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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為二年期研究，主要延續過去對「跨區域華文文學傳播與雜
誌、副刊」、「台港文藝思潮的興起與傳播」所累積的視野與框架
，採取批判論述分析方法，以1960年代以降臺港澳文學場域之寫實
與本土化轉向為主題，研究澳門一二‧三事件以及香港六七暴動前
後的文藝思潮變化。
在第一年時，本研究考察澳門與香港1960年代前後文學傳播的變化
時，將研究時間段往前拉長到1949年，並在現代文學之外加入古典
文學重新定位澳門經歷「一二・三事件」之後，在華文文學場域的
位置。此外，本研究於第二年檢視陳永健的中篇小說〈娘蕩吟〉如
何以國民黨的特務及其妻子為核心，建構出「一二・三事件」前後
的澳門市民社會景況，觀點獨具，十分值得重視，希冀透過給史料
梳理以及作品研究，給予澳門文學特性更清楚的面貌。
本研究在第一年在台、港、澳三地幾乎完整地蒐集到六七暴動前後
發行的《伴侶》雜誌，第二年就雜誌內容進行掃描與目錄建檔，並
分析暴動發生前《伴侶》如何以溫和的中間路線，以及各種企劃與
廣大讀者建立關係。同時，也觀察創辦人李怡刊登在雜誌上的作品
、讀者投書的轉向，發現暴動發生時，確實更加明確地引導青年讀
者關懷勞工階層，清楚透露出左傾思想。不過，暴動過後，中共面
對香港的恐共氛圍，傳播政策受挫後，香港左派刊物不是缺乏資金
面臨停刊，就是回到政治立場隱晦溫和的路線，是本研究在第二期
的主要發現。

中文關鍵詞： 文學傳播、港澳文學、六七暴動、一二三‧事件、文藝思潮

英 文 摘 要 ： This research is a two-year study. It mainly continues the
accumulated vision and framework of "cross-reg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and magazines, supplements" and
"the rise and communication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literary trends". With the theme of the realism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literary field of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u, this research studies the changes in literary
thoughts before and after the 1967 Hong Kong riots and the
12-3 incident in Macau.
In the first year, when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hanges
in literary communication in Macau and Hong Kong around the
1960s, the research period was extended to 1949, and
classical literature was added to modern literature to
reposition the Macau experience after the "12-3 incident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addition, in the second year, this research examines how
Chan Wing Gin’s novella "Niang Dang Yin" used KMT agents
and their wives as the core to construct Macau's civil
society before and after the "12-3 incident ", with unique
viewpoints. It is worthy of attention. Thus, through
sorting out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researching works,
this research hopes to give a clearer look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cao's literature.
In the first year, this study collected almost complete



"Partner" magazines issued before and after the 1967 riots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o. In the second year, the
contents of the magazines were scanned and cataloged. How
the "Partner" magazine to build relationships with readers
through a moderate middle line and various projects is the
major topic.
At the same time, this research also observes the works
published in the magazine by the founder Li Yi and the
shift of readers' book submissions, and found that when the
riots occurred, they did more clearly guide young readers
to care for the working class and clearly revealed leftist
thinking. However, after the riots, the CCP faced the
communist-terrorist atmosphere in Hong Kong, and after its
communication policy was frustrated, the leftist
publications in Hong Kong either faced suspension of
publication due to lack of funds, or returned to the
obscure and moderate political stance. These are the main
findings of the second issue of this research.

英文關鍵詞：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and Macao literature,
1967 Hong Kong riots, 12-3 incident, Literary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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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計畫說明 

本研究以 1960 年代以降臺港澳文學場域之寫實與本土化轉向為主題，研究

澳門一二‧三事件以及香港六七暴動前後的文藝思潮變化。在第一年時，本研究

考察澳門與香港 1960 年代前後文學傳播的變化時，將研究時間段往前拉長到

1949 年，並在現代文學之外加入古典文學重新定位澳門經歷「一二・三事件」之

後，在華文文學場域的位置。此外，本研究於第二年檢視陳永健的中篇小說〈娘

蕩吟〉如何以國民黨的特務及其妻子為核心，建構出「一二・三事件」前後的澳

門市民社會景況，觀點獨具，十分值得重視，希冀透過給史料梳理以及作品研究，

給予澳門文學特性更清楚的面貌。 

在香港的六七暴動部分，本研究接續第一年成果，搜整六七暴動相關研究，

歸納出幾點值得注意的爭議：相較於香港新華社直言左派陣營的行動是受文化大

革命與澳門「一二‧三事件」影響，中共在「六七暴動」事件中的態度顯得非常

曖昧。 

六七暴動發生之前的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臺港現代主義思潮風起雲

湧，兩地作家與刊物在引介現代主義的過程中也有非常緊密的互動。有關兩地

暴動前文藝思潮傳播現象，本研究計畫主持人在過去的計畫中已多有掌握。特

別是國民黨在香港出資辦的報刊《香港時報》，和臺灣現代主義藝術圈之間互動

緊密。因此，本研究第一年期已經蒐集、整理香港「六七暴動」背景的左、右

派論述，在第二年期完成右翼報紙《香港時報》對「一二・三事件」與「六七

暴動」的讀者投書、社論、文學創作，借用並修正批判性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的方法論建立研究框架，觀察暴動發生期間副刊內

容，反映出夾在英國政府、美國與中國勢力之間，台灣在香港處境的變化，如

何影響文學發展。如暴動期間有非常積極的報導與評論，在既有的反共框架中

嚴厲抨擊左派在暴動中的組織行動，呼籲市民支持港英政府的鎮暴策略，順勢

批評東南亞共產黨政權。另一方面，《香港時報》讀者投書隱去引發暴動原因之

一：階級問題，強調澳門「一二．三事件」的前車之鑑，以恐懼訴求的論述策

略。 

在香港社會普遍恐共的情緒之下，本來 1960 年代末香港文壇左右陣營壁壘

分明的狀況才剛有改善的跡象。但是，文化大革命連帶著六七暴動，除了港英

在暴動期間查禁幾家左派政治報刊之外，民眾對左派系統也有反感，原本資助

《伴侶文藝》的王鷹及其夫婿也停止資助，使其出版四期就結束。港英政府壓

抑了左翼文化，而讓臺灣的媒體與傳播繼續運作，而發自香港本地知識份子反

對現代主義，主張寫實主義的刊物，卻在 1970 年代開始此起彼落。本來，

1960 年代香港銷量好的左派刊物，經常標舉「沒有政治立場」，一方面比較有

機會收到臺灣作家稿子，另一方面，也更能觸及不同立場的讀者，以《伴侶》



2 
 

雜誌最具代表性。 

本研究在第一年在台、港、澳三地幾乎完整地蒐集到六七暴動前後發行的

《伴侶》雜誌，第二期就雜誌內容進行掃描與目錄建檔，並分析暴動發生前

《伴侶》如何以溫和的中間路線，以及各種企劃與廣大讀者建立關係。同時，

也觀察創辦人李怡刊登在雜誌上的作品、讀者投書的轉向，發現暴動發生時，

確實更加明確地引導青年讀者關懷勞工階層，清楚透露出左傾思想。不過，暴

動過後，中共面對香港的恐共氛圍，傳播政策受挫後，香港左派刊物不是缺乏

資金面臨停刊，就是回到政治立場隱晦溫和的路線，是本研究在第二期的主要

發現。 

2 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 

誠如倪炎元在〈從語言中搜尋意識形態：Van Dijk 的分析策略及其在傳播研

究上的定位〉所言，著名荷蘭傳播學者 Teun A. van Dijk1（1943-）的批判論述分

析架構，在當代專門處理論述或意識型態的文本理論中，是相當特殊的理論模型，

也是台灣傳播學界論述分析研究中參考頻率最高的代表性學者（倪炎元，2013；

翁秀琪，1998；張錦華，1994, 2011；臧國仁，1999；鍾蔚文，1992）。 

Van Dijk 作為「論述分析」重要倡議者，早期研究專注於話語語言學，一直發

展到 80 年代提出「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改以認知

心理學作為進路來建構論述分析框架，特別關注報刊新聞、意識形態中的種族主

義批評性問題，也是唯一在論述批判領域以專書形式討論「脈絡」的學者2。 

對於本研究主要對象：六七暴動期間《香港時報》副刊的雜文專欄與讀者投

書而言，想要分析這種介於文學作品與新聞報導之間的材料的意識形態，以 Van 

Dijk 的論述策略作為分析方法是非常適合的。 

2.1 論述分析的意涵 

Van Dijk 的語言文學背景3，使他對於話篇語法學興趣濃厚，特別關注「文學

是否可以通過其使用的典型語言來展示其特點」。因此，Van Dijk 在 1972 年完成

                                                      
1 Teun A. van Dijk 是當代著名的荷蘭傳播學者，話語語言學、論述分析、批判論述分析權威，

從 1968 年擔任阿姆斯特丹大學教授至 2004 年，期間也在西班牙巴賽隆納 Pompeu Fabra 大學任

教。在他的學術生涯中，一共創辦了六種國際學術期刊，以論述（Discourse）為主要論域的期

刊就有 Discourse & Society、Discourse Studies,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等。 
2 包括 1977 年出版的《文本與脈絡:論述語意學與語用學之探究》(Text and context: 

Explorations in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discourse)，與 2008 年出版的《論述與脈絡:社會

認知途徑》(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恰恰好反映了 Van Dijk 不同時

期思索「脈絡」 問題的不同觀點。參倪炎元 :〈批判論述分析的脈絡建構策略:Teun A. van 

Dijk 與 Norman Fairclough 的比較〉，《傳播研究與實踐》，第一卷第二期，2011 年 7 月，頁

83-97。 
3 Teun A. van Dijk 第一個學位是阿姆斯特丹法國語言文學；同時，他也在阿姆斯特丹城市大學

學習過文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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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士論文是從喬姆斯基轉換生成語法發想，應用在解釋語篇語法，從「生成詩

學」發展成「生成話語語言」，意圖解釋句子與句子間的連貫關係。Van Dijk 引入

「總體結構」（macro-structure），主張連貫句子的不僅僅是意義關係，更重要的

是指稱關係，也就是整個語篇中也有總體結構組織，他用「超結構」（superstructure）

指稱這種連貫文本的圖式結構（global coherence）（Van Dijk, 1980）。至於超結構

如何形成，Van Dijk1977 年出版的《文本和脈絡》借用形式語意學與哲學「可能

世界」的概念，說明句子與句子間的局部連貫，是建立在「可能世界中的事實」

指稱關係基礎。 

不過，Van Dijk 發現自己所提出的「總體結構」使得語言學同行心生不快，因

而轉向心理學尋求支持，與美國心理學家 Walter Kintsch 合作研究如何將認知心

理學引入「文本文法」（text grammar）分析，最終於 1983 年合著《文本理解策

略》一本深遠影響了話語心理學領域的著作，將決定指稱關係的關鍵修改為「心

理模型」（mental models），彌補了《文本和脈絡》一書多談文本少談脈絡的問題，

「而 Van Dijk 在這本著作最大理論開發，即是將社會認知理論帶入脈絡的討論

中。」（倪炎元，2011:83-97）2008 年 Van Dijk 出版的《論述與脈絡》，就運用這

一套分析模型來研究論述加工的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discourse processing）

中呈現的「社會認知」所形成的偏見。 

由於 Van Dijk 轉往墨西哥教課，長期待在拉丁美洲國家，嚴肅地正視語篇語

法與心理與現實世界真實問題其實關聯並不大，因此，他決心投入研究種族主義

如何透過語篇與話語再現，甚至合法化。在這段期間，Van Dijk 從以下幾個方面

進行研究：日常談話、主流新聞界、作為話語的新聞、教科書、議會辯論與其他

名流話語、公司話語、名流話語，分析白人群體在上述幾個傳播媒介中在談論他

者、外國人的話語中（或是刻意忽略不談的行為），帶有種族主義傾向性的結構。

而以白人為主的名流群體因為具有話語權，在決策、教育、勞雇關係、官僚、研

究、通訊等發揮影響力，而在種族主義再現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van Dijk，2002）。

90 年代中期，Van Dijk 聯合幾個不同國家的研究團隊，收集、分析西歐七個國家

移民與種族問題的議會辯論的內容與結構，觀察種族主義在政治家之間如何被再

現出來，成為壞典範4。 

本研究關注《香港時報》副刊在六七暴動前後的意識形態，同時表現了幾種

政治勢力之間的張力：港英政府在香港推行的殖民政策，中國共產黨政權與香港

左派組織在暴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台灣國民黨政權在香港的政治宣傳；雖然不

全然與種族主義有關，但若考慮上述三種政治勢力在香港的佈局與權力的強弱，

《香港時報》副刊上的新聞、雜文、讀者投書，也涉及支配語言與被支配語言之

間的角力。而聚焦於論述在再製的作用與支配力的挑戰，也是 Van Dijk 批判論述

分析最主要的方向（van Dijk,1993:249）。 

                                                      
4 90年代末 Van Dijk 移居西班牙，完成西班牙語拉丁美洲種族問題相關著作，並組織跨國話語

種族主義團隊合作研究項目。Teun A. van Dijk：〈從語篇語法到批評性話語分析—簡要的學術

自傳〉，北京：2002。（Wodak & Van Dijk,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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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 Van Dijk 的學術生涯的主要貢獻在於： 

先是在語言研究與文學研究之間，後來在句子語法與話語之間、在行動和

語言之間、在話語與認知之間、最後在認知與社會之間搭建橋樑，贊同用

一種更具社會認知性方法進行批評性、社會政治化與研究。（van Dijk，2002） 

而在方法學上，他也綜合語言學、語用學、心理學等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對

於「脈絡」的追問，使他不斷自我修正，特別是對認知心理學如何幫助在這些「之

間」中建立「脈絡模型」(context models)，指出脈絡不是社會情境，而是主觀的

心靈模型（a context is not a social situation but a subjective mental model）（Van Dijk, 

2003: 95），也就是語言使用者在理解論述，確認句子之間的連貫關係，以及建立

「宏觀結構」時，需先具備關於社會文化方面的「知識」，才有可能建構脈絡。

（Van Dijk, 2004） 

本研究將援引 Van Dijk 文本理論中的「批判論述分析（CDA）」作為主要分析

框架。什麼是「批判論述分析（CDA）」呢？在語言學領域，「論述分析」對過往

語言學的修正，是將分析的單位從字彙、語法、語音擴大到句子與句子、段落與

段落之間的關係與結構。不過，批判論述分析（CDA）與論述分析不同之處，在

方法學上，主要差別在於是否是否置入「脈絡」來分析。論述分析雖然也處理脈

絡，但限於文本內部語句上下文的關係。然而，批判論述分析強調納入「脈絡」，

是指納入文本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不過，不同立場的批判論述分析學者對「脈

絡」的理解不同，因而採取不同的分析途徑。 

Teun A. van Dijk 出版《新聞做為論述》（News as discourse）建立批判論述分

析時，以他過去研究語法學時創立的「總體結構」（macro-structure）來分析新聞

結構，並且關注新聞的產製途徑，討論記者取得消息以後，轉變成新聞報導的過

程中進行了哪些策略性的加工，包括選擇（selection）、複製（reproduction）、簡

化（summarization）、局部改寫(（local transformation）、風格與修辭的再表述

（stylistic and rhetorical reformation）等5。根據他的觀察，影響記者加工的因素

主要是市場喜好、機構組織專業常規、新奇性（novelty）、即時性（recency）、相

關性（relevance）、反面性（deviance）與反常性（negativity）等6。 

發展到了《論述與脈絡》，Teun A. van Dijk對於批判論述分析的理論建構，進

一步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去思考「脈絡」，他提出「為論述加工的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discourse processing），主張論述被人理解的過程，必須透過「心靈

模型」居間發揮作用，「心靈模型」則是由思維中的特定「基模（schema）」組成，

會隨經驗與環境變動、更新（倪炎元，2013:47-48）。 

不過，「心靈模型」運作在對話中，除了主觀、個人化的經驗以外，也綜合文

                                                      
5 Teun A. van Dijk :News as discourse,1988, 114-118. 轉引自倪炎元 :〈批判論述分析的脈絡建構

策略:Teun A. van Dijk 與 Norman Fairclough 的比較〉，頁 91。 
6 Teun A. van Dijk :News as discourse,1988,121-123.轉引自倪炎元 :〈批判論述分析的脈絡建構

策略:Teun A. van Dijk 與 Norman Fairclough 的比較〉，頁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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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獲得的各種語言學層面的資訊，包括語音、語法、語意等，喚起個人對於社

會文化方面預先擁有的「知識」，「知識、態度以及意識形態是社會共享的普遍再

現，因此，也是整個群體與文化的特點」（van Dijk，1993:258），要建立「宏觀結

構」必須仰賴這些「知識」。Van Dijk指出： 

就知識結構而言，在此就像劇本（(Schank and Abelson, 1977)。知識的

控制關鍵地塑造了我們對世界的詮釋，以及我們的論述以及其他行動。以

此，對這些形式的文字與談話進行批判性分析，例如，在媒體與教育方面，

主要目標是建構這種知識。7 

「心靈模型」便是將個人行動與社會秩序連繫起來的關鍵。因此，Van Dijk 認

為，社會行動者心中的社會再現是需要被檢視的，「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on）

是論述與支配力間的介質，這也是過去多數批判語言學與論述分析理論忽視的必

要元素。 

對於 Teun A. van Dijk 而言，論述分析與批判論述分析最大的差異，更是在

「批判」，必須採取明確的社會政治立場。他指出批判論述分析理論核心關懷是

研究論述、權力、支配地位、社會不平等之間的關係，以及論述分析者在這些社

會關係中的位置（van Dijk ，1993:249）。針對社會不平等的批判，van Dijk 聚焦

在論述再製的作用，與精英、機構等使社會不平等的支配力之間的張力，包括政

治、文化、階級、族裔、種族和性別的不平等。具體來說，「批判性論述分析者

想知道文本、談話、言語互動或交際活動的結構、策略或者其他屬性在這些再製

模式中扮演了什麼角色。」（van Dijk ，1993：249） 

不過，van Dijk 也自我揭露理論框架侷限，是分析支配力與論述再製關係時，

更在意由精英們上而下的支配，維護這種社會不平等的論述策略，而非由下而上

的對抗或者服從的態度，也因聚焦社會權力而忽略個人能動性（van Dijk ，1993：

250）。所以，van Dijk 對於批判權力運作的研究對象，是針對一個團體如何透過

行動與認知控制另一個團體，特別是基於自身利益，使用遊說、掩飾、操控去改

變其他團體成員的心理。這種支配力的表現是在非常細微的、日常的文本與說話

形式中，並且經常用隱微的、可接受的方式表現出來。 

批判論述分析必須揭露支配者論述策略「合法性」的控制，否則社會不公就

不會被彰顯。所謂控制力的合法性表現在論述上，可以看社會群體中的精英有權

力介入、掌控、分配與決定各種論述內容與形式，而這些精英可以是總統、首相、

政黨領導、新聞編輯、主播、法官、醫生或者警察。相反的，被支配者因缺乏介

入論述的管道與權力而處於劣勢，在社會知識、態度與意識形態共享形成的過程

中，作為接受者多，而支配者有能力定義語言使用者理解文本。 

2.2 副刊的論述分析與研究問題 

Van Dijk 明確指出批判論述分析的操作，是要找出日常談話、政治論述、新

                                                      
7 引文為本研究作者翻譯。Teun A. van Dijk,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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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教科書與故事中區分「我群」與「他者」的論述模型，例如美化我群同時聚

焦他者的負面形象。以 Van Dijk 解釋報導波灣戰爭的新聞模式來看，《香港時報》

副刊所呈現暴動論述模式，是由許多文本共同建構出來，如其他媒體的報導、暴

動參與者與見證者的故事、港英政府公告與左派組織宣傳品。 

同時，此模式被既有關於香港左派與右派、暴動歷史、殖民政策等知識所塑

造，是變動的，且與閱聽人共享的意識形態有關。本研究將分析六七暴動前後《香

港時報》副刊暴動論述中如何選擇、複製、簡化、局部改寫、風格與修辭的再表

述，區分「我群」與「他者」？ 

為有效地分析以上問題，本研究參考 Van Dijk 批判論述分析理論中，歸納出

論述模型加強說服力的方法，（van Dijk ，1993：264）主要為分析媒體強化「他

者」的負面形象與「我群」正面評價的策略，擷取其中適合分析《香港時報》副

刊文章類型的四種方法，分別為： 

1. 論點：從事實中給出正、負面評價。 

2. 修辭：用誇示增強「他者」的正、負面行動，對於「我群」的負面行動則

用委婉說法描述。 

3. 故事：以親身經歷講述負面事件，在負面事件上給予可信細節。 

4. 標籤：以結構強調「他者」的負面行動，例如，從標題、線索、摘要、文

本基模的屬性，以及語法與句法的整體結構（提及負面「他者」時突出局部）。 

 

方法 主題 

論點 -國際情勢分析：順應冷戰下的英美言說 

-反共戰鬥論述（包含對共產黨的批判） 

-港英殖民治理政策分析 

-暴動歸因與咎責 

修辭 -對執法者的描述 

-對於抗議者的修辭：香港左派與抗議形象 

-對於香港市民與環境的衝擊（包含產業、學校等） 

故事 -暴動執法英雄傳奇 

-暴動左派參與者的告解或反思 

-市民受害者見證 

-中國難民流亡香港故事 

標籤 -左派負面報導的標題與版面安排 

-暴動事件選擇與改寫 

-突出左派負面形象與幼體化工人形象 

 

以上，可供本研究分析《香港時報》副刊專欄文章與讀者投書時，作為實際

操作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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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畫成果與討論 

