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四年四月號 總第 25 期 2004年4月30日

 

從「石室之死亡」到「天涯美學」──洛夫論

⊙ 陳祖君

 

一 關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文學史研究界提出了「非連續性」、「斷裂」等概念，與「文本批

評」、「結構詩學」一樣，這些理論對於個體作品或某一文學現象的獨立研究，展示了某種

前所未有的自由前景。然而我們很快就發現，在這樣的研究中，各個「孤立的事件」漸漸代

替了「變化」，「靜止」代替了「運動」，歷史精神在專執於「個體性」的過分強調中喪失

了。

羅貝爾‧埃斯卡皮說：「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仍然是文學史的世紀。」1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

研究中，編寫新文學史（或曰現當代文學史）乃是最主要的內容之一，有不少論者已把「重

寫文學史」的問題提了出來。但如何「重寫」？尚還沒有令人滿意的解答和試驗。綜觀已出

版的種類紛多的《現代文學史》、《現代小說史》、《當代文學史》、《中國新詩史》著

作，不難發現我們的文學史研究大多仍是一種「概述＋作家作品」的老範式。稍進一步的做

法，是或抓住「主要文學現象」，從「堆砌作家生平瑣事」到熱衷於「羅列史實」，或單純

就文學形式上的不同特點，乾脆把文學史寫成了文體史。總之，不是突出作家，就是突出文

學現象，仍是當前的兩種「治史」傾向。誠然，九十年代之初，就已經有學者注意到了影響

文學主要形式特徵的「最主要的文化因素」，並認為深入且抓住這種文化因素是「可行的路

子」。2但至今我們仍然沒有能讀到一部突出文學精神的承繼與發展的《現當代文學史》！

「文學史是歷史的一個分支嗎？」瓦爾特‧本雅明1931年提出這一問題並說道：「我們今天

似乎很快會找到答案，因為，所有的文學理論家大約都承認文學具有歷史性。」3但文學史畢

竟不同於一般的歷史，作為人類文化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甚至還包容和接納了藝術史、心

理史等。單從史料的角度去陳述「事實究竟怎麼一回事」，只能將自己居留於文學之門外而

絮絮叨叨。文學史家不是炫耀藏品的收藏家（嚴格說來，也不是考古學家），他鑒賞、他批

評，目的乃在於發現文學發展的精神軌跡進而抓取文學歷史的本質。然而一個文學史家的

「史識」，當還應包括其對文學、時代、人類心靈與希望的敏感和卓越的悟解能力。一句

話，他應有歷史學家的謹嚴敏銳而又有藝術家獻身於理想的焦灼與善感。他首先必須是一位

詩人──因為他要突入文學現象和作家的內在精神；其次才是一位歷史學家。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概念被提了出來，主張「以一百年的文學

為單位」而不是慣常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對文學的總體觀照的方式」，4來考察中國新

文學的歷史，這雖然似是一個時間性的提法，卻可以說是上個世紀末的豐厚饋贈──因為它

遠比「近現代文學」、「現當代文學」這些帶著明顯的隔斷性質的概念來得準確（或者說科



學）。中國新文學自然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紀末的「詩界革命」，而一種新的精神──「少年

中國」5的精神──的宣言書，則是二十世紀第一個黎明迸發出的呼號，這呼號既是對「老大

帝國」的第一聲「吶喊」，也給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奠下了一個充滿期待、渴求新生的反叛

