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
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
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
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
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
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
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
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
希聖如有立。絕筆于獲麟。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台月。
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
螮蝀入紫微。大明夷朝暉。
浮云隔兩曜。萬象昏陰霏。
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
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
沈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
揮劍決浮云。諸侯盡西來。
明斷自天啟。大略駕群才。
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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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教授

李白是盛唐時代著名詩人，其詩作中時常
顯露出自由逍遙、豪邁不羈的俠客精神，讓
人心嚮往之。但同時這位「詩仙」也是謎樣
出身：不談論自己身世、不曾立傳自述、離
家不返、四處飄蕩等等。
本書以李白為主角，將盛唐為舞臺，且兼

備文史內容，為我們細細探究李白人生全
貌，瞭解詩國英雄的心靈世界。
因此，本刊特邀中文系教授周彥文、高柏
園，針對本書所提到的李白觀點進行對談，
不僅探討書中的寫作體例，兩人更以自身學
術專長為我們解構李白，顛覆我們對李白的
想像與瞭解，並提及在此書中，描繪出盛唐
時代的生活風貌。

記
者：作者花
很多篇幅描寫當時
背景後，才慢慢導入開始
運用人物對話側寫李白，請問這
樣的寫作方法算是新的突破嗎？
中文系教授周彥文（以下簡稱周）：以
體裁創作來看雖然不是創新，但作者突破的
是，轉換大家對李白的刻板印象。他不從「盛
唐的代表性詩人」描述，也並非以傳記角度出
發，書中提到李白的作品數量不多，更沒有放
著名作品，看來是無意介紹作品。我想，這本
書並不是只把李白定位成盛唐代表詩人，而
是藉由李白這位人物表現出該時代的生活層
面，呈現盛唐時代縮影。由於李白本身生命豐
富：從謎樣的的出生、身世，加上他的知名
度，堪作該時代的典範。所以，本書不但是傳
記式小說，還是李白的心靈獨白、盛唐時代歷
史縮影等。從文學角度並不是創新，但作者巧
妙地以唐代人文生活背景來襯托李白這位人
物，這點倒是比較特殊的。
中文系教授高柏園（以下簡稱高）：如同周
老師所提，這樣的寫作方式如同〈靜夜思〉一
詩中，以烘托情境方式來描述月光讓讀者感
受，也就是有景有人似同電影運鏡手法，呈
現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意境。我常認
為，孩子看動漫或是電影是可以寫詩的，因為
這兩者都是以景帶人的過程。
從本書中，我們通過李白去看盛唐時代情
境，是從個人生活著手而不是直接講歷史，從
這角度就具有較高的生動性；相對來說也許會
稍微失望，以為是要去談李白，結果好像對李
白的瞭解與描述相對沒有那麼豐富。或許第二
本、第三本會描述李白較多，但我和周老師的
看法一致，本書是用一個人的背景將那時代環
境烘托出來，如同《清明上河圖》一樣，從背

周彥文 VS. 高柏園
從李白窺見大唐

景烘托出時代意義。另個角度來看，當時文
化鼎盛、各民族間的交流和文化衝擊及互換性
較多，幾乎與現在社會是相對應。
我們不要認為傳統的中國是封閉的，其實在
唐代是非常開放和多元，這可能是讓文化具有
生命力的元素之一。

記者：作者似乎以片段方式和歷史面
去看這個人物在當時的交流情況，延
伸來說，若從歷史考據來看，是否會
導致讀者閱讀的時空錯亂，亦或是增
加趣味性？
高：主要會和讀者的期待有點落差，因為從
書名看時，讀者可想像就是要談李白，但作
者的寫法有點像百科全書，從這方面來看似
乎是創新模式，沒人這樣寫過。也是因為沒
人寫過，代表這是嘗試，利用這種模式，作者
表現出文化史的趣味。對讀者來說可能是種享
受，可讀到很多東西；但純粹想看小說時就會
是負擔，因為正當有趣時，突然轉為考據，閱
讀熱情容易被澆熄。我覺得，這要看作者的用
意，如果他是要透過李白，敘述唐朝文化和背
景這一定是可行的，但這種作法可能和讀者間
有緊張和張力，不過好玩的是可以刺激你，因
為傳記不一定要那樣寫！不過我比較擔心的
是，若一個人什麼都懂時，在深入時會較困
難。但也無所謂，因為此書本來就不是學術
性作品，只要讓我們初步瞭解，使大家有興
趣，這本書就具備價值了。
周：閱讀時是否錯亂，見仁見智。但我在閱
讀本書時是會有停頓感。一般在看小說時，讀
者都希望能順暢易讀，但閱讀本書時的流暢度
確實會受到影響。如果對比林語堂的《蘇東坡
傳》，那本是扎實、簡潔、收錄許多詩詞，且
鼓勵性較高，可以持續地閱讀，就是傳統的
傳記寫作方式。不過，本書好玩的地方是：
到處穿插唐代的歷史考據。書中我覺得最經
典的是，李白和慈元收帳那段，不是單純的收