由於本研究計畫申請時，原為三年期計畫，預計第一年進行《澳門日報》副

刊（1958-67）、《海光文藝》、《伴侶》與《文藝伴侶》編目、內容分析與場域研究。

不過，更改為二年期後，本研究為了更聚焦論題，於執行後將計畫變更研究範圍

如下： 

第一年：以考察澳門與香港 1960 年代前後文學傳播的變化為主，將研究時

間段往前拉長到 1949 年，並在現代文學之外加入古典文學重新定位澳門經歷「一

二・三事件」之後，在華文文學場域的位置，給予澳門文學特性更清楚的面貌。

此外，香港部分目前已經整理六七暴動歷史、暴動對香港文學的衝擊，並以批判

性論述分析觀察《香港時報》副刊如何表現出暴動對臺港文學傳播的衝擊。 

第二年：以考察暴動後文學傳播變化為主，觀察 1970 至 1980 年代台港澳文

學場域所受到的影響。香港暴動之後，左翼刊物紛紛被查禁，或者轉型，剩下的

是較無意識形態與政治宣傳的刊物，如《伴侶》。綜合性的文藝刊物，要到劉以

鬯編《香港文學》後才重新集結。不過，相較於「一二，三事件」後澳門，全面

左傾、中國化，與台灣文壇互動稀少，六七暴動後的香港與台灣互動部分相對來

得頻繁，包括余光中與楊牧接連到香港任教，在香港文學在地化觀念強化的 1970

年代以降，繼續維繫台灣與香港文學的跨區域傳播。本研究將分析香港文學本土

化發展過程中與台灣的互動與影響。此外，香港與澳門在暴動後的聯繫，也僅以

寫實主義刊物互動為主，一直要到雲惟利到澳門大學才開始鬆動。 

本研究於期中報告中，提出完成資料分析的報告，並指出目前澳門文學研究

主要集中在 1980 年代之後，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文學傳播研究成果稀少，

特別是「一二・三事件」之後中共對澳門的介入更深，國民黨機構退出澳門，文

學史論述「左傾」，使得冷戰期間澳門文學與台灣文學之間直接聯繫的證據缺乏，

加之一手報刊雜誌資料蒐集不易。因此，第一年期研究成果主要先梳理、確立澳

門於 1949 年以後至 1960 年代末的文學發展史，並蒐查重要的文學刊物；此外，

與台灣、香港不同的是，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澳門文學社群，主要還是由舊文

學文人把持，使得澳門與廣東漢學的聯繫成為值得關注的一條線索。此外，特別

的是，天主教組織從明末清初為了傳教，早就將澳門作為往中國內陸傳教的重要

據點，因此在澳門建立了研究中國文化、思想的機構，成為彼時亞洲關鍵性的漢

學研究中心，一方面培育出許多研究漢學的傳教士人才，另一方面也影響了澳門

本地文學的發展。 

本研究在執行期間，受新冠肺炎全球擴散之疫情影響，原先預計前往澳門與

香港蒐集完整《澳門日報》與《海光文藝》資料的赴外研究計畫，不得不延後，

最後甚至取消。因此，本研究將第二年研究範圍聚焦於《香港時報》與《伴侶》

雜誌。一方面，計畫主持人因曾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香港時報》副刊在

台港跨區域文學傳播之研究研究」（101-2410-H-259-034-MY3），而累積相當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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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香港時報》資料，然而從六七暴動來檢視《香港時報》卻是前述研究尚未觸

及的面向。另一方面，計畫主持人於 2019 年 1 月 18-21 日以及 8 月 18 日至 21

日，赴澳門進行田野調查與參訪。在兩次出國考察中，計畫主持人攜回香港《伴

侶》雜誌 18 冊，為 1966 年至 1968 年間出刊，是「香港文學資料庫」

（http://hklit.lib.cuhk.edu.hk/index.jsp）尚未蒐集之期數，實屬無比珍貴史料，也

讓本研究在六七暴動的研究上相當具有突破性。 

因此，本研究於第二年執行時，將研究論題聚焦於《香港時報》、《伴侶》以

及一二・三事件的相關小說分析，在面對六七暴動時，運用批判論述分析，討論

刊物的編輯策略與版面內容，並針對具代表性作品進行分析。 

3 研究成果 

成果一：《香港時報》研究成果 

一、《香港時報》六七暴動的論點 

張列宿與南蠻是《香港時報》的副刊專欄作者。張列宿於 1959 年起便於《香

港時報》副刊撰寫「千字文」專欄，而南蠻則在 1966 年 11 月 21 日加入《香港

時報》副刊，撰寫「流水集」專欄。劉以鬯曾指出他在主編《香港時報・淺水灣》

時，對於張列宿的專欄不滿，但是張列宿的專欄文章是應報社上級要求而將其編

列進副刊，因此他只能無奈接受。從中可知，張列宿事實上是《香港時報》的宣

傳大將，而他的專欄也從 1959 年起持續多年直到 1970 年。南蠻的專欄則是從

1966 年至 1973 年，是於 1949 年之前便從中國移居到香港的文人。 

張列宿與南蠻作為《香港時報》副刊專欄主筆，發表的文章類型包含冷戰時

局評論、日常文化觀察、與讀者對話等，將以國民黨為政策核心的支配力充分展

現在 van Dijk 所言「非常細微的、日常的文本與說話形式中，經常用隱微的、可

接受的方式表現出來」。在這裡，張列宿與南蠻代表了社會群體中文化菁英的身

份，他們的言論共享了冷戰時期的反共意識型態，尤其在六七暴動而轉向的反左

意識形態的過程中，定義了讀者的理解文本。如果說香港社會在經歷六七暴動後，

對左派或中共政府的不滿聲量有所升高，那麼張列宿與南蠻的專欄基於反共的立

場，以暴動事實與其衍生效應，對香港讀者所進行遊說、掩飾與操控之行動，絕

對參與其中。因為他們的專欄文章，不僅針對六七暴動的事實給出對左派與中共

政府的負面形象，另一方面，也加強了冷戰時期親近英美與反共的正面評價。因

此，本研究依據 van Dijk 的批判論述分析理論，將張列宿與南蠻的專欄歸類於「論

點」類型中，即是根據張列宿與南蠻的專欄是對冷戰的反共局勢與六七暴動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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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的正、負面評價之特點。 

（一）國際情勢下順應英美言說的分析 

六七暴動發生期間，正好是美國全面投入越戰的第二年，以二戰同盟國為主

的國際社會普遍仍無法認可共產黨作為一合法政權、政黨而存在。也就是說，在

國際情勢中，「反共」基本上仍是同盟國的共識。香港雖曾傳出一度下令草擬撤

出香港的部署，仍在港督戴麟趾（David Clive Crosbie Trench，1915-1988）的強硬

堅持下，加強打擊香港親左翼媒體的文宣，並對外展示無意離開香港的立場（鄺

健銘，2015:151）。《香港時報》作為一反共的右翼報刊，也是國民黨在香港的工

作站。一方面為了不在香港過度行動引起港英政府的反感，另一方面也不希望左

派陣營藉由暴動再擴大勢力，因此針對六七暴動，專欄作者張列宿與南蠻便以順

應冷戰時期英美言說的方式，將暴動聚焦在中共與英國的對抗，並企圖傾向港英

政府的立場。 

在這個決定勝敗的關鍵時刻，卻出現了一個罕見的風波，一份由英國在

港財團所支持的刊物，竟然對港督戴麟趾先生發出了嚴苛的批評，既說

他「政運不佳」，又說他「人事處理不當」，甚至提出了所謂「理想」的

下任總督人選。⋯⋯易言之，這種說法，很能構成某些不可思議的分裂力

量，於團結有其不良的影響，於改進或增強反暴力量而言，則毫無裨

益。8 

英國的態度是堅定的，並不曾因為中共的虛聲恫嚇而軟化；而且可以相

信，一旦在香港遭遇更重大的困難時，英國還得為市民的安全、秩序的

維持而付出更大的力量。 

在這方面，我們是可以放心！然而，只憑這樣的承諾與保證，卻並不是

說，就等於香港已經取得了絕對的安全。 

更重大的決定香港安危的因素，還是在於香港本身，而香港本身所仰賴

的，則是：全體市民的自覺與自救。
9
 

當毛幫發動港九暴亂之初，立誓要把香港變為「澳門第二」，「不達目的不

休」，其聲勢洶洶，引起了整個九龍半島和港島的騷動，但終以無源之

水，……可想而知的，他們這群頭目們當發動之初，必然認為有了極大把

握，正如前年發動印尼政變一般，但他們估計錯誤了，昧於港英政府的實

力，昧於港九群眾的意志，他們所犯的，正是「左派幼稚病」，他們也就

                                                      
8 張列宿，〈不當的批評・不平的反應〉，1967 年 9 月 23 日，《香港時報》。 
9 張列宿，〈存亡榮辱的抉擇〉，1967 年 5 月 19 日。 



10 
 

不得不承認失敗了。10 

（二）反共戰鬥論述 

國民黨的反共戰鬥論述指是基於以反共抗俄與反共復國為前提之下，對共

黨政權抹殺民族固有傳統價值的罪行，進行強烈批判和討伐的論述。也就是

說，國民黨的反共戰鬥論述是在以民族主義為基礎所發展而成的，而這樣的論

述基本上是冷戰架構下的意識形態產物。 

冷戰的發生使得某些政權往往以國家安全為由，在內政上走上獨裁或威權

統治，政治異議人士遭到迫害，自由與人權受到箝制。若借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說法，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嚴重地滲透到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造成許多白色恐怖事件，至今仍為社會留下難以消除的傷痕（李有

成，2019:）。約翰‧梅森（John Mason）認為冷戰「隱含穩定的強烈元素」，是

「二十世紀最長的一段和平時期」（John Mason, 1996:73）。 

截至目前為止，臺灣的冷戰文化研究比較側重在美國官方的建制性角色，

不少論文都在探討這個角色如何塑造美國的形象，散播美國的價值，以及介入

臺灣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生產。舉例來說，趙綺娜在2001年的一篇重要

論文中就指出，「美國幾乎壟斷了海外文化輸入臺灣之管道」。她舉證歷歷，說

明美國政府如何「利用教育交換活動，灌輸臺灣黨、政決策者和意見領袖、學

生親美思想，並利用他們將美國理想、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傳播給臺灣社會大

眾，甚至東南亞的華人社會」（趙綺娜，2001：122）。 

單德興則在討論今日世界社與今日世界出版社的論文中勾勒美國政府如何

以其外圍組織，透過美國文學的翻譯，向臺、港及東南亞地區的華人社會散播

美式文化與價值，並將其意識形態滲透人心。單德興翻轉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有關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觀念，將這兩個機構視為意識形態美國機

器。我們可以說此二機構不僅對美國國內而言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對美國國外而言更是「意識形態美國機器」 

（Ideological United States Apparatus）；（四）由於散播的對象是在知識－政治－

經濟－科學各方面顯得落後美國的華文世界，其所肩負的「教化任務」

（civilizing mission）也就不言而喻了（單德興，2009：120-121）。 

本研究的國民黨報紙《香港時報》，基本上便是在以美國為中心的冷戰與反

共論述中，試圖在華文世界突圍而出的代表報刊。《香港時報》不僅傳達了冷戰

的反共意識型態，更嘗試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建立反共論述，進而穩定國民黨

身為自由中國的權威。而在六七暴動發生期間，恰好是在國民黨新的一波反共

政策的推動期間。當時，國府正與民間一起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草創期，

因此，《香港時報》副刊專欄在針對六七暴動的時事評論中，特別強調以民族主

                                                      
10 南蠻，〈所謂「能發能收」〉，1967 年 5 月 27 日，《香港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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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為基底的反共戰鬥論述。 

最近，毛幫在香港活動，就拿這謊話作為他們的重點，說什麼「港九愛

國工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外國人迫害中國人」，「為愛國而鬥

爭」等等，彷彿他們是國家主義者，而不是國際主義者，有如灣仔海旁

的「國際女郎」大講其貞節一樣，真要使人忍俊不禁。……今日的大

陸，已給毛黨毀滅了，大陸的中國人，都成了毛黨的奴隸，何嘗還有什

麼「中國」。那麼，中國人要愛國嗎？只有消滅毀滅中國的毛黨。11 

經歷了這場暴亂之後，卻是無人不可看到他們那副醜惡面目。 

他們的行徑，是強盜、小竊加上黑社會的「綜合行動」。 

在威脅別人參與暴亂，對抗維持治安者時，便是他們黑社會與強盜面目

的總暴露，在此之前，你可能很難想像得到，共產黨徒原來是這麼狠

辣，這麼陰鷙，這麼罔顧大眾；在此之後，則你將可能以「共產黨」來

形容一切的醜惡。12 

（三）港英殖民治理政策分析 

六七暴動的起因至今仍在不同意識形態陣營中有不同說法，而港英政府的

殖民治理政策顯然是影響六七暴動發展的重要關鍵。事實上，港督在澳門事件

之後，就擔心局勢的發展會使他們變成中共獵物，並使香港變成澳門第二。繼

1966 年底的暴動之後，共產黨使澳門的葡萄牙政府陷於癱瘓。與此同時，戴麟

趾繼續利用調解人和挽回面子的戰術，企圖以此來阻止局勢升級，然而，六七

暴動的進展顯然宣告港英政府與左派聯絡人的磋商未能帶來進展。 

近兩日來，九龍騷動地區的忽然歸於沉寂，正可視同一場颶風中的「風

眼」，要說是風暴就此平息，那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事。在什麼情形會趨於

更大，更嚴重？這就是：港府當局失於優柔寡斷，市民則依違兩可，大

家都怕事，或是準備向赤色暴亂勢力屈服，卻誘因不甘而遲疑不決，共

黨份子為了要掌握機會，一定就搞得更狠。13 

我們得平心靜氣地說，港英統治，不一定樣樣為中國居民所悅服，但別

的不說，在十八年來，香港和大陸共黨統治相比是怎樣的，憑良心說一

句吧。只要問問為什麼那些口說大陸如何如何好的人，不回到大陸去，

甚至怕遞解回大陸去，就十分明白了。儘管港英有一千個一萬個不對，

不如共黨的一個不對，這是公道話。在五個多月來，誰殺害許多中國同

                                                      
11 南蠻，〈談「愛國」〉，1967 年 6 月 6 日，《香港時報》。 
12 張列宿，〈香港在打擊中進步〉，1967 年 6 月 29 日，《香港時報》。 
13 張列宿，〈為港人求存之道〉1967 年 5 月 16 日，《香港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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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誰打破了許多工人的飯碗？誰到處放炸彈？這是港英的「迫害」

嗎？這是共黨對港九中國同胞的德政嗎？這是中國居民們應該悅服的

嗎？14 

（四）暴動歸因與咎責 

六七暴動被學者視為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有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之

說。因為在事件之後，港英政府的殖民政策有了明顯轉變，而香港社會也普遍

掀起反左、反共的思維。這些原因具體而言，可歸咎於六七暴動期間，一方面

港英政府與左翼的協商失敗，另一方面左派以抗爭、罷工、罷市、燒毀建築、

放置炸彈等作為，除了產生民生問題外，也對市民生命安全造成威脅。 

共黨暴動集團在這場暴亂中，由於其殘暴行為得不到廣大中國同胞的支

持，所以在內心裡已把中國同胞恨得要死。為了發洩他們的獸性的憤

恨，儘管在他們的嘴巴上不好說，但在內裡則已定下了這條毒計：以

「反擊港英」為名，實行對「不合作」的同胞進行一場殺戮，而且是無

限制地殺戮迫害，以作為他們對正義中國人的一種「懲戒」。於是，所有

的炸彈，便都搬到了中國人居住生活的地區來「反擊港英」；但在事實上

則是要收買中國同胞的人命。15 

他們為什麼要製造這個政治事件，要擴大這個事件呢？英人主辦的星加

坡海峽時報於十二日評論，謂有一部分理由「是香港的共黨領袖以此向

北平表示效忠」。「自從中共的整肅風暴開始後，很多香港共黨領袖已起

恐慌，知道他們很易被指為修正主義，所以他們攪起騷動，藉以自保」。

該報懷疑北平是否認為需要這樣做，是否要破壞這個替它帶來外匯總額

一半以上的香港。這看法是有理由的，若然，則那些焦頭爛額者，不過

供作少數人利用的工具而已。16 

二、《香港時報》六七暴動的修辭 

（一）港英政府與警察形象呈現 

Teun A. van Dijk 建立批判論述分析時，以「總體結構」（macro-structure）

來分析新聞報導如何被策略性加工。其中風格與修辭的再表述(stylistic and 

                                                      
14 南蠻，〈毛爆罵暴徒〉，1967 年 10 月 20 日，《香港時報》。 
15 張列宿，〈如此「復仇」，可鄙！〉，1967 年 10 月 14 日，《香港時報》。 
16 南蠻，〈冷靜看騷動〉，1967 年 5 月 15 日，《香港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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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torical reformation)是記者常見的加工策略。考慮《香港時報》為國民黨在香

港辦的機關宣傳報，從新聞產製途徑來看，經過報社高層同意聘任，負責每日

政治專欄的作家，取得六七暴動發展的最新消息後，影響他們轉變成時事評論

選擇（selection）、簡化（summarization）、改寫事件使用的修辭，主要因素之

一為機構組織常規。 

在產製論述的複雜結構中，《香港時報》張列宿專欄，於暴動開始升級後，

快速地回應了左派抗爭者對於港英政府與警察的負面修辭：包括港左將港英政

府對於工潮的處理，置入殖民脈絡中，左派抗爭者在抗爭現場以「迫害廣大中

國人民」、「民族大壓迫」來形容，香港左派媒體也採用同樣的修辭，強化港英

政府作為中國民族壓迫者的外來強權形象。在暴動論述中，由於抗爭者的抗議

手段，經常會視抗議對象或者當局回應的態度而升級，在衝突現場採取具有破

壞性的違法手段。而抗爭手段違法，同時也代表對於法律制定者與執行者的直

接挑戰。因此，為了讓輿論與抗爭者站在同一陣線，爭取民眾認同，合理化抗

爭訴求是非常根本的作法。如此一來，媒體報導、評論在合理化抗議訴求的過

程中，最直接的辦法是將負面修辭與執政者、執法者聯繫在一起，這也是左派

報刊面對六七暴動左派團體暴力抗爭時的修辭策略。 

相反地，反共報刊《香港時報》站在批判中共與香港左派的立場，為了將

抗爭者訴求「去合理化」，也同樣針對香港政府與警察處理抗爭的手段，進行一

系列形象塑造，也就是突出維護法律對於社會秩序與民眾安全的重要性，來對

抗左派報刊「民族迫害者」的負面修辭。張列宿主要以兩種修辭策略來替港英

政府爭取民眾認同：一、法治維護者：包括反覆出現的「維持治安」、「維護法

律秩序」、「確保公眾利益」、「講道理」等，強調港英政府與警方完全依法行

事，維護社會穩定，是與多數民眾站在一起。二、優柔寡斷：針對左派媒體不

斷加強港英政府強勢鎮壓中國人民的形象，張列宿透過形容「港府當局失於優

柔寡斷」、「怕事」、「屈服」、「遲疑不決」來動搖左派修辭策略，同時表達港英

政府鎮壓手段不夠強硬的不滿，也讓左派抗爭者的形象看起來更強勢。 

港英當局，為了維持治安，執行制裁騷動以及非法行為，被指為「廣大

中國人民的迫害」。世界上任何一個地區，絕對沒有不需要維持治安措施

的道理，香港的軍警，是為了維持香港的治安而設立，大陸上的所謂

「公安部隊」在名義上也是為了維持治安而存在，如果講道理的話，道

理都是一樣的，然則，為什麼有了暴動，出現了非法行為，軍警執行維

持治安的任務，便稱為迫害？17 

從澳門事件教訓來看，暴動會更嚴重：港府當局失於優柔寡斷，市民則

依違兩可，大家都怕事，或是準備向赤色暴亂勢力屈服，卻又不甘而遲

疑而不決，共黨分子為了要掌握機會，一定就搞得更狠。反過來說，如

果我們都能了解到：讓共黨分子得手，控制了香港，大家都是死路一

                                                      
17 張列宿，〈蠻橫無理的謬論〉，《香港時報》，1967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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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為了死裡求生，勇敢地站起來，一齊為捍衛自由而奮鬥努力，共黨

就馬上懾服不敢妄動。這真是生死存亡絕續的關頭，大家都得趕快想一

想求存之道。18 

（二）對於抗議者的修辭：香港左派與中共形象 

前文提到抗爭者合理化違法抗爭的修辭策略，主要是弱化自己加強受害形

象，同時將統治者形容為擁有資源的殘暴壓迫者。《香港時報》為了應對左派媒

體將港英政府形容為「法西斯暴政」的修辭策略，一方面塑造港英政府合法維

護公共利益的正面形象，呼籲執法手段不夠嚴厲；另一方面，專欄寫作者張列

宿與南蠻也持續以負面修辭加強抗爭者的暴力性，以及中共政府暴虐的壓制者

形象，以瓦解暴動的合理性。一旦將中共的形象殘暴化，將香港左派形容為盲

目的幼稚病，危及香港治安，就可以試圖爭取民眾支持港英與港警升級鎮壓手

段的暴力性。 

張列宿與南蠻在形容中共政權時，頻繁使用「政治陰謀」、「搗亂」、「搞到

天翻地覆」、「煽動」、「苦役」、「精神折磨」、「魔窟」等；形容香港左派抗爭

者，則慣用「搗亂份子」、「暴徒」、「鬥爭者」、「狂熱分子」、「暴力赤棍」、「不

假思索」、「蒙頭蒙腦」、「左派幼稚病」等，兩人在不同天的評論中，都重覆使

用相似的修辭來形容中共與左派，意圖用複製（reproduction）的論述策略，加

強中共、左派與上述負面修辭緊密的關連性。。有趣的是，南蠻還擅用動物與

自然災難來比喻左派分子，並混用粵語中用來罵人野蠻的修辭，包括：「市井爛

崽」、「狂熱者有如潦水」、「朦查查」、「螃蟹橫行」、「蝨子與跳蚤」，在國民黨報

刊上，使用香港人熟知，並且最通俗流行的用語，有爭取更多香港民眾認同的

企圖。同時，用「頭目」來形容中共政權，用「市井爛崽」來形容香港左派，

也加深香港左派不假思索，聽命於中共搗亂香港的關係，並且將兩者黑幫化、

流氓化，也等於再一次加強港英執法掃蕩的合理性。 

這幾天來的香港，正在給一些搗亂份子弄到閭閭不安，以至於九

龍城方便，亦借著反對拆屋為名，大舉進行鬥爭，大概自從多年

前迎親人的三一事件之後，局勢當以今日最為嚴重，也最暴露出

了中共對香港的政治陰謀。其本質決不是什麼福利問題或是生活

問題，問題也者，只是一些藉口，主要目的，還是「搗亂，再搗

亂」，一直把香港搞到天翻地覆，淪為澳門第二！大部分人士被利

用，成為鬥爭的工具赤棍們進行的煽動的時候，大陸的工人無償

勞動，在苦役之中所受到種種精神折磨。19 

                                                      
18 張列宿，〈赤幫攪屎棍觸礁〉，《香港時報》，1967 年 5 月 17 日。 
19 張列宿，〈何為受陰謀者利用〉，《香港時報》，1967 年 5 月 6 日。 