基調。「新民」、「改造民族靈魂」，是其基本觀念。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這一概

念，不僅僅意味著一種時間上的「打通」，似更應包括空間上的「打通」。艾青先生1988年7

月2日作的《序〈台灣新文學史初編〉》說：「中國新文學史，沒有台灣，怎能算完整？怎不

覺遺憾？」6然而甚麼才是「完整」？我覺得艾青先生在這裏的「完整」概念，仍類似於那種

除夕夜之「團圓」觀──無疑，它是一種真摯、溫馨的中國式的家庭理想。但是，在文學的

廳堂中（準確地說，是在「中國文學」的殿堂中），對於因為歷史、地域和政治原因而被

「隔絕」的港澳台及海外華人文學，僅僅一種客套的「請客入席」式的填空補缺，顯然是太

不夠了，那樣一種「一半加一半」地安插座位的文學史寫作範式，確是到該打破的時候了。

編寫幾本《台灣文學史》、《香港文學史》，非但不讓人感到它們與「另一半」（大陸）的

「相加」，反倒讓人更增悲涼的「隔斷」感，就文學精神和文學歷史的實質與發展而言，這

樣的做法其實毫無意義。

文學史作為歷史，乃在於「過去與現在（包括將來）的關係」之中。這看起來是老話題，但

這話題也正因為我們一直沒能真正地去實踐和完成而仍將是我們在新世紀的難題和任務。二

十世紀文學史研究的貢獻除了對「文本批評」、「結構詩學」與「非連續性」的重視外，尚

有注重接受的「讀者的文學史」理論。哈拉爾德‧魏因利希說：「作品一旦存在，便開始了

與各個歷史時期讀者的漫長對話。文學史的寫作意味著描述這一對話的歷史。」7這裏的「各

個歷史時期讀者」，包括了作為讀者的各個時代的作家。或者，正是這種對話的影響、變化

和發展，構成了文學藝術的歷史。

基於以上觀點，我們或可以打通已經習慣了的「隔斷」狀態（包括時間和空間的分隔）來談

論洛夫的詩作──尤其是其長詩《石室之死亡》與《漂木》，來給「而我只是歷史中流浪了

許久的那滴淚／老找不到一副臉來安置」（《石室之死亡》第33首）的「那滴淚」找出其

「流浪」的軌跡及在歷史之「臉」中的定位。詩人蕭蕭說：「台灣現代詩，無疑的，是承繼

胡適以降中國新詩的再突破、再精進。」8而在作為「二十多年來我國最有份量的詩人之

一」9的洛夫身上，這種承繼是極為明顯的。

二 從「鐵屋裏的吶喊」到「石室之死亡」的宣告

塞繆爾‧約翰遜在談論莎士比亞作品集時說10：

有一些作品……它們的價值不是絕對的和確切的，而是逐漸被人發現的和經過比較後才

能認識的；這些作品不是遵循一些論證的和推理的原則，而是完全通過觀察和體驗來感

動讀者；對這樣的作品，除了看它們是否能夠經久和不斷地受到重視外，不可能採用任

何其他標準。人類長期保存的東西都是經過經常的檢查和比較而加以肯定的；正因為經

常的比較證實了這些東西的價值，人類才堅持保存並繼續珍愛這些東西……人們崇敬壽

命長的著作並不是由於輕信古人較今人有更高的智慧，或是由於悲觀地相信人類一代不

如一代，而是接受了大家公認的和無可置疑的論點的結果，就是大家認識最長久的作品

必然經過最長久的考慮。而考慮得最周到的東西勢必被讀者了解得也最深刻。



讓我們先來看長詩《石室之死亡》。洛夫的《石》詩發表以來已四十年，而三十多年來它所

引起的爭論和批評延續時間之長（至今未斷），正證明了它的「經久和不斷的受到重視」。

李英豪先生在《石》詩集出版的前一年曾預言：「《石》詩的真正價值當在十年、二十年、

三十年或數十年後始被估認，而從《石》詩中，我們可見出中國現代詩，必然愈趨於純粹而

又繁複相剋，必然更趨於精神上之深沉秘奧；理念的詩底時代必然過去，而只有個別平行深

入的發展。」11他對於現代詩未來的斷語固然顯得大膽和偏頗，但卻道出了《石》詩在中國

現代詩歌史上的獨特意義及重要地位。

1. 爭論與批評

圍繞《石室之死亡》的紛爭，是與關乎台灣現代詩的爭論聯結在一起的。侯吉諒在《大師的

雛形‧編者序》中說：「在《石室之死亡》創作的年代，即民國四十八年至五十二年（1959-

1963年），是我國現代詩最為內憂外患的時代，各種主義並陳對立，勢同水火，而《石》詩

的出現，使原已激烈的局面更見火爆，但也因此加速了爭論的結束，並使現代詩得以較『平

順』的成長。」12

這些林林總總的爭論與批評，涉及詩的語言、技巧、思想和美學，從早期的帶有鑒賞解釋性

質的分析和詰問，到著眼於詩人的風格演變及詩學特徵，其中也不乏討論洛夫詩與古典詩歌

及英美詩的「聯姻」及對超現實主義詩歌的借鑒與揚棄之篇章。但綜觀三十年多來的論爭與

探討，絕大多數都是在作品與詩人的內在世界之中進行一些展扇點評式（請原諒對於如此大

氣的詩人我們卻只能用這樣嬌小的字眼來形容那些曾加於他的批評）的「詮釋」，真正稱得

上「論」的文字並不多，而稱得上「史論」的文字更是少而又少。當然，在一個新技巧和新

現象紛至沓來，以致人們的視野不斷地被分隔和局限在各個「階段」（「時期」）與「區

域」的時代，文學史眼光的喪失，似乎可以責有旁諉。而在多元化、全球化甚至是「後全球

化」視境下的今天，一個尋找多面歷史的時代已然來臨。

錢理群先生在論述「五四」新詩運動時說：「沒有外國詩歌形式的輸入，就沒有中國現代新

詩。……在『五四』時期，世界文學史上不同歷史階段、不同國家、不同藝術傾向、不同形

式的詩歌流派同時傳入中國，為不同政治傾向、美學要求和個性的詩人所接受，這是形成

『五四』時期新詩不同流派競相發展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13這一論述同樣適合於台灣的

五、六十年代，故台灣關於現代詩的兩次論爭：「橫的移植」、「縱的繼承」與「晦澀難

懂」、「鄉土詩」，其實可以說是「五四」時期關於新詩討論的進一步演變（近二十年後我

們又看到大陸同樣熱鬧非凡的關於「朦朧詩」與「第三代詩」的爭論，似乎仍可在胡適等人

的著作中找到底注）。文學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問題，乃是開放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貫穿始終

的一個基本命題，展開些說，「五四」前後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論戰及其在二十世紀的延續與

深化，則是其深層的文化哲學背景和根本出發點。

在這裏不擬重述關乎洛夫《石室之死亡》及台灣現代詩論爭的內容，而只想指出，必得運用

歷史的眼光，才能看到洛夫的詩歌探索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運動中的真實意義及美學意

味。

2. 從「毀壞」的吶喊到「死亡」的宣告

魯迅先生在《吶喊‧自序》中，曾把舊中國比作一間「鐵屋子」，言「然而幾個人既然起



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這無疑是「五四」新一代作家反帝、反封建的宣

言書和對新文學的「啟蒙」理想的詩意表述。魯迅等人的「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

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也正道出了他們對於前一代人的承繼，他們

「改造國民性」的文學觀與二十世紀初梁啟超等人的「新民」說及「文學救國」的主張，實

有著直接的內在傳承。即使是創造社作家的「為藝術而藝術」，似也可以從上一代知識分子

王國維強調「超然於利害之外」的「文學自己之價值」找到其觀念聯系。錢理群先生對二十

世紀初的文學觀有極為精到的論述14：

梁啟超與王國維的文學觀看似絕然對立，趨於兩個極端，實際上是傳達了時代精神的兩

個側面：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民族主義情緒與反對封建專制思想統治的民主主義要求，

表現了本世紀初的民族的覺醒與文學的覺醒，存在著內在的一致性。

可以說，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便是在這種對立和統一中艱難地探索前行，一方面是重於社

會性的「文以載道」、「救國救民」觀（包括梁啟超式的對於文學功用的極度夸大）；一方

面又是強調文學自覺、文學獨立的「藝術至上」。既視文學為「群治」之手段，又講求文學

藝術獨立的精神和價值。

以反帝反封建、掃蕩舊事物和解放思想為中心的中國新文學運動，經由幾代作家的吶喊和抗

爭，以其摧枯拉朽的偉力粉碎了「老大帝國」的舊觀念，給中國文化史寫下了嶄新的一頁。

而歷史竟選擇了一位被放逐、脫離於文化大陸母體之外的詩人來宣告此「鐵屋」／「石室」

之死亡，進而完成了「少年」──「青年」──「老年」的圓圈：

少年──「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青年──「做著好夢的」、「吶喊」的

老年──「而我確是那株被鋸斷的苦梨／在年輪上，你仍可聽清楚風聲、蟬聲」

請留意其中的轉調：從「惟思將來」、「生希望心」、「如朝陽」的「少年」和「做著好

夢」、「吶喊」的「青年」（雖「未能忘懷於自己的寂寞的悲哀」，但聲調卻仍是高昂響亮

的），突而轉入了「在麥場被秋風遺棄的午後／你確信自己就是那一瓮不知悲哀的骨灰」

（《石室之死亡‧第14首》），這當中包含了怎樣的歷史傷痛及怎樣的「時間之傷」！其視

角的轉換又包涵了怎樣的一個世紀命題？

在這裏，容我對圍繞《石》詩的爭論做一個小小的補充。關於《石》詩的題目，三十多年的

爭論中雖然常有論者提及，但均未能作深入的探討──無論是從創作「立意」的角度還是從

「接受」的角度。原因是《石室之死亡》首次發表時詩前附有一個題記，大意是說「詩不需

要題目，題目就像大衣左邊的一排鈕扣，僅供裝飾之用，可有可無」。但洛夫先生在給筆者

的一封信裏曾說：「後來我發現，《石室之死亡》，這個題目十分重要，因為它是全詩的一

把鑰匙，譬如：『石室』象徵一種封閉，一種禁錮。『死亡』則象徵一種舊的絕滅和新的誕

生。」（1995.4.26）此言看起來似乎前後矛盾而詩人後期確實創作了一些「隱題詩」，但在

《石》的時期，洛夫的詩均是有標題的，且詩人在《石》發表前後的其它作品中，「死亡」

的主題──「死生同衾」的原型觀念──也一再出現，如長詩《雪崩》、《我的獸》及《外

外集》、《無岸之河》等集子中的一些詩作。或者可以說，詩人洛夫在寫作時憑著一種藝術

直感「隨便」給詩安上一個題目（如同一個富於創造性的服飾設計師憑直覺給衣服安上鈕

扣），而後作為讀者和批評家的詩人卻又慢慢地感到它不可或缺與無可替換（乃純然由作品

的整體感所決定）。羅伯特‧魏曼說：「文學的歷史性恰恰應當從生產與作用的歷史和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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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性去理解」，而「文學史寫作的困難正在於對這種相關性的描述」。 當然，如果我們

完全按照詩人自己的觀點去理解和「接受」作品，亦同樣無法正確、客觀地「描述」出這種

「相關性」而落於舊有的窠臼（作家的觀點＝作品）和盲點。

現在讓我們來面對洛夫悲愴的「轉調」中「我以目光掃過那座石壁／上面即鑿成兩道血槽」

（《石‧第1首》）的無可奈何及憤怒的「視角的轉換」。如果我們肯定二十世紀的文學革命

既是文學自身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外來文學思潮影響的結果，如果我們肯定「五四」新文

