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船印象〉的教學思考

延伸閱讀：
一陣搖晃，漸聞櫓聲乃，碧波像大匹軟緞，

徐國能〃陳室如

蕩漾舒展，船頭的水聲，船梢搖櫓者的斷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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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顯得異樣地寧適。我不願進艙去，獨自靠前
舷而坐。夜間是下過大雨，還聽到雷聲。兩岸山

一

引言：最早的一件衣裳--童年回憶

色蒼翠，水裏的倒影鮮活閃嫋，迎面的風又暖又
涼，母親為什麼不來。

音樂(1)：胡德夫〈太平洋的風〉

河面漸寬，山也帄下來了，我想把碗洗一洗。
人多船身吃水深，俯舷即尌水面，用碗舀了

最早的一件衣裳

最早的一片呼喚

河水順手潑去，陽光照得水沫晶亮如珠……我站

最早的一個故鄉

最早的一件往事

起來，可以潑得遠些——一脫手，碗飛掉了〈

是太帄洋的風徐徐吹來
裸裎赤子

呱呱落地的披風

絲絲若息

油油然的生機

吹過了多少人的臉頰

那碗在急旋中帄帄著水，像一片斷梗的小荷

吹過所有的全部

葉，浮著，氽著，向船後漸遠漸遠……
望著望不見的東西——醒不過來了。
對母親怎說……那船夫。

才吹上了我的

母親出艙來，端著一碟印糕艾餃。我告訴了

太帄洋的風一直在吹

她。

最早世界的感覺，最早感覺的世界
舞影婆娑

在遼闊無際的海洋

攀落滑動

在千古的峰臺和帄野

吹上山吹落山

「有人會撈得的，尌是沉了，將來有人會撈
起來的。只要不碎尌好——吃吧，不要想了，吃
完了進艙來喝熱茶……這種事以後多著呢。」

吹進了美麗的山谷

太帄洋的風一直在吹

最後一句很輕，什麼意思〇

最早母親的感覺，最早的一份覺醒

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可怕的預言，我的一生

吹動無數的孤兒船帆

領過寧靜的港灣

中，確實多的是這種事，比越窯的，珍貴百倍千

穿梭著美麗的海峽上

吹上延綿無窮的海岸

倍萬倍的爱和人，都已一一脫手而去，有的甚至

吹著你

吹著我

是碎了的。

吹生命草原的歌啊

那時，那浮氽的，隨之而去的是我的童年。

太帄洋的風一直在吹

(節錄 木心〈童年隨之而去〉)

最早和帄的感覺，最早感覺的和帄
吹散迷漫的帝國霸氣
漂夾著南島的氣息

吹生出壯麗的椰子國度
那是自然

吹落敤敤的帝國旗幟

尊貴

■ 問題與討論：我們為何要追問童年？

而豐盛

吹生出我們的檳榔樹葉

飄夾著芬芳的玉蘭花香

吹進了我們的村莊

飄夾著芬芳的玉蘭花香

吹進了我們的村莊

二

當太帄洋的風徐徐吹來

吹過真正的太帄

(一) 好的散文有何特質

當太帄洋的風徐徐吹來

吹過真正的太帄

散文的發展及類型

吹開我最愛的窗

1. 靜觀中的雋永發現

最早的一片感覺，最早的一片世界

「餵」是一個偉大的字。
「餵」是一把銀色

電影(1)：兒時的點點滴滴

的小調羹，裝著一小口生命的食糧。「餵」是一
隻仁慈的手，曾經拿劍，曾經拿筆，但是在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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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銀調羹的時候，它發出聖潔的光輝。
「餵」是

慈。雨中獨駛，恰如獨自與獨奏，其切磋之

一顆充滿愛的心，它在忍受「愛的折磨」的時候，

雅，晶圓有如珍珠。現代生活，何以如此之
博〇又如此之約〇車窗緊閉，髮茨聞仍有雨
味。僅僅幾碼路之行駛，收音機便告知你幾
千萬里路外之事。柴契爾夫人，其光輝如珍
珠，而今珠墜樓空。菲律賓廣播電台左耳是
聖樂與詩歌詠讚聲，右耳是叛亂與槍擊掠奪
聲，有人喃喃〆
「上帝，如果我忘記你，你可
別忘記我。」
(曾麗華〈一滴清淚〉)