15 
 

市井爛崽唯一的本領是恫嚇，而他們的恫嚇，有時也有效的。例

如對方是怯弱者，怕事者，爛崽們的恫嚇，就會得志，反之，對

方是強者、勇者，爛崽的恫嚇，便變了一縷清煙，他們也就跟著

那一縷清煙消失無影無蹤。20 

在一個動亂的局面中，必然有著犧牲者，而那些犧牲者，大都是

屬於兩種人： 

怯弱者，狂熱者。怯弱者在動亂中，不是慄慄危懼，就是徬徨無

計，……不消說，這種人多半是要成為犧牲品的。至於那些狂熱

者，大都屬於頭腦簡單的衝動者，他們受到當前的刺激，受到片

面的煽動，不假思索跟著大叫大跳，他們的毛病，就是缺乏理

智，感情用事，缺乏冷靜，蒙頭蒙腦地去闖去碰，結果就成了桀

黠者利用的工具，深蹈險境，也就做了犧牲品。 

對於狂熱者，只消給他們戴上幾頂高帽子，什麼「革命」、「前

進」、「英勇」、「為人民服務」等等，也只消幾句煽動的話，什麼

「民族利益」、「群眾利益」、「階級仇恨」、「反壓迫」、「反剝削」、

「爭取勝利」等等，就會被穿著鼻子，任人驅策。義和團、紅燈

照當年的叫囂突奔，聲勢洶洶，幾乎淹沒了半個華北，何嘗不是

這樣。 

狂熱者有如潦水。孟子形容潦水來時，「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

而待」，也有如茅草著火，古人形容這情形：「一團茅草亂蓬蓬。

驀地燒天驀地空「其狂可怕其熱可怖，但一霎那而已，過了那一

煞那，還不是變為灰燼？21 

正因為這樣，所以毛幫政治棍子們所利用的對象，主要是未曾入

過魔窟的人，其次是些沒頭沒腦的衝動者，他們把毛澤東說成為

「偉大的紅太陽」，把大陸種種說成為美麗的天堂，把所謂「未來

遠景」，說成為幸福無邊，使被利用者面前閃過一道彤彤的金光，

其次，這些被利用者卻「朦查查」睡在鼓裡。22 

（三）對於香港市民與環境的衝擊 

根據 Teun A. van Dijk 的分析，記者取得消息以後，轉變成新聞報導的過程

中，在重述事件時，也會透過選擇（selection）、簡化（summarization）來進行

                                                      
20 南蠻，〈爛崽〉，《香港時報》，1967 年 5 月 20 日。 
21 南蠻，〈犧牲品〉，《香港時報》，1967 年 5 月 13 日。 
22 南蠻，〈矇查查〉，《香港時報》，1967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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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寫。《香港時報》專欄作者張列宿與南蠻，面對六七暴動導火火線是 4 月發生

的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工廠的勞資糾紛案。工人對資方的反抗，也可視為 1966 年

港府天星小輪加價事件蓄積力量後終於爆發。當時，反對天星小輪加價就已經

引發許多香港市民自主參與、申援，甚至絕食抗議。因此，新蒲崗香港人造花

工廠勞資糾紛，其實也反映了香港人對政府始終站在資方立場，漠視民意充滿

怨憤（張家偉，2012：22）。 

不過，根據《香港時報》專欄，張列宿、南蠻每日針對六七暴動最新發生

的事件作出回應，會發現，兩人除了賦予香港政府、警察正面形象，劣化中共

政權與左派團體抗爭意圖與手段，也同時不斷強調暴動對於香港市民與環境的

劇烈衝擊，以激起香港市民的危機感，煽動民眾對中共、左派抗爭行動造成的

混亂的憤怒。其中，張列宿將香港形容成「最後生存」的地方，就是以冷戰左

右對壘的視角，從台灣立場發言，將香港視為右派「自由陣營」抵禦中共侵略

的最後防線。因此，張列宿使用「砸爛三百多萬人飯碗」、「騷亂」、「搗亂香港

市民的安寧生活（也就是他們所說的「落後腐化的資本階級生活」。）」、「挾持

全香港」來形容香港社會安定受到暴動擾亂後會發生的危機。南蠻則強調香港

社會最需要的是安定，而這份安定即將被剝奪，需要法治來維繫。因此，他採

用的修辭，就會是反過來描述「沒有被奴役虐迫的痛苦，沒有死亡威脅的恐

怖」、「食衣住行的滿足」、「人與人和平共處」，畫出安定社會的美好圖像，加深

香港市民對於代表法治的港英政府的依賴。二者巧妙地將「生存」的急迫性與

必須性與反暴動做出連結，意圖引發香港市民自發性地反抗左派團體抗爭行

動。 

大多是人把香港當作是「最後生存」的地方，所有人把香港安定

看作是個人生存必須條件，一旦這種環境被陰謀者企圖加以變易

的時候，誰能讓他們放手胡搞？不能讓他們放手胡搞，就一定要

群起制裁，全力對抗，絕不能讓暴力得逞。今日赤棍們在香港所

施的陰謀，…..事實上乃是企圖砸爛三百多萬人飯碗。 

製造騷動……討厭透了無聊的暴動。23 

因此，所謂「群眾路線」，他的具體內容，就是「生存的自由，生

活的安定」。什麼是「生存的自由」？從反方面說明，是沒有被奴

役虐迫的痛苦，沒有死亡威脅的恐怖。什麼是「生活的安定」？

獲得衣食住行育樂的滿足，人與人之間和平共處，平等對待，所

處的是民治、法治的社會，人人有共同的權利，共同的義務。24 

                                                      
23 張列宿，〈不能讓赤棍胡搞〉，《香港時報》，1967 年 5 月 12 日。 
24 南蠻，〈群眾路線〉，《香港時報》，1967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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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時報》六七暴動的故事 

（一）暴動受難英雄傳奇 

在 Teun A. van Dijk 建構的批判論述方法中，分析媒體「說故事」的策略，也

是理解「為論述加工的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discourse processing）的進路。

Teun A. van Dijk 指出，批判論述分析要找出新聞中區分「我群」與「他者」的論

述模型，其中，用「說故事」的方式增加細節，區分「我群」與「他群」，也是

常見的策略。其中，在強調「我群」的時候，記者會選擇有利事件進行加工，美

化我群的正面形象。 

不過，在《香港時報》副刊專欄中，由於張列宿、南蠻撰寫的文章類型，多

為評論性雜文；主要負責講述「我群」正面形象故事的，反而是刊登在「讀者之

頁」投書給編輯的讀者。在六七暴動期間，左派暴力抗爭的最高峰，是在 7 月 5

日《人民日報》社論下標：「殺人要償命，血債要用血來還。」之後，在七月開

始到八月之間，陸續發生的「真假菠蘿陣」。左派組織在香港城市各處佈置了炸

彈，往往一天之內多達十幾個，讓警方、軍火專家耗費非常多時間封街處理。《香

港時報》副刊在抨擊左派炸彈行動之餘，針對 8 月 24 日發生商業電台播音員林

彬與堂兄弟林光海上班途中，座車被汽油彈焚毀的謀殺事件，「讀者之頁」出現大

量的祭弔文與支持性的投書，從 9 月每日刊登相關投書，一直到 10 月都還有讀

者主張替林彬伸冤，懲戒左派。由於林彬被暗殺的原因，推測與他在商業電台抨

擊左派有關，因此，在讀者投書中，他被推舉為千古烈士，讀者甚至用彷彿親眼

見證他被左派組織謀殺的恐怖現場口吻，重述林彬事件，加強林彬公開發表反左

言論為義勇之舉，將他被殺的結果定調在為港人壯烈犧牲的受難英雄。 

有趣的是，重述林彬事件的讀者投書與祭悼文，會夾雜文言文，或者純以文

言文作悼亡詩等等，並多用古代典故。不過，若從 Teun A. van Dijk 所提出的「心

靈模型」如何運作在對話中，除了應觀察主觀、個人化經驗，也應該綜合文本中

各種語言學層面的資訊，包括語音、語法、語意等，喚起個人對於社會文化方面

預先擁有的「知識」。因此，《香港時報》副刊「讀者之頁」編輯與投書讀者為什

麼選用文白交雜，或者純古文的語言形式表達？也是本研究在接下來的分析中會

關注的焦點。 

已故林彬先生秉董狐之筆，啟常山之舌，三月以還，對港九赤匪暴徒之

企圖癱瘓水陸交通，收拾市民生命，破壞經濟及操縱市民生活種種暴

行，林彬先生不惜義正辭嚴，予以揭發、駁斥與痛責，一士諤諤，輿論

景仰。詎昨被赤匪暴徒之所謂「鋤奸突擊司令部」派出赤匪三人橫加焚

燒，卒於八月二十五日中午不治逝世，未港三百餘善良守法市民以林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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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死，出於宣揚正義，擒伏發奸，一致深切哀悼。25 

（二）暴動左派參與者告解 

對於 van Dijk 而言，研究權力運作，主要是揭露一個團體如何透過行動與認

知控制另一個團體，特別是基於自身利益，使用遊說、掩飾、操控去改變其他團

體成員的心理。《香港時報》副刊中，除了大量刊登讀者訴說林彬受難英雄故事

之外，還有一類特殊的「說故事」方式，是以工人、左派暴動參與者，或者抗爭

者家屬的身分，以過來人角度懺悔參加暴動，或者呼籲同為工人階級，與尚未加

入鬥委會但支持港左的市民們，趕緊脫離、譴責左派抗爭活動。也有如〈誤闖賊

船顯落港共陷阱 青年感謝當局 即時揭破陰謀 呼籲港九同學認清敵我〉強調青

年加入左派是無知「誤闖」、被耍弄，以此攻擊、瓦解左派媒體上刊登參與抗爭

者堅定反英的經歷。 

除了親身經歷見證之外，也有不少以傳聞、聽說來呈現故事。這些聽說來的，

曾經參加暴動又深深懊悔的故事，透過簡化（summarization）與局部改寫（local 

transformation），刊登在反共立場鮮明，以反共人士故事為多的《香港時報》上，

同時呈現新奇性（novelty）與反常性（negativity）。作者通常會強調傳言中的主

角與自己並不相識，是從朋友處聽來的轉述，在並非關鍵的細節上使傳言具體，

對於抗爭者或其家屬實際參與程度、受害、悔悟的情況又模糊帶過，並強烈地主

張以這些傳言中的人物作為反共榜樣。因此，故事的真實性究竟多高，使人存疑。 

我也知道：官塘南安樓三樓一號，有一位江西籍之陳太太，其夫陳先

生，於多年前在港病逝，遺下這個子女，生活頗為清苦，他的大女還在

讀書，其男孩子中有一個在心浦崗某理髮店做工，大概就是今年五月間

吧？在港匪共作亂，于暴動中不知怎樣犧牲了，陳太于切齒傷痛之餘，

自行把暴亂中死去的兒子，認領埋葬，其後有左仔人等，攜備港幣五百

元，送至其家，給予「撫卹」，這位深明大義的陳太太，與昨日報紙所登

消息一樣，拒不接受，且斥左仔無恥……關於這一事實，我也不知道在

什麼報上發表過沒有？但我是不曾看到過。我與這位陳太太，也不相認

識，是聽見一位朋友說的，但事實還事實，倒不會有什麼虛假……。26 

                                                      
25〈火燒林彬人皆共憤，無數林彬崛起 向港共算血賬 港九群眾一眾聲討歹徒〉，《香港時

報》「讀者之頁」，1967 年 9 月 2 日。 
26〈兒子在新埔崗橫死 陳太太大義凜然 拒絕港共利用 造「烈士」陰謀不逞〉，《香港時報》

「讀者之頁」，1967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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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暴動受害者見證 

在批判論述分析中，觀察媒體如何以親身經歷講述負面事件，在負面事件上

給予可信細節，是說故事的重要技巧。相對於左派參與者的懺悔與告解，《香港

時報》副刊尚有大量市民讀者，以無辜受害者的身分，自陳在暴動中蒙受損失、

迫害、連帶影響等。一方面向主編求助；另一方面，又以見證自己的受害經驗，

來呼籲港英政府、報刊編輯、讀者共同打擊共產黨。在受害者的身分上，還分為

直接在暴動中遭受傷害、因為暴動擾亂數會秩序而影響經濟生產、家人滯留在中

國「勞改」等。 

主編也會依照投書讀者的身分以及其陳述的經驗與問題給予解答。有趣的是，

投書的讀者在說故事時，通常對於抗爭行動與港左，會夾帶著許多激烈情緒，甚

至提議暴制暴。此時，回覆投書的主編就會扮演著安撫的角色，呼籲讀者冷靜、

守法，保持文明態度等。兩造說故事態度上的差異，也會是本研究在接下來要著

力之處。 

敬啟者：本人自一九五九年由大陸偷渡來港的。家人在大陸，無時無刻不

想念著家人。但是，最近父親給共匪捉去「勞改」，母親在大陸受苦。所

以，我非常憎恨共匪，所以我想往台灣，參加國軍，為國家出力。請問：

參加國軍，要有什麼資格？……答：你應該冷靜一點，不好太衝動，你現

在做什麼事？該好好地工作。香港有三百八十萬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都是反共的，這些人無時無刻都在和共產主義作戰，對港共的恐怖活動鬥

爭，只不過方式不同，並不是一定要執干戈前線才算是愛國反共。27 

（四）中國難民流亡香港故事 

承前述，Van Dijk 明確指出批判論述分析的操作，是要找出新聞故事中區分

「我群」與「他者」的論述模型，例如美化我群同時聚焦他者的負面形象。《香

港時報》作為台灣國民黨報紙，在副刊中對於「我群」與「他者」的範圍該怎

麼劃定，又要如何招喚香港市民的認同，勢必面臨尷尬的處境。因此，副刊

「讀者之頁」讀者投書，就負擔了這一份台灣報刊在香港建立「我群」的功

能。 

值得注意的是，「讀者之頁」也有匿名投書，只以職業別、省籍代稱投書作

者，這個現象在中國流亡南來難民的香港故事中，特別常見。而難民與國民黨

共享被共產黨驅逐，在他鄉求生的逃難經歷，也成為《香港時報》捨棄用國

族、地域作為共同體建立的單位，以反共作為標準，將台灣、香港南來難民與

                                                      
27 〈父被「勞改」母受苦青年憎恨共黨 至切從軍殺敵 未諳自己有無資格〉，《香港時報》

「讀者之頁」，1967 年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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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民劃定為相同群體，區分香港左派為「他者」的策略。「讀者之頁」主編

甚至擔任難民剛剛到港，尋求應如何取得身分證等問題的窗口。 

因此，觀察、統計「讀者之頁」刊登香港難民的流亡見證，如何訴說他們

受迫害的故事，以及其如何回憶原鄉落難經驗凝聚省籍認同，與南來後融入香

港社會情況等，也都是本研究關注的重點之一。 

我是上月剛從大陸逃過來的一青年，本人世居廣州，……我在失業失學的

困境中，只好自修。那時，共匪又提出什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口號，

我當然便成為奴役的對象了！……美見迫得利害，我只好連家也不歸，終

日徬徨在外，我不是一個人，而有千千萬萬與我同樣的青年。幸好有同學

介紹我去佛山教書，我已任教了一年多了，可恨共匪又發動的「文化大革

命」，那些所謂的「紅衛兵」抄了我的家，……我要永遠脫離苦海，要尋

求人身的自由，……歷盡千辛萬苦，棲山宿雨，飲水充飢，日宿夜行，走

了七日，在風雨交加之後，逃出虎口，抵達這自由之地，獲得新生。這是

我一段悲慘經歷。28 

四、《香港時報》六七暴動的標籤 

Van Dijk 明確指出批判論述分析的操作，是要找出日常談話、政治論述、新

聞、教科書與故事中區分「我群」與「他者」的論述模型，本研究稱為「標籤

化」的歷程，以論域美化我群同時聚焦他者的負面形象。 

本研究將針對《香港時報》副刊的「讀者投書」版面，討論《香港時報》

在六七暴動期間的如何以論述打造香港左派的負面結構。在負面結構部分，本

研究從從標題、線索、摘要、文本基模的屬性，以及語法與句法的整體結構，

將負面結構分為：標題與版面安排、暴動事件的選材與改寫，以及突出左派負

面形象與幼體化工人形象作為。 

（一）左派負面報導的標題與版面安排 

報導標題是最直接、迅速傳達報導內容主旨的方式，除了相較內容更簡短

好讀之外，一方面能強調重點，另一方面也能以關鍵字方式增強讀者的印象。

在六七暴動期間，《香港時報》副刊的「讀者之友」、「讀者之頁」，就以讀者投

書的形式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輿論代言者角色。而其中許多文章的標題，都直接

傳達對於香港左派的負面形象，比如將赤色份子、共黨視為詭計多端陰謀者，

又或者將左派份子直接以「狗」、「老鼠」、「幼稚病者」稱之，試圖去除左派的

人性與智性。又或者將香港共產黨舉動稱為「罪大惡極」、「窮途末路」，形塑其

非法的形象。而又由於這些文章刊登於讀者投書版面，有助於強化主流輿論的

                                                      
28〈三個少女衝破鐵幕來港 控訴共匪暴行 反映人皆仇共 可領身分證在港定居〉，《香港時

報》「讀者之頁」），1967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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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向，讓讀者相信這是「多數人」的想法與意見。 

勞工讀者陸重光，〈市民應與港府推誠合作 揭破赤色陰謀 遏止惡性工潮 

加強廣播糾正歪曲宣傳〉29 

魯若愚，〈毛賊無稽口號破產 左仔成過街老鼠 已臨窮途末路 若不悔悟

難忘群眾寬恕〉30 

呂鐵臂，〈殺人放火製造港九暴亂：港共罪大惡極 勿能任其逍遙法外〉
31 

（二）暴動事件選擇與改寫 

六七暴動自 1967 年 5 月起，持續至該年 12 月，從最初的工人運動、反港

英政府示威，演變成後來的赤色恐怖主義及炸彈襲擊平民等行動。這當中還包

含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以及澳門一二・三運動的影響，因此在暴動成因與權力

組織結構上並非能從單一事件見出事實。也因此，副刊如何選擇暴動事件的報

導，並減少國民黨勢力自從在澳門一二・三事件中的受挫力道，便是在負面結

構中，如何美化我群，同時聚焦他者的論述實踐。 

我代表大陸逃港我所認識的難胞，向你作點衷心勸告。數月前，左派份

子在澳門所策劃的暴動事件，正是今天九龍暴動的前奏曲，它們在澳門

試驗成功了，便企圖把它在澳門的那一套經驗搬到香港來，企圖使香港

變成澳門，讓英國成葡萄牙的無能。32 

中秋佳節倍添愁，彈影驚魂度中秋；香江流浪思毛仇，喪盡天良恨更

仇。有國有家歸不得，喜慶天意人共樂；獨對明月恨悠悠，遙望神州不

勝愁。
33
 

                                                      
29 勞工讀者陸重光，〈市民應與港府推誠合作 揭破赤色陰謀 遏止惡性工潮 加強廣播糾正歪曲

宣傳〉，《香港時報・讀者之頁》，1967 年 5 月 14 日。 
30 魯若愚，〈毛賊無稽口號破產 左仔成過街老鼠 已臨窮途末路 若不悔悟難忘群眾寬恕〉

《香港時報・讀者之頁》，1967 年 5 月 29 日。 
31 呂鐵臂，〈殺人放火製造港九暴亂：港共罪大惡極 勿能任其逍遙法外〉，《香港時報・讀

者之頁》，1967 年 10 月 1 日。 
32 大陸逃港難胞柳亞束，〈給參加騷動者的一封信 逃亡來港難胞 呼籲分清敵友 掉頭集中力量

打倒毛〉，《香港時報・讀者之頁》，1967 年 5 月 19 日。類似逃港難胞的投書還有：報國人，

〈製造仇恨破壞公眾秩序 妄想掩飾內亂 只會使人厭惡 港九市民勿受赤棍欺騙〉，《香港時報・

讀者之頁》，1967 年 5 月 20 日。 
33 晨曦，〈中秋述懷二首〉，《香港時報・讀者之頁》，1967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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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出左派負面形象與幼體化工人形象 

