅是中西學問本

身，更是人類的心理問題、精神問題和實存問題。他對於生死、精神治療、宗教

解脫的討論，是充滿了人間色彩的生命關懷。這種生命與學問的相互激蕩，是傅

偉勛哲思的魅力所在。 

 

杜維明以第三代新儒家聞名於世，曾受教於徐復觀，此后亦走的是面向生活世界

的學思路向。他的學術宗旨，是發掘儒家的傳統人文資源，以推助中國現代精神

的發展，並進一步建構全球倫理的設想。 

 

在《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等系列著作中，杜維明試圖解釋儒家倫理與東亞現代

性之間的關系。他認為，儒家命題，即儒家倫理和東亞現代性之間有選擇的親和

性，雖未反証清教倫理和西方資本主義精神興起的韋伯命題，但卻迫使韋伯命題

隻通用於現代西方。也就是說，西方的現代化雖在歷史上引發了東亞的現代化，

                                           
17 傅偉勛：《突破傳統佛教，開展現代佛法》，見《生命的學問》，第26－27頁。 
18 傅偉勛：《儒道佛三教合一的生死智慧》，見《生命的學問》，第202－2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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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沒有在結構上規定東亞現代性的內容。因此，東亞現代性是西化和包括儒家在

內的東亞傳統互動的結果。 

 

杜維明強調，植根於儒家傳統以吸取西方現代精神這一自相矛盾的命題，為儒家

傳統的現代轉化創造了契機。在視儒家為東亞文明體現的前提下，杜維明提出了

儒家第三期發展的可能性和全球性的新軸心時代的構想。 

 

杜維明不僅在思想上與西方積極對話，在生活實踐中也是中國文化的有力推廣

者。他早先在台灣的《大學雜志》上撰文，針砭當時的台灣學子重西輕中的流行

風氣，進而呼吁，我們必須開始有系統地先來了解自己，然后尋求中外之間的對

話，發出自己的聲音。這種強烈的文化使命感，令剛入台灣師大歷史系念書的張

鳳有所觸動。她在《為往聖繼絕學——致力於儒學現代化轉化的杜維明教授》一

文中，記述自己讀到此文時的感受：“懵懵懂懂的我，彷佛是有點領悟，也因此擴

展對中西史學的興趣。讀起《史記》《羅馬帝國衰亡史》……”19 兩相對比，杜維

明的深沉思慮、宏大氣魄，與張鳳為文的機敏、為人的誠摯，形成相得益彰的聯

接。 

 

張鳳的思想傳記，在這裡凸顯其獨特的視角和定位，即在生命感觸和文化感懷之

間找到恰當的平衡。從以上角度來觀察張鳳的漢學思想群像，可以看到其思想傳

記式寫法的用心所在。有意味的是，作者本無意做一個布道者，卻通過系列的學

術思想群像，表達了對這個世界的關懷和思考。 

 
 

以上借助張鳳《哈佛問學錄》、夏志清編注《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及其他的相關

材料，討論了美國華裔漢學家的個人遭際和思想脈絡。特別針對他們的跨文化生

存體驗，探究了傳統文化的回歸、文化中國的追尋等深一層的議題。在中西文化

交往中，這些來自中國的文人學者不僅在美國學界佔據著獨特的位置，且經由不

同的人生際遇而萌生文化感懷，最終發出了學術上的強音。他們以其富有見地的

學術思想，在中國和西方之間建立了文化溝通的橋梁。 

 