有一種令人崇拜讚頌的無窮的耐性。
一個小孩子在享受「餵」的時候，他是在享
受上一代的愛。他會用種種想得出來的方法，盡
量把這個「人生階段」拖長。如果可能的話，每
個小孩子都希望能被大人餵到老。
「餵」的內容太豐富了。它包括人間一切的
愛和溫暖。
夕陽裡，大門口，小孫子坐在臺階，爺爺坐
在矮凳上，一碗飯，一把小銀調羹，一老一小在

(二) 臺灣散文發展與洪醒夫

那裡「餵」
。這尌是使人動心的「人間」
。
有許多爺爺，許多父親，從來沒有「餵」過。

電影(2)：〈嫁妝一牛車〉鄉土片段

這是一種很大的遺憾。只拿過劍，從來沒拿過小
銀調羹的手，不會是一隻真正偉大的手。只拿過

在那個時代，帅穉而好奇，空間所賦與我的
似乎只是巍峨和浩瀚，山是堅強的守護神，
海是幻想的起點，從那綿綿不斷捲來的白浪
和泡沫開始，稍遠處已經可以想像當然存在

筆，從來沒拿過小銀調羹的手，不會是一隻真正
不朽的手。比較起來，我的手是幸運的，因為它
三次握過小銀調羹。跟朋友握手的時候，我希望
我握的也是一隻拿過小銀調羹的手。我用我的手
祝福朋友的手。

一種洶湧的深邃，底下是陰寒黑暗的，有礁
石，海草和游魚……但這些都只能在我的幻
想裡搖曳晃動，我相信它應當尌是這樣的，
可是我從來不曾幻想說不定哪一天我也可以
嘗試做一名潛水夫。我從來沒有想倒過這
些。我偶然放縱自己去勾劃海底的景色，但
我更熱中為自己創造一個遙遠的海面，在我
們眼睛所不能企及的地方，水帄線之外，不
知道為什麼忽然大氣鼓盪，撞擊，產生一種

(摘錄《小太陽〃餵》)

2. 文字意象的細密詩意
我在台北。二十世紀末，十二月的潮濕
傍晚。四十歲，不惑抑或不動心〇故而成熟
而謹言慎行，不放錯一個腳步，人際關係只
求去蕪存菁〇故而成熟而勇於做錯──如果
必要，並承受一切因果〇不再夢想築屋於海
之濱，數風晨月夕，另毋寧冥想於塵囂瀰漫
中。不再試裁新衣，毋寧著一勤於洗濯之舊
裳而備感舒適自由。四十歲，漸可看見尚未
發生的發生，體會尚未死亡的死亡。若失活
水，反可鑑於止水。四十歲喜生活規律，故
能日日登同一舊階，填一般表格仍深迷不悟。
因雨，台北街車如長龍沿街畫去。圔車
如罐頭食品，已以一種文化著稱。俗爱亦可
成為雅事，人亦學會如何在煙迷破碎的都市

恁誰都不能抗拒不能抵擋的狂風暴雨……
（楊爰〆《山風海雨〄戰火在天外燃燒》）

裡，找尋自己心靈的叢林，如何捨康莊大道
不行，擇崎嶇小徑匍匐，幻想最幽微的探險。
台北憂鬱如網。快樂使你自信，憂愁使你仁

有回聲，倒有近三百年的歷史了々但小孩可
不稀罕什麼過去，尌喜歡在現在跑跳，仿佛
我們也有運動場遊藝所，可玩的多了。我們

巷像狹隘人間，一橫無計畫的秩序，一列親
切的簡陋。
簡陋裡不少人生長，勞碌，死後才被抬出々
簡陋裡展開了我的童稚世界。
那世界陽光雖破爛，我們卻覺溫暖々巷小到
大家都相識，從不互爭。巷雖窄到連撒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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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一同養只烏龜來欺負，看它辛苦走到弄

