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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文學風景 
─《重遇文學香港》序

陳國球

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景，光也，

境也；光所在處，物皆有陰，所照處有境限也。於是，有風景。窺

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可以見物色，可以體文心。

多少年來，一隅之地的香港，只落在所不及照之陰影處。然而

大塊噫氣，風尚有所轉移，意識有所更新；「文學香港」的景貌，終

於進入日光映照境限之內。

這是《香港文學大系》編輯團隊的期盼。

《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十二卷於 2014年至 2016年陸續

編成出版。這項工程之啟動以至完成，由計劃意念之形塑、資金的

籌募、同道之招集響應、宗旨之商榷駁辯，各卷資料的鉤沉、爬

梳、整合、分解、鎔裁，而至選文定編、修撰導論，再而與出版社

責任編輯推敲封面題籤、排版插圖、校正訛誤，等等等等，都是一

道一道的難關；我們也一步一步的闖過，有時少不免有點踉蹌。在

《大系》第一輯全套出版以後，編委會再有檢討商量，認為《大系》

的宗旨、觀點與體例，在〈總序〉與各卷〈導言〉都有所交代；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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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長的旅程中，團隊成員嚐盡辛酸，思潮跌蕩，悲懷逸興畢俱，

其間感遇，或者也值得一記。由是我們再請各卷主編，撰寫編後感

言，並聲明篇幅不限，體例無拘，大可率意揮毫灑墨。同時，我們

又約請關心《大系》的各方友好，為我們記下其初讀的反應；同樣

不刻意講求格式，務求信心而出，信腕直寄。

從各位主編的編餘後話所見，香港的文學風景除了是天然景

致之外，時局帶來的風雲變幻、個人目光如何聚落，更是其中關鍵

樞紐。陳智德編新詩，就看到光所在處，物皆有陰：「而你醜陋的

梅毒的島」、「我要向這卑污的土地，吐一口輕蔑的唾液！」意識到

天邊有一抹「憎恨香港」的黑雲，「並不美好，卻是香港必需直面

的真實情志傾向」。謝曉虹從被遺棄的文獻形如「菜乾」，看出搜尋

的浪漫，看到「文學如此靜默，幾乎就像城市裏的草木一樣，它們

低微地呼吸、與萬物互通訊息，悄悄地改變着我們腳下的土地」。

黃仲鳴則由「垃圾」得到啟蒙，發現通俗面相的「山水畫」，看到文

本中的「蒙太奇」、「大特寫」，生命活力自在其中。樊善標讀南來

文人的散文，感觸的是他們在烽火之餘的心靈遊蕩：「窗外瀰漫着

靜謐而芳香的夜」、「假使有一天地層變動，這島國變成流動，流到

各處去」，這些「絮語」或許是戰火陰影下的「如果」、大時代的零

餘。盧偉力在編輯過程中，見證「有一種美麗叫希望」，可以穿越

時間，撲面而來，撩起他的創作衝動。黃念欣思考《大系》是否「太

過『二十世紀』」？眾卷的觀景方法，究竟「是一場『遠讀』還是『細

讀』？」她念中還有一種技藝，可以為我們展視層層疊疊的「文字

雲」。林曼叔未必意會「遠讀」，但他的確有意「遠觀」；近在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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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奸文學」，他聲明「絕不視作香港文學範圍」；他望遠的確有所

得，他注意到當時在香港的「馬華文學」論述─這是國族主義、

離散寫作，與在地關連之思考的開端。霍玉英也在遠觀香港兒童文

學，看到「兒童」光影背後自北而南的大政治，看到香港兒童文學

流播到南洋，影與響既深且遠。程中山則多方思量《大系》所照處

有境限，未及展示「從開埠至 1949年間，舊體文學應是香港主流

文學」，因而深感遺憾。至於編後感言中篇幅最長的一篇「閒話」，

是危令敦在檢視點算補天的五色石所指向的「大憾」：《大系》的文

學風景，本就經歷與「現代」同臨的地裂天崩；如何拾遺？如何補

闕？班雅明如呵護戀人一樣去組織他的檔案與藏書、趙家璧如卞

和抱璞般保存新文學運動的資料、方修與張錦忠等細察「馬華」與

「華馬」之孰是，以至無論是「懸浮於天地間」的空中之音還是作為

「市聲」的香港英語寫作，盡是有待填補的裂口罅漏。陳智德編《大

系》史料卷，也為歷史的斷裂、文化的「斷層」，憂心忡忡。陳國球

的編餘劄記，模仿六一居士的「資閒談」，只能探照隅隙，談不上包

括宇宙，總攬人物。

香港文學，或者好比《文心雕龍》所描繪：日月疊璧，垂麗天

之象；山川煥綺，鋪理地之形。其間風景，在《香港文學大系》不

完整的映照下，呈現出甚麼樣的物色？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

心；本編所集的各方書評，是為初始卻極重要的感應。慨允為我們

撰文的朋友，以本地的文化人居多；但來自境外的論家，也不在少

數。這二十二篇文字迴響，有專論、有合論；從《大系》整體以至

各卷，都有所瞻顧。有的從經驗上如何感覺香港說起，有的從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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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的方式思考，有的斟酌歷史之補白填空的意義，有的比對同一

文類之分卷取向的差異，有的砥礪切磋，有的匡正疏漏。讀法各有

不同，取景角度也有不同的選擇；卻都能犀燃燭照，生發新義。

正如〈大系 ‧總序〉所說：「我們不強求一致的觀點，但有共同

的信念。我們不會假設各篇〈導言〉組成周密無漏的文學史敍述，

所有選材拼合成一張無缺的文學版圖。我們相信虛心聆聽之後的

堅持，更有力量；各種論見的交錯、覆疊，以至留白，更能抉發

文學與文學史之間的『呈現』（representability）與『拒呈現』（non-

representability）的幽微意義。我們期望這十二卷《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能夠展示『香港文學』的繁富多姿。我們更盼望時間會

證明，十二卷《大系》中的『香港文學』，並沒有遠離香港，而且繼

續與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對話。」現在我們再集錄各卷的編後感言

以及四方朋友的讀後反應，正是所期待的對話之延伸；「文學香港」

的存在，正有賴多方的參照，不斷的對話。時日推移，或許山河有

異，總是風景不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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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詩卷》編後記

陳智德 香港教育大學

大概 1993年暑假，我從書店見到市政局公共圖書館的宣傳海

報，得知文學月會的訊息，遂按時按址到大會堂圖書館，那是我第

一次得見盧瑋鑾老師，聽她主講三十年代香港文學，她當時利用高

映機投映膠片，向我們介紹劉火子、李育中、易椿年、李心若、鷗

外鷗等人的新詩，我驚訝於 1930年代，已有許多描述香港都市現

象的作品，以現代派文學或寫實主義文學技巧呈現，前此我曾在舊

書攤買得 1987年出版的《八方文藝叢刊》第五輯，裏面有「重讀鷗

外鷗」小輯，除了鷗外鷗新舊詩作，另有鍾玲〈論鷗外鷗的詩：《狹

窄的研究》〉和梁北（也斯）〈鷗外鷗詩中的「陌生化」效果〉等評論

文章，知道三十年代的香港有鷗外鷗，但未知更有劉火子、李育

中、易椿年、李心若等詩人。

盧老師當時使用的投映膠片是從原刊影印出的，她雙手在高映

機熾熱的玻璃台上謹慎地更換一張又一張投映膠片，娓娓介紹出

劉火子〈最後列車〉、李育中〈都市的五月〉、易椿年〈普陀羅之歌〉

等作品。投影出的文字有些不太清楚，她小心調校焦距，辨認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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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破字粒，講述出一段又一段早期香港文學的故事。我第一次知道

