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鄭愁予教授的兩場講座* 

謝向榮 

2014 年 4 月，鄭愁予教授應邀到港，並於 5 月 2-3 日為香港能仁專上學院、中

華文化促進中心及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合辦的「鄭愁予教授講座系列」

主持兩場講座。筆者有份參與籌備工作，擔任首講司儀，並出席了兩場全場爆滿的

講座，獲益良多。現謹將講座概要及聽講心得記下，與學界及社會人士分享。 
鄭愁予教授，本名鄭文韜，筆名「愁予」，高雅脫俗，出自《楚辭．九歌．湘夫

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以及南宋大詞人辛棄疾《菩薩蠻》之「江晚正

愁余，山深聞鷓鴣」。鄭教授籍貫直隸寧河，1933 年生於山東濟南，遠祖遷自閩臺，

為明清世襲軍事家庭。在臺灣及美國受教育：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現國立臺北

大學）畢業，1967 年獲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寫作計畫邀請赴美，為華文作家第

一人。之後獲 M.F.A.（英文系 Creative Writing, University of Iowa）、Litt. D.（WAAC）

等學位；在 Yale、Trinity College 等校任資深導師、教授；2003 年，獲耶魯終身教

職（Faculty Emeritus），並獲聘為駐校詩人。在臺灣曾任青年寫作協會執行長、《聯

合文學》總編輯，近年受聘為香港大學名譽教授、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金門大

學專任講座教授。 
鄭教授下筆甚勤，思如泉湧，16 歲出版第一本詩集《草鞋與筏子》，累計出版

詩集二十種，其中選集印行逾兩百版；《鄭愁予詩集》被選為「三十年來對臺灣社會

現代化最具影響力的三十本書」之一，是三十本書中唯一的詩集；還被《聯合報》

選為二十世紀新文學經典之一；又曾獲青年文藝獎、中山文藝獎等，作品《寂寞的

人坐著看花》榮獲國家文藝獎；香港國際詩人筆會、香港大學、青島海洋大學等多

所大學及中外團體頒予終身成就獎。多首作品為臺、港、星、大陸等華語地區選入 
 
 *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獲國際經典文化協會主席溫金海先生贊助，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

育組、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合作，特邀當代著名詩人、耶魯大學榮譽教授鄭愁予教授從台灣

蒞港，並於 2014 年 5 月 2、3 日分別在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作兩場公開講

座。兩場演講，均告滿座。現由香港能仁專上學院中文系謝向榮博士分享當中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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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定國文教科書，在詩壇享譽盛名！ 
鄭教授這次來港，第一場講座以「詩從游世到濟世，從藝術回仁術」為題，由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副校長（學術）暨中文系主任單周堯教授主持，本人則擔任司儀。

講座開始前，主持人單教授將其所書「詩酒無量」、「溫厚好施」兩幅題辭，分別送

予講者鄭愁予教授，以及講座贊助人、國際經典文化協會主席溫金海先生，以表感

激之情。 
鄭教授認為，傳世的詩作，多富有奮發的生命力，因為詩是以活潑的語言和普

世的藝術觀來表徵人類的「美」和「善」，作者必須身歷其境，才會有感而發。因

此，王國維以「真情景」作為詩的「境界」定義。鄭教授又說，少年時代，詩人往

往不知「愁」之由來，原來就是對風花雪月表露時間消逝之無奈感；這一種「愁」，

乃抒情詩之膽，不能不吟詠。此外，山海都市各具其空間的美，活在其中的詩人，

需要時刻依靠心與腦、定與動，來應對其中的「真」與「幻」，抗衡自己的「欲」

與「望」，繼而產生「自怨」；而這一種「可以怨」的「怨」，自古就是詩的重要

張力，不能不抒發。故此，當這種「愁」與「怨」隨着歲月增長，不同的人文情懷

逐漸融入詩人深層的知性中，從個人，到國家民族，再到整個人類族群，「憂」之

念乃生，「悲」之懷亦隨之而至，而這種複雜的「憂」與「悲」感受，使詩「可以

群」，進入「善」的境界，繼而終於凌駕在「愁」與「怨」之上。這樣，詩就從「游

世」達到「濟世」，以美為藝術手段，以善為藝術目的，透過詩作來表現出「仁」

心。 

鄭教授憶述，他自己在 33 歲那年，已寫了自認為成熟的長詩──〈衣缽〉，其

寓意是「以詩行仁」。2013 年末，他又寫下〈我穿花衫送你行，天國破曉了〉一詩，

追憶 101 歲長壽而終的詩人紀弦，為這位生前受文壇權勢迫害的摯友，冒著龐大集

團的壓力來討還真象，期望能「以詩倡義」。〈衣缽〉一詩，篇幅稍長，茲引錄鄭

教授另一詩作〈我穿花衫送你行，天國破曉了〉如下，以窺其義： 
 

我穿花衫送你行，天國破曉了 

（一） 

您 

一磴一磴踏上雲端一百零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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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少年就摘罷各色的星子， 