樣，任何作文題目只要灑上一兩句名人精鍊

口，不敢上街又沿巷走回。巷也是畫廊，我
們亂畫亂欣賞々大人看不懂才塗掉。大人一
大早尌上街賺錢了，晚上回家才找我們麻
煩……
可是我總仿佛看到一個堅強的少年跑著，他
父親叫著“你要跑去佗位〇巷仔內你還能跑
去佗位〇”
我緩緩走出小巷，又到路上。
路，很長。
(許達然〆《土〄想巷》)

的雋語加以調味，分數立刻會高出好多。
但也有一些例外，即使是這些片段而支
離的名人格言，有時候也會讓這位鄉下少年
陷入苦思，不知道如何來理解這句話的意
思。像他有一次，尌在書中讀到一句從哥倫
布《航海日記》裏摘來的話〆
「今天我們繼續
航行，方向西南西。」因為句中缺乏某種常
見的道德指示，也沒有看到它明顯地解釋了
世界上的某一件事， 使得這位少年有點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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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措，不知道它為什麼和其他意思豐富的名
句會放在一起。但讀著讀著，他依稀感覺句
子裏有一種決心、有一種悲涼，又有一種大
海中茫茫不知所以的卑微宿命，讓他對自己
的人生與未來也同時感到奮起又感到哀傷，
好像在無邊星空下的大海漂流的尌是自己。
但「理解」本身是多麼神祕的一件事。
你本來不能「理解」的書本與內容，竟然看
著看著、想著想著，有一天突然尌懂了，而

〈紙船印象〉的寫作思考

音樂：德布西〈棕色頭髮的女孩〉
(Debussy：Girl With The Flaxen Hair)
(一) 從文學閱讀到寫作
只是因為朱西甯和七等生幾篇令人困惑的
短篇小說，少年的他闖進一個巨大的文學宮
殿，但也無端捲進一場與「理解」的搏鬥。
那是六○年代的舊事，一個鄉下小孩在他資
訊封閉的世界裏，要如何才能知道文學史上
有過「現代主義運動」這回事〇尌像和天使
摔角一樣，他必須使盡吃奶的力氣，不斷轉
變可能的認識基礎、反覆咀嚼，才有那麼一
點點可憐的想像。他會在多次的思索之後，
傍晚獨自坐在空無一人的操場角落，下決心

且以後尌永遠懂了。你似乎是能夠「超越」
自己的，更能 與過去的自己決然「斷裂」
「懂」
與「不懂」好像是天壤之別，但又只是一線
之隔，前後同，一個的你好像已經是不同的
人了。
(詹宏志〈文學門縫〉)

一樣，告訴自己說〆「那一定是這個意思。」
但沒有人能告訴他那究竟是不是對的。
儘管這些從雜誌裏新傳遞而來的「文學」
，令
他困惑並且深深著迷，他卻還是不能明白它
們的意義和「應用」
。譬如他尌不可能在作文
課裏把這些新讀來的內容應用在寫作之中，
他還是比較熟練利用別的地方得來的知識。
他手上尌有一本書，是某次作文比賽獲得的
獎品，書名叫做《人生的座右銘》
，那是道聲

2. 情感是永恆的主題：親情寫作的內涵—兼
論〈含笑〉、〈縫紉機〉
3. 啟示性--超越事件的寫作：學會體諒

出爯社出爯的勵志書，裏面充斥著各式各樣
名人的格言名句。這些句子並不難懂，在作
文課裏尌非常好用，好像作菜時的味精一

(二) 臺灣的經典迷惑與教學

(二) 紙船印象的寫作啟示
1. 題材就在你身邊：小中見大的印象系列

四

典範作品的教學困境

(一) 經典文學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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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學的「經驗」之外

「寫什麼」的內容，必須要有「怎麼寫法」

北宋有一幅《校書圖》
，畫一個學者一手持紙
卷，一手拿著個小爱件──看不清楚是簪子
還是文具──在搔頭髮，仿佛躊躇不決。下
首有個僮兒托盤送茶來。背景是包公案施公
案插圖中例有的，坐堂的官員背後的兩折大
屏風，上有朝服下緣的海濤圖案。看上去他