（並於暨南大學華文文學等網站轉載發表）  

                                           
19 張鳳：《為往聖繼絕學——致力於儒學現代化轉化的杜維明教授》，見《哈佛問學錄》，第32頁。 



 e-通訊 第29期 2016年6月 第 37 頁

山不盡，水無垠 

三百少年萬裡行 
 

姚蜀平 

 
 近日見多篇文章談及抗戰初期，京津三高校南遷，‘徒步三千，流亡萬裡’的

悲壯故事。這段歷史我倒不陌生，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由物理學轉向科技史及

留學史研究時，看過一本關於西南聯大的書，書中詳細記述了1937年北大、清華

和南開三校由北京撤退到長沙建立臨時大學，四個月后又由長沙撤退到昆明。其

中部分人徒步三千裡至昆明，11位跟隨學生徒步走到昆明的教授中就有聞一多先

生。時隔三十多年，該書生動的描述我仍記憶猶新。近日為整理一部關於留學史

的書稿（注1），瀏覽群書中看到一篇文章（注2），文中講述了一段鮮為人知的

往事，如果你曾經被三校師生徒步三千裡壯舉感動的話，它就是一曲更為感人的

交響曲。也許看完這篇追記，會更加為中華民族曾經有過這樣一群少年而感動和

感概，尤其在對照當代同齡人之后…… 

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所大學在抗戰初因戰火燃到華北而撤退到長沙，組成

臨時大學， 1452個學生，148位教員，1937年10月25日在長沙韭菜園聖經學校開

學；11月1日分別在4個學院、17個系裡正式上課。可惜開學第一天早上9點，空

襲警報就拉響了；24日長沙首次挨炸，盡管師生堅持上課，可是很快12月日本侵

略者南下——南京淪陷，武漢告急，長沙非久留之地，臨時大學再度被迫南遷，

這次目的地是昆明。大部分老師及女同學和體弱有病的男同學乘粵漢鐵路到廣

州，再經香港、海防入滇。由於非常時期經費拮據，校方採取了一個無奈的措施

——288名經過體檢的健康男同學和11名教員，組成“湘黔滇旅行團”，徒步行走到

昆明。他們歷時68天，走了3500裡，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見的大撤退。最終徒

步走到昆明的有253人，他們和其它師生匯合，三校組成了西南聯大，校歌道出

了這群學子的心聲—— 

“萬裡長征，辭卻了五朝官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別離……” 

西南聯大在中國教育史上有著不容置疑的地位，不過這非本文要論述的主

題；在此我隻是藉由“徒步三千”而引出另一群人、另一次撤退和另一個更加動人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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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它更加動人是因為： 

這是一群中學生——三校撤退的是大學生； 

他們年齡更小：12歲到17歲——三校是18歲以上的青年人； 

他們人數更多：總共300多人——三校共288人； 

他們走得更遠：從山東到四川真正步行走了7000裡——三校學生走了約

3500裡（其中乘船722裡、乘坐汽車1244裡，真正步行是1448裡）； 

他們經歷了五個省：魯、豫、陝、鄂、蜀——三校經歷了三省：湘、黔、

滇； 

他們走的時間更久：一年半時光——三校師生走了兩個多月——68天； 

他們走得更艱難：是獨立行走，無政府或軍隊協助——三校師生有湖南省

政府主席張治中特派中將黃師岳擔任旅行團團長作為護送，並送給戰區來的學生

每人兩套黃色制服、帽子、皮帶、綁腿和一件黑色棉大衣，還奉送兩輛卡車裝載

全團行李、器材和伙食用具與食品，並通告沿途各地予以幫助； 

此文無意貶低臨時大學步行3000裡的湘黔滇旅行團，他們的偉岸與榮光已

經照射了半個多世紀。我隻是想讓人們知道，在抗戰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個比他

們歲數更小的中學生長征團，他們同樣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可是他們幾乎被埋

沒。80年過去了，應該讓他們重見天日，讓后人緬懷他們和崇敬他們。 

那是1937年冬天，山東濟南淪陷。孫東生先生率領300多名中學生，從山東

泰安出發，向大后方遷移。這些往日被稱為“雙料少爺們”（在家有父母呵護，在

學校有老師照顧），年齡從12歲至17歲，每個人背起書包和被褥，排著隊，踏上

了征途。沒有軍人護送，沒有校醫跟隨，隻帶了一些簡單外科藥品和工具。不知

他們開始起步時的目標究竟是哪裡，按照西南聯大的遷移史來看，未必一開始就

確定是四川，因為那個時候人人都盼望國軍能把日本鬼子盡快趕出中國，好回家

園。可是事實是，年底首都南京就淪陷了，那時向西遷徙的隊伍還剛剛走出不

遠，明日是個未知數，他們隻有繼續向西奔去。 

有人說:“不流亡不知中國之大，不流亡不知中國之可愛。”此人一定經歷過

流亡，和這群學生一樣。 

感謝孫東生先生帶領了這樣一批少年壯士西行，感謝孫東生先生留下了詳

細的記錄。300多學生，每100人組成一個大隊，30-40人組成一個中隊，10人組成

一個小隊。各隊都有自己隊長，可貴的是，隊長是輪流制；一年多下來，抵達目

的地時，每個人都當過隊長，都有過做領袖的經歷，知道服從和責任的重要，以

及做領袖的艱難和職責。途中按編制層層節制，個個服從。每次出發前，先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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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前站准備飲食及住宿，各人或負責伙食、或負責和地方打交道、負責購物、負