化運動直接影響了台灣的新文化運動──我們可以從台灣的新舊文學的論爭（1923-1925

年）、張我軍與賴和的創作、「應聲會」與「新民會」的創立（1919；1920）及《台灣青

年》、《台灣民報》的創刊（1920；1923）、美術界「決瀾社」畫家移居台灣而播下了台灣

現代美術運動的種子等事實中看到新文化遷移、發展的軌跡──和「五四」作家、詩人（尤

是現代派詩人）對於台灣新文學的影響，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台灣新文學與「整個中國新

文學的源流關係」及「與母體血肉相連，命脈與共的關係」。16由於地理、歷史的原因，台

灣對於外來文化有較強的接受與吸收能力。「一九四九年的一場遽變，……傳統文化與日本

文化熏陶下形成的殖民文化造成了歷史性的會合」，17而幾十年來世界各種思潮的「東

漸」，更使台灣的文化與學術具有一種世界的眼光。可以說，正是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雜

糅、融匯，促使台灣進而成為中國文化的重鎮。葉維廉先生說：「現在我們已接受台灣為我

們文化的重要根源。」18然而正是葉氏所言的「游離困苦」，正是歷史文化的「隔斷」與

「世界眼光」的交結（可悲？可喜？），使得洛夫等人對於「五四」、對於中國新文學的承

繼和發揚更加可泣可贊！

首先，由於「游離」、「隔斷」，這種承繼是低調和沉郁的，而其對於舊中國傳統的反叛卻

更為激烈和徹底。既不再是「少年」對於「老大帝國」的慨嘆和斥責，也不是「青年」希望

毀壞鐵屋的「吶喊」，而是毅然決然地宣告「石室之死亡」！葉維廉曾在一種「歷史整體性

眼光」的透視中分析了洛夫「孤絕」、「傷痛」的聲音的蛻變，把《石室之死亡》與魯迅

《野草》中《影的告別》、《墓碣文》及聞一多《爛果》、穆旦《我》作對照，道出現代中

國知識分子對傳統、對西方文化的「既愛猶恨說恨還愛」的文化情結（「郁結」）和「虛

位」境況。19我以為，洛夫之把自己認同於這「死亡」的「石室」，還與他「齊物我」、

「生死合題」的詩歌觀念有關，而其「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的思想，又明顯地繼承了郭沫

若《女神》、聞一多《死水》及魯迅《野草》等新詩傳統的「新生」主題：在一片天塌地陷

的「雪崩」之聲中尋求再生（「涅槃」）的希望。

如果我有仙人掌的固執，而且死去 

旅人遂將我的衣角割下，去掩蓋另一粒種子

──《石‧第7首》

我不再是最初，而是碎裂的海

是一粒死在寬容中的果仁

是一個，常試圖從盲童的眼眶中

掙扎而出的太陽

──《石‧第16首》

美麗的死者，與你偕行正是應那一聲熟識的呼喚

驀然回首



遠處站著一個望墳而笑的嬰兒

──《石‧第36首》

錯就錯在所有的樹都要雕塑成灰

……唯灰燼才是開始

──《石‧第57首》

其次，正是因為「孤絕」、「隔斷」及「世界眼光」的「視角轉換」及「局外人」的陌生感

與游子的離異感交錯混雜（包括互替），使詩人的「既愛又恨」情結爆發出巨大的張力，並

進而在冷靜的反思中呈現為一種罕見的歷史深度。如果文化變遷、思想演變也可以算作歷史

的一部分或者說是本質的一部分，瑪麗‧麥卡錫之「超越了現實的時空界限」和龐德「包含

歷史」20的關於史詩的界定──艾倫‧金斯伯格進一步把龐德的觀點發展為「史詩須包含現

階段的史實」21──代表了史詩的「兩個端點」及史詩須要有「史詩的體積、規模、重

量」22的論斷可以確立的話，我們或可稱《石室之死亡》為一首史詩性的詩歌或「現代史

詩」，因為它不僅有「重壓感」，而且還描述了戰爭、情欲（作為影響了二十世紀思潮和現

代人生存的元素）；它不僅宣告了一個「老大帝國」、「石室」（作為一個時代和社會的象

徵）的死亡，而且還展現了它在當下時代的「斷柯」、「斷臂」境地：

光在中央，蝙蝠將路燈吃了一層又一層

我們確為那間白白空下的房子傷透了心

某些衣裳發亮，某些臉在裏面腐爛

那麼多咳嗽，那麼多枯乾的手掌

握不住一點暖意 

──《石‧第5首》

口渴如泥，他是一截剛栽的斷柯

──《石‧第8首》

世界乃一斷臂的袖，你來時已空無所有

──《石‧第53首》

我是一只握不住掌聲的手，懦怯如此

茫然如此，滿室游走如一失戀之目 

──《石‧第54首》

由此看來，歷史選擇一位流離、隔斷於文化大陸母體之外的詩人來繼承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

的精神並進而徹底宣告「石室」之死亡，絕非偶然，而是二十世紀特定文化史發展的必然。

二十世紀乃是一個東西方文化交接、匯合的世紀──或者說是一個人類多元文化相互作用和

「對話」的世紀，世紀初以來的東西文化之爭，其實正表明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文化「隔

斷」和「失根」的焦慮。從論爭的開始直到今天對傳統和「東方」的重新認識與評價，我們

看到這種深刻的焦慮足足困繞了中國一個世紀，整整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文化、藝術無不打

上它的印記並具有了一種「世紀的憂慮」。

聞一多先生說23：

歷史的價值是按照成績折算的。……時賢所提出的「本位文化」這名詞，我不知道能否



用到物質建設上，但談到文學藝術，則無論新到甚麼程度，總不能沒有一個民族的本位

精神存在於其中。可惜在目前這西化的狂熱中，大家正為著摹仿某國或某派的作風而忙

得不開交，文藝作家似乎還沒有對這問題深切地注意過。即令注意到了，恐怕因為素養

的限制一時也無從解決它。因為我指的不是掇拾一兩個舊詩詞的語句來妝點門面便可了

事的。……要的是對本國歷史與文化的普遍而深刻的認識，與由這種認識而生的一種熱

烈的追懷，拿前人的語句來說，便是「發思古之幽情」。一個作家非有這種情懷，決不

足為他的文化的代言者，而一個人除非是他的文化的代言者，又不足稱為一個作家。

可以說，正是「放逐」、「孤絕」，使得我們的詩人有了這種「熱烈的追懷」，而一種永遠

的「之外」感和真實的疏離境遇，使他站在更為開放的世界高度來觀照「本國的歷史與文

化」，故他的「嚴重的內傷」（《邊界望鄉》）、他的憤怒和懷疑（「我是多麼不信任這一

片燃燒後的寧靜」《石‧30首》），使他成為「他的文化的代言者」。他唱道：

猶未認出那只手是誰，門便隱隱推開

我閃身躍入你的瞳，飲其中之黑 

你是根，也是果，集千歲的堅實於一心 

我們圍成一個圓跳舞，並從中取火

就這樣，我為你瞳中之黑所焚

你在眉際鋪一條路，通向清晨

清晨為承接另一顆星的下墜而醒來

欲證實痛楚是來時的回音，或去時的鞋印 

你遂閉目雕刻自己的沉默

哦，靜寂如此，使我們睜不開眼睛

──《石‧第51首》

此詩是洛夫題獻給自己初生女兒的三首作品之一，原題為《初生之黑》，但在一首歌頌「新

生」的詩裏，卻充滿了光明（「瞳」、「火」、「清晨」）與黑暗（「黑」、「沉默」、

「寂靜」），歡欣與痛楚，「根」與「果」，初生的生命與「千歲的堅實」，「來時的回

音」與「去時的鞋印」，初升的太陽與「另一顆星的下墜」等多重矛盾，結合著意象的生發

與展開──「手」與「門」、「躍」與「墜」、「取火」與「被焚」、「閉目」與「睜

眼」，矛盾的兩極相互對立而又平行共生，最後在肅穆得「使我們睜不開眼睛」的靜寂中達

致一種生命的莊嚴。這讓我們想起魯迅《野草》裏的對稱邏輯：

「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題辭》）

「我不過一個影，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裏了。然而黑暗又會吞並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