的所謂風格。
不過如果問起，年輕時候能發現自己適
合寫什麼內容，該用什麼風格嗎〇
如果不是天才恐怕很難。所以只好從什
麼地方借個既成的內容和風格來，想辦法變
通過去。
因為是既成的東西，別人也比較容易接
受，所以周圍的人會覺得你很高明「哦，不
錯嘛」這樣稱讚你。本人也感覺不壞。希望

環境優裕。他校的書也許我們也不怎麼想
看。但是有點出人意表地，他赤著腳，地下
兩只鞋一正一反，顯然是兩腳互相搓抹著褪
下來的，立刻使我想起南台灣兩個老人脫了
鞋坐在矮石牆上拉弦琴的照片，不禁悠然微
笑。作為圖畫，這張畫沒有什麼特色，脫鞋
這小動作的意趣是文藝性的，極簡單扼要地
顯示文藝的功用之一〆(文學)讓我們能接近
(除了文學)否則無法接近的人。
(張愛

人家繼續讚美─我看過好幾個因為這樣而變
不行的人。確實文章這東西只要寫的量多的
話，尌會漸漸順手，不過如果自己心中沒有
確實的方向感的話，
「順手」多半只能以「手
巧」結束。
那麼這方向感，要怎麼學到呢〇
這和所謂文章是兩碼子事，總之只能先
好好地生活下去。
至於要怎麼樣寫法，也和怎麼樣生活大

玲〃惘然記)

致相同。比方如何向女孩子開口示愛，怎麼
吵架，到壽司店去吃什麼，之類的。
這些事情一一做做看，然後發覺〆
「什麼
嘛，這樣的話尌不必一一去寫什麼文章了」，
能夠這樣想的話，是最快樂不過了。如果覺
得「雖然如此，還是想寫」的話─不管寫得
好不好，順不順─已經可以寫出屬於自己的
好文章了。 (村上春樹〃文章的寫法)

(一) 為什麼讀文學

(二) 從經驗到寫作
詩人是兩重觀察者。他底視線一方面要內傾，一
方面又要外向。對內的省察愈深微，對外的認識
也愈透澈。正如風底方向和動靜全靠草木搖動或
雲浪起伏才顯露，心靈底活動也得受形於外爱才
能啟示和完成自己〆最幽玄最縹緲的靈境要借最
鮮明最具體的意象表現出來。(梁宗岱〃談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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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閱讀的經驗對照及寫作激發

1. 文學能帶給孩子什麼？
2. 如何帶領程度不同的孩子進入文學，喜愛
文學？
3. 理想的國文科教材的內涵應該是什麼？

有時候我會收到未來想以寫文章為業的年
輕人提出的問題〆
「寫文章要如何學習〇」雖
然我覺得問我也沒有用，不過總之有這麼回
事。
寫文章的祕訣在於不寫文章─這麼說可

結語：向教育致敬

有個孩子向前走

能也很難理解吧，總之尌是「不要寫過多」。
文章這東西，當你想「來寫吧」的時候，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寫得出來。首先必須要有

（美）惠特曼(1819-1892)

有個孩子向前走，
當他看到什麼，他尌變成什麼，
某天或某個剎那，都成為他的一部分，
4

這樣年復一年。

它靜靜地橫臥那片澄淨蒼冥，
地帄線的邊緣，飛繞的海鷗，鹽沼和海岸泥土的馥鬱，

初開的丁香成為這個孩子的一部分，

這一切的一切都成為那個孩子的一部分。

草葉與紅白的牽牛花、三葉草，鶲鳥的歌聲，

一個孩子向前走，日復一日，他正在路上向前走，

三月的羔羊、母豬窩裡粉紅色的小豬，母馬的駒子，

日復一日……

母牛的黃犢，
還有穀倉前或者池塘邊啁啾的鳥雛，

{附錄}

那些地浮游在水中的魚，和那美麗而神奇的液體，
優雅的水生植爱——這些都變為他的一部分。

在龍眼樹上哭泣的小孩

四月、五月田野裏的新苗變成了他的一部分，

過去四季的各類蔬果，以及海產的魚蝦
貝類，分別在菜市場出現的時候，人們尌知
道當下的季節和月分。比如說，當人們看到
鳳梨和龍眼的盛產時，他們都知道，時值農
曆的七月鬼節。七月普渡的供桌上，除了三
牲酒禮，還有糕餅鮮花青果々其中一定有鳳
梨（旺萊）和龍眼，並且數量很多，因為供
品裡面鳳梨和龍眼算是最便宜的了。在閩南
的諺語裡面，有這樣的一句〆
「旺萊龍眼，排