本研究除了討論副刊標題如何生產負面結構外，在內容部分，因比起標題

能有較多細節描述，因此在左派負面形象的塑造中能有更多篇幅呈現。而又由

於六七暴動起初是因工人抗爭引發，因此香港工人作為暴動參與的主體，是最

主要發聲者。有別於暴動中的工人形象主要為積極抗爭者，副刊在工人形象的

塑造中，採取幼體化策略，將工人視為文盲者，是受左派份子欺騙者，是共產

黨陰謀論下的受害者，也是罷工罷市行動中的被犧牲者。 

本港之左翼人士，早有預謀作顛覆活動，於此暴動中，某匪報竟然造謠

謂「香港大學、浸會書院、新亞書院、金文泰中學及聖保羅中學」等同

學「支持他們在本港之活動。」我們不必逐一提出來，。只聖保羅中學

一所，則知其為造謠，何解呢？我們回顧一下「文化大革命」在大陸初

起時，北平偽政權向北平聖心書院迫害，硬指聖心書院修女為「間諜」，

實行宗教迫害，以致聖心的名修女之一，到港後，因受海過度，而終於

一命嗚呼。34 

因為我流亡香港已經十七年了，現在為了我們少數的迷途工人，尤其是

文盲者，眼見得被害了還不自知，所以我實在悶不下去了，像半瘋一樣

的，請貴報給我說兩句話吧。……最近的工潮，稍懂一點世故的，就知

道是「澳門」搬來香港重演，為什麼我們自由工人中會出現，他們不看

看大陸的真相？在香港有了自由，還被共匪利用盲目助賊「造反」，禍害

這一點點自由之地……35 

五、結語：發現與貢獻 

本研究一方面接續前二期科技部專題研究，繼續在臺灣、香港、中國跨區域

文藝思潮傳播與守門人研究主題上著力，擴展研究區域；另一方面，以右翼報刊

為例，投入過去較少關注的左派組織、事件對香港文學史的影響。 

具體而言本研究蒐集、整理香港「六七暴動」背景的各種論述。針對右翼報

紙副刊，如《香港時報》，對「六七暴動」的雜文專欄、讀者投書，借用並修正

批判性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的方法論建立研究框架，觀察

國民黨辦理的《香港時報》在暴動發生期間的副刊內容，反映出夾在英國政府、

美國與中國勢力之間，台灣在香港處境的變化，又如何影響了文學發展。 

                                                      
34 草草，〈市民支持港府加強團結 歹徒色厲內荏 必然無隙可乘 應將它們逐個遞解出境〉，《香

港時報・讀者之頁》，1967 年 5 月 26 日。 
35 黃恂瑾，〈失業海員發表意見 勸告港九工友 勿受赤狗利用 應該知道自由的可貴〉，《香港時

報・讀者之頁》，1967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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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影響文學發展的因素，正是 van Dijk 所指「脈絡化過程」中的知識，只

不過這種再現由於涉及社會集體認同的建構，乃至集體利益的衝突，所以在涉及

他者群體時，通常都是帶有偏見（biased）的，也通常都是以兩極化的形式呈現

的（van Dijk, 1998a, p. 25）。 

為了從語言文本中搜尋出這種藉「兩極化策略」（strategy of polarization）所

呈現的種族主義論述，van Dijk特別提出一種「意識形態方陣」（ideological square）

的分析策略，亦就是在觸及族群議題時，藉由一種「歸類」所形成的「功能移動」

（functional moves），有效的將「我們」與「他們」予以區分並加以對立，其中

特別是針對我群（in-group）的讚揚以及對異己（out-group）的貶抑（van Dijk, 1998a, 

p. 33）。在 van Dijk 看來，意識形態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一個團體的自我歸類的基

模（self-schema），將某些團體所集體認同的特徵予以類目化（categorize），如目

標、規範、集體行為等，再透過歸類的方式將社會中的人們予以區分並對立，這

種分類可以劃分成下面四個方陣（van Dijk, 1998a, p. 33）： 

一、著重強調我們正面的品質（properties）/行為（actions） 

二、著重強調他們負面的品質（properties）/行為（actions） 

三、儘量淡化我們負面的品質（properties）/行為（actions） 

四、儘量淡化他們正面的品質（properties）/行為（actions） 

在《意識型態：一個跨學科的途徑》一書中，van Dijk 進一步再將這種原本

只針對我群與他者加以歸類的意識形態方陣擴張到所有資訊的傳遞上（van Dijk, 

1998b, p. 297）： 

一、表達/強調有利我們的正面資訊。 

二、表達/強調不利他們的負面資訊。 

三、壓制/淡化有利他們的正面資訊。 

四、壓制/淡化不利我們的負面資訊。 

這種「意識形態方陣」的分析策略在處理種族主義論述時之所以有效，在

於絕大多數涉及種族主義的論述文本都會事先聲明「反對種族主義」，同時聲稱

絕對擁護種族平等的價值，然後再以間接或迂迴的方式傳達對少數族群或族群

關係負面的資訊或觀點。van Dijk 認為這類型的論述提供了不少強調或淡化某些

「意義」的方式，許多會呈現意識形態意涵的論述經常不是說得太少，而是扯

進太多不相關的事物，例如不經意地貼上若干負面標籤等（van Dijk, 1991b, p. 

114）。 

本研究根據 van Dijk 的意識形態方陣歸納方式，有了兩個部分的研究發現：

一、意識形態論述脈絡與論點；二、修辭、說故事與標籤化。在這兩部分的研究

發現中，本研究又細部檢視報紙文本，並提出了幾點類型分析。 

一、意識形態論述脈絡與論點： 

1. 意識形態美國機器：在國際情勢下，香港的右翼報刊論述基本上順應英

美言說，並以美國言說作為中心進行傳播。透過意識形態美國機器的啟

動，強化了冷戰下的反共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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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華民國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由於冷戰局勢與國共內戰的影響，中華

民國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不僅透過《香港時報》強化香港與臺灣的反共

論述，更在六七暴動的歸因與咎責中，訴諸對共產黨、共產主義的恐懼

情感。 

3. 意識形態英國機器：《香港時報》由於在香港發行，為了順應在地發行

的特質，除了順應國際情勢下英美言說之外，也提供了港英殖民治理政

策的分析，透過這部分分析，得以澄清六七暴動的本質，並從而提出暴

動的歸因與咎責。 

二、修辭、說故事與標籤化： 

1. 修辭：《香港時報》透過修辭，提供了執政者、抗議者與市民形象

的論述。 

2. 故事：為了強調我群的正面形象，《香港時報》講述了暴動受難英

雄傳奇、暴動左派參與者的告解、暴動受害者的見證以及中國難流

亡香港的故事。 

3. 標籤化：為了強化反共論述與對暴動進行歸因與咎責，報刊以狗、

老鼠、幼稚病者等稱呼左翼份子，又或者將香港共產黨舉動稱為「罪

大惡極」、「窮途末路」，形塑其非法的形象，從而將左翼份子標籤

化。 

從以上類型分析中，本研究指出《香港時報》作為中華民國的政黨宣傳機關

報以及香港右翼媒體代表之一，在支配者論述策略上具有「合法性」的控制，國

民黨政府、新聞編輯以及港英政府都具有介入、掌控、分配與決定《香港時報》

對六七暴動的詮釋權，而這也彰顯了權力結構的不公。因此，被支配者雖也共享

了六七暴動的時代記憶，然而由於缺乏介入六七暴動論述的管道與權力而處於劣

勢，僅能作為接受者，接受由支配者所定義的語言去理解六七暴動。而本研究運

用批判論述分析方式，檢視國民黨報刊如何運用論述與修辭，建構六七暴動，並

藉此訴諸恐懼，不僅在香港與港英政府一同維持穩定，更由於《香港時報》也在

臺灣販售，因此也當時的戒嚴時期，也提供給臺灣讀者想像香港的暴動，進而內

化戒嚴合理性的統治方式。 

這樣的研究也提出一個思考，即是我們如何能定義並檢視強權拉扯下建構的

恐懼與言論迫害？當冷戰使得某些政權以國家安全為由，在內政上走上獨裁或威

權統治，政治異議人士遭到迫害，自由與人權受到箝制之時，國家機器往往透過

報刊論述，從而啟動特定的意識形態。然而，在這樣的時代限制與反共政策主導

之下，英國真的能維護言論自由？而國民黨政府統治的臺灣也真能藉此維持島內

言論的管制嗎？這是值得我們繼續深思的。 

成果二：六七暴動前後《伴侶》編輯策略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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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的轉變 

左派刊物《伴侶》，作為包納左、右派作家，定位為生活類綜合性雜誌，強

調給予青年讀者日常輕鬆的陪伴，銷售成績相當亮眼。然而，六七暴動前後，

《伴侶》雜誌的編輯策略與創作取向產生轉變，左傾的政治立場逐漸被凸顯，

但又必須顧慮港英政府的言論管制，以及保持銷售量而維持兼容不同立場的路

線，使《伴侶》在六七暴動中成為特殊的存在。冷戰初期，香港政府對電影的

審查與管制，特別注意親共電影對香港本地社會穩定的影響，甚至在中共於

1949 年建國之前，就已經嘗試壓制親共媒體。當時的港督葛量，洪曾聯合新加

坡與馬來亞聯合邦政府禁制所有親共影上映。中共建國以後，香港政府不顧倫

敦殖民地部反對，訂立緊急情況規例（Emergency Regulations），容許政府審查

郵件與出版物、有權拘捕、拘留與遣返可能會危害公共秩序的可疑份子，為的

是防止中共入侵香港。不過，避免挑釁中國，港督並沒有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

態（李淑敏著、鄺健銘譯，2019：7）。除此之外，五○年代末，廣州新華社、

香港南方影業與香港親共電影工作者向港英政府抗議，要求停止歧視中國電

影，香港政府因此而放鬆了電影審查政策（李淑敏著、鄺健銘譯，2019：85-

87）。然而，到了六○年代，香港親共左派組織升級抗議香港政府言論管制的行

動，在左派刊物公開批判檢查員小組與審核員會，但六七暴動發生期間，運動

因抗爭力道疲軟而失敗，且文革發生之後中國輸入香港的電影數量急遽下降，

香港親共左派反電影審查運動就此告一段落（李淑敏著、鄺健銘譯，2019：

111-118）。 

暴動發生時，香港總督戴麟趾與倫敦決策不同調，判斷中國的香港政策會

持續奉行「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積極與中國談判，以強硬的管制、鎮壓手法

打擊左派人士（鄺健銘，2015：150-152）。在言論管制方面，戴麟趾也考慮過

檢控《文匯報》和《大公報》所發表的「煽動性」報導及評論，林彬被暗殺事

件發生後，港府向獨立營運的左派報刊開刀，令其收斂，政治部也在暴動後調

查更多左派共產黨的地下活動。政治部對左派的調查力求成功滲透，同時，對

右派採取高壓手段，防止右派以香港作為基地顛覆中共政權。六七暴動之後，

原先為香港左派電影公司工作的導演與演員紛紛脫離左派陣營，左派刊物也因

積極發動輿論戰而銷量暴跌，走溫和路線的《新晚報》、《晶報》與《商報》，也

聽命於新華社「反英抗暴」的路線，以嚴肅的左傾文章替代輕鬆、娛樂性質的

專欄與小說，使許多讀者卻步（張家偉，2012：145-189）。 

    在這樣的氛圍中，《伴侶》如何調整編輯方針，繼續辦刊，成為持續保有話

語權的左派寫實刊物？是本研究關懷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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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伴侶》編輯策略 

《伴侶》雜誌創刊於 1963 年 1 月 1 日，是由李怡、吳羊璧發起的左翼輕文

藝半月刊。刊物主要鎖定青年讀者，至 1971 年 10 月 16 日止，共出版 212 期左

右。《伴侶》每期使用全張紙印十八開，共三十六面印刷。初期由李怡、吳羊璧

負責主要撰稿，後陸續增加王鷹、吳山等成員。吳山主理經理部事務，王鷹為插

圖畫家，使用王綺薇之名，同時包攬編輯部雜務及督印人。（雙翼，1986） 

《伴侶》創辦後，發展順利，在最高峰的時候曾出現一萬冊的銷售成績。在

當時香港出版物是以東南亞讀者為主要銷售群的情況下，主要銷售於香港的《伴

侶》，在 1960 年代的刊物中，顯然意義相當特殊。《伴侶》的成功對於編輯群是

一大鼓舞，因此李怡、吳羊璧、王鷹、吳山再聯合舒巷城共同創辦《文藝伴侶》。

然而，內容屬純文藝的《文藝伴侶》月刊自 1966 年 4 月 25 日創刊後，因經濟因

素，只出版四期即告結束。（李怡，1986） 

不過，根據李怡近年的自述，曾提到：「（文革前）參加參訪團回港後，按照

我獲悉的中共對港政策和對我工作的肯定，我積極籌備再出版一本《文藝伴侶》

月刊。但隨着大陸學毛熱潮升溫，大批判到來，言論趨於一元化。1966 年文革爆

發，那些我剛參訪過的文物遭到破壞。隨後到 1967 年，文革病毒感染香港，掀

起我們當時稱為「反英抗暴」的左派暴動，一年多前在北京獲知的中共對港政策

來了一個大顛覆。我的心路歷程也進入一個大混亂時期。」（李怡，2019）也就

是說，《文藝伴侶》僅出版四期即告結束的具體原因，或許除了經濟問題之外，

也與編輯李怡當時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導致「心路歷程大混亂」有關。 

目前，《伴侶》未有具體的結束時間，然而在第 172 期（1970 年 2 月 16 日）

中，刊出一位讀者來信指出雜誌的存亡問題：「目前到社，聽到讀友們在談論著

一件大事，那是關於「伴侶」存亡的大事。這件事，豈止令我震驚，簡直是令我

痛心，使我擔憂。痛心的是：辦了七年的「伴侶」，終於在加租加價的浪潮下，

遭到了無情的打擊。」（巫濤，1970：42）從這位署名巫濤的讀者來信中可知，

《伴侶》在 1970 年可能遇到經濟問題導致刊物難以持續，然而若對照李怡於 1970

年 2 月創辦《七十年代》的經歷，再加上他的妻子梁麗儀在文革時被批判為「對

學生進行反動母愛教育」，1970 年又以有「香港特務老公」之罪名，被隔離審查

數月，夫婦分隔兩地多年，1974 年才重聚的事實36，《伴侶》的確可能於之後不

久便宣告結束，而影響其停刊原因，也許與前述，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衝擊，以及

李怡由於妻子遭到隔離審查，使得他必須聽命於中共不無關係。 

《伴侶》作為六七暴動前創辦的左翼代表性文藝刊物，它的東南亞傳播左傾

文藝觀，不但與中國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國文藝政策遙遙呼應，又在「六七暴動」

中或隱或顯受到衝擊。無論編輯受文化大革命影響，編輯方針偏離文化大革命的

主流路線而停刊，或者因為發行成績不理想，經費不足，刊物無以為繼，都可以

                                                      
36 參 http://moodytang811.blogspot.com/2016/07/1936413.html。 

http://moodytang811.blogspot.com/2016/07/19364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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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入六七暴動前夕香港文化環境之騷動，觀察左派文化人活動在暴動前夕的活動

與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影響。 

《伴侶》的左翼代表性文藝刊物，不僅在於刊物的左翼色彩，更在於創辦近

八年的《伴侶》，由於其編輯策略的成功，受到眾多讀者喜愛，堪稱 1960 年代的

香港刊物代表。而這樣一本所謂「輕鬆、綜合性，且追求知識與提高素養」的刊

物，在編輯群中的醞釀已有兩年。 

《伴侶》曾在三週年紀念時，刊出〈伴侶小史〉，訴說《伴侶》誕生的故事：

「在 1962 年的夏天，太子道上某一層樓中的一個小房間中，有三個年輕人37起

勁地在忙點什麼。他們在一本用白報紙訂成的簿子上，寫上虛擬的題目，畫上虛

擬的插圖，還貼上了彩色繪畫的封面，畫出了一本雜誌的『藍圖』。雜誌封面上

寫了兩個字『伴侶』。」38而創刊號更以〈人生的伴侶〉為比喻，說明《伴侶》雜

誌希望成為青年讀者人生伴侶的願景。也就是說，《伴侶》相當重視讀者，並且

是以這樣的目標去擬定雜誌的編輯策略，並從而展開除了雜誌出版外，更可見徵

文比賽、出版「伴侶叢書」與電影年鑑、集體詩集出版計畫、定期旅遊、音樂會、

攝影會、作者座談、乒乓球賽等文藝或聯誼活動。 

《伴侶》的編輯策略大致可分為五部分進行：一、策劃互動；二、重視讀者

意見；三、透過讀者揭露或協助強調雜誌社動態，以達佈告或宣傳效果；四、另

外出版書刊；五、左翼傾向的宣傳等五類。以下針對各類分述之。 

（一）策劃互動 

《伴侶》面向的讀者社群是青年，而自雜誌創刊起，就相當注重與讀者的

互動。因此，從《伴侶》歷期刊物中，可見雜誌共以徵文、音樂會、定期與不

定期旅遊、乒乓球賽、自製聖誕卡、文藝座談、介紹訂戶有獎比賽等活動與讀

者進行互動。 

I. 徵文 

《伴侶》舉辦過三次徵文活動，主題分別為「我的伴侶」、「詩文會友」以

及「我的一天」。 

〈我的伴侶〉是《伴侶》第一期就宣布的徵文，徵文說明為：「你可以圍繞

著「我的伴侶」這個題目，用各種形式——小說、散文、詩，寫下你所經歷過

的、或正在經歷的一段美好的或痛苦的情誼，甚至僅僅存在於你的理想中的

『伴侶』，你也可以把他（她）著意素描一番。把你寫下的文字寄來本刊，一經

刊出，即致薄酬。由於本刊篇幅有限，稿子寫短些，將會較易刊出。但並不排

                                                      
37 應指李怡、雙翼（吳羊壁）、王鷹。 
38 編輯部，〈「伴侶」小史〉，《伴侶》73 期（1966 年 1 月 1 日），頁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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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精彩的長稿。」39從徵文說明中可見《伴侶》的定位為綜合性文藝刊物，小

說、散文、詩歌皆接受。 

《伴侶》除了策劃雜誌與讀者的互動之外，也期待讀者群能彼此認識、交

流。因此，自第 16 期開始，《伴侶》以「詩文會友」為徵文主題，希望能以半

月出刊一次的雜誌為媒介，提供讀者之間交流、聯誼的管道。徵文說明為：「這

次徵文的內容是「詩文會友」。這與其說是徵文，無寧說是每半月一次的聚會。

每一個讀友，都可以用筆來參加我們的聚會。在聚會上，你可以介紹自己的經

歷，可以講一個你最喜愛的故事，可以將你的抒情詩通過本刊獻給你的伴侶，

可以介紹你的好友給大家認識。」40 

「詩文會友」在第 18 期之後，與雜誌新闢的「與讀者對話：讀者之家」欄

位合併，正式成為編者與讀者、讀者與讀者之間的長期互動空間。 

在出刊一百多期後，雜誌以「我的一天」進行徵文，而這個徵文主題於來

自陶融（即何達）的建議。在 120 期的〈編輯室札記〉中寫道：「陶融先生建議

的「可以公開的日記」這種形式，也可以在這一版出現。總之，凡是讀者在生

活中的閱歷、見聞感慨等等，都可以投稿一版。」41而在第 135 期〈編輯室札

記〉又寫道：「出乎編者們意料之外，徵文比賽的來稿大有『洶湧澎湃』之勢。

也許寫的都是自己的生活，不管是職業青年組的『我的一天』，或者學生組的

『考試前後』，這都是生活的一部分。」42 

細究「我的一天」徵文，可以觀察並推論出當中的政治意涵。公告徵文時

間在 1967 年 12 月，也就是香港六七暴動尾聲。當時，由於左派份子在暴動期

間造成市民傷亡，香港政府與右翼媒體又大力斥責左派份子，並不斷強調恐懼

的情感，因此香港社會普遍有了排斥左翼的傾向。因此，作為左翼立場的雜

誌，《伴侶》此時的徵文應有其特殊用意。 

此外，何達所提出的「我的一天」應是仿照茅盾編輯《中國的一日》的構

想。1936 年，茅盾受到蘇聯「世界的一日」啟發，曾號召徵文「中國的一

日」，並編輯《中國的一天》，集結展示當年 5 月 21 日中國各地區、各階層的日

常生活，藉以呈現集體的聲音並凝聚民族想像。《伴侶》的「我的一天」徵文，

在這樣的脈絡下，也是希望在六七暴動後的普遍反左情緒中，重新凝聚香港社

會對左派的支持信念。 

II. 辦音樂會 

《伴侶》創刊後共舉辦過兩次音樂會，而一開始的音樂會構想，是由一位

署名 C.K.M 的讀者提議，編輯部回應：「你提的兩個意見，在考慮中。「音樂欣

                                                      
39 〈我的伴侶〉，《伴侶》第 1 期（1963 年 1 月 1 日）。 
40 見《伴侶》第 16 期（1963 年 8 月 16 日）。 
41 見《伴侶》第 120 期（1967 年 12 月 16 日）。 
42 見《伴侶》第 135 期（1968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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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會」是可以舉辦的，只是何時舉辦，還未確定。」43在回應完 C.K.M 讀者的