五十年代以前的香港，更有如此豐富而遙遠的詩句，它們帶點神秘

而且斑駁，教我腦際如同菲林感光，留下強光一般的記憶，大概可

說是我的「早期香港新詩發現事件」。

盧老師當時已出版了《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

一書，考掘也分析了早期香港新文學的發展，特別有關抗戰初期香

港文藝界的分歧，論析最深刻，唯該書重點不在作品討論。及後，

至 1996年我再讀到當時新出的黃康顯所著《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

價》一書，在「萌芽期香港的新詩」一節，他對劉火子、李育中、

鷗外鷗等人的新詩另有不同的分析。從盧瑋鑾、黃康顯等著作和

《八方文藝叢刊》提供的線索開始，我再找到當時在書店可以買到

的侶倫《向水屋筆語》和鷗外鷗《鷗外鷗之詩》，努力想像那遙遠的

早期香港新詩圖像。

《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 ‧ 新詩卷》的工作差不多於 2011年

正式開始，我據目前已知線索，重新檢閱早期報刊和詩集單行本資

料，香港新詩在最早階段，即二、三十年代間，較能確知作者身份

而且作品水準比較穩定的，應是《伴侶》、《島上》、《鐵馬》、《今日

詩歌》、《紅豆》等刊物上的作品，但我再細讀 1924至 1925年出版

的《小說星期刊》，內容雖以舊體文學為主，1925年出現的若干新

詩作品，大部分是以「補白」的形式刊出，而作者 L.Y、許夢留、

陳關暢、余夢蝶、陳俳柘等，俱未能查知確切身份，《小說星期刊》

在香港出版，作者則包括省港兩地文人，不過 L.Y在《小說星期刊》

第十四期發表白話散文〈夜行堅道中迷途〉，文中提到從香港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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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下望，見到海灣、電燈和屋宇，從而可推斷作者 L.Y至少曾居於

香港。許夢留則在《小說星期刊》第二年第一期發表的〈新詩的地

位〉一文，提及作者本身是粵籍人士，他在文中論及 1920至 1923

年間出版的胡適、康白情、俞平伯、冰心、徐玉諾、劉大白和郭

沫若等人的詩集，策略性地指出新詩在文學變革中的地位而沒有否

定舊詩的價值，正針對也回應當時香港文壇新舊並置的處境，正如

《小說星期刊》雖以舊體文學為主，但也刊出了 L.Y、許夢留、陳

關暢、余夢蝶、陳俳柘等帶有早期五四白話新詩風格的試作。我編

《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 ‧ 新詩卷》時考慮到《小說星期刊》在香

港新詩中的前驅位置，故選入 L.Y和許夢留的詩作。

1920年代中後期，香港作者在多種報刊發表創作，思考新詩

的寫作，另一方面也由於香港本身與廣州、上海等地頻繁的貿易連

繫，可以很快讀到來自廣州和上海等地的報刊，這種閱讀以至寫作

上的便利和自由，對 1927年以後，政治風潮湧動的時代來說十分

重要，概括來說，香港透過廣州（包括文學書刊的輸入和「大革命

失敗」後逃避廣州政府追捕的作家）引進了左翼革命和文化思潮，

也透過上海（包括《現代》、《今代文藝》、《新詩》等現代派文學刊

物）引進摩登的現代派文學風尚，這兩種思潮都促進三十年代的香

港新詩發展，我們在香港出版的《今日詩歌》、《紅豆》、《南華日

報》、《大眾日報》等報刊，不難發現相關的討論和創作。

三、四十年代可說是早期香港新詩的全盛期，劉火子、李育

中、鷗外鷗、易椿年、柳木下等寫出了成熟作品，鷗外鷗的〈禮拜

日〉表面上以禮拜堂為焦點，實質上是指向都市背後觀念層次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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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李育中〈維多利亞市北角〉一詩透過觀察的角度表達對都市

的態度，鷗外鷗和李育中都以現代派詩歌對都市不太負面或至少是

中性的描述態度來寫香港，如果可以從「香港都市描述史」的角度

理解，鷗外鷗〈禮拜日〉和李育中〈維多利亞市北角〉等作品的意義

可說是劃時代的。陳殘雲〈海濱散曲〉和〈都會流行症〉二詩則代表

比較接近左翼詩歌對都市持批判和負面描述的態度，更可以連繫到

戰後初期黃雨〈蕭頓球場的黃昏〉、〈上海街〉、沙鷗〈菜場〉等詩對

都市的否定，都不單純是否定都市外觀或基於現實層次上的不滿，

而是更從意識形態上否定都市背後所代表的資本主義文明和殖民

地政治。由此見出，三四十年代的香港新詩，有現代派風格，也有

寫實主義取向，對都市的描述有認同、反諷，也有批判，無論從學

習、閱讀或研究的層次，這些詩歌都有許多解讀和論述上的空間。

早期香港新詩風格和意識傾向的多面性，也是我透過編選《香

港文學大系 1919—1949 ‧ 新詩卷》時嘗試帶出的，由此，我們不太

能夠簡單地概括出早期香港新詩的面貌，難以簡單地說它就是如何

如何。早期香港新詩，特別是抗戰時期以至戰後一段期間，由於不

少作者肩負着特定的主題反映任務，他們留下的作品，其實也和抗

戰時期不少中國內地作品一樣，離開特定的時代脈絡背景之後，缺

少文學可讀性，而當中真能在文學上有所超越的作品也不多，這是

特定時代任務下作品的固有局限，但我們也不妨以時代記錄的角度

閱讀，看早期香港新詩對城市和人們的情志留下甚麼印記，例如李

育中〈維多利亞市北角〉一詩如何記述北角的開拓，徐遲〈大平洋

序詩—動員起來，香港！〉和淵魚〈保衛這寶石！〉如何在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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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空襲香港後，分別以激情和寫實的筆法記述空襲下之所見；劉

火子〈都市的午景〉和袁水拍〈梯形的石屎山街〉、〈後街〉皆從低

下層市民或勞工者的角度記述都市居住空間，鷗外鷗〈狹窄的研究〉

所寫的「標貼着 To Let的招子不超過一小時。 /永久的只有銀行的

地址！」更是對香港都市空間有力而具超越性的概括。亮暉〈難民

營風景〉記述抗戰爆發後香港政府在新界設難民營收容內地人民的

情況，羅玄囿〈端陽節〉、〈生命沒有花開〉表達日治時期作家的壓

抑心境，盧璟〈新墟呵，新墟〉從一所雜貨店（士多）角度，記述戰

後新界屯門新墟的生活狀況，留下相當罕見的描述。

黃雨〈蕭頓球場的黃昏〉記述灣仔修頓球場夜市小販的叫賣，

也發出呼籲他們離港北上的暗示。黃雨在〈給露宿者〉、〈走出夜

街〉、〈上海街〉等作品中，也極力刻畫香港都市的黑暗一面，他在

〈給露宿者〉一詩質問當時都市現象的奇怪因果：「是誰迫你們到這

地獄裏來 /可是，你們也知道嗎 /迫人流亡的人快要流亡了」，最後

仍以「走出」「回去」「去奪回那失掉了的田園家屋」作為真正出路。

符公望〈黃腫腳〉、沙鷗〈菜場〉、金帆〈夜行人〉等詩，對香港的描

述同樣負面甚至絕望，如金帆〈夜行人〉發出的咀咒：「我要向這卑

污的土地， /吐一口輕蔑的唾液！」讓我想起陳殘雲寫於 1941年

的〈海濱散曲〉，也有類近的咀咒：「吐一口憎恨的唾沫」「而你醜陋

的充滿梅毒的島 /你島上的不要臉的狗」，我們從不同時期香港新

詩見出可稱為一種「憎恨香港」的書寫：不同詩人以「地獄」「卑污」

「充滿梅毒的島」來形容香港，共同對香港報以「吐一口輕蔑的唾

液！」「吐一口憎恨的唾沫」，這種「憎恨香港」書寫，竟從戰前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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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至戰後，黃雨、盧璟、符公望、沙鷗、金帆等諸位作家留下更多