失。」（《影的告別》）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希望》）

「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希望中得救。」

（《墓碣文》）

這些邏輯（悖論）的核心，其實就是中國佛家的「有」與「空」。魯迅雖受尼采「超人」哲

學影響，但他童年時期拜和尚為師、看目連戲的經歷以及後來師從主張「不執一己為我，而



以眾生為我」（《建立宗教論》）的章太炎，又使他的思想與佛教（尤其是原始佛教）更為

接近。他以「鐵屋子」象徵封閉黑暗的中國現實社會，並進而稱之為「無物之陣」：「要有

這樣的一種戰士。……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終於在無物之陣中老衰，壽終。他終於不是戰士，但無物之物則是勝者。」（《這樣的戰

士》）所以竹內好先生說：「魯迅文學的根源是被稱為『無』的某種東西，獲得了那種根本

的自覺，才使他成為文學家。」24其中的「無」或不如譯為「空」來得準確，因為在《〈野

草〉英文譯本序》中，魯迅更明確地說道：「這地獄也必須失掉。」魯迅對人世（「非人

間」）常起「疑心」的「習性」以及他「一個都不寬恕」的論戰，也與佛教「苦」的觀念及

「時刻意識到論敵的存在」25的論辯特質頗為接近，他道：「她赤身露體地，石像似的站在

荒野的中央，於一剎那間照見過往的一切：飢餓，苦痛，驚異，羞辱，歡欣，於是發抖；害

苦，委屈，帶累，於是痙攣；殺，於是平靜。……又於一剎那間將一切並合：眷念與決絕，

愛撫與复仇，養育與殲除，祝福與咒詛。……她於是舉兩手儘量向天，口唇間漏出人與獸

的，非人間所有，所以無詞的言語。」（《頹敗線的顫動》）「他屹立著，洞見一切已改和

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迭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

死，方生，將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戲；他將要起來使人類蘇生，或者使人類滅儘，

這些造物主的良民們。」（《淡淡的血痕中》）而他「過客式」的探尋，實是一個由「空」

到「有」而复由「有」到「空」的過程。──「我能獻你甚麼呢？無已，則仍是黑暗和虛空

而已。」（《影的告別》）「我常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兩地書‧

四》）正是在這樣的層面上，我們說洛夫「石室之死亡」的宣告乃是對「鐵屋裏的吶喊」的

回應，是對中國新舊文學傳統的承繼與發展。

洛夫《石室之死亡》分六十四節，每節十行，詩中各種的象徵光明與暗示黑暗的意象繁複交

錯，形成了一種黑白交混、生死同衾的「魔幻」特質。太陽、白、白晝、清晨、星子、火、

種子、嬰孩、眼瞳、子宮、荷、葵、孔雀等等「生之系列」與夜、黑、灰、暗影、靜寂、盲

瞳、青苔、灰燼、棺材、骨頭、墳、碑、瓶花、罌粟、烏賊、黑蝙蝠等等「死之系列」，矛

盾對立而平衡並行，最後卻轉化而為懷疑與抗爭後的「空白」、「空格」：

首次出現於此一啞然的石室 

我是多麼不信任這一片燃燒後的寧靜

飲於忘川，你可曾見到上流漂來的一朵未開之花 

故人不再蒞臨，而空白依然是一種最動人的顏色

我們依然用歌聲在你面前豎起一座山

只要無心捨棄那一句創造者的叮嚀 

你必將尋回那巍峨在飛翔之外 

──《石‧第30首》

倘雪站了起來，且半轉著身子

我們就喜愛這種剝光的存在 

用力呵我們擊掌，十指說出十種痛

我們一口咬定那漢子就是去年的雪，因為很白 

因為他在眼中留一個空格 

──《石‧第63首》

因由「不信任」，「啞然的石室」竟與「燃燒後的寧靜」等同，所幸這「靜寂」已並非「空



無所有」，因為在「忘川」裏曾漂來過「一朵未開之花」，「故人」雖不再蒞臨，「而空白

依然是一種最動人的顏色」。在這種「剝光的存在」（即「空」）中，只要我們無心捨棄

「創造者的叮嚀」，「用力擊掌」，依然可能「用歌聲在你面前豎起一座山」，故也必有可

能「尋回那巍峨在飛翔之外」。此處，「留一個空格」其實就是留存「有」的信念，而「倘

（若）」一詞在一開始又否定了（「不信任」）這種「剝光的存在」。可見其「空」而

「有」、「有」而「空」的命題與「不再蒞臨」的「故人」在文化觀念上的深層維繫。

張漢良先生在談到《石室之死亡》時說：「就結構的龐大、氣勢的恢宏，與主題的嚴肅而

言，它都可以算是一部突出的作品；而其意象的複雜與懾人，在中國現代詩壇上，更是獨樹

一幟的。」26而我更願意引用T. S.艾略特關於龐德《詩章》的一句話來作為本節文字的結

尾：「在當代詩人的作品中，這些詩章是唯一的給我以享受並令我肅然起敬的『有一定長度

的詩』。」27

三 「詩魔」的蛻變：東方禪思與「天涯美學」

「詩魔」洛夫在不同時期的詩歌風格及其演變，幾十年來評論家們已經作了不同層面的歸納

與分析。應該指出的是，不僅洛夫的詩作展現和思索了我們時代的文化境況，他的詩歌探索

之旅及在美學趨向的「蛻變」，亦在一定程度上表徵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四處求索的漫

漫心路。洛夫曾不只一次地強調這種「過程」對於他的重要性，他說：「數十年來我從事現

代詩的探索歷程，也正是我在成長中持續演變的創作過程。早期擁抱現代主義的狂熱，中期

重估傳統價值的反思，以及晚期抒發鄉愁，關懷大中國，落實真實人生的丕變，每一階段都

是一個新的出發，一種新的挑戰。藝術的追求本無止境，我早就發現，我一生追求的不是詩

的甚麼目的，而只是一個複雜多變的過程。」28

不管我們是說《石室之死亡》後的洛夫已「不夠先鋒」或是言其「浪子回頭」，他的「回

歸」都是一個頗具文化歷史意味的精神事件。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先是向西方去「求取真

理」、「求取藝術」，最後复回到「傳統」之中，發現「真理」、「藝術」乃「自家的寶

藏」。（梁啟超《歐游心影錄》中謂西方人責怪中國人道：「你們家裏有這些寶貝，卻藏起

來不分點給我們，真是對不起人啊！」29雖有自夸之嫌，卻也有一定代表意義。）「文化認

同」的危機及由它所引發的「斷裂」感，乃是知識分子「尋根」和「重返」欲求的精神表

徵，而洛夫詩歌的「複雜多變的過程」，恰恰是此「由西向東」軌跡的具體反映。

任洪淵先生在《洛夫的詩與現代創世紀的悲劇》一文中道：「中國詩人有誰不是天生的歷史

家？」「洛夫生命中最痛楚的『時間之傷』是歷史之傷。」30可以說，這「歷史之傷」其實

是所有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的隱痛，而由隔岸的洛夫「在灰燼之外」用傷口「唱」出