建議後，《伴侶》於隔年 8 月發布音樂會消息：「為了適應本刊讀者的要求，增

進本刊與讀者之間以及讀者與讀者的友誼，本刊決定在本月下旬舉辦一次音樂

欣賞會，除了欣賞唱片及對播放之音樂作適當的介紹之外，還邀請個別有音樂

能力的讀者上台表演。」44 

第一次音樂會相當順利，使得《伴侶》決定於隔年再辦一次音樂會：「第二

次音樂會於一九六五年九月二次舉行。這一次音樂會更進一步正規化。得到顧

錦華、吳厚蕊、羅美琪、温其忠、吳節高、盧景文、劉大華、林風、蔡慧儀、

嚴官發，以及讀者們組成的合唱團的協助，電影明星馮真司儀。第二音樂會的

成績更為美滿，我們希望以後能夠繼續舉行有份量的音樂會。」45 

《伴侶》的兩次音樂會，都邀請香港明星登台表演，除了演唱和演奏、造

型唱片欣賞，編輯群也曾寫詩現場朗誦，顯見《伴侶》希望以直接面對讀者的

方式凝聚情感。 

III. 定期旅遊 

《伴侶》出刊期間，在五週年前夕，即曾刊出讀者建議：「許多讀者向我們

提出復活節來一次大旅行。這是很好的提議。」46因應這樣的建議，編輯部隨

即宣布舉辦五週年慶祝旅行，並決定在復活節期內舉辦一次大旅行，歡迎「伴

侶」的讀者參加。47第六年舉辦園遊會，第七年也於 1970 年元旦舉辦了旅行。
48 

《伴侶》的定期旅遊在五週年後開始，正好是香港六七暴動結束後的隔

年。或者也可從中推論雜誌社亟欲在暴動後，在香港社會中重新建立讀者對左

派的好感。 

IV. 乒乓球賽 

《伴侶》在 1969 年 6 月 16 日的〈編輯室札記〉，提到阿奇、於雷兩位長年

為雜誌寫稿的作者，未曾謀面，卻在雜誌社裡相遇打起乒乓球。49到了 1971 年

5 月 16 日的〈編輯室札記〉，則指出「現在，市面上流行著一句術語：「乒乓

熱。這是我國乒乓球代表團來港匯報表演所掀起的熱潮。」50兩個月後的〈編

輯室札記〉，更是指出「乒乓熱潮遍港九，伴侶的讀者，也在這熱潮下舉辦了一

                                                      
43 見《伴侶》24 期（1963 年 12 月 16 日）。 
44 〈關於本刊具辦的音樂會〉，《伴侶》40 期（1964 年 8 月 16 日），頁 2。 
45 〈「伴侶」小史〉，《伴侶》73 期（1966 年 1 月 1 日），頁 79-80。 
46 〈復活節大旅行〉，《伴侶》128 期（1968 年 4 月 1 日），頁 39。 
47 〈復活節大旅行〉，《伴侶》128 期（1968 年 4 月 1 日），頁 39。 
48 〈慶祝伴侶創刊七週年舉辦大旅行〉，《伴侶》168 期（1969 年 12 月 16 日）。 
49 〈編輯室札記〉，《伴侶》156 期（1969 年 6 月 16 日）。 
50 〈編輯室札記〉，《伴侶》202 期（1971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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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新風格的乒乓球友誼賽。賽前賽後，編輯室外盡是一片熱鬧的乒乓球聲。」
51 

《伴侶》對乒乓球的關注，主要來自於 1971 年中國在世界乒乓球賽的勝

利，進而成為成功的外交方式，並進而讓美國與中國建交。 

V. 自製聖誕卡 

《伴侶》在 1963 年發刊第一期曾配合節慶，規劃過一系列聖誕文章，在

〈人生的伴侶—代發刊詞〉中，創刊者就說第一期提早在一月一號出版，是因

為要向讀者祝賀聖誕與新年快樂，希望雜誌能成為青年朋友們的人生伴侶52。

在這一期雜誌中，編輯不但企劃了與聖誕相關的文學、音樂作品，也告訴青年

朋友諸諸如怎麼設計聖誕擺飾、參加聖誕新年舞會的生活知識，展現出雜誌欲

成為青年讀者「生活伴侶」的企圖。不過，到了 119 期的〈編輯室札記〉指

出：「有些讀者來信問今年本社是否出聖誕卡。伴侶的聖誕卡過去是很受歡迎

的。但今年由於選不到適合的畫片，再加上人手不夠，不想降低質量來出版。

到明年，我們或許設計得好一些，再重新搞一批出來。這件事是要向愛護本刊

的讀者致歉的。」53從中也可得知，《伴侶》往年也許在聖誕節前曾出版聖誕

卡，然而 1967 年時，卻因故無法照常出版。 

VI. 文藝座談：「新詩講座」、「文藝座談會」 

《伴侶》在 135 期的〈編輯室札記〉指出：「由於他們住在外埠，一些活動

都不能到來參加，他們大感惋惜。『近水樓臺先得月』，這一次『伴侶』舉辦的

「遊船河」、「新詩講座」、「文藝座談會」……外埠的讀者又要羨慕起香港讀友

了。這方面，我們也實在很抱歉。同時，也希望讀者們提出一些能照顧到外埠

讀者的活動辦法。」54 

從這則〈編輯室札記〉可知，《伴侶》曾舉辦過「新詩講座」、「文藝座談

會」，然而關於進一步的文藝座談資訊，目前史料處於佚失狀態，因此無法得

知。 

VII. 介紹訂戶有獎比賽（140/1968.10.16） 

在 140 期的〈編輯室札記〉中，提到近來《伴侶》訂戶上升，相當踴躍。

然而卻有些外地讀者，也因此期待能縮短收到透過航空郵件寄出的《伴侶》的

                                                      
51 〈編輯室札記〉，《伴侶》206 期（1971 年 7 月 16 日）。 
52 〈人生的伴侶—代發刊詞〉，《伴侶》1 期（1963 年 1 月 1 日），頁 2。 
53 〈編輯室札記〉，《伴侶》119 期（1967 年 12 月 1 日）。 
54 〈編輯室札記〉，《伴侶》135 期（1968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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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於是，「一些經常上社來玩的讀者向我們建議：何不來一個『介紹訂戶比

賽』？」55 

於是《伴侶》在該期便刊出了「介紹訂戶比賽」的參加辦法與獎勵辦法。

透過《伴侶》原訂戶，介紹新訂戶，並在 177 期的〈編輯室札記〉中指出所有

讀者皆相當支持「介紹訂戶比賽」，且是一個長期行動：「編者把讀者提供支持

『伴侶』的辦法告訴大家，不少讀者均表示贊同，推薦義賣『伴侶』；介紹訂

戶；捐贈書籍；募捐等等，行動非常熱烈。讀者認為這個行動是長期的。」56 

（二）重視讀者意見 

《伴侶》在創刊二週年後，主動徵求讀者意見。因此在 47 期〈本刊徵求讀

者意見〉指出由於近兩年來雜誌銷數逐漸上升，為了精進雜誌內容，決定公開

徵求讀者的意見，藉此改善雜誌面貌： 

一、 你對本刊各欄目有什麼意見？你覺得哪一欄是多餘的？你是否每

一期都看完全本刊物？還是有哪一欄你是根本不看的？ 

二、 你覺得本刊應該補充哪一欄目？有哪一些欄目在別的畫報雜誌上

很吸引你的注意，而你在本刊卻看不到？或者有哪一些欄目在所有

的刊物中都沒有而你又很想看到的？ 

三、 你對本刊各欄的內容有什麼意見？你最喜歡看哪一個欄目？你覺

得本刊各欄中寫得最好的是哪一欄？（抒情詩、萬言小說、特輯、

信箱、荷里活通訊等等）而寫得最不好的又是哪幾欄？ 

四、 在你看過的本刊的萬言小說和連載小說中，你最喜歡哪一篇？最不

喜歡哪一篇？ 

五、 本刊各作者中，你最喜歡哪一個作者的文字風格？最不喜歡那一個

的文字風格？ 

六、 你覺得本刊的封面好不好？你最喜歡哪一期的封面？最不喜歡哪

一期的封面？ 

七、 本刊所刊出的黑白照片中，你最喜歡哪一期的哪一張？最不喜歡哪

一期的哪一張？ 

八、 你對本刊的封面、內容、美術、編排等各方面，還有什麼建設性的

意見？你對本刊有什麼希望？有什麼地方你是可以對本刊提出具

體幫助的？你對本刊的印刷、發行、廣告、訂閱及與讀者聯絡等工

                                                      
55 〈編輯室札記〉，《伴侶》140 期（1968 年 10 月 16 日）。 
56 〈編輯室札記〉，《伴侶》177 期（1970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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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什意見？上述各方面，有哪些你是可以對本刊提供具體幫助的？
57 

而後在 120 期58與 128 期59時，都曾公開徵求讀者意見，以便讓雜誌內容更能滿

足讀者的心意。 

I. 透過讀者揭露或協助強調雜誌社動態，以達佈告或宣傳效果 

《伴侶》相當重視讀者意見，同時也相當倚賴讀者的建議。有時，雜誌社

的動態或者尚未公布的消息，反而是先從讀者作為消息來源進行揭露，從中達

到佈告或宣傳效果。 

比如《伴侶》出版合訂本以及《香港影星年鑑》時，便是刊載一位讀者給親

友的信件： 

紫雲表妹：來信託買的「伴侶」合訂本第一卷，我去雜誌社問過，已經賣

光了，據他們說，連雜誌社裡也只存有兩本。這兩本他們是絕不肯賣了。

第二卷和新出的第三卷倒是有的，我跟你買了，並已附郵寄上，想來不久

你就可知道。匯來的錢還剩下一些，我替你買了本「香港影星年鑑」。這

本書也是伴侶雜誌社出版的。全書有一百多頁，彩色插頁就有四十八頁，

每一頁都是粉紙精印的，印刷得好極了。裡面一共收有國、粵、廈語明星

共四百一十四人，每一個都刊出他們的照片和小傳。你說這樣大規模的出

版稿，是否人人都應該有一本呢？60 

從這封讀者致親友的信件中可以得知，這位讀者應是《伴侶》相當忠誠的讀

者，不僅協助表妹購買《伴侶》合訂本，更利用多餘的匯款買了《伴侶》編輯

出版的《香港影星年鑑》，且鉅細靡遺介紹了該年鑑的的印刷資訊。 

此外，《伴侶》在 1970 年時，更是先透過讀者揭露雜誌社因租金上漲而即將

結束的消息，並在讀者間主動發起捐款，希望能繼續支持《伴侶》：「編輯先生：

雖然我看『伴侶』的時間不算很長（大約兩年多吧），但是我卻深深的熱愛著她

了。目前到社，聽到讀友們在談論著一件大事，那是關於『伴侶』存亡的大事。

這件事，豈止令我震驚，簡直是令我痛心，使我擔憂。痛心的是：辦了七年的『伴

侶』，終於在加租加價的浪潮下，遭到了無情的打擊。聞說讀友們已商議用捐款

的辦法支持『伴侶』，我一定要參加的！」61 

《伴侶》在刊載由讀者揭露的雜誌社消息後，在 3 期後才主動在〈編輯室札

記〉表示：「這期間，我們聽到了讀者推心置腹的呼聲，看到了讀者行動的支持。

                                                      
57 〈本刊徵求讀者意見〉，《伴侶》47 期（1964 年 12 月 1 日）。 
58 〈編輯室札記〉，《伴侶》120 期（1967 年 12 月 16 日）。 
59 〈徵求讀者意見表〉，《伴侶》128 期（1968 年 4 月 1 日）。 
60 〈閱讀通訊〉，《伴侶》43（1964 年 10 月 1 日）。 

61 巫濤，〈不能讓「伴侶」停刊〉，《伴侶》172 期（1970 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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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封來信，一筆筆金錢，表達了讀者對『伴侶』切切的需要。又是讀者的需要，

又是讀者的支持，這無比強大的力量，什麼困難不能解決呢？我們從廣大讀者的

利益出發，審慎研究每一個問題，最後作出明確的決定：『伴侶』一定辦下去！」
62 

根據本研究推論，《伴侶》應該 1971 年 10 月後結束出刊，因此 1970 年是

《伴侶》發展的尾聲。那麼，《伴侶》透過讀者揭露租金上漲影響雜誌社營運的

消息，以及《伴侶》後來發表「一定辦下去」的回應，應是編輯群對《伴侶》最

後的考慮與掙扎。 

（三）另外出版《伴侶叢書》、《伴侶文藝》 

《伴侶》除了出版半月刊之外，也曾在 1964 年起每年編排出版《香港影星

年鑑》、1965 年則有「伴侶叢書」，將過去刊物的精華，經作者重新整理後，以

單行本形式出版。其中，創辦者李怡（以筆名舒樺發表）中篇小說《當他再來

的時候》、短篇小說《生活的陰影》，以及吳羊璧（以筆名曼青發表）中篇小說

《愛神早在你身邊》、《三顆心》（以筆名呂殷發表）、《意妮信箱》（以筆名意妮

發表），搭配王鷹插畫，以及《伴侶》創作主力舒巷城詩集《我的抒情詩》、《倫

敦的八月》、《給珍妮的一束英文信》等，都是在一整年《伴侶》雜誌出版以

後，又以合訂本形式出版成書，供讀者購買。63而李怡《生活的陰影》是集合

六篇以解決青年成長問題為主題的小說出版，也「可謂貫徹了《伴侶》作為

「青年朋友們的伴侶」的主張。」64 

由於《伴侶》走的是「輕文藝」綜合文化刊物路線，刊登較為輕鬆甚至是

流行的作品，爭取更多青年讀者，暢銷的成績也確實也讓創辦人受到中國共產

黨肯定。有了成功的前例，伴侶雜誌社同仁在 1966 年 4 月 25 日決定另創純文

藝刊物《伴侶文藝》，與定位為生活綜合類型的《伴侶》做出區隔，除了伴侶同

仁的作品，也刊載舒巷城、李英豪、何達、柳木下等人的現代詩、小說、戲劇

創作、翻譯與評論。不過，《伴侶文藝》〈發刊詞〉將刊物「純文藝」的方向，

定義為「我們心目中，不希望把文藝打扮成一個使人愛而遠之的貴婦，也不希

望把文藝當作是一個使人敬而遠之的神明，而只希望文藝和你的生活發生關

係，使它成為你的親切的伴侶。」因此，《文藝伴侶》設立年輕作家發表作品的

欄位，更邀請葉靈鳳主持「文學信箱」來給予青年寫作者建議。不過，《文藝伴

侶》最終銷路不佳，又受到香港六七暴動影響，只出版了四期就停刊65。  

                                                      
62 〈編輯室札記〉，《伴侶》175 期（1970 年 4 月 1 日）。 
63 〈「伴侶」小史〉，《伴侶》73 期（1966 年 1 月 1 日）。 
64 〈《伴侶》雜誌社〉，《香港文學通訊》第 113 期，轉引自「香港文化資料庫」。 

https://hongkongcultures.blogspot.com/2018/01/ 

〈吳羊璧與「伴侶叢書」〉，「書之驛站」。 

https://yvonnefrank.wordpress.com/2018/05/15/吳羊璧與「伴侶叢書」

/?fbclid=IwAR0ojFcq7vcAua9ZcBowsji3x8EMjK9YhHcyHxq-o42pqF7hSQUam7znanc 
65 〈《伴侶》雜誌社〉，《香港文學通訊》第 113 期，轉引自「香港文化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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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左翼傾向的宣傳 

《伴侶》作為左翼綜合型文藝雜誌，無論在作品刊登、廣告宣傳或者雜誌

社活動上，都有著左翼色彩。 

比如李怡以筆名舒樺發表《青年沈思錄》，在雜誌連載兩年多，便是描寫一

位無業青年的思考。而在六七暴動期間，由於香港社會對左派敏感，因此 107

期刊舒樺的萬言小說〈在黑暗中〉時，特別刊出〈萬言小說〈在黑暗中〉刊前

語〉說明：「本著言論自由、寫作自由的立場，我們發表了舒樺先生的這篇小

說。這篇小說，涉及到本刊一向避免涉及的重大問題。應該說明的是：作者的

態度，不一定就是本刊的態度。這個原則，不僅在這篇小說中是這樣，而且在

本刊的其他內容中也是這樣。」66 

除了刊載的作品具有左翼思想外，雜誌也為魯迅的三十年集書籍廣告，並

在廣告中強調：「魯迅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魯迅的作品教育了廣大的

青年和文藝工作者，許多較有成就的作家，都承認是吃魯迅的奶長大的。有些

作者甚至對一些文藝青年說，學文學，最好就是讀魯迅的作品，他不僅有助於

我們寫作能力的提高，更有助於我們認識的提高。」67 

除了刊載內容以及書籍廣告之外，《伴侶》因應各地發生的風災、火災等意

外事故，都主動刊載報導，或者發起捐助活動。 

二、創辦者李怡在創作中的編輯實踐 

（一）《伴侶》初期：左翼革命與戀愛小說的繼承與轉化 

李怡作為《伴侶》創辦人之一，除了實際參與編務之外，也以舒樺為筆

名，在《伴侶》上發表了不少小說作品，並且規劃回覆讀者投書的專欄，扮演

雜誌與青年讀者互動的主力角色。他發表的小說形式不一，有一期之內刊完的

短篇小說，也有長期連載的長篇小說，是《伴侶》重要的小說創作主力。他刊

載在雜誌上的第一篇小說，是發表於 1963 年第二期的「萬言抒情小說」：〈穿過

黑夜的歌聲〉，也是唯一一篇發生在戰爭時期的小說。從戰爭結束於 1949 年的

時間點來推算，小說中青年男女投身的應是國共戰爭；不過，李怡並未明確說

出男女主角加入的陣線是哪一邊，僅僅以「敵人」概括另一方。 

推動情節發展的三個人物，原都是念藝術系的學生，且相貌漂亮，情感純

真，一生只為一人奉獻，這也是李怡前期在《伴侶》發表的小說作品經常出現

                                                      
https://hongkongcultures.blogspot.com/2018/01/ 
66 〈萬言小說〈在黑暗中〉刊前語〉，《伴侶》107 期（1967 年 6 月 1 日）。 
67 〈魯迅三十年集〉，《伴侶》108 期（1967 年 6 月 16 日），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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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設定。不過，〈穿過黑夜的歌聲〉作為他在自己創辦的雜誌的首發作品，

其特殊之處，在於小說雖從少男少女真摯的初戀開始，兩位男性角色因同樣仰

慕少女而從摯友成為情敵，中場卻因戰爭爆發，三人皆決定輟學，男性參軍後

共同在前線作戰，情敵又變為同袍情誼，將個人情感糾葛，突然拉升至家國憂

思的層次。 

不過，〈穿過黑夜的歌聲〉雖然將時空設定在戰時，主角為了國家大愛，放

棄私情，但李怡並沒有讓愛情故事的成分完全消失。當兩位少男在黑夜的戰壕

中埋伏，只有他們聽聞遠處傳來女主角在學生時代吟唱的悠遠歌聲，旁人卻毫

無覺察時，李怡透過男主角的朋友李偉表白：「沒有愛情的人是聽不到的」，使

描述純愛的故事線並未因戰爭而斷開，反而藉李偉之口說出妻子的選擇：「如果

人人都只照顧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家庭，誰去打仗呢？她說，她不需要人照

顧，她會得照顧自己。」突出女主角即使懷孕，也堅持讓丈夫上前線作戰的無

私情操，女性的角色反而較男性更加果敢，甚至在李偉戰死，獨自產下女兒之

後，毅然決然投入前線。她用自己的歌聲撫慰前線戰士，最終被流彈射死，並

在死前堅持把歌唱完，是小說中唯一夠夠將藝術熱情與家國追求結合在一起的

角色，讓她成為引領男性角色。 

    〈穿過黑夜的歌聲〉可以說是繼承、轉化了 1928 年至 1930 年代民國時期

「革命加戀愛」的創作模式。革命加戀愛的小說公式流行於左翼文學家之間，

指出，它是對系列政治事件的文學反映，知識份子延續五四運動「革命」文化

得期待，又面對當前政治情勢的轉變，包括：國共合作破裂、城鄉起義、蘇維

埃革命國際影響；到七○年代仍舊對文學潮流有著影響（劉劍梅著、郭冰如

譯，2014：1）。以左翼小說家蔣光慈最具代表性。他的小說多寫為革命拋棄既

有家庭與婚姻的男女，渲染自由戀愛、多角戀的浪漫，通過革命的激情與創

新，開拓新時代青年走出家庭之後的命運，趕寫五四婚戀小說模式，形成普羅

文學主要敘事模式，影響了許多左翼小說家創作取向的「蔣光慈模式」。然而，

蔣光慈雖然沈醉俄羅斯文學，對於社會革命精神十分嚮往，但他的革命是浪

漫、激情、詩人與藝術家式的革命（熊權，2006：63-64）；加上「蔣光慈模

式」小說一度因革命激情、自由解放的催化，使「戀愛自由」向「自由戀愛」

推進68，引起國民黨與左翼陣營、軍校等嚴肅的檢討。楊聯芬在〈女性與革命

──以 1927 年國民革命及其文學為背景〉中引國民黨人洪瑞釗〈革命與戀愛〉

的演講詞，說明戀愛與革命之間相互刺激，卻又相互衝突的矛盾關係： 

近來浪漫派的文學，盛極一時，其中作品，什九以男女關係為中心，不

踅替之「戀愛神聖」的理論，增加一支生力軍。恰在此時，革命空氣，

                                                      
68 楊聯芬在〈女性與革命—以 1927 年國民革命及其文學為背景〉中說明「革命加戀愛」小說

在當時的爭議：「五四至二○年代中期，報刊上關於「戀愛自由」和「自由戀愛」區別的爭論，

一直沒有停止。一般地說，「戀愛自由」派代表五四自由主義觀點，強調兩性關係中愛情 的前

提性及其神聖性，強調的是婚姻關係中「愛情」價值;而「自由戀愛」者，則 多為激進革命派

支持，此派強調戀愛行為的自由不拘，肯定性解放。兩種觀念的衝 突，自社交公開以來，一直

是兩性問題討論的焦點。」《政大中文學報》第八期（2007 年 12 月），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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瀰漫了大江南北。於是事實告訴我們，在革命性與戀愛熱同時高漲的青