肩揹記憶熣燦的行囊， 

跨越 20 世紀令詩人流涙的盼望， 

登上無雲的巔峰處， 

天國破曉了！  

日頭是差來宣詔的使臣， 

陽光微笑無非是朝霞之虛幻， 

勅君莫留連  然而  望君再凌空 

傾聽一闕靑空律為你伴行， 

這鈞天樂音是你的練習曲， 

啊！  詩人國際與民粹之爭鳴。 

你的一千首詩化身為羽林之樂團， 

嗚奏一千組萬般皆宜神秘之音符， 

始敲編鐘玉罄終擊木鐸以引吭， 

乃引法蘭西銅號之雄鑛， 

你囊中流星雨全般移植太空音程， 

乃將 24 調性揉入五音工尺新樂府……
 

啊  一千組萬種風貌的魔幻字型， 

架構 6+7 之型男主角演出偶像劇， 

踢躂後現代地球之舞台， 

揮手仗以為禮  替超現實風塵謝幕， 

當塑造都市成抽象之曠野， 

惟見彼狂者天狼之獨步。 

逾越以物質為生的人煙所謂雲端， 

你的獨步背負青空扶搖向永恆， 

從教席立身出發的孩子王， 

世世代代有孩子喊著「老師早！」， 

那就是你冠冕光環我們望到， 

天國破曉了！ 

 

（二）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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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神馳天國  何其光明  何其簡單 

又何其錦繡且善於接待，必然是 

流落的詩人回歸性靈之原鄉， 

就讓我這同鄉晚生低徊追憶罷！ 

那年  十九歲  野風的寫詩少年， 

黝黑怔忡剃著軍校標準光頭， 

這光頭一頭撞進敞開而無需立雪的 

書香冉冉的詩人之門……  

紀弦先生、李莎先生齊聲詫異： 

「咦！鄭愁予？你這不是一個中學生嗎？」 

「差不離哪！我是山東濟南出生， 

    這會兒，又重生在台北濟南路！」 

1953，10 月 10 日，下午…… 

剛剛歛起介壽路軍操劈刺的吼聲， 

 而這個下午竟由史臣接手恭寫起居錄……  

 

您 

1953 之後，檳榔樹立起亞熱帶知性的標桿， 

而蠭起一群「抒濫情，抒矯情」卻自以為是 

主情的濫竽份子，從四方嗡噏而來， 

蜇刺你抒展知性高風的詩神經，豈不知 

「獨往矣」之藝術知性才是純度最高的 

詩情，這，這，史臣定稿了、詩神入典了……  

天命紀弦不惑之年必須以吼聲駁斥那些 

  「毀謗與嫉妒」，而你却鎮定地說： 

  「狂徒 ── 四十歲了的……」， 

 你用「銅像的沈默」注視到了 

「穿道袍戴假面的魔鬼的跳舞… 

然而  藝文市儈們 hate your guts 
忌你的氣質  妬你的頭角峥嶸 

他們不識藝術指證文明是屬全人類的 

便加給你「下毒的杯」「冷箭與黑刀」…… 

這還算不了什麼  而最毒的卻是搞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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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排斥在中華民國十大詩人之外！ 

任何有同理心的讀者會感應你詩中的欣然 

    「剛下了課， 拍拍一身的粉筆灰， 

        就趕到印刷所去，拿起校對的紅筆來， 

        捲筒機一般地快速，捲筒機一般地忙碌」 

    「僅僅憑了一塊餅的發動力， 

       從黎明到午夜，不斷地工作著」 

這些詩句是你卸卻美術化裝，赤裸出真性情 

繼而凌越官方的戰鬥標靶，你倡說「自由詩」 

你給出氣勢磅礡令人流淚而激勵的朗誦體： 

    「我在十月的升旗典禮中流了淚……」 

當朗誦「向史達林宣戰……」意象激發著意象， 

你修長之軀從地板躍上凳子躍上桌子而頂天立地， 

這是你教給社會一場詩人高尚的行為藝術；  

 