來了：

你曾是自己

洁白得不需要任何名字 

死之花，在最清醒的目光中開放

我們因而跪下 

向即將成灰的那個時辰

而我們甚麼也不是，紅著臉



躲在褲袋裏如一枚贗幣

你是火的胎兒，在自燃中成長

無論誰以一拳石榴的傲慢招惹你 

便憤然舉臂，暴力逆汗水而上

你是傳說中的那半截蜡燭 

另一半在灰燼之外

──《灰燼之外》

我不贊成把洛夫的「鄉愁」理解成由於「詩人的年紀」的原因而「思鄉」，因為他的「鄉

愁」和「回歸」不是「暮歸」，而是一種開放性的反思。他的蛻變，不獨具有「東方化」、

「中國化」的詩學意味，而且有一種廣納宇宙的「世界終極學」的深度。洛夫說：「詩人不

但要走向內心，深入生命的底層，同時也必須敞開心窗，使觸角探向外界的現實，而求得主

體與客體的融合。」（《我的詩觀與詩法》）「我對於超現實主義的反思與修正，目的在探

索一種可能性──超現實主義精神的內涵與技巧的中國化。」（《超現實主義的詩與

禪》）──於此，劉登翰先生主編的《台灣文學史》裏說得好：「這種變化，主觀上是來自

對自己藝術實踐從不滿足的省思，即所謂永遠求新、求變的現代藝術精神；客觀上是對整個

現代詩運動的批評所引發的對民族傳統的重認。詩人前此對現代主義『超時空』藝術把握方

式的體認，與中國人文傳統中『天地與我為一』、『我與天地同在』的觀念融通起來，從而

使超現實主義泛化為一種廣義的東方化的審美方式。」31

古繼堂先生言洛夫在《石》之後開始調整語言、改變風格：「洛夫《外外集》時期的作品，

比《石》時期的作品至少有這樣一些區別：一、意象比較單純明朗；二、語言比較明白洒

脫；三、詩中很少出現斷層和歧義。這正是由西向東的一種變化的顯示。」32這自然是對洛

夫詩歌外在特徵變化的一種描述。其實，流亡海外（洛夫自謂為「二度流放」）之後，洛夫

詩歌迎來的更是一個質的飛躍，即由與「虛無」抗爭的「執」走向佛禪「空無」的「釋」，

超越中國情結的「大鄉愁」與「小鄉愁」而進入一種他稱之為「天涯美學」的詩學之旅。洛

夫認為，「天涯」其實不只是指「海外」，也不只是指「世界」，它不僅僅是空間的含意，

也是時間的，更是精神上和心靈上的；而「天涯文學」應具備兩項重要因素：一是悲劇意

識，它往往是個人悲劇經驗與民族悲劇精神的結合，一是宇宙境界，漂泊的心境不但可擺脫

民族主義的壓力，而且極易捕捉到超越時空的永恒性。「一個人只有在大寂寞大失落中才能

充分感受到人與大自然的和諧關係。人在天涯之外，心在六合之內，『天人合一』的境界在

天涯美學中已不再是一種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種實質。」33

任洪淵先生曾不無洞見地把洛夫的詩歌創作劃分為「黑色時期」（《石室之死亡》）、「血

色時期」（《魔歌》）、「白色時期」（從《時間之傷》開始）三個時期：「黑色」是「無

色無形無我無物的原始混沌」；「白色」是「無色無形無我無物的終極的虛無」；而「中

間，瞬息即逝的，是有色、有形、有我、有物」的「血色」的生命。並認為「黑色／血色／

白色」這三原色「構成了洛夫所有詩篇色的節奏和旋律」，分別表現「生命的苦悶──燃燒

──升華」。34但洛夫對這種大包大攬感覺式的劃分法並不以為然，說自己寧願老老實實把

將近六十年的詩歌創作生涯分為五個時期：一、抒情時期（1947-1952），二、現代詩探索時

期（1954-1970），三、反思傳統，融合現代與古典時期（1971-1985），四、鄉愁詩時期

（1985-1995），五、天涯美學時期（1996- ）。他道：「我從事現代詩創作二十多年後，漸

漸發現中國古典詩中蘊涵的東方智慧（如老莊與禪宗思維）、人文精神、生命境界以及中華



文化中的特有情趣，都是現代詩中較為缺乏的，我個人日後所追求的正是為了彌補這種內存

的缺憾。……現代詩強調知性，強調直接介入現實人生，這固然有其時代意義，但有時我也

覺得現代詩太過犬儒與冷酷，不能與時空保持超然的距離。」35向西方詩與古典詩借火，在

洛夫看來都不過是在追求中國詩現代化過程中的一種權宜之計，既不能留連異邦而忘返，寫

毫無東方智慧的「外國詩」，而事實上又不可能「回歸傳統」而寫語體的舊詩。所以，洛夫

的「蛻變」並不是所謂的「浪子回頭」，乃是「浪跡天涯」。

綜觀洛夫《石室之死亡》之後的詩作，可以看出其美學探索的幾個層次：

其一，現實鄉愁向文化鄉愁的轉換。

以「鄉愁」題材而論，洛夫早期的鄉愁詩似乎讓我們看到聞一多「長城下的哀歌」式的那種

因為感情的重壓而爆裂的「發現」：「時間之傷在繼續發炎」「至於我們的風箏／被天空抓

了去／就沒有一只完整地回來過／手中只剩下那根繩子／猶斷未斷」（《時間之傷》），

「病了病了／病得像山坡上那叢凋殘的杜鵑／只剩下唯一的一朵／蹲在那塊『禁止越界』的

告示牌後面／咯血」「我被燒得雙目儘赤，血脈賁張」（《邊界望鄉》）。在1979年所作的

《邊界望鄉》一詩中，洛夫更以細節化的手法，為我們刻寫下其觸目驚心的「內傷」的過

程：

霧正升起，我們在茫然中勒馬四顧

手掌開始生汗

望遠鏡中擴大數十倍的鄉愁 

亂如風中的散發 

當距離調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

一座遠山迎面飛來 

把我撞成了

嚴重的內傷

然而詩人並沒有在這種富於煽動性的「內傷」中停留太久，他清楚地意識到，對人類恒有精

神資源的共享或文化煽情並不能創新和推進詩歌，故而他由現實「闖進」歷史，走進痛楚的

中心去傾聽「那一聲凄絕的哀嘯」（《猿之哀歌》），以現代人的意識觀照和撞擊歷史，

「從水聲裏／提煉出一縷黑發的哀慟」（《長恨歌》）。古今互喻互證而又相互駁詰，「今

天瓦解了歷史。現代瓦解了古典」。36而詩人所表現的，乃是游子深致的文化孺慕，是那種

「我走向你／進入你最後一節為我預留的空白」（《走向王維》）的飢渴與焦慮。

其二，東方禪思：超現實主義的詩與禪。

在洛夫看來，禪是詩中的一個美學問題，甚至是詩中的哲學，而「詩與禪的結合絕對是一種

革命性的東方智慧」，他說，「詩和禪都是一種神秘經驗，但卻可以從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體