薦

對談人的特別推

高柏園認為：
某個層面來看，閱
讀時不流暢的LAG會
有好處，讓我們有
時候不要太享受讀
書讀太快，像讀言
情小說，一下子就快
樂地讀完了，可是愉快
後好像就沒了。因此，偶爾
讓我們適度地停下也有好處，讓我們稍微離開
那個情境，有一點反省去思考。以這本書來
看，我想要建議學文創的人應該要來讀這本，
你才知道是怎麼回事，對文化才有豐富性、全
面性的掌握，且敏感度會增加。文創就是在生
活中，若作為文創的教材滿好的，不會那麼枯
燥且又兼具全面性。這本書不是純粹文學、哲
學或思想，作者使它們之間能夠相連。我認為
最該讀本書應是商科學生，這可讓他們對社會
做全面的瞭解，如何銷售商品、經營企業等。
然而，我想本書對這代年輕人讀者的吸引力可
能不強，畢竟現今閱讀習慣和訴求已不相同。

校友動態

◎民歌40特展登場 真實場景如坐時光機
本校國貿系校友李建復，為著名民歌手，
同時也擔任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理事長。中
華音樂人交流協會於今年度6、7月舉辦民歌
40演唱會，更自5月8日起，在台北松菸舉辦
相關特展，為期3週的7個展區包含回到校園
區、LIVE廣播區、民歌西餐廳區等，開放民

中文系教授

周彥文認為：
如高老師所說，這
本書可以引導我們
看到不同的面向，
把李白當成一個人
來看。
讀這本書可以擴展
自己的閱讀領域和解析
能力，讓我們不要對一個人
的解釋定於「一尊」。你會發現，這樣的不同
可能也不錯，這就是一種顛覆。
對我來說，我覺得我看到一種新的寫作體
例，這本書的詮釋性很強，學識部份也很高。
每個人所閱讀的，和吸收的內容是不一樣的，
你自己覺得得到什麼就會是什麼。
重點是閱讀這本書時，是一定會有所獲得，
不管是好是壞，甚至覺得難讀也是一種收穫！
而這本書的基礎是以商業和經濟活動所構
成，讓我們一窺唐代生活脈絡，瞭解當時的文
化風貌，高老師講得沒錯，讀商科學生看這本
書會對商業文創有所啟發。

眾免費參觀。「民歌之母」陶曉清說：「彷
彿坐了時光隧道，回到當年民歌時期的場
景，模擬得非常真實」。7個展區可看見民歌
初期重要的啟發者陳達、楊弦、李雙澤的紀
錄片；回味校園3大素人歌手比賽：金韻獎、
民謠風、大學城；也有伴隨多位大師的創作
樂器。（文／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帳，會介紹辟穀的名目、說明驛卒為何稱之健
兒、描寫李白身上經常佩劍原因後說到丁零奴
鑄劍過程，再講回李白，還解釋租庸調法制度
後，又回到故事情境，問到慈元那匹驢子上的
烙印時，又開始講烙印的來源，而後又跳到起
霸虎，討論民間的風土民情等等。換言之，書
中不斷地穿插情境、考據、對白，也就是提到
什麼就開始說明，如李白拔劍時講劍，驢子過
來時講驢。在閱讀上碰到旁支內容時，思緒上
真的會被打斷。但對讀者到底好不好？見仁見
智。有人覺得反而可以吸收許多知識也無妨；
若以傳統寫作面來看，可能會失望。
這本書層面很廣，有提到道教、佛教、制
度、民俗、歷史等，作者以各種層面綜合出
大唐文化的面貌後，當縱看橫切面時，就能得
知唐代包羅萬象的內涵。我覺得作者厲害的
是，開創傳記體例的寫作，因為從來沒有人是
這樣寫傳記。雖相似於黃仁宇的《萬曆十五
年》，那是以考證張居正呈現大歷史面貌，加
上張居正是政治人物，所以書中提到的政策制
度推動和說明，都是順理成章的。
但閱讀本書前，讀者是完全不會預期這裡會
提到租庸調法等，作者加入許多歷史考證內容
非常特別，並且藉由傳記去呈現整個時代風
貌，所以我認為是新傳記體例的開創，但我看
除了張大春應該沒人能再寫出這種作法。張大
春曾說，「這十幾年來，除報章雜誌外，沒讀
有標點符號的書。」或許就是他在閱讀古書同
時，將原本沒有預期的內容，實質自然內化於
本書中，呈現出特殊的體例作品。

