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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以建言，首引情本。」在香港研究香港文化，本應是自

然不過的事，無需理由、不必辯解。問題是香港人常被教導「香

港是文化沙漠」，回歸前後一直如此。九十年代後過渡期，回歸

在即，香港身份認同問題廣受關注，而因為香港身份其實是多年

來在文化場域點點滴滴累積而成，香港文化才較受重視。高度體

制化的學院場域卻始終疇畛橫梗，香港文化只停留在不同系科邊

緣，直至有心人在不同據點搭橋鋪路，分別出版有關香港文化的

專著叢書（如陳清僑主編的「香港文化研究叢書」），香港文化

研究方獲正名。只是好景難常，近年香港面對一連串政經及社會

問題，香港人曾經引以為傲的流行文化又江河日下，再加上中國

崛起，學院研究漸漸北望神州。國際學報對香港文化興趣日減，

新一代教研人員面對續約升遷等現實問題，再加上中文研究在學

院從來飽受歧視，香港文化研究日漸邊緣化，近年更常有「香港

已死」之類的說法，傳承危機已到了關鍵時刻。

跨科際及跨文化之類的堂皇口號在香港已叫得太多，在各自

範疇精耕細作，方是長遠之計。自古以來，叢書在文化知識保存

方面貢獻重大，今傳古籍很多是靠叢書而流傳至今。今時今日，

科技雖然發達，但香港文化要流傳下去，著書立說仍是必然條件

之一。文章千古事，編輯這套叢書，意義正正在此。本叢書重點

發展香港文化及相關課題，目的在於提供一個平台，讓不同年代的學

者出版有關香港文化的研究專著，藉此彰顯香港文化的活力，並提高

讀者對香港文化的興趣。近年本土題材漸受重視，不同城市都有自己

文化地域特色的叢書系列，坊間以香港為專題的作品不少，當中又以

歷史掌故為多。「文化香港」叢書希望能在此基礎上，輔以認真的專

題研究，就香港文化作多層次和多向度的論述。單單瞄準學院或未能

顧及本地社會的需要，因此本叢書並不只重純學術研究。就像香港文

化本身多元並濟一樣，本叢書尊重作者的不同研究方法和旨趣，香港

故事眾聲齊說，重點在於將「香港」變成可以討論的程式。

有機會參與編輯這套叢書，是我個人的榮幸，而要出版這套叢

書，必須具備逆流而上的魄力。我感激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特別是副總編輯黎耀強先生，對香港文化的尊重和欣賞。我也感激作

者們對本叢書的信任，要在教研及繁瑣得近乎荒謬的行政工作之外，

花時間費心力出版可能被視作「不務正業」的中文著作，委實並不容

易。我深深感到我們這代香港人其實十分幸運，在與香港文化一起走

過的日子，曾經擁抱過希望。要讓新一代香港人再看見希望，其中 

一項實實在在的工程，是要認真的對待香港研究。 

朱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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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記得最早遇上也斯（梁秉鈞）是透過他在《中國學生周報》