驗到。我對禪的理解是：從生活中體驗到空無，又從空無中體驗到活潑的生機。詩與禪都在

虛虛實實之間……」37如前所述，其實《石室之死亡》即已頗具佛意，只因意象過於繁複，

意蘊深藏難覺，而其「體積、規模、重量」又與中國的短詩傳統有「隔」，故讀者只見「存

在主義」之「虛無」而不見佛禪之「空無」。洛夫後來採用生活題材寫的許多詩作，因意象

單純而含義在若現若隱、似有似無之間，故被詩評家稱為「現代禪詩」。38如《金龍禪

寺》：



晚鐘 

是游客下山的小路 

羊齒植物 

沿著白色的石階 

一路嚼了下去

如果此處降雪

而只見

一只驚起的灰蟬

把山中的燈火

一盞盞地

點燃

詩與禪，是唐代以來中國藝術思想史中的一個重要命題。關於作詩與參禪的異同，錢鍾書在

《談藝錄》二八《妙悟與參禪》一節中說：「夫『悟』而曰『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

采而有所通，力素而有所入也。學道學詩，非悟不進。……禪與詩、所也，悟、能也。用心

所在雖二，而心之作用則一。了悟以後，禪可不著言說，詩必托諸文字；然其為悟境，初無

不同。且悟即『造』之至『深』；如須『深造』，尚非真悟。」39即其相同處在於「悟」或

「妙悟」上，不同處在禪可「不著言說」、「不立文字」，詩則必「托諸文字」。而何為

「悟」？「悟」到了甚麼程度才謂「真悟」？《說文》：「悟，覺也。從心、吾聲。」徐增

《唐詩解讀》卷五說：「行到水窮處，去不得處，我亦便止，倘有雲起，我便坐而看雲起，

坐久當還，偶值林叟，便與談論山間水邊之事。相與留連，則不能以定還期矣。於佛法看

來，總是個無我，行無所事。行到是大死，坐起是得活，偶然是任運，此真好道人行履，謂

之好道不虛也。」40【王維《終南別業》詩云：「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

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由此可見，「悟」

乃覺者、悟者對於「無我」與事物機緣的悟。季羡林先生說：「總之，要講悟，悟到了『無

我』，還不夠。必須再提高一步，要悟到『空』。……悟得的東西低層次的是『無我』，高

層次的是『空』。禪宗的思想是大乘空宗。因此悟空對中國禪僧和禪學詩人，是至關重要

的。」41

龍樹的《中論》第二十四品說：「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法」，指事物。一切事物都是因緣生成，本身是不存在的，故稱之為「空」。「假」，指

假施、假設。因為無固有不變的自性（空），所以才假設某個名詞或概念來指稱（假有），

而因為是假施設，才是空。用這種方法來看待緣起法就是「中道觀」──既不著有（實

有），也不著空（虛無的空）。從佛教的發展源流看，這種「性空幻有」的中觀思想雖然從

「空」發展而來，但並不把「空」發展到「零」，連「佛性」、「真如」都偏激地否定掉；

但也對主張「說一切有」的一派（把凡是從因緣而生的法，都說成是實有）進行批判。

「中」由「空」而來，有空觀而不著空觀，乃是綜合「空」與連帶產生的「假」，發展成一

種既非實有又非簡單的虛無的新的「空」。其實《金剛經》裏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

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佛說般若，即非般若，是名般若」等，講的全都是性空

幻有的問題。而龍樹的學說傳入中國後，對中國的佛學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乃至中國佛