戰後香港社會的負面印象，並不美好，卻是一種香港必須直面的真

實情志傾向。

以上作品是詩歌，卻也由於其寫實的取向，留下大量真實記

錄，可說在正式的歷史記錄以外，留下了「詩史」式的歷史記載，

而另一方面，更因為它們是詩歌，因而表達歷史處境中的情志，

留下不同時期的人們生活掙扎的記錄，有時，作者也在記述和表達

以外，作出具傾向性的引導和暗示，提出他們對當下時代處境的看

法，視之為困頓中的出路，並期望對當時讀者有所啟發。這些作

品，其文學可讀性或許不高，但如果我們可以從時代記錄，以至從

「詩史」的角度閱讀，《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 ‧ 新詩卷》所整理、

編選出的作品，關乎早期都市現象的理念引申，也關乎抗戰與不同

文化思潮的思索，包括不同時期在港詩人的經驗和他們所塑造的框

架，當中有觀察，有發現，也有憎恨、掙扎和具特定意識形態傾向

的提供出路的暗示，1950年代以前的香港新詩，不單見證「香港

文學」發展階段中的重要歷程，也是我們理解「香港」的其中一種

被忽略的關鍵。

最後，正如我在〈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 ‧ 新詩卷 ‧ 導言〉

所說，整理香港文學，編纂香港文學大系的意義關乎香港本土，亦

超乎香港本土，我期待它終將發揮更廣闊的作用。

二○一七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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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遠方沒有戰爭——《散文卷一》編後感

樊善標 香港中文大學

1

張愛玲在〈燼餘錄〉的開篇說，「我與香港之間已經隔有相當

的距離了—幾千里路，兩年，新的事，新的人。戰時香港所見所

聞，唯其因為它對於我有切身的，劇烈的影響，當時我是無從說起

的。現在呢，定下心來了，至少提到的時候不至於語無倫次。然而

香港之戰予我的印象幾乎全限於一些不相干的事」。 1這是指 1941

年 12月的香港淪陷之戰。脫困返回上海之後，張愛玲開始她輝煌

的創作生命，〈燼餘錄〉即寫於這一時期。《散文卷一》出版至今，

也已兩年，重讀一遍，要說的話能否「不至於語無倫次」尚未可知，

但戰火的光影仍是掩映不已—從民初列強侵華到 1930年代抗日

建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1 張愛玲：《流言》（台北：皇冠出版社，1976年），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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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遠方有戰爭，我應該掩耳 / 或是該坐起來，慚愧地傾

聽？」余光中問。2如果這遠方和我們有某種情感或道德的連繫，慚

愧地傾聽未足以盡其心意或責任，如果戰火燃燒過來，掩耳不聞無

濟於事，那還可以怎樣？

1934年，錢穆回想亂世中撰述的艱難：「余之著書，自譬如草

間之羼兔，獵人與犬，方馳騁其左右前後，彼無可為計，則藏首草

際自慰。余書，亦余藏頭之茂草也。如此為書，固宜勿精。」3證諸

錢氏畢生著述宗旨及興學功績，顯然並非遺世之人，但在當日，藏

首自慰的抉擇，自己和他人都可完全無疑？

學術研究畢竟還有相對客觀的是非標準，評價文學創作的高

下，判斷某一作品是否算是文學，不僅是評論者的鑑賞品味問題，

更基本的是文學何為的信念：言志、載道、興觀羣怨，或源自近世

西洋的為藝術而藝術⋯⋯？文學何為當然又與寫甚麼、怎樣寫、如

何期待讀者的反應等等相關。從歷史可見，紛繁的主張沒一種能夠

長期稱尊，輪流當道的思潮不斷試圖指引創作的方向，重評再釋既

有的作品。英國學者 Terry Eagleton在他的名著《文學理論導讀》裏

設想一個極端的情景：如果社會經歷了足夠深刻的變化，莎士比亞

的戲劇有可能令讀者感到充滿「狹隘或不相干的思維方式和感情」，

2 余光中：〈如果遠方有戰爭〉，《在冷戰的年代》（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69年），

頁 40。

3 錢穆：〈跋〉，《先秦諸子繫年》，《錢賓四先生全集》第五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

公司，1998年），頁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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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沒有任何啟發。 4這是因為 Eagleton認定，「體現某特定社會階

級視為文學的價值和『品味』，這種寫作就是文學」，5即使是莎士比

亞，也不能「體現」一切社會階級的價值。這或許是正確的，但在

真正「深刻」的變化發生之前，特定階級未能壟斷整個社會的意識

形態，各種對「文學」的界線或內涵的想法還有商榷爭持的餘地。

新文學的四個主要文類中，只有散文兼具實用的職能。所謂

「文學散文」，有時是指寫作水平，有時則指寫作目的或規範。雖然

不少古代文人得到詩文兼擅的美稱，但白話散文給視作文學的一個

類目，並非自始即然。胡適寫於 1922年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說：「活文學自然要在白話作品裏去找。這五十年的白話作品，差

不多全是小說。直到近五年內，方才有他類的白話作品出現。」6文

末總結五年來—即「文學革命運動」後—的白話文學成績，按

文類分為四點敘述：白話詩、短篇小說、白話散文、戲劇與長篇小

說。其中，「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然易

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

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

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的作品的成功，

4 Terry Eagleton 著，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995年 12月三刷〔訂正〕），頁 25。

5 同上注，頁 31。

6 沈寂編：《胡適學術文集 ‧新文學運動》（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 134。

編者注：「本文作於 1922年 3月 3日，原載 1923年 2月《申報》五十周年紀念

刊《最近之五十年》。」同上書，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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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 7在胡適的設想

裏，長篇議論文和「小品散文」都屬於文學散文，但更重要的是後

者。根據他的文學發展藍圖，新文學和傳統文學是斷裂的，那麼作

為文學文類的散文，也需要由尋求共識開始。

「小品散文」—周作人稱之為「美文」8—仿自英法的

informal essay。日本英國文學教授廚川白村的描述令人神往：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爐旁邊的安樂椅子上，倘在夏天，則

披浴衣，啜苦茗，隨隨便便，和好友任心閒話，將這些話照樣地

移在紙上的東西，就是 essay。興之所至，也說些以不至於頭痛為

度的道理罷。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罷，既有 humor（滑稽），也有

pathos（感憤）。所談的題目，天下國家的大事不待言，還有市井

的瑣事，書籍的批評，相識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過去的追懷，

想到甚麼就縱談甚麼，而托於即興之筆者，是這一類的文章。9

三○年代初林語堂在上海創辦《論語》雜誌，鼓吹幽默的小品文，

蔚成風氣。「幽默」雖然是林語堂始創的音譯，但胡適形容周作人

的「笨拙」、「滑稽」，其實正是幽默。林語堂又將幽默連上晚明的

7 沈寂編：《胡適學術文集 ‧新文學運動》（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 160。

8 周作人：〈美文〉，《談虎集》（止庵校訂，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頁 29-30。原載北京《晨報 ‧副刊》1921年 6月 8日。

