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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卻不圃於一地。」台灣卻能獨受其

惠。在他的詩文開花於東亞，台灣因受

戰地感染，最能投李鴻烈的氣味，無論

一時長居或多時來往，他都把熱情貫注

於台灣人文一草一木。

由於傳統詩的媒介，一時台灣詩

人從南到北，活躍異常，並在陳鴻烈先

生熱情引導下，作客香港，成為南中國

海詩壇盛事。1981年，李鴻烈榮獲「台

北四海同心聯誼大會」頒贈的「愛國詩

人」之榮銜。真是名至實歸。由於李鴻

烈熱心奔走，詩文引線，台北香港成為

詩的平行線。令人嚮往，更令奔走者引

為驕傲。

其中，出力最多人才匯集者為台灣

新生報。台灣新生報，由於歷史背景，

無論傳統詩人，傳統詩讀者，都獨佔優

勢。因為台灣新生報是台灣日治時代留

下的唯一台灣報紙。具有報人水準的報

紙工作者與散在各處的詩的讀者，都是

漢文房的巨大力量。

如台灣光復後，成為台灣大學中文

系的台柱學者黃得時教授，就是代表。

「李鴻烈詩名響遍全臺」，可謂得

天時地利人和之助。

李鴻烈乃以香港華僑青年身分，以

傳統詩走入台灣詩壇，成為港台代表詩

人。

而李先生在台灣的成就，在於廣交

友好，以詩壇為聚散地。其中代表台灣

詩壇即為台灣新生報的「傳統詩壇」。

「傳統詩壇」能深入民間，廣結各

詩社之詩友。其中，最能欣賞李鴻烈之

詩者，為曾文新、蔡秋寶、楊伯西、郭

茂松等在地詩人，「最重李鴻烈詩，交

口推譽」。

曾文新最具代表詩之方便，因其

創辦並長期擔任台灣新生報傳統詩壇社

長。在楊震夷詩人指導與協助下，推行

詩壇真是無往而不利。往往以詩人動態

為天下第一等大事。如李自香港返台，

曾夫子即在「論壇」內發佈周知。

曾文新為台灣代表詩人，醉心於

傳統詩，台灣新竹人，著有《了齋詩

鈔》。他幾乎與詩為命，如果沒有詩，

曾翁與鴻烈，幾乎不可能成為朋友，但

由於詩的關係，二人曾成為最密合的結

合。

詩的魔力真大，李鴻烈一生與詩友

作伴，從不涉入俗務。海內外友好滿天

下，但所從事者皆為「雅」事，胸襟磊

落。

李鴻烈1991年於香港新法書院退

休後，更離不開詩酒生活。因為思想淵

博，尤其躬親實踐孔孟生活，為士林所

敬重，仍應邀各學社，講授論語、老

子、莊子、詩選等，與學子對談，好不

快哉，學子真是如沐春風。

令筆者感動與感佩的，就是編者的

用心細心的為讀者謀精神。筆者一面閱

讀一面思考如何查閱原著，實在浩如煙

海，「冀為近代文學史，香港文學史上

一部極具價值之詩文集」。

如何查閱原著，對照閱讀，更為

有益。本書編者作了最好的示範：「筆

者曾翻檢台灣新生報歷年所載李鴻烈之

詩，輯出詩評，註明日期，附錄於原詩

之後，讓讀者更清楚了解李鴻烈詩歌之