責管賬、負責再下一站行程等等，如此下來，一切井井有條。每天走幾十裡、甚

至有過上百裡；衣服破爛襤褸，飲食冷粥粗飯，有時一日隻有一頓，有時三日不

知鹽味。他們學會自己編草鞋，自己洗衣補衣，燒飯做菜更是人人可以上手。過

河讓他們必須學會游泳，在荒村野店或破廟裡住宿是常事，這些往日嬌嫩的孩

子，餐風露宿的結果是，身體倒一日日健壯起來了…… 

他們雖帶著課本，每日行軍卻難以進行常規學習；可是在長征中，他們無

形獲得的知識遠多於往日從教室裡獲得的。每人都帶著一些課外讀物，於是“路上

圖書館”成立了，大隊派二人專門保管，大家輪流借閱；讀完還嫌不夠，於是省吃

儉用，到大一點地方，再添購一批新書。學生們還組織了話劇團，沿途一年半竟

收集了130多種各類劇本。於是讀劇本、學演戲成了他們生活的另一內容，不僅

增長了知識，充實了思想，還學會了表演才藝。一次經過一個縣城，正逢縣政府

和滋事的大批傷兵對峙，雙方緊張得劍拔弓張，恰好學生隊伍到來；他們馬上派

劇團前去慰問傷兵，三出劇演下來，傷兵的情緒竟然安靜下來了。學生們在縣城

逗留了三天，周旋在縣政府和傷兵之間。不僅解決了當地燃眉之急，學生們自己

的收獲也是始料不及——他們了解了社會與戰爭，懂得了民族與國家；學會了處

理難題的本事，懂得了個人應擔負的責任。他們既看到了個人力量的渺小，也看

到了集體團結的偉大；嶄新的人生觀在艱難征途中練就而成。 

他們奔走在荒山野嶺中，有時終日不見一人，有時終日不得一餐。他們翻

越了泰山、大別山、大巴山，他們涉過了中州大平原、漢江流域、嘉陵江流域，

既看到了祖國壯麗的山河及無盡的寶藏，也遇到了野人般的山民，見識了他們悲

慘的生活和落后的社會角落，這些都不是課本上能夠學到的。他們走著走著就懂

得了同甘共苦、合作互助；他們既有“自我批評會”，也會輪流服侍生病同伴。過

去學校裡講的醫藥衛生常識到了此刻，都是活生生的現實，那些過去蔑視這門課

程的學生，后來竟然能做外科醫生助手了。 

途中他們還要面對無數危險和災難，有時是敵機掃射，有時是匪災。一次

在鄂陝川三省交界的險惡地帶，那裡高山蔽日、萬木參天，陰冷瘆人。隊伍默默

地走著，突然山后冒出30多個暴民，個個手持長刀戈矛，人人橫眉怒目扑面而

來。隊長此時低聲下令——“禁聲疾走”。眾人遵令目不斜視，快步疾走，一口氣

走了二十多裡，沒有減速、沒有出聲；暴民不辨這支隊伍究竟是何方來路，眼看

著他們走過，卻又不甘心，於是緊緊跟在他們后面，最終也沒敢動手。如果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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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隊伍有人稍微驚慌失措、有人掉隊或亂了陣腳，都可能引發不可估量的嚴重

后果，想想這隻是群十多歲的中學生，一群孩子們，對他們如何稱贊也不為過。 

正如記錄下這段史詩般的、讓人難以置信卻又真切發生在抗戰初期的少年

萬裡行的孫東生先生所說：“……他們餐風露宿，涉田越嶺，受盡了種種的災難折

磨。而這些經歷和環境，卻鍛煉了這一群‘祖國的孩子’。在這七千裡的征途中，

他們接受了大時代的教育，得到新的知識，養成新的能力，表現出新的精神，學

習了新的技術……” 