和《大拇指》發表的作品。後來對比較文學生了好奇，於是找了

梁秉鈞編譯的《美國地下文學選》和《當代拉丁美洲小說選》來

看。期間，還被也斯參與編選的《香港青年作家小說選》和《香

港青年作家散文選》吸引着，我和香港文學的因緣大概始於那時。

碰見也斯是他從美國學成歸來後的事。詩人來了香港大學任

教，他和我當時的指導老師陳炳良先生一見如故，兩人致力推動現當

代文學和香港文學研究，舉辦大大小小的學術活動，我就在活動與活

動之間認識了也斯。只是當時也斯和陳老師不是忙着籌備活動，便是

要應付校內校外對香港文學的挑戰，我們並沒有太多機會聊天。

略過許多後來同框的學術內外各種場合，真正遇見也斯竟然要

在一個積雪的冬天。那年我們先後到哈佛大學訪學。有個多月時間

聚在一起詳談，也斯對香港文學的知識及熱誠讓我深受觸動。回港

後我們又各自忙碌。我窗外換了一幅風景，由觀海變成看山。文學

探索之旅亦順流而下，終於回家了。在大埔的歲月裏，我們開香港

文學的課、編纂《香港文學大系》、辦香港文學讀書會。期間，我

對香港文學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亦對也斯的情懷、抱負及難處有更

深刻的感受；而也斯，也時常在香港文學研究上給我助力。每當我

們舉辦與香港文學或文化有關的活動時，都想到邀請也斯。

也斯到大埔出席活動時，有兩次和區仲桃同場，讓我看到詩

人率性的一面。其中一次也斯是講者，座上包括大學最高層，演講前

也斯把區仲桃拉到我面前，竟然向我作介紹，然後也不管校方的座位

安排，把她拉到自己旁邊。有趣的情境在他們第二次同場時再次出

現。那次我們舉辦的香港文學讀書會，由區仲桃主講《後殖民食物與

愛情》，邀請了也斯作對談嘉賓。那天我有公務在身，從外面趕回來

時，聽到他們兩人正在爭論小說中一些情節上的問題。正當我猶豫着

要不要充當和事佬之際，也斯已自動在打圓場了。

也斯離開後，區仲桃說要系統地研究也斯。不久，我聽她說要為

也斯寫書，只是沒有想到是一年內出版兩部研究也斯的專著，而且

切入點完全不同。英文的一本（The Hong Kong Modernism of Leung 

Ping-kwan）將也斯放在現代主義文學思潮裏，讓他和香港文學在國

際文壇上演出，為「香港現代主義」立項。《東西之間：梁秉鈞的中

間詩學論》把也斯作品中包含的香港特質—混雜古今中外文化—

發揮得淋漓盡致。書中幾乎每一個話題，例如抒情傳統、詠物傳統、

魔幻現實主義、旅遊文學、都市漫遊者等，前面都可以冠上「香港」

一詞，作為日後這方面議題研究的參照點。

區仲桃把那次《後殖民食物與愛情》讀書會的講稿整理成一篇短

文，也斯在文章的結尾部分附加了回應，我借詩人的文字作結：「多

謝區仲桃老師精彩的批評。」是為序。

陳國球



12 - - 13

　

引
言　
　

梁
秉
鈞
的
中
間
詩
學



東西之間：梁秉鈞的中間詩學論14 - - 15引言　　梁秉鈞的中間詩學

梁秉鈞（也斯，1949－2013）、1葉輝、張美君和洛楓在《形象香

港》再版的前夕進行了一次對談（2012 年）。席間，葉輝用「in-be-

tween（中間）的狀態」來概括梁秉鈞游詩的特色：

「游」這個概念，是從此時到達彼時、從此地到達彼地，尤其〈雲游〉

寫人在飛機上的過程，那是一種 in-between （中間）的狀態，既不

在此亦不在彼，卡在中間，不知身在何方。這份「中間狀態」相當

適合閱讀文學、尤其詩，特別是游詩：在東與西之間，我們上下求

索，並不一定是尋找最終的極端，而是在東西之間被拉扯，尋找適

合自己言說的方式。換另一個說法，既不是絕對的積極也不是絕對

的消極，既不是絕對的有也不是絕對的無，只是在既非此也非彼的

處境中尋索自己的意義。2

這段對談很有趣，根據當日的記錄，與會者並沒有回應葉輝提出

的「中間」狀態，便直接轉入另外的話題。事實上，葉輝在那次對談

後進一步探討這個話題，先後出版了一部名為《Metaxy：中間詩學的

誕生》的論文集和寫了一篇題為〈「與」的「中間詩學」：重讀青年

也斯的散文〉的文章，開宗明義為「中間詩學」立項。他在題記裏除

了提到上述關於旅遊詩中所呈現的中間狀態外，更多是以梁秉鈞的詠

物詩來說明。其中亦有引述詩人對詠物詩的一些看法，說明了梁秉鈞

對物與人「中間」和「之間」的關係很感興趣。梁以他早年一首詠物

1 梁秉鈞（筆名也斯，Yasi，Ye Si），1949 年 3 月 12 日於廣東出生。池上貞子在〈抗
衡越界之歌—淺談也斯日語詩集《亞洲的滋味》〉（見陳素怡主編：《僭越的夜行》，
下卷［香港：文化工房，2012］，頁 623），及拙作 The Hong Kong Modernism of 
Leung Ping-kwan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20) 的頁 8 中，分別提到梁秉鈞
的出生年月為 1949 年 4 月。感謝蔡元豐教授向吳煦斌女士（Ng Hui Bun）求證，確
定詩人的出生日期為 3 月 12 日，同時亦更正了拙作中吳煦斌名字的英文拼音。