9 廚川白村著，魯迅譯：〈Essay〉，《出了象牙之塔》（上海：北新書局，1935年 9

月四版），頁 7。據《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十卷《譯

文序跋集》，魯迅〈《出了象牙之塔》後記〉編者注，此書「魯迅譯於 1924年至

1925年之交」，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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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靈說，「欲由性靈之解脫，由道理之參透，而求得幽默」，10並認為

「周作人先生小品之成功，即得力於明末小品」。 11可見白話散文藉

「小品」式的寫法取得「文學」戶籍，是二、三○年代周作人和林語

堂—當然還有其他人—接力推動的結果。

上引廚川白村的譯文出自魯迅之手，但魯迅不一定欣賞那種

essay，尤其到了小品文大行其道的時候，魯迅對提倡閒適、幽默

的人更是一再譏嘲，如他的名言「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

投槍」，就是針對林語堂而發。12魯迅早年在北京《新青年》「隨感錄」

發表短評，移居上海後，以撰寫雜文維持生計，對於這些文章算不

算文學，曾有所游移。有人認為他如要愛惜文學家的聲譽，就不該

寫短評，魯迅回應說，「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裏有這麼麻煩的禁令，

倒不如不進去」。 13但後來瞿秋白化名何凝編成《魯迅雜感選集》，

在〈序言〉裏宣佈，「雜感這種文體，將要因為魯迅而變成文藝性

的論文（阜利通— feuilleton）的代名詞。自然，這不能夠代替創

作，然而牠的特點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應社會上的日常事變」。14

當時所謂創作，是指新詩、小說、戲劇，而散文不包括在內，所以

10 林語堂：〈論文〉下篇之三〈文章孕育〉，上海《論語》半月刊第 28期（1933年 11

月 1日），頁 172。

11 林語堂：〈論文〉下篇之四〈會心之頃〉，同上注。

12 魯迅：〈小品文的危機〉，《魯迅全集》卷四《南腔北調集》，頁 592。原載上海《現

代》第 3卷第 6期（1933年 10月 1日）。

13 〈題記〉，《魯迅全集》第三卷《華蓋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 4。

原載北京《莽原》半月刊第 2期（1926年 1月 25日）。

14 何凝（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魯迅雜感選集》（上海：青光書局，

1933年），頁 2。文末署 1933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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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還只是有限度地提升雜感的地位罷了。魯迅雜感何以具有「文藝

性」？瞿秋白說：

現在的讀者往往以為《華蓋集正續編》裏的雜感，不過是攻

擊個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經不大知道「陳西瀅」等類人物

的履歷，所以不覺得很大的興趣。其實，不但「陳西瀅」，就是

「章士釗（孤桐）」等類的姓名，在魯迅雜感裏，簡直可以當做普

通名詞讀，就是認做社會上的某種典型。15

用意是把文章裏的具體人名看成超乎個別的文學形象，於是在雜感

裏攻擊某人可詮釋為痛斥某種現象，就像小說從特定的人和事出發

而指向普遍意義。魯迅似乎頗為同意瞿秋白的說法，乃有「我的壞

處，是在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的自剖。 16「壞處」當

然不是真的壞處。 17及至馮雪峰〈魯迅與中國民族及文學的魯迅主

義— 1937年 10月 19日在上海魯迅逝世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15 何凝（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魯迅雜感選集》（上海：青光書局，

1933年），頁 12。

16 魯迅：〈前記〉，《魯迅全集》第五卷《偽自由書》，頁 4。文末署 1933 年 7 月 

19夜。

17 馮雪峰：〈關於魯迅在文學上的地位— 1936年 7月給捷克譯者寫的幾句話〉

「附記」引魯迅語：「作這種評價的還只有何凝一個人！同時，看出我攻擊章士釗

和陳源一類人，是將他們作為社會上的一種典型的一點來的，也還只有何凝一個

人！我實在不大佩服一些所謂的前進的批評家，他們是眼睛不看社會的，以為終

是魯迅愛罵人，我在戰場上和人鬥，他們就在背後冷笑⋯⋯」馮雪峰《馮雪峰憶

魯迅》（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 124。可見魯迅同意瞿秋白的

論述。但須注意，這是馮雪峰憶魯迅的複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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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認為「魯迅先生獨創了將詩和政論凝結於一起的『雜感』這尖銳

的政論性的文藝形式。這是匕首，這是投槍，然而又是獨特形式的

詩！」18藝術評價更高，而且匕首、投槍的用語正呼應魯迅〈小品文

的危機〉。但魯迅雜文裏的專名，全都可以視作類型嗎？

為了抗衡幽默、閒適的小品文，以及這種文學風格所代表的右

翼、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政治及文化立場，左翼文人另行建構雜文

的文學價值。他們以批判精神作為雜文文學價值的核心，但一旦時

世改易，批判鋒芒需要收斂，這些雜文的文學性將何所附麗？三○

年代中後期左翼文人之間曾有過魯迅雜文是否過時的爭論。鷹隼

（錢杏邨）詢問：

「如果魯迅不死，他是不是依舊寫着這樣的雜文，還是跟着

抗戰的進展而開拓了新的路？」

我的答覆是屬於後者的。

我想魯迅的雜文，決不會再像過去禁例森嚴時期所寫的那樣

紆迴曲折，情緒上，也將充滿着勝利的歡喜。19

幾年後毛澤東在中共當時的根據地延安一錘定音：

把雜文和魯迅筆法僅僅當作諷刺來說，這個意見也只有對於

18 馮雪峰：《馮雪峰憶魯迅》（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 132。

19 鷹隼（錢杏邨）〈守成與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室編《1913—1983魯

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第二卷（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年），頁

971。原載上海《譯報 ‧大家談》，1938年 10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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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敵人才是對的。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論

自由，故以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魯迅是完全正確的。我們

也需要尖銳地嘲笑法西斯主義和中國的反動派，但在給革命文藝

家以充分民主自由，僅僅不給反革命特務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陝甘

寧邊區及各敵後的抗日根據地，雜文形式就不應該和魯迅一樣，

可以大聲疾呼，不要隱晦曲折，使人民大眾不能看懂。如果不是

對於人民的敵人，而是對於人民自己，那末，「雜文時代」的魯

迅，也不曾嘲笑和攻擊過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雜文的筆法也和

對於敵人的完全兩樣。…… 我們並不一般廢除諷刺，但必須廢除

諷刺的亂用。20

其實肯定魯迅雜文的文學性，還有另一種辦法。不屬於左翼陣

營的郁達夫說，「魯迅的文體簡煉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鐵殺人，

一刀見血。重要之點，抓住了之後，只消三言兩語就可以把主題道

破—這是魯迅作文的秘訣」。 21李長之也認定「雜感是他〔魯迅〕

在文字技巧上最顯本領的所在」，又說「他的雜感文的長處，是在

常有所激動，思想常快而有趣，比喻每隨手即來，話往往比常人深

20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集》（香港：近代史料供應社，

1975年）第八卷，頁 142。座談會在 1942年 5月舉行。本書以初出或較早的文

章版本為底本，注明與其他通行版本的文字差異。此文所用的底本出自 1944年

版《毛澤東選集》卷五，有底線的句子在 1951年後的《毛澤東選集》中給刪去，

整段話的意思沒有改變，但有此兩句更清楚地表示毛澤東對魯迅筆法並不完全

贊同。

21 郁達夫：〈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 ‧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1935年），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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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又多是因小見大，隨路攻擊，加之以清晰的記憶，寂寞的哀