年，雙方的消長和利害，已經成了極大的問題，非馬上解決不可（熊

權，1928：2）。 

他指責「前敵之橫屍未冷，而後方之春夢方酣」成為當前青年抗戰的嚴重問

題，革命陣營也對此召開「革命與戀愛」討論，在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討

論會上，校方做出正式結論，表明革命者也不能免於戀愛，因戀愛為生理必然

之需求，但在帝國主義與軍閥壓迫之下，革命者不忍高談戀愛。而左翼陣營內

部也希望突破，從蘇聯引進「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批判、清算「蔣光慈

模式」下的革命加戀愛小說公式（熊權，2006：65-66）；茅盾則站在批判的位

置，改造了革命與戀愛必定產生衝突的窠臼，使得革命成為戀愛的前提。 

上海現代派作家如施蟄存、劉吶鷗、穆時英與葉靈鳳等，雖然與左翼作家

政治路線不同，也被左翼作家批評為頹廢的資產階級，但在二、三○年代左翼

作家投身「革命加戀愛」創作中時，他們模仿革命加戀愛公式化寫作，移植進

色情畫的都市語境，「組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另一個層面，拆解了進步與頹廢的

二元對立」（劉劍梅著、郭冰如譯，2014：213）。其中，很早就移居香港，影

響香港寫作者創作，與香港左派藝文人士交好的葉靈鳳，三○年代在上海也加

入過革命與戀愛的寫作風潮。不過，葉靈鳳的革命加戀愛小說，是「試圖複製

革命的語言，但他的具有誘惑力的敘述聲音總是擾亂障至語言試圖傳達的道德

感。這樣的結合體不可避免地產出對革命與愛情的諷刺態度」（劉劍梅著、郭

冰如譯，2014：243）。 

中國革命加戀愛創作模式，雖然沒有全面風靡香港文壇；但是，從香港小

說在三○至四○年代的轉變來看，淪陷時期，香港小說家侶倫也創作過具有反

侵略思想的小說。他早期創作深受葉靈鳳影響，但主要還是繼承了鴛蝶派言情

小說的風格，如早期小說《黑麗拉》就有葉靈鳳的影子（潘錦麟，1996：

248）。《無盡的愛》以葡萄牙少女與義勇軍機關槍手勇敢反抗日本軍為主題，

即使女主己在反抗中死去，但是，較他早期作品《黑麗拉》，「少了一份感

傷，多了一份進取的精神，悲劇不再是難過、哀愁和失敗，而是光榮和勝利」

（潘錦麟，1996：249）。更有甚者，《福田大佐的幸遇》女主角將抗戰看得比

貞操更重要，顯示侶倫小說風格從浪漫主義轉向寫實主義，是因中日戰爭爆發

（潘錦麟，1996：249）。然而，於此同時，戰爭爆發後。四○年代香港文壇流

行的其實是言情小說，侶倫的抗戰小說還是繼承了中國的抗戰小說傳統，與中

國作家相互呼應（盧瑋鑾，1985：8-12）。但是，與中國小說家的抗戰文學不

同，侶倫的抗戰小說，主要還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並不明顯表現特定政黨立

場，不受中國左翼作家將文學視為宣傳工具的影響（潘錦麟，1996：253）。 



37 
 

發表在 1963 年的〈穿過黑夜的歌聲〉，並沒有完全沿襲「蔣光慈模式」，

也並非茅盾透過革命獲得愛情的寫法，或許更接近謝冰瑩對於「革命的浪漫蒂

克」傾向的反省。在楊聯芬的研究中，小說家謝冰瑩在軍校接受國民革命正統

教育，援引馬克斯與燕妮的故事，主張革命期間即使要講戀愛，也應該是「革

命化的戀愛」，壓抑性解放的追求，將愛情寄託在被壓迫民眾的身上，讓「悠

揚琴聲，當作『衝鋒殺敵』的口號」（冰瑩，1929：151。）。由上述民國時期

「革命與戀愛」時現在文學表現的討論看來，〈穿過黑夜的歌聲〉雖書寫革命

青年的愛情，卻是在五四自由主義觀點中「戀愛自由」脈絡下發展，強調愛情

的神聖與純粹，並且在青年決心投入前線時，就將愛情、婚姻、家庭拋在革命

之後，這正是謝冰瑩主張的「革命化的戀愛」。此外，李怡也特別讓女主角悠

揚的琴聲與歌聲貫穿整個小說的發展，在刺激戀愛之後，轉向撫慰戰士之心的

旋律，也如謝冰瑩形容琴聲與口號之間的關係。 

然而，中國左翼作家革命加戀愛小說，在二○年代末至三○年代經過清

算、批判以後，左翼作家紛紛轉向農民奮起革命的底層群像，雖然在七○年代

文壇仍舊有影響力，但已經不復二、三○年代流行。因此，為什麼李怡在 1963

年《伴侶》剛剛創辦時，在雜誌上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是在香港已經少見，承

續中國二、三○年代左翼革命加戀愛小說公式的作品？據劉劍梅對於中國革命

加戀愛小說在文學史上的考察： 

許多中國作家在延安時期以及第一個十七年期間仍然在個人愛情與民族

革命之間徬徨與掙扎。也就是說，分裂的現代意識從未完全被威力無比

的毛話語所消除；相反的，它持久地存在於對「革命加戀愛」這一文學

模式的重複中（劉劍梅著、郭冰如譯，2014：46）。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個人愛情就成為文學創作中被禁止的元素，特別在

樣板戲中，妻子的角色已完全消失，連同志式的愛情也被審查刪除。〈穿過黑

夜的歌聲〉發表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取了革命加戀愛公式中的「衝突」公

式，但又沒有進入革命就等於戀愛的階段（劉劍梅著、郭冰如譯，2014：

92），讓愛情以最純粹的藝術形式，支持著前方戰士的作戰士氣。〈穿過黑夜

的歌聲〉沒有明言青年們投入的陣營，以及對抗的敵人是哪一方，但從戰爭結

束的時間點來推算，應該還是國共戰爭時期，並非抵抗帝國主義侵略。但是，

也可以說是李怡接續著侶倫在香港淪陷時期對少女勇敢反抗敵人的精神。雖

然，〈穿過黑夜的歌聲〉更多了青年失去愛的傷感，較少突出戰爭勝利的光榮

積極面；不過，在戰爭結束以後，李怡還是以戰死女子的女兒與男主角重聚的

情節，讓結局變得較為溫暖、光明，具有撫慰人心的力量。 

李怡這一篇小說發表的時間令人玩味，恐怕一方面要回應《伴侶》雜誌為

青年而創辦的左派立場，凸顯革命的激情與浪漫，給予青年們貢獻國家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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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李怡〈穿過黑夜的歌聲〉雖然在革命故事中展現了青年愛情的抒情浪漫，

但顯然並不承接葉靈鳳「象牙塔的浪漫文字」的路線（古遠清，2011：48-

52），而更靠近中國左翼作家革命與戀愛小說初期革命與戀愛衝突的模式，又

以更加抒情、純粹的方式描摹愛情，讓愛情支撐著戰爭的進行。 

（二）文化大革命前：抒情雜文與言情小說 

有趣的是，在〈穿過黑夜的歌聲〉之後，一直到 1966 年 7 月李怡在《伴

侶》第 85 期發表小說〈青年沈思錄〉之前，他刊登在《伴侶》上的作品，無論

小說或雜文，都是以年輕人的愛情為主題，充滿光明、歡快的精神。雜文

〈春〉、〈愛〉、〈太陽〉，以抒情的語調，強調無私、不求回報、高貴的人

類大愛，呼籲青年應該在逆境中充滿希望，朝向健康與光明之處生長。雖然李

怡發表在 1966 年 7 月之前的小說都是言情小說，以苦戀與畸戀為主，甚至如長

篇連載小說〈愛情的迷夢〉，書寫少女露露與已婚中年男子于緯的婚外情；以

及長篇連載〈我的妹妹〉女主角李宛華與男主角朱國霖未婚生女後，將女兒當

作妹妹來撫養，不幸地，女兒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愛上在學校擔任老師的父親

朱國霖，並一度與母親決裂的不倫戀。然而，即使是如此，李怡小說主角必定

歷經諸多波折陷入痛苦。最終在痛苦中昇華、頓悟而轉念，以超越自利的大愛

得出美好結局，也符合他在雜文中不斷向青年強調的，慷慨奉獻、逆境中堅強

生長的光明精神。 

不過，無論是〈穿過黑夜的歌聲〉，或者李怡在 1966 年 7 月以前發表的言

情小說，幾乎都是以長相好看、有錢、受到歡迎、有藝術品味或專業的男女為

主角；除了在結尾必定讓人物超脫自身思想侷限，產生成長與頓悟之外，情節

與香港流行的言情小說並無太大差異。恐怕也代表了《伴侶》在創辦初期，確

實是追求「輕鬆、綜合性，且追求知識與提高素養」，讀者群主要設定為青

年，以輕鬆地啟發青年素養為核心編輯策略。因此，即使是左翼刊物，為爭取

到更多青年讀者，作品具有娛樂性、符合香港讀者的閱讀品味，放棄教條式的

宣傳，也是《伴侶》能夠在香港暢銷的原因。雜誌創辦者李怡的作品轉向，從

第二期刊載革命加戀愛小說〈穿過黑夜的歌聲〉之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發生

之前，不再在小說或者雜文作品中，直接倡導青年為國家犧牲的精神，轉而專

心發展言情小說與愛情箴言，將為國犧牲的精神轉化為培養良好戀愛品德，或

者更加抽象的人類大愛，可視為他以身兼編輯的身分，在創作上實踐了《伴

侶》編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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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開始後：小說的左翼轉向與青年讀者投書 

正如本研究在《伴侶》編輯策略中提及，作為六七暴動前創辦的左翼代表性

文藝刊物，它與中國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國文藝政策遙遙呼應，又在「六七暴動」

中或隱或顯受到衝擊。 

觀察李怡在《伴侶》上的發表，確實可以看到他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發生

之後，明顯「再左傾」的創作轉向。1964 年 1 月，李怡刊載在雜誌上的作品，還

是「萬言抒情小說」系列〈未來從今天開始〉，延續前述言情小說模式，主要描

寫中學教師趙玉英，喜歡上古怪沉默但正直，育有一女的鰥夫譚新城。趙玉英歷

經一番苦戀，最後，用對譚氏父女無私的愛與溫情打動人，使譚新城最終接受了

她的感情。不過，1966 年 7 月 1 日，李怡在《伴侶》第 85 期發表的長篇連載小

說〈青年沈思錄〉，就是一篇描寫香港青年從迷失自我，到關懷勞工階級鄰居，

進一步接觸香港工會與左派學校，最終有了投入勞工階層活動，奉獻一己之力的

成長歷程。〈青年沈思錄〉幾乎洗脫了李怡前期在《伴侶》上發表的作品，盡量

淡化左傾政治立場的書寫策略，直接在小說中安排人物擁有進入香港左派社團的

經驗，主張青年應與勞苦大眾站在一起。 

不過，〈青年沈思錄〉是長篇連載小說，每一期僅刊載一部分內容，從寫作

策略可以看出李怡的小說並沒有落入教條式的政治宣傳，且仍舊在意《伴侶》以

生活化的方式啟發讀者思考、與讀者互動的編輯方針。因此，〈青年沈思錄〉可

說是很好地利用了連載的形式，慢慢從青年日常生活隨想的調性引起讀者閱讀興

趣，再逐步在中後期一點一點加入左翼思想，是透過主角在香港的實際生活困境

來帶入左傾思想，而非遠離香港青年生活式的口號文宣。 

例如，李怡在小說初刊時，特意設置「前言」來引導讀者認識沉思錄的性質，

是前面幾篇言情小說都沒有的編輯形式。有趣的是，李怡在「前言」中並未言明

主角未來會發展出左傾政治立場，而僅以「這裡面有人物，有記事，有感情的低

迴，但這不是小說。它只是一些生活的札記，是一個青年對周圍世界的沉思冥想」，

模糊了小說所要表達左翼的核心價值，用「只是青年的沉思冥想」來降低閱讀門

檻，留住 1966 年以前《伴侶》累積起來的讀者。同時，李怡特別用生活札記來

指稱長篇小說，恐怕也是為了沖淡喜歡閱讀李怡言情小說的讀者，對他寫作轉向

為嚴肅主題的不適應。 

〈青年沈思錄〉主要角色一反前期言情小說俊男美女的設定，男主角慕儀是

普通的香港高中畢業學生，成績優秀，被父親拿來炫耀，卻沒有通過會考，暫時

無法上大學，成了失業者，被父親看不起。人物在小說開場就已經成為社會上的

失敗者，也是通常先花許多篇幅讓人物談戀愛的言情小說沒有的設定。遭遇生存

困境，最後進入出版社的主角，情況卻沒有好轉，因抄寫劇本所獲得的低廉工資

而憤怒；又在報紙上讀到一則新聞心情激動，與母親男友爭辯起來，主角認為應

該要關心政治，母親男友認為青年不必與政治靠太近。此時，李怡透過一個與《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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侶》讀者身分、生活經驗非常相近的角色，慢慢透過他在香港求生的困境，暗示

勞工被資方壓榨、關懷政治，將會是慕儀在小說後半部思想轉變的走向。 

果然，慕儀生活上遭遇的諸多困境，刺激他思考人生不能活得沒有目的，也

不能和香港大多數人一樣，一味追求過著別人羨慕的人生，他開始認為，就算艱

苦也要活得有意義。就在這樣的刺激之下，慕儀注意到除了自己以外正在受苦的

人，決心資助住在天台木屋，窮困且受工傷、妻子患病的工人家庭。他發覺這一

家人的生活照見了整個社會的病狀，多數人對於這樣的狀況見怪不怪，變得漠不

關心，主角也開始覺得過去自己無比在意的會考成績，顯得那麼枝微末節。收到

木屋一家人的退款之後，慕儀透過接觸到工友團體，了解工人階級不同於中產階

層，始終有關係緊密、向心團結的夥伴在困難中支持著彼此，心生羨慕。 

「六七暴動」在 1967 年 5 月發生後，6 月 16 日《伴侶》第 108 期上刊載的

〈青年沈思錄〉，就開始批評西方（英美）國家的「家人」概念只包含直系血親，

對上一代漠不關心。但是，社會發生變動的時候，不應只顧個人利益，要為社會

不公義的事情挺身而出，關心整個人類的命運，也許做的是低賤的工作，是小人

物，但卻是創造歷史的小人物。由於香港報刊雜誌連載小說多半為邊寫邊刊的狀

態，因此，雖然沒有辦法確定 108 期〈青年沈思錄〉的寫作時間，但是，應該還

是可以推測為李怡根據六七暴動發生後，港英政府、資方與工人的衝突，以及左

派工人「反英抗暴」的抗爭調性，迅速在小說中做出回應；藉主角之口批評英美

國家自私自利，主張社會底層人民反而才是創造歷史的關鍵。類似的推斷，還可

以從 10 月《伴侶》第 115 期的情節看到，在出版社工作的慕儀，收到年輕投稿

者寫窮孩子負擔家計的故事。本來出版社經理認為這一類題材沒有閱讀，準備退

稿，但編輯林唯卻主張真正關心生活的青年會逐漸接受。經理與林唯對香港讀者

喜好的爭辯，也可以看出李怡面對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後，創作以及編輯《伴

侶》的掙扎、轉變。在這一期小說中，慕儀也因年輕投稿者在工會開管教班的工

作，認識工人艱苦的生活，包括住在木屋、徙置區離水源很遠，連五歲小孩都要

幫忙穿膠花，但這些人熬過來，成為社會上最有力量，卻始終被當奴隸對待的中

堅份子。下一期小說更直接讓主角批判「越來越感覺到，在這個社會中，有太多

的假面具。什麼自由，什麼民主，什麼法律，都只是一副副的面具。在它們的背

後，有著使人心悸的面目。」此處對左派工人社區生活環境的介紹，五歲小孩被

迫穿膠花支持家計，批評自由與民主只是假面具，社會不公不義，應該都是李怡

欲站在左派立場，對港英政府越來越明顯的批評態度。 

不過，即使小說進入尾聲，李怡也並沒有在作品中言明〈青年沈思錄〉與六

七暴動之間的關係。他安排慕儀實際進入木屋區幫忙，反思自己過去的生活，喟

嘆「做起來很髒的工作，實際上是最乾淨的，而有許多做起來很乾淨的工作，實

際上都是很髒的」，諷刺中產階級與資方往往體體面面幹骯髒勾當；又讓年輕投

稿者陳強直接表述：「青年知識分子常有一股熱情，對醜惡的現實感到憤怒，想

要改造舊世界。但是，如果他不跟勞苦大眾結合在一起，他的熱情也就是暫時的，

不持久的，最終會冷下來，甚至退卻了。」即使角色如此直接地勸誡青年知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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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與勞苦大眾站在同一陣線，表現出明確左傾立場；但是，與六七暴動發生同步

刊載的〈青年沈思錄〉，也採取了與〈穿過黑夜的歌聲〉相似的策略，不具體說

明重大事件的發生背景，而是透過情節、人物心理暗示，形成隱晦的左翼批判態

度。但是，雖然李怡沒有明確指出小說青年發生思想轉變是因為文革與六七暴動，

左翼的批判立場，以及對英美消費主義在香港社會產生影響的不滿，在〈青年沈

思錄〉還是非常鮮明的，與李怡過去在《伴侶》上的小說有明顯差異。 

本研究在分析《伴侶》創辦背景時，提及李怡曾自述文革前參加參訪，獲悉

中共對港政策以及對他工作的肯定，因此意志堅定，積極籌備出版《文藝伴侶》。

不過，從李怡自述《文藝伴侶》停刊的原因，可以看到他對文化大革命爆發後，

言論自由緊縮、文物被破壞，以及對香港六七暴動的影響，內心感到非常混亂。

從李怡發表在《伴侶》上的小說轉，以及他在讀者投書上的言論，可略見他在的

心路歷程。 

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李怡在 1966 年元旦第 73 期回覆讀者投書，替青年開

列閱讀清單，除了特別建議「魯迅全集」以及西方經典寫實主義小說之外，李怡

也推薦讀者系統性閱讀中國古典詩歌，足見他對於中國古典文化傳統的重視。因

此，當李怡見證文化大革命對傳統的破壞，必定動搖他對當前左派革命路線的信

念。不過，六七暴動發生前夕，李怡在 3 月 16 日 102 期〈舒樺答讀者：為什麼

小說的主角多數美麗和英俊〉，藉在工廠工作的讀者提問，開始反思自己在雜誌

前期上發表的言情小說是所謂的流行小說，架空於現實構思，不能算是文藝作品。

而真正好的文藝作品，是「會在平凡的人中發揮題材，會在窮巷中找到作者的主

角」，只是擔心自己生活經驗不足，無法創造出真實的人物。兩個月後，六七暴

動發生，以知識青年逐漸走近工人階層生活為創作主題的小說〈青年沈思錄〉開

始在《伴侶》連載，可以看出李怡確實受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影響，明確、積

極地向讀者傳達與勞動階層站在一起的左翼思想，但又並非教條式的宣傳文字，

也沒有具體向讀者呼告加入左派暴動，稍微偏離彼時香港左派團體主流革命論述。

他在〈青年沈思錄〉連載結束後，開啟了「我的青年朋友們」專欄，專門回覆青

年讀者投書。而 1968 年 10 月 140 期「我的青年朋友們」專欄中，李怡說明自己

書寫〈青年沈思錄〉的過程，思想常常是矛盾的；他也鼓勵年輕人面對思想不同

的朋友，應該要循循善誘，不應該立即排斥，可以看出李怡在《伴侶》上呈現出

的思想，受六七暴動影響而更加明確左傾，鼓勵青年讀者積極投入社會改革，但

同時又是具有兼容性的思辨歷程。 

 

（四）《伴侶》、舒巷城與香港文學 

舒巷城（1921 年 9 月 12 日－1999 年 4 月 15 日），原名王深泉，祖籍廣東

惠陽縣。在抗日戰爭期間就讀英文書院時，受了朋友及南來作家的影響，開始

投稿。在創作生涯的初期，他使用「王烙」的筆名發表詩作，與友人出版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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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為《三人集》的詩集，已散佚。1944 年秋，湘桂大撤退，他成了難民。其