（三） 

而當台灣平民被執武器的美軍特權份子射殺， 

你冒戒嚴令帶領學子示威遊行不負民族之熱血！  

當受到邀請訪前線你趕著從望遠鏡中用海波測量 

1600 公尺多麼臨近而波濤無心撕傷鄉愁如裂帆 

啊，金門，為主人上校情誼感動為戰地嗅覺慫恿 

加上高麗人世旭我們四人席地沙場飲盡大麯四甕， 

你我互認鄉親念清苑比濟南卻相對下跪金門紅土 

你的無忌童心無畏真摯顯出這才是懷才的大詩人 

 

我和您 

我從十四號碼頭的三樓張望到你站在禁區的柵外， 

你來看我了！果真是在我就業的第一個星期日， 

我大聲喊，迎接您啦！我跳下來啦！ 

我天生會成益友像你，但達到飲者涅槃卻需修持 

你家中是不置酒器的，作息是規律的，我引以為戒， 

你工作嚴肅，對學生諄諄嘉護，我終生為範， 



《能仁學報》第十四期 

 

198 

你對人謙和，詩文犀利不傷，不陰損；立五四之風格！ 

我發現大陸網上論紀弦作品如述家學：「談到成就 

為你定位是當年現代社領袖詩人戴望舒、艾青所不及」 

我忍不住感慨，你已使台灣現代漢詩足以自豪，至於 

我收到 1977「十大詩人選集」的邀請名單竟缺紀弦！ 

我怒不可抑提出究問，抗議，直覺這是妬客的苟且， 

我立即退出名單留下空位促使編輯延紀弦入座， 

我從此要終生瞞著你了，不自辯，也不許世人知曉， 

我不在意個人詩譽卻必須維護你的自尊美好， 

你會更欣慰你視為生命道場之藝術主張無可置疑， 

你創現代派與青年訂交亦師亦友亦同仁，做為朋友 

我就不能任你對人性失望！不忍現代詩的美學淪喪…… 

 

您和我  參商之不見， 

二十年歲月是昏曚的， 

終於，在洛杉磯並肩為客…… 

你穿著夏威夷紅花衫， 

贈我同款花衫我穿著， 

想起您早年寫給我的信箋： 

「愁予兄……弟紀弦」 

這兄弟稱謂寫出您的教養， 

君子風貌是永遠年輕的…… 

啊！見你背後旭日昇， 

       我穿花衫送你行， 

       天國破曉了！ 

 
鄭教授訪港的第二場講座，以「詩人性靈始童稚，以至情作終端」為題，由培

僑中學招祥麒校長主持，並由元朗裘錦秋中學潘步釗校長致歡迎辭。 
鄭教授與聽眾分享他對詩歌創作歷程的看法。他認為，漢詩源自唐堯、虞舜時

代，這兩位「帝」治水平災，拯救黎民，並在精神層面創始歌詠與樂器，藉以抒發

大眾情懷。這種造就社會的自然能量，無以名之，可概稱為「性靈」。「性靈」之

「性」，指的是天性，也是一種動物之性，有樂群居而喜互助之特徵。至於「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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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上方的雨為天象，中間三個口為祭祀用的器皿，下端為主祭者巫，故凡以歌詠

發出與大自然上蒼交通的能量，均可概謂之靈；而且，歌詠禱天與靈是一致的，由

「巫」這位領袖所領唱的歌，便是後來的詩了。換句話說，所謂「性靈」，也就是

人與生俱來就愛善、愛美的一種自然情感。 

鄭教授又說，詩作的靈感源自每個人的潛意識，而這種潛意識是從日常生活中

累積而來的，尤其受童年的經歷所影響。在童稚時期，人都是純真、合群的，如果

當中有特別喜愛大自然景象、喜愛動物、喜愛花木、喜愛音樂與喜愛傳奇等氣質的，

那就是「性靈」的自然表現，而這樣的孩子，很可能就是一位天生的詩人。 

鄭教授又以〈錯誤〉一詩為例，與大家分享他自己創作的經歷。鄭教授表示，

〈錯誤〉所描繪的情景，其實都是他真實的童年記憶；四歲時，他從江蘇逃難至山

東，在小城中聽到馬蹄與車輪滾動的聲音，感受非常強烈，直至現在，每當閉上眼

睛，那種聲音還會浮現。及至青少年時期，他一再經歷流徙戰亂，其後選擇在海港

碼頭工作，以及後半生揹負滿載鄉土情懷的詩囊，遠游異域，不斷向人生問路，這

種種經歷與感受，成為他創作新詩的重要養分。「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

不是歸人，是個過客……」通過鄭教授的解說，聽眾得以更直接地明白詩中所營造

的情景，體會到詩人始於「性靈」、終於「至情」之感受。 

除〈錯誤〉一詩外，鄭教授還在講座中朗讀了〈客來小城〉、〈野店〉、〈鄉

音〉、〈賦別〉、〈生命〉、〈小小的島〉等經典之作，讓聽眾從中感受詩作中豐

富的情懷及優美的節奏感，因而陶醉不已。謹引錄鄭教授朗誦的作品如下，以饗讀

者： 
   錯誤 

    我打江南走過 

  那等在季節裏的容顏如蓮花的開落 

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 

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響，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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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來小城 