感，濃烈的熱情，所以文章就越發可愛了」，不過，「有時他的雜感

文卻也失敗，其原故之一，就是因為他執筆於情感太盛之際，遂一

無含蓄，⋯⋯太生氣了，便破壞了文字的美」。22可是類似的文體，

如果改用來「道破」評論者不認同的主題，還能得到正面評價嗎？

尤其是在評論者所認定的危機逼近時。

但樂觀地看，危機總會過去，在並非生死攸關的時候，平心考

察各種我們未必贊同的主張，不遽然禁止，也不暗中掩埋，才算是

尊重知識的最低限度吧。是以《散文卷一》〈導言〉提出，「不宜限

定只有採用某些表達手法、追求某些效果，才算文學性的散文，而

不妨以未必前後一致的標準來嘗試測繪文學散文的界線」。 23

2

自小在香港受英式教育的「番書仔」无夢，五四運動前後遠赴

北京大學攻讀，深深體會到「言語不同，風俗不同」的文化差異，

也見識了胡適之、辜鴻銘等「出露風頭」的新舊人物。十多年後，

辜氏已逝，胡氏變作紳士，當年有朝氣的學生當了官僚政客，守舊

的同學則向左轉。作者感慨繫之，卻不想指摘他們，因為明白「出

22 李長之：〈魯迅之雜感文〉，《魯迅批判》（上海：北新書局，1936年），頁 128、

165。文末署「二十四年九月七日下午八時一刻」，即完稿於 1935年。

23 樊善標主編：《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 ‧ 散文卷一》（香港：商務印書館，

2014年），頁 53。（以下簡稱《散文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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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頭的投機，許多意志薄弱的青年都是一樣」。 24相比之下，外來

者對香港的批評就強烈多了，如適夷說，「想着必須和這班消磨着、

霉爛着的人們生活在一起，人便會憂鬱起來」， 25 又如樓棲說，「祖

國在抗戰，香港的僑胞卻在火山上跳舞」。 26

抗戰顯然是一大原因。1937年 7月中國政府宣佈抗日，但戰

況失利，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繼陷落，戰區和淪陷區人口大批南

遷。其時英國採取中立，香港在英治下暫保安全，正是內地災民性

命財產托庇之所，也是抗敵宣傳、地下活動的好地方—日本以

及其他國家當然也不會放過利用這一空間。無論是逃難者或抗日

者，冀盼早日勝利還鄉是人之常情，他們期望於香港的是同讎敵愾

和克難精神，這對從未捲入戰事的香港居民，是否要求過高？

從這一角度看，同樣是南來文化人的薩空了就顯得別樹一幟

了。薩空了原是上海著名報紙《立報》的總編輯兼經理，1937年

11月初，上海陷落，月底《立報》停刊，翌年 4月《立報》在香港復

刊，薩空了任發行人，並主編「小茶館」副刊。薩空了在「小茶館」

以筆名了了發表評論，最為人知的是〈建立新文化中心〉一文，尤

其是他的預言：「只要加上『人力』〔引者案：指相對於地理環境的

24 无夢：〈北大回憶〉，《散文卷一》，頁 145-146。原載香港《香港工商日報 ‧市

聲》，1934年 5月 1日。

25 適夷：〈香港的憂鬱〉，《散文卷一》，頁 298。原載香港《星島日報 ‧ 星座》，

1938年 11月 17日。

26 樓棲：〈教育的苦悶〉，《散文卷一》，頁 313。原載香港《大公報 ‧ 學生界》，

1939年 9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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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今後中國文化的中心，至少將有一個時期要屬香港」。 27這

篇短文更值得留意的是上海來客的自省：

由文化中心，逃難來香港的人帶給香港的只是揮金如土一類

的豪舉，上海是文化中心的憧憬，如此實現〔現實〕的證例已漸

在港人心上破碎了。28

能設身處地才有以自省。薩空了的評論顯示他不僅關心全國大

事，也留意當地問題，如〈關於保育兒童〉呼籲設立救濟流浪兒童

的公育機關，29〈由練習簿說起〉引用上海經驗提出解決香港購買教

科書困難的建議，30竟像近年香港政治人物常說的「民生無小事」。

他又「主張留在香港的知識分子現在應好好在文化事業方面努力。

這種努力當然要如曲君〔引者案：一位來信《立報》的讀者〕所說的

由外來人的先事團結，並和本地人聯絡為基礎」。 31這些言論固然

不表示薩空了萌生出日後意義的香港「本土認同」，但也不見得純

屬短期利用的策略。

27 了了：〈建立新文化中心〉，《散文卷一》頁 232。原載香港《立報 ‧小茶館》，

1938年 4月 2日。

28 同上注。

29 了了：〈關於保育兒童〉，《散文卷一》頁 233-235。原載香港《立報 ‧小茶館》，

1938年 4月 6日。

30 了了：〈由練習簿說起〉，《散文卷一》頁 236-237。原載香港《立報 ‧小茶館》，

1938年 9月 12日。

31 了了：〈作點有益的事情〉，《散文卷一》頁 236。原載《立報 ‧小茶館》，1938年

5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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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薩空了離港到新疆去，1941年 9月重返，負責籌辦中國

民主政團同盟的機關刊物《光明報》，旋即遇上香港淪陷之戰，至

翌年 1月下旬才偷渡離開，又一年後把那個多月裏親歷的事用日記

形式寫出來。香港文學史研究者小思回憶她初讀這本《香港淪陷日

記》時驚訝不已：

只見他〔引者案：指薩空了〕輕易用「偷渡」方式在港九兩

岸走來走去。烽煙四起，他可以由上環走到跑馬地、從西營盤行

去中環香港大酒店去見許多報界、文化人，甚至與英國情報部負

責人聯絡。又促成英國高官擺佈的梁漱溟與華人代表羅旭龢見面

談戰況……淪陷期間，日軍滿街之際，他還是通街跑，很容易找

到錢去解決用錢可以解決的困難。好像極易找到給梁漱溟及自己

棲身之所。又可請爛仔做些犯日軍禁的事。一切太神奇，與其說

是紀實日記，不如說是極之複雜的間諜故事。32

薩空了顯然身負某種政治任務，但在他的日記裏卻又隨處可見迥異

於政治人物刻板形象的細節，例如在緊張的時局下，他抽空讀《小

婦人》，深受感動，認為這本書「一定曾給許多家庭增加過幸福，為

父母子女姊妹兄弟者，讀了這本書，大約很少能不油然生出互諒互

愛的心」。於是他想到當前的中國也需要一部小說，「寫三十年來，

32 小思：〈重讀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香港淪陷日記》（香港：三聯書店〔香港〕

有限公司，2015年），頁 xii-xiii。寫作此書的經過參薩空了〈序〉，同上書，頁

xxi-xxiv。《香港淪陷日記》最早在 1946年由進修出版教育社出版，出版地似乎

是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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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革命過程中人與物的損失，希望以這種損失之慘痛，喚起在