後與一位偶遇的青年朋友結伴，徒步穿州過省，從宜山到貴陽，每天身負行

囊、曉行夜宿，途中暫停時替人家擺賣故衣籌路費，輾轉到了昆明才找到工

作，在美軍（盟軍）機構中任文員，也當譯員。戰後數年仍天南地北，先後在

越南、台灣、上海、東北、北平、南京等地工作，直至 1948 年底返港與家人團

聚。 

回到香港後，他先後任職於洋行或商行、建築公司、教育機構等，業餘從

事寫作，以不同筆名發表了大量的小說、散文、新詩等作品，並結集出版。其

中短篇小說《鯉魚門的霧》一文更被人全文抄襲兩次，在徵文比賽中得獎，傳

為美談。 

五十年代初他曾以「秦西寧」的筆名，在《新晚報》副刊、梁羽生（陳文

統）主編的《天方夜談》版《都市場景》專欄中，及其它報刊上發表兩千字的

現實短篇小說，以馬克．吐溫(Mark Twain)式的幽默手法描繪都市中的小人物。

那時每月最多寫七篇，很多都受編輯和讀者的歡迎。 

舒巷城日間在寫字樓工作，一來不想讓老闆知道自己業餘寫作，二來也不

想在同事之間暴露了「作家」的身分，為深入生活、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帶來不

便，因此使用了多個筆名發表作品。除了最廣為人認知的「舒巷城」，他眾多筆

名計有秦西寧、邱江海、舒文朗、王思暢、向於回、於燕泥、陸思魚、石流

金、尤加多、方維、秦可、秦城洛、秦楚深、香港仔、方永等。「秦」是一個他

很喜歡的字，「西」代表西灣河，「寧」代表太寧街，一個讀起來頗雅致的筆

名，寄託他眷戀故土的深情。後來的作品多以「舒巷城」的筆名發表，因為喜

歡「舒」字，又隱含「舍」、「予」的意思，「巷」和「城」又都是人居住的地

方。69 

舒巷城於 1963 年開始以筆名舒巷城 S. C.、秦西寧 S. C.於《伴侶》發表作

品，大部分為中英對照抒情詩作。1967 年 8 月，小說《倫敦的八月》以及《抒

情詩選》由伴侶雜誌社出版，屬於「伴侶叢書」系列。《倫敦的八月》描寫海員

王先生隨船到英國倫敦，19 歲的大力士、修理工比爾登船檢修，與王先生比試

腕力，屢試屢敗，原來是王先生每次都以氣功擊敗比爾。比爾驚異之餘，決定

請王先生到家中作客，向他學習。比爾的鄰居——混血女孩蘇珊認識王先生後

對他產生情愫，因為蘇珊的母親在生前也曾愛上一位中國海員，但在某年的八

月分手後，海員再也沒有回來。王先生從蘇珊提供的照片中認出那是自己的哥

哥，哥哥已在一次海難中過世。王先生與蘇珊剛好也在八月相識，王先生為了

不耽誤蘇珊的人生，有意避開與她合影。《倫敦的八月》全篇有種濃郁的感傷情

調。 

1967 年 10 月至 1968 年 1 月間，則改用陸思魚 L.S.Y. 於《伴侶》繼續發表

中英對照抒情詩作。1969 年時，舒巷城在《伴侶》發表旅行散文作品〈巴黎遊

蹤〉以及長篇連載小說《巴黎兩岸》。《巴黎兩岸》寫的是以異域為背景、以異

                                                      
69 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92%E5%B7%B7%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92%E5%B7%B7%E5%9F%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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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為主角的故事。這樣的題材在香港文學長廊中罕有，在舒氏小說裡更屬僅

見。作家透過在荷蘭定居的華人丁兆良，重臨巴黎欲拜訪昔日結交的法國街頭

窮畫家西蒙．布蘭，不幸驚聞噩耗，進而與畫家胞妹瑪麗安相識，一起找尋西

蒙自殺原因的經過。過程中，不僅展現美麗花都世道人心醜惡的一面，也譴責

了拜金社會戕害正派藝術的罪愆。其中，穿插了尋常百姓的友情、親情和愛

情，卻從另一面煥發了辛酸人間絲絲人性的溫馨。《巴黎兩岸》的創作過程是小

說邊寫邊連載於《伴侶》，自 153 期（1969 年 5 月 1 日出版）至 168 期（1969

年 12 月 16 日出版），共 8 個月，16 期。70 

後來，李怡創辦《七十年代》，舒巷城延續在《伴侶》與李怡建立的編輯情

誼，1971 年，舒巷城在《七十年代》以筆名「邱江海」發表連載小說《艱苦的

行程》，記述湘桂大撤退時顛沛流離的生活。 

綜觀舒巷城在《伴侶》的發表情形，以及當中具有的香港文學意義，大致

能歸納以下三點觀察：一、《伴侶》不僅提供舒巷城發表作品的管道，舒巷城的

中英對照詩歌作品，一方面延續舒巷城的詩作美學，也展現其語言對譯能力。

此外，在冷戰的年代，英語成為青年讀者學習的主要外語，舒巷城的中英對照

詩歌作品，也成為吸引青年讀者閱讀《伴侶》的重要號召。二、「伴侶叢書」出

版了《倫敦的八月》，而後也連載《巴黎兩案》，這兩部小說皆是發生在異國，

集中在中國男性與異國女性的相遇故事。假若細讀小說便能發現，舒巷城在展

現異國風景、文化，並喚起人性普遍關懷之餘，其實也扮演了中西文化的橋

樑，並透過中國男性作為主角的視角，藉由「異國異族」的眼光從而肯定中國

文化。三、舒巷城的抒情體創作，研究者認為並非僅是簡單的作家個人嗜好，

而是自覺完成的「越軌」筆致，並與中國抒情傳統、中國新文學傳統以及香港

左翼文學傳統構成了承繼與對話關係（王宇平，2016）。因此，也有研究者從舒

巷城作為香港文學本土性的代表創作者角度來看，認為他的創作開啟了香港抒

情體小說的先河（袁良駿，1997）。《伴侶》讓舒巷城發表大量中英對照的抒情

詩歌，也連載、出版了抒情體小說，除了能展現《伴侶》的左翼刊物立場外，

也讓舒巷城以此為據地展現了如今被論者視為經典代表的寫實美學特質。 

三、結語 

綜上所論，冷戰期間，港英政府對親中言論的審查一直存在，在六七暴動

發生之前，為避免挑釁中共，與左派團體不斷抗爭，逐漸放鬆對親中言論的管

制。但是，六七暴動期間，香港政府為壓制左派運動，言論政策緊縮，查禁不

少左翼刊物，香港讀者也在暴動期間對左派暴力抗爭的形象心生恐懼，使得許

多暴動前本來走「中間路線」銷量不錯的左派報刊，因接受新華社指示而裁撤

娛樂性專欄，增加嚴肅左傾政治宣傳，頓時大量流失讀者。 

創刊時同樣強調兼容並蓄、生活化、親民的風格，大受青年讀者歡迎的

                                                      
70 參 https://www.hkbookcity.com/showbook2.php?serial_no=759360。 

https://www.hkbookcity.com/showbook2.php?serial_no=75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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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侶》雜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編輯策略受到中共當局的肯定，使創辦人

李怡等人信心大增，預備比照相似的策略，再辦一本純文藝雜誌《文藝伴侶》。

然而，文化大革命發生之後，一路延燒到香港六七暴動，左派刊物紛紛加入對

抗右派的輿論戰，原先並不明顯揭露政治立場的《伴侶》，也逐漸在作品中增加

介紹俄羅斯、魯迅小說，關懷、宣揚工人階層、香港左派社團的文章。不過，

在港英政府對左派刊物的打擊中，相較其他積極參與輿論戰的媒體，《伴侶》的

左傾文章的政治立場仍舊相對委婉、迂迴，維持著給予青年朋友陪伴與人生建

議的編輯方針，有技巧的將左傾思想表達出來，以較為軟性、溫和的表達方式

存活下來，持續為社會主義發聲，或可視為中國政府對香港文宣策略，面對暴

動期間港英政府的強硬手段、香港市民的排斥心理，在暴動後不斷調整、修

正。創辦人李怡在文化大革命與暴動後的思想轉變，一直到《伴侶》停刊，創

辦《七十年代》，成為影響香港文學與文化發展的重要文化人。《香港文學》則

在《伴侶》停刊後，成為有中共資金支持，在香港兼容左右派作家發表的代表

性刊物。以六七暴動作為分水嶺，中國以及左派組織在香港的宣傳策略如何轉

變，後續發展值得關注。 

 

成果三：小說〈娘蕩吟〉建構澳門一二‧三事件

主題研究 

一、前言 

    在 1949 年後的澳門，曾經一度是葡澳政府、國民黨共產黨多方勢力交錯的

場域，澳門文學在文學傳播內容上應當維持多元面貌。中華民國與葡萄牙政府

一直到 1973 年都保有邦交，但實則台灣與澳門在文化與商業之的互動生變，關

鍵事件在 1950 年工聯會的成立71，加速了左翼結合工運的力量崛起72，以及

                                                      
71 「一二•三事件」從一開始的警民衝突，演變到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反殖民地政權抗爭，工  

會、街坊會在事件前後便以提供澳門華人工作與曰常生活的協助，逐漸使在地華人凝聚團結意

識。透過在日常生活中的團結互助，街坊會這個場所成為居民集結力量的組織，團結的表現成

為升斗小民跟黑社會、貪汙瀆職的警察討價還價和抗衡的力量。參見陸恭蕙：《地下陣線：中

共在香港的歴史 》（2011，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頁 116。 
72 澳門南光公司、中華總商會、工聯會、街坊總會等等左派╱親中社團，對於澳葡政府的施政

一直都有影響力，同時在民間提供醫療、教育、老人安養、托兒等等社會服務，涵蓋了現代政

府的部份功能。左派╱親中社團已被視為澳門的傳統勢力，至今仍然是澳門當地主要的政治力

量。回歸後的兩任行政長官，其父輩皆屬中 華總商會，幾十年來報章上的十一國慶全版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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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 12 月 3 日前後兩個半月爆發的「一二•三事件」，澳葡當局出動軍人開

槍鎮壓，更讓事件演化成華人與殖民地政府的抗爭，最終中共佔了上風，葡萄

牙政權失去主導的能力，也使中國大陸提前介入了澳門的社會、經濟、治安與

媒體各層面。 

    「一二•三事件」塑造了今天的澳門，在 1999年回歸前，經歷三十多年的

過渡期，相較於香港在 1997 年可以請願、抗議與遊行，澳門社會一片靜默，一

切都在 1966年後逐漸形成無異議與高度言論管制的局面（李孝智，2017：16-

7）。「一二•三事件」後中國歷史論述不刻意討論此一行動的勝利，與澳門主權

並未回歸有關，澳葡當局更為了掩飾行動的失策以及大權旁落，更刻意冷處理

此一歷史事實。一直到 20 年後，1987 年中葡簽署《中葡聯合聲明》73後重返歷

史舞台，在中國大陸期待主權返還的時刻，此時事件就成為國族主義的意涵勝

於一切，並沒有全面描述當時中國共產黨政權、葡萄牙政權和台灣國民黨政權

互動的實況。 

    「一二•三事件」發生後，新聞檢查處紛紛受到各大華文報的「杯葛」，可

謂名存 實亡。1974 年，葡葡牙當地發生了一場「四•二五」內亂，「開始政治

民主化和非殖 民化，澳門的政治生活從而出現了根本性的轉變。」自此以後，

中國方面終於更能掌握 與澳門的關係，而「新聞檢查處」亦於葡國政變後遭到

裁撤，審查報業的制度終告瓦解。 當時澳門正開始走向都市化，在經濟穩定與

政治鬆綁的基礎下，澳門的報業得以重新立 足發展，在新聞報導方面，更為關

注澳門的社會與民生問題（余少君，2014）。陶里直指澳門文學在暴動後進入一

個空窗期： 

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整個社會泛濫著極左思潮，社團活動偏

重意識形態的表現 忽視文化藝術的提高，拖慢了文化向前發展

的進程。到了國内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和 由此而起的反覆變化所

帶來的效應，引起澳門文化人的反思，最後取得心領神會的共識，

八十年代後期，文化藝術社團才如雨後春筍的冒出了頭。起步是

晚了些，但一改澳門文化的陰暗沉悶局面，卻是歷史性的盛事

（陶里，1999：13-24）。 

印證目前多數的澳門文學研究，有關 1970 年代的描述確實稀少，值得進一步進

行研究。文學作品觸及此一事件者，並不多見，陳永健 2016 年出版的中、短篇

小說〈娘蕩吟〉中，揭露了歷史迷紗後的澳門陳年往事。 

                                                      
名字都排在前列。李孝智，《澳門一二‧三事件──細說六○年代的反殖鬥爭》（臺北：臺灣

社會研究雜誌社，2017），頁 16-17。 
73 《中葡聯合聲明》全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于澳門問題的聯合聲

明》，或簡稱為《中葡關于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是中國大陸和葡萄牙共和國就澳門問題共

同發表的一份聲明。聲明規定 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澳門回歸祖國後，

設立特別行政區，澳門的社會制度 50 年不變，生活方式不變。聲明於 1987 年 4 月 13 日簽署，

1988 年 1 月 15 日生效。 



46 
 

     「一二•三事件」後，台灣所有主要駐澳門機構都遭澳葡當局勒令封閉，

大部分國府駐澳門主要僑界與商界領導人，均遭驅逐出澳，連根拔起台灣勢

力，使澳門文學傳播一夕中國體制化，台灣的文化與商業力量至此退出澳門，

只剩下僑教政策吸引澳門青年人來台學習文學（陳堅銘，2015：161）。臺灣與

澳門的文學互動一直要到解嚴之後，兩岸關係和緩，才有互動。因此澳門文學

史抹去親臺作家的紀錄，也鮮少文學作品提及臺灣於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於

澳門活動的事件。陳永健的中篇小說〈娘蕩吟〉以國民黨的特務及其妻子為核

心，建構出「一二•三事件」前後的澳門市民社會景況，觀點獨具，十分值得

重視。 

二、陳永健的評論與小說創作歷程 

    《娘蕩吟──澳門「一二•三事件」的一闋哀歌》的作者陳永健 1950 年代

生於上海，童年在澳門度過，完成小學學業（陳永健，2016：416），在一二•

三事件爆發時，年紀尚幼，並不理解暴動的因果與意涵。 

    陳永健中學時遷居香港，1990 年移居加拿大，隨後回到香港。做為評論

家，陳永健長期從事報刊及雜誌編採工作，致力於張愛玲及珍．奧斯汀 (Jane 

Austen) 的作品研究。他陸續發表多種張愛玲研究，1996 年在香港出版《初挈

海上花》74一書，同時在《素葉文學》陸續刊登〈再挈海上花－－紀念張愛玲

先生逝世一周年〉75，〈三挈海上花－－評張愛玲國譯本《海上花列傳》的小說

藝術〉76等論文，是少數投注在《海上花列傳》探討的研究者77。 

    在研究之餘，陳永健也創作中、短篇小說，最早發表的小說〈一個幼兒生

的札記〉發表於1996年的《素葉文學》，後更名為〈秀秀乖不乖〉收錄於短篇小

說集《娘蕩吟》中，他自承： 

那段日子，我迷西西。她的書，第一時間買下來趕著讀。〈秀秀乖不乖〉

是看多了西西小說後的產物。有位搞文化藝術的朋友看後出於善意的對

我說，「是像西西,不過是最壞的西西。」他的意思可能是指欠缺魔幻情

                                                      
74 陳永健：《初挈海上花 : 評張愛玲國譯本「海上花列傳」的小說藝術》，（1996，香港 : 

中加 文化支流出版社），第二年在台北加入了〈再挈海上花〉一文發行，見陳永健：《初挈海

上花 :評張愛玲國譯《海上花列傳》的小說藝術》，（1997，台北：大地出版社）。 
75 陳永健：〈再挈海上花－－紀念張愛玲先生逝世一周年〉，《素葉文學》（1996，第 62 期，

復刊 37 號），第 74-80 頁。 
76 陳永健：〈三挈海上花－－評張愛玲國譯本《海上花列傳》的小說藝術〉，《素葉文學》

（1999，第 65 期），第 80-87 頁。 
77 陳永健在大陸版《三挈海上花——張愛玲與韓邦慶》自序中點出：「許多研究文學的專家，

一生只專注於一本文學作品的研究，像俞平伯、吳世昌、周汝昌、趙岡和魏子雲等，都是對

『紅學』和『金學』(《金瓶梅》)至死不渝的研究學人，令人敬佩。我做《海上花》研究，根

本不能跟這些前輩相比。唯一說得理直氣壯的藉口是，十幾年來，就是花在這本書的研究之

上。成績如何，焉能自斷?但據我所知，到目前爲止，《三挈海上花》還是唯一一本研究《海上

花》與張愛玲的『文學因緣』的專書。」參見陳永健：《三挈海上花——張愛玲與韓邦慶》

（2007，上海：上海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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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的想像力，但我聽後沒有不快，對故事的純真和善良依然眷戀，希望

小說能鑽進一個三歲不到的女童的心智，寫她眼中的世界。裡面有許多

個人的童年回憶，也有想像的成份（陳永健，2016：404）。 

小說筆法與西西小說與散文中的小女孩口吻很接近，描寫就讀幼稚園的小女孩

林秀秀所見的生活環境，她的父親是工人，因此家中過著儉樸的生活，陳永健

透過飲食、少去茶樓、媽媽縫製制服等細節，還原港澳 1960 年代中下階層的處

境。 

    陳永健小說中不少有自傳成分，也大膽描述性愛，〈嗜欲清真寺〉與〈浮

煙〉都是同志書寫。其中〈嗜欲清真寺〉以書信體寫成，寫出一個移民海外的

香港男同性戀者，輾轉在多個異國情人的情慾糾葛的戀情。周蜜蜜評價這篇

「四級描寫」小說：「由於小說是以書信的形式寫成，主人公的情愫感官，寫得

相當細膩，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實感。但在另一方面來看，採取書信的形式來

描繪細節，卻又難免有太過刻意，反而造成失實的後果。78」而〈浮煙〉的敘事

風格較為成熟，點出同性戀者所處生活的困境，人物豐富的交錯關係中，建立了更

為立體的角色，也讓讀者能體會性別認同的困頓。 

    〈娘蕩吟〉的原名為〈良婦婬〉，本意描寫一位良家婦女在時代壓迫下，所

發生私逸的情事79，顯然為了行銷圖書的緣故，強調了書中女子縱欲放蕩的形

象。實際上，陳永健希望透過這篇小說回顧童年居住的澳門，藉由一二•三事

件的書寫，建構童年的經驗，也檢視歷史變革的關鍵因素，以下本文從〈娘蕩

吟〉建構的一二•三事件，探討作者試圖還原的歷史真相與意識形態，同時進

一步分析〈娘蕩吟〉透露殖民地青年的政治幻滅，分析在戰爭與政權爭鬥下，

小人物所面對無所依附的悲慘際遇。 

三、〈娘蕩吟〉建構的一二•三事件 

    〈娘蕩吟〉的故事背景設定在一二•三事件發生前後的澳門，女主角侯映

君的丈夫方磊是鐵城學校的教師，實則熱心於為國民黨在澳門從事宣傳與政論

工作。侯映君一度配合丈夫的特務使命，協助刺探情報，但隨著一二•三事件

發生，中共大力搜捕國民黨人，丈夫遠走香港，轉赴台灣，侯映君陷入孤立無

援的貧困生活，為了獨力養活家人，憑藉廚藝，以烹飪葡國菜維生，也因此捲

入與土生葡人的不倫戀之中。 

     主人翁的丈夫方磊來自中國大陸，父親是國民黨黨員，官拜中校，參與國

共內戰，退役後一度任職於蔣經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避難從商，帶著六歲的

方磊和合作夥伴到澳門經營生意，在謀生之餘，也介入在地的親台人士反共工

作。因此，方磊從小耳濡目染，反共的信念十分堅強（陳永健，2016：43）。

                                                      
78 周密密：〈讀中短篇小說集《娘蕩吟》〉，收錄於《娘蕩吟》，（2016，香港：紅出版）頁

6。 
79 《說文解字》：「婬，私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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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會收聽「美國之音」，每個月則閱讀台灣寄來的《自立晚報》，閱讀其上

的政治評論，用以作為政治宣傳的基礎觀念。 

    〈娘蕩吟〉故事的開端在一二•三事件前，方磊是台灣派駐澳門右派的二

號人物，努力在學校招聘學生來台，甚至鼓勵同學接受軍訓，到前線保衛國家
80。他懷疑組織中的領導人施布倫是共產黨的臥底，滲透入澳門的右派，調查國

民黨活動的現況，試圖將將右派一網打盡。方磊的情蒐工作遇到困難，於是請

女友侯映君色誘施布倫，希望能查探出澳門共產勢力的線索，最重要是能暴露

施布倫的真正面目。小說中暴動前的澳門教育機構中，右翼活動的狀況就相當

低調： 

這幾年，澳門的雙十氣氛非常淡薄，右派搞手也儘量低調。即使像鐵城

這間如假包換的國民黨學校，所有宣傳，也得降低聲浪都不掛青天白日

滿地紅旗，遑論懸上國父或蔣總統的肖像。學校只在禮堂辦個小茶會長

的私人名義，請來相熟的一眾友好呷兩杯，喫喫點心談談話，草草的便

收了場（陳永健，2016：21）。 

就在這樣的緊張氣氛中，右派處於風聲鶴唳的環境下，構成了小說中緊張的氣

氛。 

    候映君並沒有獲悉具體的情報，在一二•三事件爆發前夕，施布倫的酒莊

就結束營業，人也隨之失蹤，證實確實是共產黨的成員。方磊為了掩人耳目，

擔心搜捕，於是與候映君結婚，希望過平常人生活，以掩人耳目。不料，隨著

左派的綁架與逮捕行動趨向積極，方磊逃亡，潛赴香港，暫住調景嶺，等待國

民黨安排轉往台灣，將映君一個人留在澳門。 

    小說中細節說明了一二•三事件前澳門的景況，作者透過候映君在手襪場

工作，看到工友組織，工會發動反抗資本家的運動，集結抗爭殖民地壓迫，以

及動員民族主義情緒，希望及早讓澳門回歸中國。因此藉由鐵城中學曹校長之

口，大力分析暴動後的澳門狀況： 

政府不准坊眾學校擴建，除了涉及貪污之外，還有其他複雜的原因，主

要是政府跟港澳工委對著幹，不想左派在那邊紮根，惟恐一旦壯大，便

會助長澳門街的左派勢力。聽說，香港的左派已經派員前來聲援，幹好

港澳聯盟吟的工作，派工會代表組織被剝削的工友，主要透過氹仔的炮

竹廠、火柴廠和漁業會，都是些可以自製炸彈的行業，期望在武鬥之前

作好準備，必要時便策動暴亂，硬要跟牛叔們決一死戰（陳永健，

2016：35）。 

可以發現，葡澳政府依舊努力維持殖民地的秩序，但看來已經無力挽回頹勢。

而國民黨政府從1945年起在澳門設立的「中華民國外交部駐澳門特派員公署」

                                                      
80 陳永健：《娘蕩吟》，頁 22。小說中：方磊鼓勵學生：「受軍訓，到金門媽祖保衛國家，對

抗共匪，知道嘛？」用語很急切，其中誤將馬祖寫成「媽祖」，應為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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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更名為「中華民國外交部駐澳門專員公署」，負責簽發中華民國護照、外國