記者：本書揣測，李白其實並不是大
家所想的，他可能殺人、為了做官而
娶妻等，這樣是否減損他的地位，或
是讓我們更瞭解李白？
高：首先，先暫時不要管李白是誰，先把他
當作一個人看，所以他會有七情六慾，少年時
期一定也會輕狂，例如夜衝遊玩等，我們可能
衝完和玩樂後就過了，但李白是可以衝出創意
作品的。從這來看，就可以瞭解一個人的生命
成長過程，他可能墮落，也可能昂揚，也會有
失意，也會有快樂，也因為這樣，才能把李白
看作「真正的人」。我們過去所看到和理解
到的李白都是片面的，從本書中才能從真實瞭
解，不是從抽象和想像去理解。
而另一個意義來看：李白之所以能有這樣的
條件，在當時環境中應是少數。雖說唐代詩人
多，但請想想看，以我們上一代為例，讀書的
普遍率和真正能寫字的比率並不是這麼高。以
李白這種條件在當時應算貴族，當時國際化過
程中，李白的游牧民族性格就會帶進他的作品
裡和生活中。舉例來說，杜甫憂國憂民的情
操、背景生活，以及民族性都有一點關係，讓
他的作品顯得不一樣。因此，從這角度想，本
書可以將李白的神聖感消除，讓我們知道把一
個人看得很完美，還不如把他放在人間，就是

一個和我們一樣有七情六慾、生命中喜樂摻半
的人。
我們以為李白是在天上，但事實上他在人
間，只是李白能從日常生活中，磨練出特別
的意涵，創作出特別的作品。所以，從這樣來
看，在人間，還能將生命維持豪情才是可貴
的，也才是最真實可愛的。
這本書並不是學術性著作，但知識性層面很
豐富，作者在寫這本書的同時，一方面是小說
家臉孔，另一方面是大學者的姿態，這兩種形
象對比太強烈，所以這種寫法功力很高，一般
來說，以後要這樣做的人大概也難，因為，現
在是分科專業教育，文、史、哲、地理等都是
分開的，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要去寫有雜家
味道的東西，統合的能力是不夠的。以中文系
學生寫武俠小說為例，在不知道奇經八脈、武
術的情況下，要怎麼寫呢？所以，不應該只是
累積知識和專業，應是要豐富生命，倘若生
命不豐富，是不容易寫武俠小說的。相對來
看，作者的生命豐富性很強，這樣的生命豐富
性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周：我覺得這是種解放，因為有人認為他是
完美的，是我們一輩子都達不到的境界。但透
過本書知道和感覺到李白就是「活的人」，而
不是「死的仙」，是與我們接近的平凡一
面。至於是否會減損他的地位，我倒認為是將
我們提升，說明人人的平凡面並非不堪，反
而可接受自己的平凡，並認知大家都有平凡
面。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刻意避開收錄詩作，雖
有酒的背景但不強調李白喝酒情境，而是談到
劍和流浪。在考據李白身世、探討他經常往返
四川原因、討論李白在長江沿岸收錢、不上班
卻能千金散盡還復來等種種緣由，這些史實是
作者先將李白的流浪性格和經濟來源結合起來
後，再談身世；這樣從周圍著手再討論李白個
人的方式，我覺得這樣很好。
作者應該考慮過「李白本身元素」的問
題，首先是詩，再來是酒、劍、流浪、瀟灑豪
情性格等。在這些元素中，作者是經過安排
強調想表達的內容，他把李白最著名的詩作
和酒放在最後，把大家不太注意的題材放在
前面，補足了大家比較忽略的內容。這樣安
排，會讓讀者更瞭解除了李白的詩、酒和個
人性格等，也能拼湊出更完整的李白；緊接
著，再藉由李白擴大到整個唐代。高老師講到
一點很棒，就是把李白當作「人」來看而不是
當作「仙」看，這樣的呈現很棒。
所以，這是作者有計劃性的寫作模式。而
我想說的是，當我在閱讀時，覺得作者的這
樣寫法會有些危險性，第一，作者文學修為深
厚且才氣一流，並對唐代知識掌握度高，假使
有人模仿的話，可能會把筆下的人物寫死，而
且穿插其中的考據內容也容易僵化；第二，書
中提到的考據內容是否就是真正的歷史，值得
探究，因為作者是知名作家，雖獲得大家信