政治上的工作者，懂得如何互愛互諒，今後共同為建設新中國而努

力」。 33這段話與魯迅的名言「其實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

的」，正宜相參。34薩空了接着說，「如果在香港是一個長困的局面，

自己很想嘗試一下這個工作」。 35可惜情勢激變，三個星期後他就

離開了，終究沒有寫出這樣的一部小說。

與薩空了想法相似的人應該還是有的，但後來膾炙人口的是像

這種一分為二的判斷：

香港文化，在好的方面說，是將來世界新文化的雛型，是兼

有着火藥、美女、富翁成分的社會生活所形成的。在壞的方面

說，牠是駝鳥文化，和六朝的佛學、明代文藝的抄襲。

中國文化的健全，牠的不拔的基礎是抗戰。牠將是中國的而

又是世界的，是世界的而依然是中國的。36

在這些人看來，沒有全心全意投入抗戰，是香港的原罪。文學作品

即使寫到戰爭，如果僅僅是作者個人傷感的回憶，「絲毫沒有打算

到這些文章對於抗戰有甚麼作用，大體可說是『無關抗戰之文』」，

33 1942年 1月 4日的日記，《香港淪陷日記》（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5年），頁 148。

34 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魯迅全集》卷四《二心集》，頁 304，原載上海《文藝

新聞》第 20期（1931年 7月 27日）及 21期（1931年 8月 3日）。

35 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頁 148。

36 文方：〈香港文化〉，《散文卷一》，頁 384-385。原載香港《國民日報 ‧ 新壘》

1941年 8月 21日。



  021

至於「常被譏為『抗戰八股』」的文藝，最終「好的一面是屬於它

的」。 37

3

思平的〈香港山水一瞥〉題目平平無奇，意旨卻不容易一瞥而

知。作者一方面把維多利亞港比作法國的麗芒湖（Lac Léman，

今譯萊芒湖，又名日內瓦湖），把港城夜景擬為東方的那不勒斯

（Naple，今譯那坡里），極力渲染香港島的「南歐色彩」；另一方面

輕蔑這是「一個普通的商業城市而已」，「趕不上上海高度的繁華」，

而且「中西書籍之貧乏，廟宇香火之鼎盛，這絕妙的照下，就知道

有無文化可言了」。 38如果以為這是營造此地外表和內涵的反差，

諷刺居人的鄙俚，但篇幅最長的一段卻是作者到青年會泳場享用茶

點，看海聽浪，消暑散心，感到「一切令人神往」。 39更明顯的前後

不一致，是前面才批評過「香港是個不甚摩登的地方」，後文卻「驚

嘆英國人經營的毅力」，「東區的新填地，十年前還是一片滄海，如

今已建築好無數樓宇，完整非常了」。40再細心一看，文中用來比擬

香港島的，除了法國、那不勒斯，還有蒙地加羅（Monte-Carlo，今

37 友秋：〈島上談文〉，《散文卷一》，頁 306。原載香港《立報 ‧言林》1939年 2月

8日。

38 思平：〈香港山水一瞥〉，《散文卷一》，頁 188-189。原載香港《紅豆》第四卷第

三期（1936年 4月 15日）。

39 同上注，頁 190。

40 同上注，頁 19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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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蒙地卡羅）、挪威、瑞士，41這些地方其實只有那不勒斯在南歐。

本文速寫港島各處，抒發一瞬間的印象，前後理路不大連貫，誠然

是礙眼的瑕疵，但與主題先行的作品相比，未必更為遜色。文末描

寫山城夜景的妙喻尤其有趣：

像一羣金色的蜂鑽進蜂房，像一件滿鑲珍珠的寶冠，它是一

種令人心花怒放的奇觀！假使有一天地層變動，這島國變成流

動，流到各處去，將舉世若狂罷。42

彷彿一種強大的力量，還未釋放出來已斷斷續續地干擾作者的理

智。這未必是有意為之，但無心插柳卻使得願意想入非非的讀者得

到某種閱讀的樂趣。

有時作者的用心明確得多。西夷在三○年代後期的《大公報》

「文藝」副刊寫了多篇英美小說的書介，如 D. H. Lawrence的 The 

White Peacock、Sons and Lovers，Hugh Walpole的 Mr. Perrin and 

Mr. Trail，最有趣是〈老婦譚〉。 43與其他各篇類似，此文主要是概

述原書（Arnold Bennett的 The Old Wives’ Tale）情節，並略加評論，

但文末介紹中譯的情況，信筆開了吳宓的玩笑：

41 思平：〈香港山水一瞥〉，《散文卷一》，頁 188-189。原載香港《紅豆》第四卷第

三期（1936年 4月 15日），頁 188、191。

42 同上注，頁 191。

43 西夷：〈老婦譚〉，《散文卷一》，頁 300-302。原載香港《大公報 ‧文藝》1938

年 12月 28日。西夷其他書介可以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香港文學資料庫」

（http://hklitpub.lib.cuhk.edu.hk）瀏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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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國聞週報》曾經揭載過一小部的譯文，不幸因為吳宓

先生的怪脾氣，未能竟其全業。然而這是吳先生最喜歡的一本

書，在他的失戀詩中曾經這樣寫道：「江干老婦譚軼事，聽唱中

郎事最哀。」我還不知道「老婦譚」為甚麼被引用到失戀詩句之

中，也許在隱隱的譏諷着那位拋他而去的某小姐？ 44

這些「軼聞」，純粹是從怪脾氣的譯者吳宓聯想而來，也強化了吳

氏怪脾氣的形象，和《老婦譚》的評價沒有甚麼關係，但正合於廚

川白村所說 essay是「任心閒話」、「想到甚麼就縱談甚麼」，以及林

語堂所說小品「不為格套所拘，不為章法所役」，45帶出一種隨意自

在的語調。

幽默、閒適遇上戰爭，難免不合時宜。香港在尚算平靜的

1934年，已可聽見批評「小品文化」、「『幽默』諸公」的聲音。 46隨

着內地局勢日亟，香港社會更強烈地感受到戰爭的氣氛，不同立

場、背景的報紙的副刊紛紛呼喚與抗戰相關的內容。 47陳國球說得

好，「戰爭於人類固然是不幸，但又會催逼人們更深切思量在生死

44 思平：〈香港山水一瞥〉，《散文卷一》，頁 188-189。原載香港《紅豆》第四卷第

三期（1936年 4月 15日），頁 302。

45 林語堂〈論文〉下篇之四〈會心之頃〉，上海《論語》半月刊第 28期（1933年 11

月 1日），頁 173。西夷所述的「軼聞」不盡可靠，發表於《國聞週報》的《老婦譚》

實由燕京大學英文系學生王友竹譯，吳宓校，從第 9卷第 18期（1932年 5月 9

日）刊至第 50期（1932年 12月 19日），全書未載完。

46 衛道：〈幽默風行人間何世—林博士主幹人「人間世」出版後之批評〉、古董〈摩

登文壇〉，《散文卷一》頁 143、147。原載香港《香港工商日報 ‧市聲》1934年

4月 30日、5月 1日。

47 樊善標：〈導言〉，《散文卷一》，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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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亡的危急關頭，精神文化可以有多少的承擔能力」。 48也許有些