人士簽證等業務，在1965年遭葡國要求關閉，可見澳門當時緊張氣氛，一觸即

發（陳堅銘，2015：158）。  

    一二•三事件事件起因是澳門窮困的外島「氹仔」， 街坊計畫修建小學的

校舍，經過24次的交涉與申請，均受到澳葡殖民政府阻撓，甚至在11月中旬民

眾開始施工後，遭到取締與警方毆打，共有24人受傷。民眾連續一周到澳督府

抗議，新任澳督嘉樂庇(Jose Nobre de Carvalvo) 一直拒見，直到十二月三日警察

到場驅趕示威者。澳門居民在澳督府「扔細路落樓」的傳言下，澳門新馬路一

帶發生暴亂，群眾沿 途破壞政府機關及銅像、石像。傍晚澳葡政府宣布戒嚴，

葡兵打死八人，打傷二百多人。循著事態的發展與報章媒體 的塑造，事件漸漸

被添上民族主義色彩。而澳葡當局出動軍人開槍鎮壓，更讓事件演化成一場反

殖民政府的事件。當時，澳葡當局對於一二‧三事件的處理方式跟過往殖民經

驗並無不同（李孝智，2017：121-122）。而陳永健的小說中描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旬，氹仔傳來警察鎮壓民眾動手打人的消息。尤其

是葡國差人打人打得更厲害，不單出動鐵枝，還用警棍甚至催淚彈。被

毆的大都是擴建坊眾學校的搭栅工友。無線電還說，警方連看熱鬧的民

眾都不放過，拿鐵鏈和鐵銬毆打他們。一時間，起閧的民眾和前來聲援

的街坊齊集到差館門前，抗議執法者無理對付手無寸鐵的工友。有幾十

個大膽的民眾更向差人喝倒彩，當中十幾個被差人打至重傷。到最後，

警方拘捕了一批人士，許多都有左派背景。聽說，他們被捕的時候口裡

不斷喊著革命口號，又唱紅歌，揮動毛語錄，口口聲聲說要跟差人拼

命。這一場澳葡警察和氹仔居民的激烈衝突，造成很大的離島動亂，跟

著蔓延至澳門市區。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

利」十七個字，頓成街知巷聞的歌曲，連無知婦孺都琅琅上口，傳誦澳

氹。 

可見陳永健所建構的事件過程，固然還原了華人在氹仔捐獻建校，擴校工程多

來年都被政府阻延施，居民受到殖民地當局的歧視與鎮壓，事件固然與殖民地

政府貪污有關，但陳永健顯然清晰為讀者界定了整起事件左翼勢力在其中主導

的力量，強化了左右對立的張力，由於沒有嚴肅考據史料，並沒有正確指出死

亡與受傷人數，淡化了葡澳政府的殘暴舉措。 

     一二•三事件於1967年1月下旬告一段落，27日澳門政府發表聲明對民眾

道歉，並承諾賠償。28日澳門政府簽署《澳門政府對華人各界代表所提出的抗

議書的答覆》，翌日澳督嘉樂庇(Nobrede Carvalho)在中華總商會禮堂向澳門各界

同胞代表、澳門工聯會理事長梁培呈交答覆書，正式向全體澳門市民道歉，並

承擔一二•三事件的所有責任，並由澳葡代表秘書長波治到拱北，向廣東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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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處呈交實施條款書81。陳永健透過小說見證了此一時刻，主人翁在街頭上看

著遊行慶祝的隊伍經過眼前： 

巡遊隊伍漸行漸近，在一片敲鑼打鼓的暄聲之中，聽到擴音器大聲 地

喊：「打倒牛鬼蛇神，打倒蘇修主義，打倒反革命份子，反對法西斯主

義，反對美英帝國主義。馬克思思想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

歲……」 

從映君所見證的抗爭勝利遊行隊伍，不難發現左翼在澳門的全面成功，遊行隊

伍中滿是身穿白恤衫、寶藍長褲、紅領巾、口袋別著小毛章、手臂戴著紅袖章

的年青男女，滿天揮舞的小紅書，說明了中國勢力壓倒性的勝利。 

    近來的澳門研究多指出，在一二•三事件後，中國大陸就實際接管澳門的

政治，陳永健也敏銳地以配角洗蒙所在的水警稽查隊處境加以說明： 

由於一二‧三事件的慘痛教訓，澳葡政府兵敗如山倒。有一段日子，真的

痛定思痛。每個部門，對貪污腐敗都嚴厲打擊，除了上層官員之外，許

多中下層的公務員都受懲處，輕則警誡，重則查辦。一時間，官場之

地，人心惶惶，多年來積累下來的官僚惡習隨即收歛，倡廉之聲甚囂塵

上。（陳永健，2016：60） 

在小說中，澳門在事件後很快救回復了平靜與秩序，實則不然，在極少數願意

回顧事件的澳門外籍人士中，僅有一位神父描述了事件發生後一年之間，左派

控制了整個澳門，晚上經常有上萬人開群眾會議，唱共產歌、讀小紅本子，香

港遊客不敢造訪，警察也都不再維護治安，沒有稅收，民眾也陷入窮困的境遇
82，這應當是作者所忽略的。 

     時序進入1970年代，中國大陸成功推動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1971年

10月25日在第26屆聯合國大會會議上表決通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

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的決議，當時中華民國與葡萄牙仍有邦交，但當中華

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擁有的中國代表權席位，消息傳到澳門。

陳永健紀錄了澳門的社會現象：「在澳門這個半解放的地區，澳葡政府早已認定

了立場，跟左派路線一致。當天，無線電不停廣播，宣佈翌日全城休假，停課

停市，慶祝一天。（陳永健，2016：82）」也展現出一二•三事件後，葡澳政府

立場的全面左傾，台灣自此在澳門的外交、文化與經濟活動空間受到嚴重的排

斥。 

    〈娘蕩吟〉在歷史記憶的建構上，進一步討論一二•三事件的衝擊與影

響。在眾多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研究中都相信，香港左派陣營是受了中國文化

大革命與澳門一二．三事件鼓舞，才決心在五月將抗爭行動升級。盧燕儀指

出，左派受文革影響，在香港勞工長期被資方剝削而生活困頓，勞資糾紛頻仍

                                                      
81 程翔：〈「一二．三事件」，港澳殊途命運的起點〉，《端傳媒》，（2016-12-03），（查

閱 2020 年 12 月 20 日）。 
82 見李孝智，前揭書中甘神父的見證，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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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順勢將勞工議題、社會公義提升為政治議題，對港英殖民統治產生

巨大的衝擊（盧燕儀，2012：8）。張家偉也描述六七抗爭期間，香港左派陣營

在宣傳上採取文革的抗爭形式，不但直接標舉文革口號，更在街頭揮動《毛語

錄》，甚至最後升級為武裝鬥爭。1966年發生的澳門「一二‧三事件」，鼓舞香港

左派陣營鬥爭港英政府的士氣，香港新華社與左派社團還前往澳門學習左派抗

爭經驗，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副社長祈烽甚至聲明，因澳門勝利而決意在香港

把抗議行動擴大（張家偉，2012：22）。陳永健在小說中透過施布倫回到澳門

後，以書信向映君致歉，表示在1967年初，他奉命離開澳門，為了支援香港的

左派運動，策動街頭暴動，複製一二•三事件的經驗，不料沒能成功，施布倫

回憶往事： 

參與者紛紛敗走，我和幾位戰友都遭到不同對待，一些被遞解出境。 一

些被關進西環摩星嶺集中營。幸而我沒被抓著，但組織對我們這些『暴

徒』沒任何支援，只讓我們自生自滅，加上我妻病重，無法就醫，我便

渾渾噩噩的在香港過日子（陳永健，2016：95）。 

此段描述在小說中固然表彰了歷史中澳門與香港互動的關係，但在角色的設定

上不無前後矛盾之處，在小說前半段的描述中，施布倫應當是在1966年中以前

就離開了澳門，此處卻說成六七年初，應當是寫作與佈局上的疏漏。且讓一位

共黨人士自稱「暴徒」，未免也過太彰顯作者自身的意識形態，讓施布倫的語言

偏離了角色應有的心態與細節。 

四、〈娘蕩吟〉透露殖民地青年的政治幻滅 

    〈娘蕩吟〉書寫一二•三事件前後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物，看似遠離內戰烽

火，來到殖民地澳門孤島上，以為可以安定生活，但是內戰的政治鬥爭持續延

伸到島上，無一不捲入政治與暴動的風潮中。在小說中未揭露的是，方磊之所

以要急忙逃離澳門，實則一二·三事件發生後，中共對澳門提出要求，禁止反共

活動，且綁架或逮捕台灣派駐當地官方人員、國民黨駐外人員及支持中華民國

政府之僑胞，送往中國大陸處置，類似案例頻傳，1966年12月11日《中央日

報》即報導，中共要求澳門當局逮捕七名反共人員，押解到中國大陸83。政府

多方交涉，在國際組織發聲，也無法改變局勢，十日後，澳門當局向中共屈服 

竟交出七名反共人士，我國只能由亞盟主席谷正綱發表聲明，譴責葡政府違背

人道罪行84。陳永健筆下的右派人士在一二•三事件的威脅下，其實就是阿岡

本（Giorgio Agamben）所說的「裸命」(bare life)，也唯有站在這些小人物的立

                                                      
83 事件緣起為 1963 年 6 月，以羅德光為首的七名台灣情報人員，潛入廣東水域後，遭共軍發

現，臺灣情報人員逃至澳門，由葡國水警船帶回，在一二三事件後，中共要求將七名情報人員

押解到大陸。美聯社：〈匪對澳門提新要求，脅迫禁止反共活動，並要求將七名反共人員交

匪〉，《中央日報》(1966/12/11)，第 1 版。 
84 中央社：〈澳門當局向匪屈服，竟交出七反共人士：亞盟主席谷正網呼籲自由世界，一致譴

責葡政府違背人道罪行〉，《中央日報》，(1966/12/21)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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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才能體會此一悲哀。 

    人們唯有在國家與法律的保障下，獲得福祉與安全，但無論是國際戰爭或

內戰，往往會創造出法治失序的例外狀態，「裸命」既被體系遺棄，又會遭到政

治秩序重新攫捕，這種正常法治下的例外狀態有其巨大的影響力： 

例外本為一道區隔法內法外的門檻(threshold)，但在主權為國家/社會

安全所頒布諸如動員戡亂法及臨時憲法的情形下，逐漸使執行法律及僭

越法律的界限模糊，導致法所畫分的場域無從區分，例外狀態也就成了

民主與專制間的一道不確定的門檻（阿岡本著，薛熙平譯，2010：頁

56）。 

因此無論是戰爭與戒嚴體制下的白色恐怖，種族滅絕或如納粹的集中營，均屬

之。但在戰鬥文藝或是進步文學的論述中，敵對者的伏法不過是正義的實現，

並無須憐憫，但是如陳永健筆下的右翼人士，在中國大陸文學中固然無人在

意，同樣的在鮮少談述中華民國與澳門關係歷史的台灣文學中，此一裸命的存

在，也乏人關注。陳永健寫〈娘蕩吟〉主旨描寫動盪，作者理解人類推展歷史

變革和進步的關 鍵時刻就是動盪、戰爭與革命，但他認為以如以換來的變遷是

愚不可及的，因為有太多無辜的性命要犧牲，更有太多血淚要流盡（陳永健，

2016：406），如是悲憫的情懷正是這篇小說的主旨。 

    在〈娘蕩吟〉中方磊的情節不多，人物性格也不夠立體，往往透過書信表

白，固然再絕大多數的敘述中，他都有強烈的反共信念，但他也不無懷疑，歷

經澳門的暴動，香港的流離，方磊在信中提及：「但人漸長，經歷多了，靜下來

便會反思過去的政治信念是否正確？但每次想，都教我感覺糊塗，根本不知道

光復大陸 的目標能否實現？假如不，過去的特務工作，豈非白白浪費時間

了。」（陳永健，2016：44）方磊所面對的困境是無從擺脫了，他落入了冷戰的

全球霸權爭鬥中，他微小的裸命無法乞求母國加以援助，就連苟活都困難，也

自然削弱了認同與信仰。 

    女主角映君原本百依百順，成為方磊傾訴抱負或吐苦水的對象，她接受了

丈夫的各種牢騷：「罵中共不仁，恨台灣偏安，造成現時兩岸對峙的局面，失掉

統一中國的希望。」（陳永健，2016：44）甚至在婚前，她並無任何政治信仰，

依舊願意化身充當臥底，以美色色誘施布倫，因為她認定了方磊是丈夫，希望

執子之手，白頭偕老。這一段誘敵的情節，頗有向張愛玲名作〈色，戒〉致敬

的意涵，張愛玲所還原的是抗戰時代的中日對抗下，一個女性沒有自我，毫無

防備地受到救國論述的激勵，在愛情、慾望與身體的覺醒過程中，步向幻滅的

歷程（彭小妍，2008：209-236）。侯映君一樣沒有自我，配合方磊的美人計，

一樣面對了任務失敗的命運，更為悲哀的是她在殖民地中做為女性，她的犧

牲，不但毫無價值，且在失去丈夫後，也只能與土生葡人洗蒙偷情，藉以獲得

生活的安穩，殖民地女性無疑成為更為弱勢、卑微與虛幻的存在85。 

                                                      
85 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就不斷提醒，殖民地女性的后裔，不僅是殖民地文學作品中的

「主僕關係」而已，父權會轉化在不同層面展現，加上殖民政治的壓迫，會讓女性更顯得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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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君在認同上的轉變是逐步的，陳永健有意揭露疆域、宗教、族群、政黨

或是婚姻維繫的認同，並非堅固不可摧的，而是如同霍爾(Stuart Hall)所指出，

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既是生成(becoming)的事物，同時也是實存(being)的事

物，會歷經不斷的轉化，在尋求身分建構的過程中，不應強調單一社群和國族

認同，更無庸強調歷史傳承和身分規範，要關注人類作為個體存在的獨特性，

更不能忽略「文化身分」的衝突與變化，並不存在最終的立場86。在婚後她忍

受也默許丈夫繼續做個親台人士，畢竟她只有小學畢業，「政治方面根本辨不清

甚麼大道理。」（陳永健，2016：55）在一段對話中可以發現她的冷漠與反抗： 

方磊喜歡翻開殷海光的《邏輯新引》教導她，還說：「這是最淺易的一本

了。裡面沒有甚麼深奧的道理，只教妳如何認清是非，讓妳在有疑問的

時候明辨對錯，分清真相，尤其在大是大非上，別讓妳站在灰色地帶，

不辨事情的真偽。」 

「去你的！我哪有工夫讀這些。」映君罵道，「每天照顧你們兩父子，已

經教我疲於奔命喇！」（陳永健，2016：55-56） 

在方磊提供經濟與照顧的家庭框架下，映君不得不接受意識形態的洗禮，方磊

甚至還興致勃勃要教她《建國方略》，只是映君毫無興趣。 

    隨著小說情節的推展，映君在一二•三事件後，丈夫棄家遠行，左派掌握

局勢，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代表權，在一片歡聲鼓舞中，映君完全

改變了她的政治認同，對孩子說：「昨天是新中國加入聯合國的日子，我們放假

慶祝，你要乖乖讀書，長大後便會明白。（陳永健，2016：83）」確實如霍爾不

斷強調「認同的流動性」，人們並不是強遭「認同」所定位，而是會主動改變認

同，根據認同來為自己定位，重新建構其歷史認同，並使之改觀（Woodward, 

Kathryn編、林文琪譯，2004：30）。 

    同樣的例子也出現左翼的潛伏者施布倫身上，他給映君的道歉信中寫著：

「對男人來說，搞政治是最具挑戰性的事業。但假如我是女人，也不會選擇成為黨

員身邊的女人。我妻和妳就是擺在眼前的受害者。（陳永健，2016：96）」在看

似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政治衝突下，施布倫與方磊投身其中，也同樣成為兩黨的棋子

與棄子，回首前塵，原本的政治認同突然變得可笑。 

五、結語 

    誠如香港評論家周密密對〈娘蕩吟〉的詮釋： 

（陳永健）從中探討政治政黨對人的性慾情感的利用，是怎樣無所不用

                                                      
勢。她所分析的「第三世界文學」作品中，虛幻性是經常出現的本質問題。王寧：〈全球化時

代的後殖民理論批評〉，《文藝研究》2003 卷 5 期(2003 / 09 / 21) ，頁 23–24。 
86 Hall, Stuart、酒井直樹著，唐維敏編譯：〈東京對話：馬克思主義、認同形構和文化研

究〉，收錄於 Hall, Stuart、陳光興著，唐維敏編譯之《文化研究：霍爾訪談錄》（Cultural 

studies: dialogues with Hall, Stuart），台北市：元尊文化，1998 年 8 月，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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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極，為求達到目的，不惜採取一切手段，以至於造成 血淚交流，犧牲

無辜的惡果，這正是歷史中不為人知，亦不可治癒的隱蔽創傷。令人讀

來，感覺唏噓87。 

 

本文進一步從文學傳播、意識形態、歷史建構以及殖民地下青年裸命的狀態，

呈現這部商業宣傳下的情慾文學背後有著有別中國論述的特殊觀點。 

    從文學傳播的角度觀察，澳門文學的開展與《澳門日報》在1950 年代創

辦，其「新園地」文藝副刊負責刊登文學著作，促進了本地散文與小說的創作

（張堂錡，2013：15）。澳門的葡文報章，不論是日報、週報或月刊，除了屬於

政府刊登法律和政令的政府公報以外，大體上壽命都不長（古遠清，2015 : 

60）。原本嚴格的殖民地政府言論審查，在一二‧三事件後，各大華文報刊紛紛

抵制新聞檢查處，使殖民地管制名存實亡，中國主流的社會寫實主義風潮，席

捲澳門。陶里（1999)就直指：「澳門的 小說一直以來都以寫實主義為主流。」

此一風潮，在一二•三事件後更為確立，且報刊中的「紅旗文學」與「紅太陽文

學」作品湧現，更使澳門文學具有濃厚的政治意涵，在長期避談此一事件的文

學傳播環境中，〈娘蕩吟〉在香港的出版，無疑以接近張派的現代主義小說筆

法，拼湊出事件中右翼活動的另一面向。 

    陳永健自傳式的書寫中，他夫子自道：「寫〈娘蕩吟〉的時候，我記起許多

童年遇過的小人物，瑣瑣碎碎的拼成碎片，慢慢組合，漸漸成形。完稿之後，

我發現具體的情節糅合著逝去的光陰，令我認清了此段歷史的一點人性。（陳永

健，2016：406）」並且強調並不刻意為信念而寫，而是有感覺便落筆，理性和

分析的成份甚少。在文本細讀中不難發現，因為角色設定在國民黨人與妻子的

悲劇故事上，歷史事件的重建上，並不刻意揭露殖民地政府鎮暴的殘暴面，或

敘述在地華人團結抗暴的公民意識，不免較強化左翼主導事件的動機，講述臺

灣力量在澳門衰退沒落的處境。 

    〈娘蕩吟〉的可貴之處就在於隨著情節的開展，書中人物的國族認同並不

僵化不變，國共雙方的特務在戰亂、逮捕與逃難的過程中，無可避免都陷入無

辜犧牲的裸命，最為卑微者，莫如殖民地處境下的女性，備受父權與殖民政治

的多重壓迫，而在映君國族認同上逐步轉變，更貼近了人性與環境互動的關

係，體現出時代下個人無從選擇的窘境。 

4 二年期計畫成果與貢獻 

（1） 澳門一二・三事件之研究文獻與臺灣外交解密資料整理與分析。 

（2） 取得澳門的天主教文學出版品，並建立出版目錄，有賴日後研究開展。 

                                                      
87 周密密：〈讀中短篇小說集《娘蕩吟》〉，收錄於《娘蕩吟》，（2016，香港：紅出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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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伴侶》雜誌 1963 年至 1971 年蒐集（其中包含「香港文學資料庫」

未藏之 18 期期刊），並建立期刊目錄資料庫。 

（4） 《香港時報》副刊六七暴動論述研究分析。 

（5） 《伴侶》雜誌編輯策略、守門人研究與重要作品分析。 

（6） 共發表七篇研究成果、一篇研究座談會紀錄： 

甲、須文蔚，〈楊牧台港文學跨區域傳播影響論〉，《東華漢學》32（2020 年

12 月），頁 341-378。 

乙、須文蔚，〈劉以鬯主編《淺水灣》副刊時期臺港跨藝術互文現象分析：

以秦松與蔡瑞月的稿件為例〉，《臺灣文學研究集刊》23（2020 年 2 月），

頁 21-46。 

丙、須文蔚，在黑暗裡傳中文教育薪火：以錢穆、林語堂和沈慕羽為例〉，

《依大中文與教育學刊》2（2020 年），頁 60-73。 

丁、須文蔚；翁智琦；顏訥，〈1970 年代《香港時報》「時報詩頁」與「詩潮」

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36 期（2019 年 12 月），頁 137-155。 

戊、須文蔚，〈1950 年代台灣的香港文化與傳播政策研究：以雷震之赴港建

議與影響為例證〉，《中國現代文學》33（2018 年 6 月），頁 171-190。 

己、須文蔚；顏訥，〈朱乃長以翻譯建構現代主義小說文論研究——以《文

學雜誌》時期翻譯作品為例〉，《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3（2018 年

6 月），頁 192-217。 

庚、須文蔚，〈書評：鄭毓瑜《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中國文哲研究集

刊》52（2018 年 3 月），頁 169-198。 

辛、研究成果曾於 2019 年 6 月 7 日，以「六七暴動與台港文學傳播座談會」

形式舉行發表。座談會側記可見留婷婷，〈香港身份賦格曲：「六七暴動

與台港文學傳播座談會」側記〉，《文訊雜誌》第 406 期（2019 年 8 月

號），頁 13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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