長沙臨時大學向昆明跋涉途中，劉兆吉同學曾在教授們指導下，沿途採

風，收集民謠兩千余首，其中七百多首出版了，那就是聞一多等教授作序的著名

的《西南採風錄》； 

政治系二年級學生錢能欣把68天日記整理出版為《西南三千五百裡》； 

中文系二年級學生向長清寫下了《橫過湘黔滇的旅行》，當年10月就發表

了； 

外文系三年級學生詩人穆旦（查良錚）留下了《三千裡步行》； 

馬伯煌寫下了著名的《徒步三千，流亡萬裡》； 

戰后聯大出版的《聯大八年》更是收錄了參加此次遠征的11位教授之一的

吳征鎰寫的《長征日記——由長沙到昆明》，讓世人對這段可歌可泣的史實有了

更真切了解。 

美國教授約翰·伊斯雷爾（John Isreal）和日本教授楠原俊代都有關於這次徒

步三千裡的專著，傳遍了全世界，抗戰期間中國最卓越的高等學府為國人和世人

稱道的精神中，蘊含著288人徒步三千裡的因素。 

可是這群同樣甚至更加應該宣揚的少年中學生的壯舉呢？ 

除了你們的領隊和老師孫東生先生留下了短短兩頁記錄，你們誰人又留下

了點點滴滴給后代和歷史？你們沿途蹲在地上寫的、路上唱的、牆上貼的壁報、

收集的劇本、寫的日記、尋幽問俗的記錄……所有這些難道沒有留下一點給后

人？你們的子孫可曾知道他們的父親、爺爺、父親的爺爺、爺爺的父親，曾經有

過那麼一個壯舉，一次長征，為了不做亡國奴，懷抱‘患難興邦’的夙願，為了建

設明日的中國，堅強、勇敢、慷慨激昂又艱辛萬分地走了半個中國，從東海之

濱，到巴山蜀水…… 

不要問人間英雄在何處？ 

天遙地遠，萬水千山， 

英雄就在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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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姚蜀平，《回首百年路遙——伴隨中國現代化的十次留學潮》，上海教

育出版社，2016年7月即將出版； 

（注2）孫東生，“戰時教育的新收獲”，杜佐周等著，《近百年來中國教育之發

展》，香港，龍門書店，1969年10月； pp. 125-126;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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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走、茶未冷 
 

王世輝  5/5/2016 

 

見到了教授作家龍應台，再次咀嚼了她的經典 “大江大海1949”，書中的人物仍然

栩栩如生，故事的情節依舊歷歷在目，澎湃的思緒回到了1979。 

 

1979年，我在陸戰隊服役，分發到台中清泉崗第66師，在醫院連擔任少尉醫官。

連上有兩位老邁單身的士官長，一個高頭大馬，一個瘦弱矮小，兩個人焦孟不

離，不茍言笑，說話帶著濃厚難懂的鄉音，因此小兵不太敢接近他們。他們離鄉

背井，糊里糊塗跟著部隊來到台灣，在這個舉目無親的島嶼，只好以軍為家，隨

著部隊四處遷徙。他們種菜養豬、抽煙喝酒，過著沒有希望的日子。週日放假，

大家歡天喜地離營，只有他們倆個人留在營區，默默的種菜養豬、抽煙喝酒。 

連長是一位中校老兵，寧波腔的口音，常常被頑皮的士兵模仿取笑。他娶了一位

年輕的本省女子，開了一家理髮店補貼家用。連長休假的時候，就在理髮店裡幫

忙洗頭，平時調皮搗蛋被連長訓斥的士兵，總是光顧他的理髮店，指定要他洗

頭，藉機嘲笑捉弄。連長的脾氣很好，雖然滿口的兔腮子、小癟三、小赤佬，但

是臉上總是笑嘻嘻，也不會公報私仇。但是長期的精神折磨，終於打垮了一個老

兵的尊嚴，當寧波腔口音不再蕩漾，許多士兵都後悔落淚。 

 

程主任是連上的少校老兵，是三位孤伶伶的老兵排長之一。他的老家在東北，有

廣大的牧場和數不盡的牛羊，戰爭使他從一個豐衣足食、無憂無慮少年，變成了

無家可歸的少年兵。他娶了一位年輕的本省女子，她在工廠裡當女工糊口。程主

任每個月薪餉的三、四千元，只留下三百元買煙酒，其他全數交給太太使用。我

總是把自己分配到的十包國光牌香煙送給他，自己在福利社買廉價的新樂園。關

餉後的前半個月，由我請客喝台啤，錢花光了，就到廚房拿免費紅標米酒。恆春

的落山風，不斷吹送著 “何日君再來”，讓人思念故鄉和家人。嬝嬝的煙霧中，可

以看到程主任茫茫然的眼神和乾涸的淚腺。大口大口的米酒，麻痺不了結痂的愁

腸，只能夠淹沒一段段不堪回首的記憶。 

 

恆春指揮部的上校參謀長，號稱 “鬼見愁”，脾氣暴躁，動不動就發飆罵人，床底

下堆滿了酒瓶，每天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他是一個典型的老兵，雖然官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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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但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不得已娶了一位鄉下姑娘，沒想到綠頭巾罩頂，

顏面盡失，精神受挫。我在恆春指揮部六個月，發現他總是半醉半醒，自言自

語，精神恍惚。他常常來醫療所索取安眠藥，在他的長噓短嘆中，聞到了自我麻

醉的酒味，和欲言又止的傷痛。 

 