人和魯迅一樣看不過眼—「藝術之宮裏有這麼麻煩的禁令」，拒

絕進去，但仍然可見另有取向的作者。〈散文卷一 ‧導言〉舉出苗

秀、袁水拍、柳木下、梨青等，或引入回應社會現況的題材，或追

蹤新時勢下的精神狀態，散文在他們筆下不止是宣傳工具，而多少

探索了危機時代文學所能承擔的社會任務，或者說，他們在嘗試拓

展文學散文的疆界。 49在這羣作者中，葉靈鳳值得再次細讀。

葉靈鳳在 1938年 10月下旬廣州淪陷之後長居香港，直至去

世。〈相思鳥〉刊登於同年 11月 3日的香港《星島日報 ‧星座》， 50

而據文中自稱屬於「流散在祖國地面上無數的失去了家鄉的人」之

一，推測寫作時仍在內地。翌年 1月 7日在香港《立報 ‧言林》發

表的〈摩登半閑堂〉，以賈似道影射中國人裏的親日者，51用意當然

是斥責漢奸，但措詞小心翼翼，自因當時港英政府厲行報刊檢查，

不容許明顯的反日詞句出現。不過在可能情況下，葉靈鳳也會異常

直接。 52

葉靈鳳雖然被戰火驅趕而來，文章裏也表現出民族主義的義

48 陳國球：〈導言〉，《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 ‧評論卷一》（香港：商務印書館，

2015年），頁 63。

49 樊善標：〈導言〉，《散文卷一》，頁 49-50。

50 同上注，頁 279。

51 同上注，頁 279-280。

52 這從汪精衛陣營作者娜馬的反應可見一斑。娜馬〈夜感〉有一節引用葉靈鳳罵他

的話：「但今天看見《南華日報》的副刊，有一個署名娜馬（我疑心他是不是姓

『丟』！）⋯⋯。」《散文卷一》頁 369。原載香港《南華日報 ‧半週文藝》1941年

5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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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但他的心情遠為複雜。葉靈鳳在上海以實驗性的小說闖出名

堂，其後與穆時英、施蟄存等並稱為新感覺派作家。葉靈鳳也喜歡

東西洋藝術，他原來就讀於上海美術專門學校，二十歲加入創造社

時，以英國比亞茲萊（Aubrey Beardsley）和日本蕗谷虹兒風格的插

畫引起讀者注意，後來又因為蒐集藏書票，和日本人齋藤昌三成為

通信的朋友。 53可以說他對於文學和藝術都有強烈的興趣，也有跨

國友誼的體驗。不得不提的是，葉靈鳳早年在小說裏嘲諷過魯迅，

招來猛烈反擊，在魯迅成為「民族魂」之後，葉靈鳳如何自處？複

雜的心情在複雜的環境下如何表達，是閱讀葉靈鳳香港時期散文應

該念茲在茲的問題。〈忘憂草〉寫失落在廣州的圖書，〈還沒有跌下

來的人〉寫英美的電影和書報檢查制度，54兩文顯然都有現實影射，

但所談的事物在在可見作者的深厚興趣，談論的方式也不止是要帶

出唯一的結論。「忘記了罷，像忘記一朵開過了的花，像忘記一個

亮過的火焰一樣。詩人雖是這樣向我們慰藉，但是，誰能忘記呢？

我忘記不掉這幾本書，正像忘記不掉使我安居了八個月的那一片可

愛的肥沃的土地一樣」，55國土之可愛是因為有很多值得愛的人和事

物在那裏，如果不能令讀者感受到那些人和事物的可愛，愛國就只

是教條。

53 與齋藤昌三結識，見葉靈鳳〈忘憂草〉，《散文卷一》，頁 287。原載香港《星島日

報 ‧星座》1939年 1月 11至 13日。

54 《散文卷一》，頁 280-291。〈還沒有跌下來的人〉原載香港《星島日報 ‧星座》

1939年 9月 27日。

55 葉靈鳳：〈忘憂草〉，《散文卷一》，頁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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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穆時英在 1936年從上海來到香港，拍過電影，也當過報刊編

輯。1937年 10月返回上海，翌年 1月出任汪精衛政府下的《國民

新聞》社長，6月遭暗殺而死。葉靈鳳在上海時曾與穆時英合辦《文

藝畫報》，居港期間也多往來。穆時英橫死，葉靈鳳迅速表態。〈哀

穆時英〉一文開首即說，「短短六個月的小漢奸的生命，就斷送了

一個二十九歲的青年的生命」，56明確指出穆時英落水是在離開香港

以後。接着又說，「對於過去曾經和他有過相當『友誼』的我們，則

穆時英今天的死，自從他公然叛逆國家的民族，成為漢奸以後，是

早在大家意料之中的」。 57基於民族大義，這樣說是非常合理的，

客觀上也有避免受累的作用。葉氏斷言，「在只有抗戰到底才是整

個國家民族，甚至個人的唯一的活路的當前，其他妥協投降的途徑

都是死路」。58其實穆時英在香港時期所寫的〈我的墓誌銘〉、〈中年

雜感〉，已充滿遲暮的情緒，甚至死亡的氣息。 59

儘管最後的政治立場不同，葉靈鳳活路死路之說，穆時英當是

同意的。他們都感到集體和個體的不調和，分歧只是葉靈鳳選擇服

從集體，穆時英卻辦不到。〈我的墓誌銘〉說「深切的偏愛」午夜，

56 《散文卷一》，頁 292。原載香港《立報 ‧言林》1940年 7月 1日。

57 同上注。

58 同上注。

59 《散文卷一》，頁 260-264。分別原載香港《星島日報 ‧星座》1938年 8月 26及

30日。《散文卷一》初版〈我的墓誌銘〉刊登日期誤標為「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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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這時候，自己「不再是一種社會關係」，而「是一個靈魂，一

個感情，一個『人』」。 60深宵獨處，「我只看見祖國的勝利，只看見

貪官污吏被推上斷頭台，只看見正義的旗，只聽見歡樂的喊叫，只

聽見未來的召喚。鮮血淋漓的現實從我意識上被抹去，我的思想裏

邊只有一個燦爛的信念，一個輝煌的幻象：那就是人類的定命」。 61

似乎「看見」了活路，但也只是旁觀，而沒有試圖走在路上，後來

更說是個幻象。必勝的信念云云，大抵只是抗戰時期通行的修辭，

穆時英無比珍惜的是沒有責任負荷的一刻：

窗外瀰漫着靜謐而芳香的夜，散佈着靜謐而芳香的月華和大

海，我是靜謐而安甯，正像桌上盛開着的梔子花一樣。62

由於「鬥爭需要熱情，需要童心，需要稚氣的勇敢」， 63這些他自問

都欠缺，難怪才二十多歲就宣佈已入中年了。

〈中年雜感〉預計將來的生命，「三十到五十中間，至少還有五

年是消費在驅逐民族敵人上面，有五年是消費在建築被炸毀了的城

市和焚燒了的鄉村上面。生活剛開始，死亡便跟着來了。⋯⋯我

們的命運只是革命，飢餓，窮困，戰爭，流亡。原是犧牲了的一代

呵」。 64在民族主義者的心目中，驅走敵人、建設國家不是最有價

60 《散文卷一》，頁 260-261。

61 同上注，頁 261。

62 同上注。

63 同上注，頁 262。

64 同上注，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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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人生嗎？穆時英卻都不視為「生活」，可見在失節之前已是懦