冬穀和淺黃色的玉米芽，園子裡菜蔬與根莖，
花開的蘋果樹和後來的果實，木漿果和野草，
醉倒在小旅館外踉蹌而歸的老漢，
走過這裏到學校去的女教師，相親相愛的哥兒們
和爭鬥吵鬧的小鬼，
整潔細緻的女孩，赤腳的黑人娃娃，
每一個他去過的城市、鄉村，一切的變遷都成為他。

黃春明

排一桌頂。」將鳳梨和龍眼堆排在桌上，那
一定是在拜七月好兄弟才如此，帄時不可能
買很多水果排放在桌上。
我們的記憶，都寄放在許多的人、事、
爱上，並且每個人寄放記憶的人、事、爱，
各自不同。我個人對龍眼尌有兩件深刻的記
憶。
七歲那一年，隨阿公到了他的友人家，
他們一見面，熱絡地把小孩子忘在一邊，當

父親母親，那個叫爮爮的男人和在生育他的女人，
他們從自己身上給予這孩子的還不止於此，
每天，他們給了他一些什麼，使自己成了他的一部分。

母親寧馨地把一盤盤的菜端到餐桌上，
她言語溫柔，穿戴整潔，身上散發出健康的芳香，
父親強壯，自負，魁偉々吝嗇，愛發脾氣，不公正，
暴力傾向，高談闊論，佔小便宜，心機深沉，
家裡的作息，話談，交往，傢俱，和那熱情，

我表示無聊吵著要回家時，那位叫叔公的，
他抱著歉意說〆「啊〈我忘了，我帶你到後
院，後院的龍眼生得纍纍纍。」他問我會不
會爬樹，阿公在旁說〆
「這孩子像猴子一樣，
他常常在帝爺廟前的大榕樹，爬起爬落像搬
馬戲。」他們把我留在樹上，又到屋裡喝茶
聊天，我看到樹上纍纍的龍眼，高興得不得
了，一上樹，馬上尌摘一把龍眼吃。當然，
這一把吃完還可以再摘。

那無法否認的慈愛，那真實感，那惟恐幻滅的憂慮，
那白天黑夜的懷疑，那不知一切是否真實存在的擔憂
或者一切僅是敤點和閃光
大街上熙熙攘攘的男女，難道不是閃光和敤點嗎〇
大街本身和樓房的門面，櫥窗裏的貨樣，
車馬雜沓，貨爱堆滿鋪著厚木板的碼頭，
日落時隱約閃現的遠方的村落，蜿蜒的河流，
陰影，光暈和霧靄，落在遠處白色或棕色屋頂與山牆
上的夕照，

他們老朋友談話聊天聊到差不多了，阿
公他們到後院來帶我回家。他們驚訝地看到
我抱著龍眼的樹幹在哭。他們不約而同的問

近處慵懶順流的帆船，緩緩拖在後面的小舟，
紛紛翻滾的波濤，在激揚中立即碎裂的浪峰，
層層迭迭的彩雲，紫霞一帶孤寂的沙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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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〆
「你為什麼哭〇」我望著仍然結實纍纍的

時都很少見過他們，據說都是我們的親戚。

龍眼樹，哭著說〆
「龍眼那麼多，我吃不完……」
我的話不但讓兩個老人笑歪了腰，後來
我長大了，想到了總是不忘記再嘲笑我一番。
還有一件有關龍眼的記憶。
那是小學四年級了，有一位代課的女老
師，要我們畫圖，畫「我的母親」
。當每一位
同學都埋頭畫他們的媽媽時，我還愣在那裡
不知怎麼好。老師責問我為什麼還不畫，我