流傳情況」。真有心人也。（作者為前

中央日報社社長）

2014年8月5日，美國銷售量第一

的大報《今日美國（USA Today）》，

因不堪虧損，被擁有它的甘尼特公司

（Gannett Company，Inc.）拆分出去，

其未來的坎坷命運，似已能夠預見。

美國這家著名的平面媒體，繼《華

盛頓郵報》、《紐約時報》，以及《華

爾街日報》後，也在劫難逃的受挫於電

子新媒體。

顛覆傳統．《今日美國》全彩印刷

甘尼特公司是一個擁有多種多類

的媒體集團公司，由法蘭克．甘尼特

（Frank Gannett）創辦於1923年，二次大

戰後業務逐漸輝煌，甘尼特一方面開創

事業，一方面購併其他媒體，在1960年
代，已經是美國名列前茅的媒體集團。

1963年，甘尼特買下《底特律自

由新聞（Detroit Free Press）》，同時

羅致了一員大將，那就是原《底特律

自由新聞》的經理艾爾．努哈斯（Al 
Neuharth），此人是美國報界的奇才，

後來成為甘尼特公司的總裁，1989年退

休。

努哈斯對甘尼特公司最大的貢獻，

就是在1982年9月15日創辦了《今日美

國》。這份報紙一反英美報紙的傳統，

捨棄黑白，改用彩色印刷，當時跌破不

少人眼鏡。傳統人士嘲笑說這是一份

今日美國報啟示錄
智慧新媒體時代來臨了

▓柯博文

「卡通報」，但它色彩繽紛的印刷版

面，在一片黑白印刷的沉悶報紙中，的

確很讓人耳目一新，深受沒有懷古之思

的新興中產階級的歡迎，而年輕人也普

遍對它有好感。

英美報界採取黑白印刷有兩個考

量，一是不捨，因為彩色印刷的成本為

黑白的三倍；二是不願，傳統報人堅信

媒體所提供的新聞，只能是中性的資

訊，唯有黑白印刷，才能讓讀者保持正

確的價值判斷，彩色的版面，勢必會帶

來不良的影響。因此，在「不捨」與

「不願」這兩個因素影響下，《今日美

國》乃成為美國全國性大報中，唯一使

用全彩印刷的報紙。

《今日美國》的顛覆傳統，顯然是

成功的。一方面它沒有破壞報紙的客觀

性，讓它的傳閱率甚高，再一方面它率

先進入電腦編排，成本控制得宜，而彩

色版面的廣告，獨步全美，雖然價格比

銷路相等的報紙貴，但仍業務興旺，到

了1990年代，就能與《華爾街日報》和

《紐約時報》鼎足而三。

在21世紀初期，《今日美國》最為

鼎盛，銷路高達180萬份，壓過《華爾街

日報》，成為全美第一大報，不僅在美

國國內發行，還在全球50多個國家發行

國際版，儼然是甘尼特公司的搖錢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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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徹底改變媒體生態圈
甘尼特集團是美國第一大的媒體集