2 Leung Ping-kwan, City at the End of Time. Ed. and Introd. Esther M. K. Cheu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62-263.

香港著名詩人梁秉鈞，筆名也斯。王禾壁攝於 2010 年。

（照片由吳煦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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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代在尋找各種方法寫香港，往大陸、台灣或其他地方旅行回來

更是想寫香港……我寫了不少其他地方、其他文化，希望通過了解

別人來了解自己。70 年代的詩放在 80、90 年代看，有一個新的脈

絡、新的歷史角度，也許是有趣的。5

詩人在引文中透露了他以香港入詩時，其實是透過把香港和其他

地方和文化、七十年代和其他年代並置，然後得出新的和有趣的角度

來了解香港。換言之，梁秉鈞是有意識的透過建立一段距離來寫香港

的。詩人這種意念（包括葉輝的「中間詩學」）和朱利安的「間距」

概念，尤其在具體落實方面不謀而合，即透過了解其他文化以達到更

了解自己的文化的目的。翁文嫻在〈自法國哲學家朱利安「間距」觀

念追探—也斯在中國詩學上打開的「間距」效果〉這篇文章中直接

指出了朱利安的「間距」概念和梁秉鈞的詩學共通點，兩者特別認同

透過「繞道遠方，才能重新認識『熟悉』的事物」6。而且他們都認同

「每種文化需靠遠距離的新鮮事物，撥開其被同化很久的『思想的皺

摺』，才會面對自身的突破和檢視。因此，『間距』作用時，不是分

析性的，而是有動能的；所凸顯的不是認同，而是孕育力」。7

朱利安年青時是學希臘學的，當他思索如何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

的根時，他想到透過理解另一個相對應的文化體系（即是「繞道遠

方」），能令他更好的了解希臘學。朱利安選了中國文化作為希臘文

5 Leung Ping-kwan, City at the End of Time, p. 229.

6 翁文嫻：〈自法國哲學家朱利安「間距」觀念追探—也斯在中國詩學上打開的「間距」
效果〉，《臺大中文學報》，第 63 期，2018 年 12 月，頁 164 。

7 同上。

詩〈鳳凰木〉為例說明人和物之間的一些想像：

我一直對詠物詩很有興趣，現代的「物」以及人與物之間的關係比

以前複雜，〈鳳凰木〉是以詩人的觀點描寫樹木（即「你」），但到

了詩末，卻變了以樹木的眼睛回看詩人。我覺得人與物之間可以有

許多不同的關係。3

兩種事物（或者是人與物）並置在一起所能帶出的另一重新意

思，是葉輝和梁秉鈞至感興趣的地方。葉輝進一步補充道：人們總是

喜歡把複雜的議題簡單化。他以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的小說《月亮與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為例，點出人們

經常強調「月亮」的重要性，以至於忽略了「六便士」的意義。更值

得注意的是葉輝提出這種忽略會導致更重大的損失，那就是會忽略了

「兩者之間還有另一些未被開顯的意涵，以及張力」。4到底這種兩者之

間的意涵可以包括什麼呢？可惜葉輝並沒有說明清楚。

雖然梁秉鈞並沒有直接參與「中間詩學」的討論，但是當詩人談

及自己的創作過程和動機時，他的出發點不單與葉輝的「中間詩學」

不謀而合，而且與法國哲學家及漢學家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的

「間距」觀念	（the	 theory	 of	 interspace）有相通的地方。梁秉鈞談及

自己寫香港和創作的過程時指出：

3 葉輝：《Metaxy：中間詩學的誕生》（香港：川漓社，2011），頁 xiii。

4 同上，頁 x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