學的幾個主要宗派及禪宗，都以龍樹作為祖師。42故禪宗的所謂「有宗」、「空宗」之分，

其實是對龍樹學說裏「有（自性）」和「（自性）空」這兩個層面各有側重而呈現出來的



「略略不同」（因為其根本教義均是「空」）。印順法師在談及「三法印」（即「諸行無

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時說：「無常故苦，苦故無我，是依有情而說。如擴

充三法印而應用到一切，那就如大乘所說的『無常故（無我）空』了。空是無自性的意思，

一切法的本性如此，從眾緣生而沒有自性，即沒有常住性、獨存性、實有性，一切是法法平

等的空寂性，這空性，經中也稱為法無我。此法無我的我，與有情執我的我略略不同。實在

的、常住的、獨存的，這個我的定義是同的；但有情所執自我，即在此意義上，附入意志的

自由性，這即不同。從實在的、常住的、獨存的意義上說，有情是無我空的，諸法也是無我

空的。本性空寂，也即是涅槃。」43精辟地道出了「有」與「空」的表異本同。

《金龍禪寺》一詩的主體，由「晚鐘」而「小路」，由「羊齒植物」而「石階」，由「灰

蟬」而「燈火」，唯獨不見（現）詩人的「我」，此為「無我」；而「晚鐘是游客下山的小

路」，「羊齒植物沿著白色的石階一路嚼了下去」，既是超現實手法通感（前者）與聯覺

（後者）的運用，亦是相因相緣，此為「空」。「如果此處降雪」獨立作為一節，既與「白

色的石階」有因緣關係，又強調了其偶然與任運。最後一節的「而只見」、「驚起」既交代

因緣，也暗示了「無我」；「灰蟬」之驚飛產生「點火」的錯覺，其「灰」尚有由果到因

（「燃」）、反常合道之「無理而妙」；「山中的燈火」一盞盞地燃起與「灰蟬」之間，有

的不僅僅是時間上（「晚鐘」）的巧合，「鐘」的聲音與「游客」下山的腳步均是「驚起」

的緣因。詩名《金龍禪寺》則暗示了一種更廣大的「空」：金龍禪寺正因為有游客、晚鐘、

羊齒植物、白色的石階、灰蟬、山、燈火以及降雪或下雨的可能這諸般因緣，才成其為

「法」，成其為金龍禪寺。《金剛經》強調：「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

無所住而生其心。」色、聲、香、味、觸，即「五欲」。故整首詩傳達的，並不是基於詩人

視點失落及情感消亡（主體性隱退）後的「物我冥合」，不是「思」消融於「境」，「人」

化解於「物」，而是無我無物的「法空」（「般若性空」）思想。

洛夫說：「經過多年的追索，我的抉擇近乎金剛經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我們的

『心』本來就是一個活潑而無所不在的生命，自不能鎖於一根柱子的任何一端。一個人如何

能找到『真我』？如何求得全然無礙的自由！又如何在還原為灰塵之前頓然醒悟？對於一個

詩人而言，他最好的答案是化為一只鳥，一片雲，隨風翱翔。」44化為一只鳥，一片雲，同

樣自不能鎖於任何一端。洛夫的《臨流》一詩唱道：

站在河邊看流水的我

乃是非我

被流水切斷 

被荇藻絞殺

被魚群吞食

而後從嘴裏吐出的一粒粒泡沫

才是真我

我定位於 

被消滅的那一頃刻

這樣的詩，用「以我觀物」或「以物觀物」顯然解釋不通。而以「禪則直接進入物體本身，

從裏面來看。要了解一株花，須變成這株花，去做這株花，去享受陽光雨露的恩澤，能夠把

握、感受到生命的全部律動」45的觀點來看，似仍是「無明」。十七世紀日本詩人芭蕉

46



（1644-1694）著名的俳句「當我細看／啊，一棵薺花／開在篱牆邊！」 強調的並不是必須

變成這棵薺花，去做這棵薺花，而是一種人與自然之間謙卑的認同與合一。在「物我反

觀」、「天人合一」的背後，其「無我」或者更接近於禪宗裏的「有宗」。而洛夫則偏於

「空宗」一路，他說：「詩人首先必須把自身割成碎片，而後揉入一切事物之中，使個人的

生命與天地的生命融為一體。」47所以，站在河邊看流水的我（本我）當然不是真我，那被

流水切斷、被荇藻絞殺、被魚群吞食，而後從嘴裏吐出的一粒粒泡沫（短暫的、不穩定的、

「空」的），才是真我──「我定位於被消滅的那一頃刻」。

又如《隨雨聲入山而不見雨》：「啄木鳥 空空／回聲 洞洞／一棵樹在啄痛中迴旋而上∥入

山／不見雨／傘繞著一塊青石飛／那裏坐著一個抱頭的男子／看煙蒂成灰∥下山／仍不見雨

／三粒苦松子／沿著路標一直滾到我的腳前／伸手抓起／竟是一把鳥聲。」當中物我之間也

不是那種穩定的一對一的關係，而是一「我」與不確定且短暫的多「物」之間投射、對應，

遨游於甚至無法物我互證的眾相之間，正是「無住」、「無念」和「任性」的表徵。灰、啄

木聲、鳥聲之「空」「洞」，似也暗示了洛夫所追求的「悟」，並不僅僅是「無我」，而是

更高層次的「空」。六祖慧能說：「於一切法不取不捨」，「若見一切法，從不染著，是為

無念」。此一異於其他「現代禪詩」實踐者的特點，在洛夫的眾多禪詩（包括他自創的「隱

題詩」）中均有體現。

陳仲義先生認為，「禪思詩學」是打通「古典」與「現代」的奇妙出入口，但「十分可惜的

是，五四新詩運動在徹底破除舊詩詞格律枷鎖後，竟也把千百年來裊裊不息的禪思香火給掐

滅了，翻開新詩編年史，專司於斯的詩人鳳毛麟角，1917年至1949年三十年間，大概只能找

出廢名一人。而後才是入台的周夢蝶……再後是部分的洛夫和孔孚」。48若不談「以禪入

詩」與「以禪喻詩」的區別，我以為從總體的趨向上看，廢名與周氏、孔氏傾向於前述的

「有宗」（即「性宗」），而洛夫獨鐘情於「空宗」。個中的原因，或是前三者多直接從中

國詩入禪，洛夫則飽受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洗禮，尤其是經由存在主義之「虛無」與超現實

主義之「自動性」（automatism）轉而回佛入禪之故。這使得洛夫「天涯美學」時期的詩作

呈現出一種東西交匯、色空混成的風格。

其三，「天涯美學」：有趨於無，色歸於空。

1999年，洛夫出版了詩集《雪落無聲》，書名與他在2001年出版的長詩《漂木》恰好成了一

個對照。這兩個具有特殊意義名字，一是東方式的寧靜，一朝向無根的存在，似乎反映了詩

人在世紀之交的特有心態。他說：「近十年來，我常有『夕陽無限好』的驚悚，詩裏面難免

不時透露出一股蕭散冷肅的味道……不過這並非意味著頹廢和放棄，事實上反而是對生命有

著更全面的觀照，對歷史有著更強烈的敏感。」49或許前一部詩集裏《白色的喧囂》一詩，

已經預告了洛夫創作新里程的到來：

棲於最高點

而滿身涼嗖嗖的一輪冷月

正是我 

去年秋天收割的 

唯一的一句詩

半夜

心中皎然 



我沿著四壁毺走

心驚於

室外逐漸擴大的

白色的喧囂

一列火車從雪原上迤邐遠去

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寂靜遂變而為喧囂，喧囂反變為寂靜。「鳥

鳴山更幽」在這裏被改寫為「車喧雪更寂」，流放遠洋而愈要「走向王維」。「皎然」，是

心境，亦是「沿著（地球）四壁毺走」所追尋的理想。從洛夫詩歌常用的「白」、「黑」意

象看來，「室外逐漸擴大的白色的喧囂」似乎與「石室之死亡」有著某種遠距離呼應。這是

否可以視為詩人美學大爆發的「引子」？──早在《石室之死亡》出版二十載的1986年，洛

夫曾許下「全面改寫」的宏願，50而經過「二度流放」的發酵，此情結終於在步入二十一世

紀時發作而寫下結構龐大、氣勢恢宏的三千行長詩《漂木》。

《漂木》承接了《石室之死亡》的意蘊，在內容上經由對當代大中國文化和現實的批判進而

對中華民族人文精神的反思，更以其中國式的意象語言與「禪思」思維，將這種反思上升到

對於整個人類命運及文明進行形而上的哲學思考，浩浩蕩蕩，包容時空，堪稱跨世紀的詩歌

巨獻。而詩人以東方禪思來構筑規模龐大、融詩歌與哲學為一體的長詩，實是對中西詩歌文

化史的一大挑戰，世界上或只有龐德的《比薩詩章》堪為先例。三千行長詩共分四章，以禪

觀詩，似可從四個層面進入其「天涯美學」。

1.「無住無念」 在第一章《漂木》的開篇，長詩就鋪定了其「於一切法不取不捨」的「無

住」、「無念」基調：

落日 

在海灘上

未留一句遺言

便與天涯的一株向日葵

雙雙偕亡

一塊木頭

被潮水沖到岸邊之後才發現一只空瓶子在一艘遠洋漁船後面張著嘴 唱歌。也許是嘔吐

……

木頭，與天涯的魚群，海鷗，水藻

同時心跳

木頭在漂浮中，看見了青臉的孕婦、台風、西瓜、選舉、痔瘡、蟑螂、信用卡、胃潰瘍、麥

當勞、減肥手冊、停電、毒蘑菇、標語、衛生麻將、大地震、冷氣機、牛仔褲、基因突變、

總統府、廣場、謠言、友誼、信仰……世間一切「法」無不在變化無常的過程中，所以它唱

道：「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確曾離開過／走得很遠／現又回到這個舊的磁

場／院子裏滿地的白雲／依然無人打掃」。羅甚說：「物無定相，則其性虛」（《維摩

注》）。在這裏，色、聲、香、味、觸之「苦」（「無常故苦」），儘歸於「無常故空」：

風是「一片沒有家的落葉」，而「唯一的信仰是荒年牙縫間的地瓜味」。

2.「無我無物」 長詩第二章《鮭，垂死的逼視》寫的本是一次觀賞鮭魚洄游的經驗，卻力避



西方長詩的敘事寫法，用極其純粹的意象思維，把思想探求的知性之旅融入鮭魚令人驚嘆的

「儘是血跡」的回家之路中。起句「……我們不能放棄懷疑」不乏存在主義色彩，「水中的

動物／大多是孤獨的隱者／而用一只腳獨立在危崖上的禿鷹／據說是一個王者／飛起，羽翼

洒落一身冷傲／而我們，畢竟只是／大海中的過客／夢中常看到的／天空／像一塊大玻璃轟

然砸在頭上／卻聽不到一點音響」則很有「假名故空」的況味。夢中無聲的天空像大玻璃轟

然砸在頭上，既合於「無理而妙」的中國詩學，也可理解為超現實主義式的「未經意志的檢

查與選擇而將其（潛意識）原貌赤裸裸托出」的「自動語言」，洛夫認為，超現實主義的詩

進一步勢必發展為純詩，「純詩乃在發掘不可言說的隱秘，故純詩發展至最後階段即成為

『禪』，真正達到不落言詮，不著纖塵的空靈境界，其精神又恰與虛無境界合為一個面貌，

難分彼此」。他雖然聲稱自己對超現實主義者視為主要表現手法的「自動語言」尤為不滿，

並檢討其過於依賴潛意識及「自我」的絕對性以致形成「有我無物」的乖謬，但「卻永遠迷

惑於透過一種經過修正後的超現實手法所處理的詩境，這種詩境只有當我們把主體生命契入

客體事物之中時，始能掌握」。所以他說，所謂「真我」，就是把自己化為一切存在的我。

由於我們對這個世界完全開放，我們也就完全不受這個世界限制而求得「絕對的自

由」。51正如他在本章末節所唱：

神在遠方監視，看著我們

把腐敗的肉身

一絲絲分配給每一個子女 

吸吮血水就夠了

淚則留給我們自己

我們需要一些鹽，一些鐵

一堆熊熊的火 

我們抵達，然後停頓

然後被時間釋放

「腐敗的肉身」，即「色」，「血」、「淚」表明此金蟬脫殼的「苦樂」過程，「鹽」、

「鐵」、「火」乃涅槃之必需，「我們抵達，然後停頓」，而涅槃的終極在於「釋

放」──「無我無物」。這就是洛夫在「男男女女各色人種」與「成千上萬尾鮭魚」之對視

中的所「悟」。

3.「不離不執」 《漂木》第三章《浮瓶中的書札》共有四個部分。洛夫《〈漂木〉創作紀

事》裏說他提筆寫《瓶中書札之一：致母親》時「便覺十分沉重，構思時有點把握不定，陷

於一種由猶豫與警惕相互交錯而成的困惑中」，這困惑一方面在於須警惕重复自己追悼亡母

的舊作《血的再版》，另一方面則是要「向普遍性的母愛這個方向開展」，「想朝冷靜，理

性，超現實這個路子走」。52所以詩人既寫「冷冷的時間／已把你壓縮成一束白發」的個我

的母親，又寫「而你已超越了子嗣與宗廟與族群，與／一箱又黑又破的裙子／超越了房屋與

錢幣／超越了榮譽與羞辱／……超越了遺忘」的「母親的母親的母親的母親」。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詩人不獨書寫生命之母，更書寫文化之母，書寫「大中國母親」的現世境遇：「世