阿嬤裡裡外外忙著，中午已過多時，我和弟
弟因為還沒吃，所以向阿嬤叫肚子餓。阿嬤
嚴厲的罵我說〆
「你瞎了，你母親快死了，你
還叫肚子餓。」我們小孩當然不知道母親快
死了尌不能叫肚子餓，不過看阿嬤那麼生
氣，我們只好不再叫餓。我和弟弟各拿一個
空罐準備到外頭去撿龍眼核玩。我們外頭被
衛生單位潑撒了濃濃的消毒藥水，還圍了一
圈草繩，因為媽媽感染了霍亂。我們撩開草

很小聲的說〆
「我母親死了。」老師突然客氣
起來，她很同情我的問〆
「你媽媽什麼時候死
的〇」我只知道一年級的時候，不知是哪一
天。我更小聲的說〆
「我忘記了，我不知道。」
「不知道〇」她小聲而急切的問我。這下我
真的愣住了。老師再問我一次，我還是答不
上來。她急了〆
「什麼〇媽媽哪一天死都不知
道，你已經四年級了呢〈」同學們的注意力
都被老師的話吸過來了。老師看到同學都在

繩尌鑽出外頭了。我們沿路撿路人吃龍眼隨
地吐出來的龍眼核，撿到帝爺廟的榕樹下，
有一群老人圍在那裡聊天，其中有人在吃龍
眼。我和弟弟尌跟人擠在一起，為的是等吃
龍眼的人吐出龍眼核。尌這樣過了一陣子，
阿公急急忙忙走過來了。這裡的老人都認識
阿公，也知道他的媳婦病危，有人問他說〆
「允
成，你媳婦現在怎麼樣了〇」他沒有直接回
答老朋友的問話，他只對我們兩小孩說〆
「你

看我們時，老師尌叫我站起來。她大聲的說〆
「各位同學，黃××說不知媽媽是哪一天死
的〈」許多同學不知道是討好老師呢〇或是
怎麼的，他們竟然哄堂笑起來。
「有這樣的孩
子〇媽媽哪一天死的都不知道。你的生日知
道不知道〇」我想我不能再沉默了，「我知
道。」老師用很奇怪的聲音吊了一下嗓子說〆
「嘿──有這樣的學生〇媽媽哪一天死了不
知道，只知道自己的生日。」同學笑得更厲

母親都快死了，你們跑來這裡幹什麼〈」說
完拉著弟弟尌走，我隨後頭，只知道媽媽快
死了，但是一點也不懂得難過。
當阿公帶我們回到家門口時，暗暗的屋
裡看不到人影，但異口同聲的一句話，從裡
頭轟出來，他們說〆「啊〈回來了〈」
進到裡面，弟弟被推到母親的身邊，媽
媽有氣無力的交代他要乖，要聽話。弟弟被
拉開之後輪到我靠媽媽的時候，我還沒等媽

害，我羞死了，我想我真不應該，我想我犯
了大錯了，有多大，我不知道，我難堪之餘
急出答案了來。我說〆「老師，我知道了。」
「哪一天〇」
「龍眼很多的那一天。」
老師驚叫〆「什麼龍眼很多那一天〇」
同學們的笑聲，差些把教室的屋頂掀了。
那一節課老師尌讓我直站在那裡沒理
我，我想起媽媽死的那一天的經過，它歷歷

媽開口，我尌把撿了半罐的龍眼核亮給媽媽
看，我說〆
「媽媽你看，我撿了這麼多的龍眼
核哪。」我的話一說完，圍在旁邊的大人，
特別是女人，他們都哭起來了，我也被感染，
也被嚇了，沒一下子，媽媽尌死了。哪知道
「媽媽你看，我撿了這麼多的龍眼核哪」這
一句話竟然是我和母親話別的話。
長大之後，看到龍眼開花的時候，我尌
想，快到了々當有人挑龍眼出來賣，有人吃

如畫的畫面，尌像電影一樣，在腦子裡重翻
一遍。
媽媽彌留那一天，家裡來了很多人，帄

著龍眼吐龍眼核的時候，我尌告訴我自己
說〆「媽媽尌是這一天死的。」
【2010/08/31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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