團，擁有12家報紙、46家電視台與13個
網站，旗下員工數達31,600名。

2014年8月5日，甘尼特集團總裁馬

特羅（Gracia Martore）宣布分割計畫，

甘尼特從此將拆分為兩個公司，一個負

責報紙業務，包括美國發行量最大的

《今日美國》，一個則經營廣電與數位

媒體業務，讓兩者的財務獨立。

馬特羅雖說分割是為了建立規模、

增加現金流、強化數位時代的競爭力，

其實真正的目的是避險。分割以後，平

面印刷媒體再如何虧損，均與電子媒體

不發生關係，而電子媒體的巨額盈餘，

也不可能無償拿去搶救瀕臨滅頂的報

紙。

《今日美國》的榮景自1990年開

始，大約維持了20年，在網路崛起以

後，它的獨特性還能讓它撐持了一陣，

但是到了「行動裝置」時代，新媒體的

傳播形式出現，《今日美國報》體質再

堅強，仍受重創。所謂「行動裝置」，

概指可以隨身攜帶的微電腦設備，不僅

能夠通話，且可以上網，可以收發電郵

與短信，傳送圖片、視訊或資料，並能

瀏覽信息及網頁。

艾爾．努哈斯在2013年4月19日病

逝，也就在這一年，甘尼特集團的平面

媒體營收開始下滑，而且無法止跌，到

2014年的第二季，它12家平面印刷媒體

的廣告總營收僅5.3億美元，較第一季

下滑5.7%，呈現巨幅的虧損。而反觀電

子媒體部門的營收，則令人驚訝的增長

87.9%，達3.98億美元。

平面印刷媒體的營運成本高，而電

子媒體則便宜很多，營收的高度成長，

意謂利潤的劇增，但是對甘尼特公司

言，電子媒體所賺到的，還得去貼補平

面媒體所虧損的，整個公司等於沒有獲

利，甚至還賠錢。

對經營者而言，當然得想辦法止

血，那麼把賠錢的平面印刷媒體分割出

去，就是不得不走的路，《今日美國

報》自難倖免，沒有人想到這份編排活

潑的大報，竟然就此步上衰途，難免扼

腕。

自1879年，英國平民媒體《每日電

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創刊後，

新聞報紙如恐龍般崛起，主導資訊市

場。詎料130餘年後，網路與行動裝置接

踵出現，稱霸幾達一個半世紀的印刷媒

體，亦如恐龍般快速凋零，真是江山依

舊在，幾度夕陽紅。

在商言商．拋棄報業鉅資購網站
甘尼特公司並非欠缺資金，就在

2014年8月5日馬特羅宣布分割計畫之

際，才投資17億美元入主汽車分類買賣

網站cars.com的營運權。可見甘尼特公

司力求轉型之心的迫切，寧可砸大錢買

網站，卻不肯拿小錢救平面媒體。報業

大勢之頹，由此亦得明證，一度紅得發

紫的《今日美國》，在榮景退去後，竟

迅速殞落，東家任其自生自滅，正所謂

「人老珠黃不值錢」。

在商言商，甘尼特公司固然為保護

股東權益下此重手，但若艾爾．努哈斯

迄今仍健在的話，或許還不至於這麼無

情。

汽車分類買賣網站cars.com是網路崛

起後出現的奇蹟。這個網站成立於1998
年6月，以仲介汽車買賣為營運項目，

現在是全美第二大的汽車分類買賣網

站，次於autotrader.com。但縱然它不是

最大，身價卻也極可觀，估計值25億美

元，折合新台幣750億，可見它年營運額

之鉅大。

Cars.com其實就是靠網路營運的汽

車分類廣告商，透過它可以買車，也可

以賣車，還可以線上向銀行貸款，功能

雖十足，類似的網站，台灣也有，但是

美國的汽車市場規模大，收益就十分可

觀。

網路市場就是要講規模，規模小

就難以發展，這是台灣網路生意難以突

破的原因，此所以大陸「淘寶網」規模

千百倍於台灣的「PCHome」。

網路資料可說多如翰海，要從

中汲取有用的資料，非常不容易，甘

尼特公司旗下另一個網站PointRoll，
就是專門提供客戶訂製的「富媒體

（Richmedia）」，以供讀者方便瀏覽自

己所需的資訊。

PointRoll是甘尼特公司2005年斥資

一億美元收購的網站，其核心價值，就

是「富媒體」技術。當時的網路科技雜

誌《ClickZ》報導說：「這個交易，顯

示傳統報紙發行商，已經通過收購，進

軍純網路傳媒。」由此可知，甘尼特公

司早在九年前就察覺網路媒體的潛力，

開始這方面的布局。

篩選為王．完全顛覆傳播價值觀
「富媒體」是一個新字，相對於

「多媒體（Multimedia）」而言，它的含

括性更廣，能夠把網路上一切視覺資源

都抓下來，在客戶端的瀏覽器上呈現，

客戶不必說為看個什麼格式的影片，還

得安裝一種新程式。

有了PointRoll，甘尼特公司即能發

展網路視訊供應業務，在每天上億條的

視訊資料中，挖掘客戶所需要的訊息，

並提供給他使用。

由cars.com到PointRoll，都是一種蒐

集資料、整理資料、提供正確資料給客

戶的商業模式，網站裡面的內容都不是

他們的，而是來自浩瀚的網路汪洋，但

它爬梳整理，再提供給客戶使用。

Poin t ro l l在首頁就說明自己的立

場：「我們認為，資料就只是資料，直

到你能妥善運用它，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情。」

如何汲取網路汪洋中無意義的資

料，聯結成有意義的資訊，為客戶訂製

不同的內容，就正是新世代的傳播媒體

的生存價值所在，看不清這一點，無論

報業如何轉型，都難生存。

▲身價750億新台幣的 cars.com 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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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的《第一財經周刊》早在2011
年就刊出一篇很精采的文章：「新興媒