老兵、離散 ;  人走、茶未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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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學習班 
 

何求 

 

記得一年夏天收到鎮上寄來的通知：為豐富本鎮居民的業余生活，鎮公所出面，

利用本鎮資源，舉辦各種學習班，歡迎大家參加。我看了看這些開出的學習班，

有園藝，有縫紉，有烹調，有寫作，等等。常言道，support local，我就報名了一

個班－－寫作班。我上初中時趕上了那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被遣送到

東北邊陲的北大荒種了八、九年的地。后來好歹上了一個工科大學，就一直和數

字打交道了。每每碰到要寫點文字時總是底氣不足，常有一種理不屈而詞窮的感

覺。現在能在家門口聽聽美國老師教寫作確是個挺好的機會。先賢好像說過：活

到老，學到老，不亦樂乎？若是先賢沒說過，就算是我說的吧。  

 

來講課的是位本鎮的美國老太太，詩人，小說作家，編輯。來聽課的人各種各

樣。有的是退休職員想寫寫工作時的有趣經歷，有的是年輕媽媽想和別人交流一

下對幼兒的觀察。有一位動物保護主義者打算描寫一下她收養的那幾隻狗，她知

道一家雜志專門刊登這類文章……聽著每個學生的自我介紹，我就想，文字這東

西真是最古老又最方便的載體啊，人一生中不一定什麼時候就會想寫下點什麼。

拿起筆來，現在應該說拉過鍵盤來，你就可以恣意發泄了。寫作並不是職業作家

的特權。  

 

老師給大家發下一些打印好的講義，還有推薦的讀物。她所講的可以說是一些初

學寫作的ABC，我或多或少都知道一點，但其中至少有兩點還是給我印象很深。

一是，要“用solid動詞，盡量少用或不用形容詞和副詞”。我理解這裡“用solid

動詞”就是選用動詞要確切的意思，要斟酌，要推敲，用最合適不過的動詞。英

文的動詞似乎比漢語的動詞多許多，但不論寫英文還是寫中文，都應該首先盡量

擴大自己的動詞詞匯量，多閱讀優秀作品，才有可能選用最合適的動詞。要盡量

避免使用那些詞義過於寬泛的動詞，如make, take, get, hit等。我問老師，少用或

不用形容詞和副詞會不會使文章變得不夠生動呢？老師說，不會的，這恰恰是生

手常犯的毛病：堆砌。優秀作家也是會用形容詞和副詞的，但隻是在真正需要的

地方才用。她還舉了一個例子：it is very dark outside。這個very在這裡就沒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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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為dark就是dark，不是說“very dark”就“darker”了。使文章生動的有效

的寫法是使用簡潔的句子，准確的動詞。我想老師這樣講是在強調一個過則濫的

道理。字典裡那麼多形容詞副詞不就是給人用的嗎？隻是用多了就濫了。  

 

二是，寫易改難，要下功夫修改。初稿是一種傾瀉，趁著你心血來潮時把你的想

法，你的感受都敲進去。不要顧慮太多行文的修辭，順序，條理，邏輯，等等，

盡量保持你的momentum，不要遺漏。除了極個別善打腹稿的人，初稿一般難免

拉拉雜雜，顛三倒四，邏輯不清，主次倒置，這都不要緊。我記得好像是馬克吐

溫說過，“First draft of anything is shit（任何初稿都是臭大糞）”。另外還記得有

說，“把初稿砍掉四分之三，改成二稿﹔把二稿砍掉二分之一，改成三稿﹔把三

稿砍掉三分之一，改成四稿，就可以拿給別人看，收集意見，進行下一步的刪改

了”。這些說法無非是強調修改的重要，尤其是現在已進入電子時代，數碼時

代，在光屏上更換頁面僅是一指之遙。生活節奏越來越快，人們變得越來越沒有

耐心，開篇三句讀來無趣，讀者便另起爐灶了。所以說，即便大部分寫手都沒有

商業目的，不在乎“發行量”，“點擊率”，也還是應該靜下心來，把文章改改

精，改改順。這不僅是對自己勞動的珍惜，也是對讀者的尊重。  

 

學習班結束，我抱著老師發下的那些教材往家走，心想，有道是“開卷有益”，

這話也可改成“聽課有益”，學到的這點東西將來一定會用到的。  

 

本文的主旨並不是談寫作－－圖書館裡有的是大本大本的寫作指南。本文想說的

是，百步之內，必有芳草。在我們身邊，在我們社區，就有許多有意思有意義的

事在發生，在進行。走出去，多認識些人，多了解些事，多學一點原來沒有的本

事，其樂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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