  

    捨鞍韉兮取舟楫 

  

三月臨幸這小城， 

春的飾物堆綴著…… 

悠悠的流水如帶： 

在石橋下打著結子的，而且 

牢繫著那舊城樓的倒影的， 

三月的綠色如流水…… 

  

客來小城，巷閭寂靜 

客來門下，銅環的輕叩如鐘 

滿天飄飛的雲絮與一階落花…… 

 

       野店  

   

是誰傳下這詩人的行業 

黃昏裏掛起一盞燈 

  

啊，來了── 

  有命運垂在頸問的駱駝 

  有寂寞含在眼裏的旅客 

是誰掛起的這盞燈啊 

曠野上，一個矇矓的家 

微笑著…… 

  

  有松火低歌的地方啊 

  有燒酒羊肉的地方啊                      

有人交換著流浪的方向…… 

 

 

 

             鄉音 

  

我凝望流星，想念他乃宇宙的吉普賽， 

在一個冰冷的圍場，我們是同槽栓過馬的。 

我在溫暖的地球已有了名姓， 

而我失去了舊日的旅伴，我很孤獨， 

  

我想告訴他，昔日小棧房炕上的銅火盆， 

我們併手烤過也對酒歌過的── 

它就是地球的太陽，一切的熱源； 

而為甚麼挨近時冷，遠離時反暖，我也深深納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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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別 

  

這次我離開你，是風，是雨，是夜晚： 

你笑了笑，我擺一擺手 

一條寂寞的路便展向兩頭了。 

念此際你已回到濱河的家居， 

想你在梳理長髮或是整理濕了的外衣， 

而我風雨的歸程還正長； 

山退得很遠，平蕪拓得更大， 

哎，這世界，怕黑暗已真的成形了…… 

  

你說，你真傻，多像那放風箏的孩子 

本不該縛它又放它 

風箏去了，留一線斷了的錯誤： 

書太厚了，本不該掀開扉頁的；             

沙灘太長，本不該走出足印的； 

 

雲出自岫谷，泉水滴自石隙，  

一切都開始了，而海洋在何處？ 

「獨木橋」的初遇已成往事了， 

如今又已是廣闊的草原了， 

我已失去扶持你專寵的權利； 

紅與白揉藍於晚天，錯得多美麗， 

而我不錯入金果的園林， 

卻誤入維特的墓地…… 

  

這次我離開你，便不再想見你了， 

念此際你已靜靜入睡。 

留我們未完的一切，留給這世界， 

這世界，我仍體切地踏著， 

而已是你底夢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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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滑落過長空的下坡，我是熄了燈的流星 

正乘夜雨的微涼，趕一程赴賭的路 

待投擲的生命如雨點，在湖上激起一夜的迷霧 

夠了，生命如此的短，竟短得如此的華美！ 

  

偶然間，我是勝了，造物自迷於錦繡的設局 

畢竟是日子如針，曳著先濃後淡的彩線 

起落的拾指之間，反繡出我偏傲的明暗 

算了，生命如此之速，竟速得如此之寧靜！ 
                
 

小小的島 

你住的小小的島我正思念 

那兒屬於熱帶，屬於青青的國度 

淺沙上，老是棲息著五色的魚群 

小鳥跳響在枝上，如琴鍵的起落 

  

那兒的山崖都愛凝望，披垂著長藤如髮 

那兒的草地都善等待，鋪綴著野花如菓盤 

那兒浴你的陽光是藍的，海風是綠的 

則你的健康是鬱鬱的，愛情是徐徐的 

  

雲的幽默與隱隱的雷笑 

林叢的舞樂與泠泠的流歌                 

你住的那小小的島我難描繪 

難繪那兒的午寐有輕輕的地震 

  

如果，我去了，將帶著我的笛杖 

那時我是牧童而你是小羊 

要不，我去了，我便化做螢火蟲 

以我的一生為你點盞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