弱自私的人了。

不過，要是不考慮後來的「失節」，65困擾於大我和小我的爭持

並非只有穆時英，徐遲的表達尤其深刻。〈絮語〉之一山上和城裏

兩個空間，正對應於穆時英的午夜和白晝。徐遲在山上散步，愉快

地感到有「許多的裕暇時光」，秋陽下的遠近風景同樣可愛。下山

途中，他按習慣買了一張晚報，邊走邊看，心情依舊安閒。直至走

到城裏，「這時候報紙突然有了生命，鉛字奔向我，我開始能夠對

世界的電訊明瞭了」。鉛字引領他逐一產生憎惡、張惶、悲哀、狂

喜種種感情。這些感情產生於「為自己的民族擔憂，或為自己的民

族振奮；想到了家，想到了妻子孩童」—也就是困鎖着穆時英的

種種「社會關係」，但對徐遲來說，感情的激盪令他「得到了力」。 66

〈絮語〉開首和結尾的句子幾乎完全相同：「報紙製造了 /着人們的

感情。」67愛爾蘭裔美國學者 Benedict Anderson認為民族是一種近

代出現的「想像的共同體」，報紙和小說是這種想像的基礎，68敏銳

的徐遲在四十多年前就寫下了非常類似的感受。

〈絮語〉之二的空間移動方向剛好相反，因為「孤獨，一些因工

作而生的疲勞，一些向輕倩鮮美的大自然的嚮往」，作者又前去郊

65 穆時英是否漢奸，後來還有爭論，參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下卷（香港：昭明

出版社，1978年），第五編第二十五章「戰時戰後的文壇」注 1，頁 47-48。

66 《散文卷一》，頁 315-316。原載香港《星島日報 ‧星座》1939年 9月 29日。

67 同上注。

68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6, pp.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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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這「不是向一個遠處去，而是向自己最最接近的內心」。 69

由此可見，儘管不像穆時英那樣明確地在個人與集體之間取捨，徐

遲也沒有把「內心」完全融合到大我之中。其實在這之前，徐遲已

經宣佈放棄個人主義，投入革命事業，70理性上早下了決定，但還在

努力斬斷感情上的牽繫。〈故紙堆〉憶述作者多個滿懷熱望開了頭、

但未能完成的世界名著翻譯大計—剩下來的一堆故紙，以及種

種人生規劃：建設書齋、音樂室、舊書舖，學法文、意大利文、

德文、希臘文、拉丁文。中途放棄的追尋，徐遲在文中並不視為挫

折，而是向真理接近，而且是以最短的路程接近：「不是走最短的

路，而事實上他走的還是最短的路啊。只要他走的時候，是拋棄他

自我的成份的。一切，向真理行進不是為他自己的。現在我卻真的

不珍惜那一堆故紙堆了，讓牠們燒煮我的飯吧。」71徐遲再一次表示

放下了自我，但他「真的不珍惜那一堆故紙堆了」嗎？還是又一次

藉告別來堅定意志，而此舉適可見得大小我之爭沒有那麼容易分出

勝負， 72懦弱、自私這種評語是否不要用得太輕易？

在香港度過生命最後階段的蕭紅，演示了另一種選擇。除了

連載《呼蘭河傳》等小說，蕭紅鮮少參與香港的文藝活動，發表

69 《散文卷一》，頁 316。

70 徐遲在 1939年 5月 13日的香港《星島日報 ‧星座》發表〈抒情的放逐〉，表達這

種想法。參樊善標〈導言〉，《散文卷一》，頁 51。

71 徐遲：〈故紙堆〉，《散文卷一》，頁 325。原載香港《大風》第 67期（1940年 5

月 20日）。

72 徐遲：〈最後的玫瑰〉也可作如是觀，原文見《散文卷一》，頁 325-331。原載香

港《大公報 ‧文藝》1940年 6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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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致弟弟書〉是罕有的一次。 73此文登載於「九 ‧ 一八」後

兩天的《大公報 ‧ 文藝》，同版還有一篇辛代的〈短簡—紀念第

十一個九一八〉，儼然一個沒有正式標題的專輯。 1931年的九 ‧

一八事變直接導致東北三省陷落，蕭紅是著名東北作家，由她撰文

紀念，顯然非常合適。但這封信雖然寫給當上了「小戰士」的弟弟，

內容卻幾乎都是很個人的事。回憶姐弟十年來聚少離多，蕭紅總覺

得弟弟仍是她離家時的十三、四歲頑皮小孩，只想和他說說「家裏

的櫻桃樹這幾年結櫻桃多少？紅玫瑰依舊開花否？或者看門的大

白狗怎樣了？」一類的「空話」。可是弟弟已經長大了，和蕭紅通

信時抱怨「生活在這邊，前途是沒有希望，等等⋯⋯」， 74令她感到

生疏。後來弟弟到上海來找蕭紅，看見和弟弟一夥的北方粗直青

年，「在街上落葉似的被秋風捲着，寒冷來的時候，只有彎着腰，

抱着膀，打着寒顫。肚裏餓的時候，我猜得到，你們彼此的亂跑，

到處看看，誰有可吃的東西」。 75那時從東北淪陷區投向祖國的青

年持續增加，不少人「不知怎樣，就犯了愛國罪了」，給關進監獄。76

蕭紅只覺慌亂可怕，卻沒有細說「愛國罪」的荒謬。七七事變後，

弟弟決定到西北參加抗日軍，分別時彼此沒有講甚麼話，但蕭紅記

得那夜「滿天都是星，就像幼年我們在黃瓜架下捉着蟲子的那樣的

73 《散文卷一》，頁 399-404。原載香港《大公報 ‧文藝》1941年 9月 20日。另參

樊善標〈導言〉，《散文卷一》，頁 48-49。

74 同上注，頁 399-400。

75 同上注，頁 402。

76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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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那樣墨黑的夜，那樣飛着螢蟲的夜」。77信裏當然也流露了對抗

戰的信心，「中國有你們，中國是不會亡的」，78不過她更想表現的是

她和弟弟私密的親情。

沒有人說過蕭紅不愛國，她在香港參加過的少數文藝活動，

即包括在文協香港分會歡迎她的聚餐上報告「重慶文化糧食恐慌情

形」，在「紀念三八勞軍遊藝會」上參與討論，在魯迅六十歲誕辰紀

念會上報告魯迅生平事跡，並且創作了〈民族魂魯迅〉的劇本。79然

而當戰爭的漩渦要把一切捲進去，病弱的蕭紅彷彿要耗盡生命來留

下她最珍惜的個人記憶，《呼蘭河傳》如是，〈九一八致弟弟書〉何

嘗不是如此？

5

最後，還是張愛玲，她在〈自己的文章〉裏說，「在時代的高潮

來到之前，斬釘截鐵的事物不過是例外」。 80我的理解是，在「時代

的高潮」裏，不是事物本身有甚麼不同，而是評價事物的準則改變

了，大是大非驅逐了其他可能。所以謝曉虹那個形象有點可怕的比

喻，回頭一想反而有點可愛：「我想像一個時代的文學選本，呈現

77 《散文卷一》，頁 403。

78 同上注。

79 參盧瑋鑾：〈十里山花寂寞紅—蕭紅在香港〉，《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

其文化活動》（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頁 162-165。

80 張愛玲：《流言》，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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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一種多孔的狀態：那些已經逝去的，互相競爭的聲音，仍然企

圖在歷史那張反覆被塗得扁平的臉上，噴湧出來。」81再想到台灣

學者柯慶明在別處指出的：「往往，我們總是習慣於討論：文學『應

該』做甚麼？文學『應該』是甚麼？而不太在意：文學在做甚麼？

文學是甚麼？之類的問題。」就更值得深思了。 82

81 謝曉虹：〈導言〉，《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 ‧小說卷一》（香港：商務印書館，

2015年），頁 44。

82 柯慶明：〈談「文學」〉，《柯慶明論文學》（台北：麥田出版，2016年），頁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