道貧瘠，全城的嘴長滿霉菌／講演，格言，選票／色情網絡，滿街始亂終棄的狗仔／你在傷

風的電視機前貓著」；「在那病了的時代／貧血，便秘，腎虧，在那以呼萬歲換取糧食的革

命歲月中／我唯一遺留下來的是／一條綴了一百多個補丁／其中喂養了八百只虱子的棉襖／

和一個偉大而帶血腥味的信仰」。禪宗一方面主張「不離世間」、「有情是依報」（《大品

經》曰：「不可離有為而說無為，又不可離無為而說有為」）；一方面又主張「無所住



心」、「無情有性」。這種「不離不執」的思想，在「瓶中書札」之二《致詩人》、之三

《致時間》及之四《致諸神》中，層層開展，呈現出一種有無互證、虛（玄）實輝映的詩

境：

銜一根草葉，思接千載／飲一杓冷泉，視通萬里／而後捨棄一切相忘一切／看到蒲公英忘了

大地／看到浮雲忘了天空／看到月亮忘了鏡子／看到魚忘了網／看到岸忘了船，看到／一隊

倉皇而行的螞蟻／忘了飢餓，看到／從左耳斜斜掠過的雁群／忘了日落後的性沖動……

詩人沒有歷史／只有生存，以及／生存的荒謬／偶爾追求／壞女人那樣的墮落／其專注

／亦如追求永恒

──《瓶中書札之二：致詩人‧5》

有時因為風，風是我們唯一的家

夢從來不是，夢是墮落的起點

狗仔追逐自己的尾巴，我們追逐自己的影子

時間在默默中

俯視世界緩緩地墜落

──《瓶中書札之三：致時間‧27》

我知道你在那裏／在蟬鳴／蟬鳴的空寂裏／在濃霧／濃霧的空茫中／在晚秋的落葉／落

葉孤寒的魂魄中……

神啊，我知道你在那裏／在並不存在／卻又無所不在／遙不可及而又／隨手可觸的／萬

物的／深不可測的幽微處 

──《瓶中書札之四：致諸神‧2》

4.「萬物自虛」 《漂木》第四章《向廢墟致敬》卷首引《金剛經般若波羅密經》「般若實

相，非一相，非異相，非有相，非無相，非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一相，非非異相，非有

無俱相，非一異俱相，離一切相，即一切法」，實已經暗示了長詩「空」起「空」收之輪

回。而此章首尾（第1節與第70節）之「空」，又自成一個輪迴中的輪迴：

我低頭向自己內部的深處窺探／果然是那預期的樣子／片瓦無存∥只見遠處一隻土撥鼠踮起

後腳／向一片廢墟／致敬

我來／主要是向時間致敬／它使我自覺地存在自覺地消亡∥我很滿意我井裏滴水不剩的現狀

／即使淪為廢墟／也不會顛覆我那溫馴的夢

詩人寫作此章時雖然有意於「文化批判」和「心靈懺悔」，對兩岸享樂文化、貪瀆文化、地

攤文化及股市文化的猖獗所導致的價值觀紊亂和道德律崩潰進行抨擊與反諷（反省），53但

長詩「輪迴之輪迴」的繁複結構，更向我們昭示了「佛心清淨」、「萬物自虛」的「畢竟

空」邏輯。何為「畢竟空」？羅甚說：「本言空以遣有，非有去而存空。若有去而存空，非

空之謂也。」（《維摩注》卷三），湯用彤先生評曰：「甚公學宗《般若》，特尊龍樹。

……自漢以來，精靈起滅，因報相尋，為法之根本義。魏晉之世，義學僧人談《般若》者，

亦莫不多言色空。……羅甚之學主畢竟空也。甚公以前之《般若》，多偏於虛無。羅甚說

空，簡料前人空無之談。……遣有謂之空，故諸法非有非無是空義」，而「畢竟空者掃一切

相。既遣於有，又复空空。既非有非無，亦無生無滅。小乘觀法生滅為無常義，大乘以不生

不滅為無常義。……畢竟空，即大乘無常之妙旨也。」54可見「畢竟空」指的是把原來所執



的「空」也拋棄掉，以求得真正無礙的「清淨」或「寂靜」，求得那個永遠鮮活的「空」。

鈴木大拙道：「禪的『虛無』不是全然的否定。禪有其獨特的肯定。這種肯定是具體的、自

由的、絕對的、無限的。禪永遠是『活』著的。禪的全部目的是和生命融合，捕捉人生各個

方面的永恒的價值。……要想達到禪的真理就必須拋棄『空無一物』的觀念。一般而言，當

斷定空無一物即『無』時，佛陀便顯現了，但為了佛陀永駐又必須拋棄佛陀即必須拋棄

『無』。這是徹悟禪的唯一的道路。否則，禪便會遠遠地離開我們。」55這就是《漂木》中

的文化批判不同於西方的虛無主義之處，也是洛夫探索的「天涯美學」的精髓與終極所在。

另外，從以上的分析我們還看到，在語言結構方面，洛夫詩歌經營的重心有了一個明顯的變

化，即從煉字、煉句過渡到對於「篇章」的注重。前引 「一座遠山迎面飛來／把我撞成了／

嚴重的內傷」之「撞」，「羊齒植物／沿著白色的石階／一路嚼了下去」之「嚼」及「我以

目光掃過那座石壁／上面即鑿成兩道血槽」之「鑿」，「世界乃一斷臂的袖，你來時已空無

所有」等，堪稱現代詩中「煉字」、「煉句」的典範。《石室之死亡》由一個統一的內在主

題連結，節與節之間的關係是平行的，像是音樂中的組曲或套曲，飄墜的音符與靈動的樂

思，其神秘有如肖邦的《夜曲》；《漂木》則一浪又一浪（不是一個樂段到一個樂段）地向

前翻滾，有肉的喧騰、血的狂嚎，更有智的暝思、靈魂的飛升，像馬勒的《悲劇交響曲》

（長詩第二部分寫小溪裏擠滿了成千上萬尾垂死的大鮭魚，其「骨頭受折磨的聲音」56穿透

鱗背）。稍感遺憾的是洛夫為避「再次陷入《石》詩那樣的緊張與晦澀」而「調整語言的習

慣用法」，57致使後者的意象密度較前稀疏，未免讓一些偏愛「詩魔」煉金魔方的讀者覺

「餘癮未儘」。

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史的最後幾年，「後現代」、「後解構」、「後殖民」、「後國學」、

「後東方」等口號不斷翻新，這些新名詞似乎一夜之間在中國大陸甚囂塵上。二十一世紀可

曾為我們預留下「最後一節空白」？時尚口號過後是否依舊是那來時的「空無所有」？「石

室」死亡了，新的曙光已然照臨，「以目光掃過石壁」而奮身「自燃」的「真的猛士」，前

行！因為，僅僅因為：「空白依然是一種最動人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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