全民英檢秘笈
一、重要文法(切勿死背。請用以下
「加法」來理解)
現在完成「被動」：一段時間內，
「被」…
例：
1. 他從昨天到現在，「被罵」3次
2.我從18歲到現在，「被騙」多次
3.這輛車從買來至今已「被修」兩次
現在完成 have p.p
被動
be
p.p.
+
have been p.p.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
二、綜合文法練習
以下有四種重要文法：
(1)現在完成式
(2)現在完成進行式
(3)現在完成被動式
(4)正在進行被動
請先選出適合文法，然號寫成英文句子。
1.這輛自行車正在被修理。
2.我一直在懷疑妳。
3.我已被你愚弄兩次了。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張大春創作動機

少年李白，是商人之子，家庭背景使他不

能參加科舉考試，流連市井，不知未來。但
少年李白，尚未闖蕩長安，一個沒有顯赫家
世、快意俠客的少年郎，卻改變唐詩，又被
一個時代改變了人生而名滿天下，而詩人李
白，總是刻意含糊其身家來歷，身世如謎。
儘管唐朝人向來以喜歡攀附名門冒充世家
出名，但李白謎樣的身世，究竟原因為何？
這些讓熱愛中國詩詞的張大春鍾情李白，決
定以小說體例，結合歷史考據為李白尋找身
世、探其詩作不與時人彈同調之因、揭大唐
盛世背後隱藏的成名焦慮與名利夢。

任，但
真正的歷史是什
麼？我也不清楚也不知
道。書中未完整說明其引用的
考據資料，因此，他寫得內容有時是
虛構有時是真實，但作者必須用想像和虛
構，才能將李白拼湊起來，讓讀者一窺他的全
貌。所以，讀者仍須深思和判斷，可以輕鬆
的心情閱讀，但做為學術研究時仍需嚴謹判
斷，否則可能會錯誤引用。

記者：會不會將這本書應用在教學或
研究方面上呢？
周：我是把這本書作為文學課程的指定參考
書，每班都會有一組同學上臺報告本書，但同
學們的反應都很淡定。儘管是指定書，但看的
學生不多，從其中一組的回饋得知，他們看第
二遍才能讀懂。我覺得這是因為他們閱讀習慣
仍從故事角度來看，但本書的故事性不強，加
上內容有很多考證，從書名來看，是有熟悉感
且每個人都認為傳記是有趣的。但事實上並不
是容易閱讀，雖然書名大眾化，但我個人覺得
買回去讀真的感興趣的人不會很多。
會選擇本書為指定書是想讓學生看看傳記有
不同的寫法，原來我們耳熟能詳的人也有另外
一面。另一方面，作者書中提到的詩都是配合
他要敘述的內容。對中文系來說，作者選的作
品大部分都沒念過，因為中文系讀的詩作大多
屬於表現型，強調特別的表現手法或強烈的情
感，會較偏思緒性和思考性的成分。讀者會認
為在本書中安排的詩作比較不是李白代表性的
作品，但我想這是作者刻意安排，在選詩上他
是逐漸配合內容，而不是為了詩。雖然李白的
抒情詩寫得很好，但是作者就是不放。盛唐詩
的特色是平易近人，所以李白會有很多琅琅上
口的詩作。
我認為，作者可能會覺得那樣的作品沒辦
法搭配本書的深度和情境，以及他想要的感
覺，因此他捨棄比較流暢、敘述邏輯上很順暢
的作品，讓讀者瞭解不一樣的李白。
高：目前沒有，因為我的課和周老師不一
樣，他是比較文學為主，我的則是偏向介紹哲
學，所以沒有介紹這本書。但周老師說的一點
很重要，如果以這本書來看，當我們在談文
史哲時，其實這三個是不分家的，而這本書
中，有提到「文」、有「史」，也有思想的分
析和想法等，這是本整合性滿好的一本書，所
以閱讀起來就會滿有趣的。
像我們常談的「天龍八部」一詞，其實就是
佛教名詞，但我們受故事吸引，那就會變成較
流行、大眾的名詞。這本書要成為大眾閱讀的
書比較難，因為相對來說知識性滿強，但若作
為大學生做文、史、哲等的訓練是滿好的，有
具體的情境比較能夠做補足。最重要的是，不
要預設立場，先讀就對了！

4.我們兩人認識多年了。
5.這個月下了兩次雨。
6.這個月一直下雨下個不停。
7.我的提議書正在被審核。
三、答案
1.(4)、This bike is being fixed.
2.(2)、I have been suspected you.
3.(3)、I have been fooled by you twice.
4.(1)、We have known each other for
years.
5.(1)、It has rained twice this month.
6.(2)、It has been raining for a month.
7.(4)、My proposal is being examin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