體挑戰『內容為王』理念，崇尚『篩選

為王』。」意思是新媒體不要再重視內

容，應注意如何汲取篩選資料。

作者以媒體大亨梅鐸（ R u p e r t 
Murdoch，或翻作默多克），替iPad發展

的電子報《日報（The Daily）》為例，

說：「除了一些技術上有待改進的小細

節，人們對《日報》最普遍的評價是：

它的樣子看起來很炫，iPad這個載體很

炫，默多克描繪的商業前景也很炫，but 
sorry，它的內容和編輯方針一點兒都不

炫，只不過是一份老式報紙的不完全數

字化。」

定製刊物．給你一分個人化雜誌
事實上《日報》是一個失敗的樣

品。就在上文刊出後兩年，《日報》果

然在2013年12月15日關站，下台一鞠

躬。

與《日報》同時出現的新世代媒

體，還有《脈動（P u l s e）》、《暢

流新聞（F l u e n t  N e w s）》、《翻板

（Flipboard）》和《載特（Zite）》，可

普遍使用在電腦、平板電腦和手機上，

在台灣也相當流行。

他們沒有梅鐸那樣雄厚的資金，

但是卻比梅鐸更了解新世代人類對新媒

體的要求。《翻板》創辦人埃文．杜爾

（Evan Doll）說：「我並不想找一群人

來跑新聞、寫文章，那樣太累了，現有

的網路資料就浩瀚無邊，我只想從裡面

掏取一些可用的，分門別類，提供給讀

者自由選閱就夠了。」

《翻板》根據他的理念來經營，廣

告說：「這是你的個人雜誌。可讓你追

上關心的新聞、時下流行的話題、探索

世界各地令你驚奇的事情，還能連接到

你的朋友，分享你所知道的消息。」這

則廣告雖然有些誇張，但也並不離譜，

它的確做到廣告所說的，只是你必須精

選題材，方不致誤失「你所關心的新

聞」。

《暢流新聞》則是取材全球各報，

把新聞精簡、分類，轉換為平板和手機

方便閱讀的格式，按照讀者需求，24
小時供應客製化的新訊息。很可惜，在

2013年6月，被《紐約時報》和網路科技

報《CNET》提出侵權告訴，迫使它下

架。

《脈動》雖然外觀和取材的角度不

同，但是經營理念卻沒什麼不同。

在所有新世代媒體中，《載特》堪

稱翹楚，卻也命運坎坷。它是一種智慧

型的網路新聞雜誌，有獨特的演算法，

能夠學習你喜歡的題材，而且會愈來愈

聰明，它會挖掘、分析、過濾數以億

萬計的網路資料，為你找來你需要的文

章、資訊、視訊、音樂和圖片，發送到
▲艾爾．努哈斯去世後，《今日美國》追悼

他時所刊的照片。

你的電腦、平板或手機上，讓你輕鬆閱

讀一份「屬於自己的刊物」。 

你丟我撿．載特翻板稱霸新世界
這對研究工作者尤其有用，因為它

能針對某個專業領域的資料，進行採樣

和蒐集，在同樣的時間裡，取得更多有

用的資訊。

《載特》是由加拿大的法律人埃

里．戴佛（Ali Davar）所催生，因為他

面對龐大的法律資料庫，一直想找個簡

便的方法搜尋資料，於是他和一些學電

腦的同學討論他的想法，智慧搜尋資料

的想法逐漸成形。

戴佛乃募資創辦公司，專門研發

演算的方法，2011年產品成熟，命名為

《載特》，開始上網銷售，很快被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相中，以

2,000萬美元收購。戴佛是法律人，對於

經營媒體並沒有太大的熱情，所以就高

價脫手。《有線電視新聞網》買它的原

因，是它的運算方式可以了解收視者的

性向，以提升收視率。

2014年3月，《有線電視新聞網》或

許認為《載特》應功成身退，或許認為

它幫助不大，原因不為外界所知，反正

又釋出給《翻板》收購，據說售價6,000
萬美元。

《翻板》有華麗介面，又可以追

蹤推特和臉書的資訊，使用者的數量龐

大，如今再加上《載特》的智慧運算，

使得《翻板》功能更加強大。上文曾說

「你必須精選題材，方不致誤失『你所

關心的新聞』」，有了《載特》的加

持，就不必你操心了，《翻板》會按照

你的閱讀趨勢，自動幫你蒐集所需的資

料。

所以，網路新媒體絕非「一份老式

▲8月12日的Zite即時刊出羅賓．威廉斯疑為
自殺的新聞。

▲8月12日的 Filpboard 封面故事是羅賓．威
廉斯的即時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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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的不完全數字化」，梅鐸等人以為

把平面媒體網路化即可充場面，但網民

不會買單，這是另一個全新的領域，和

傳統媒體人所想的完全不一樣。

行動裝置．世界已和過去不一樣
《脈動》、《翻板》和《載特》這

三家新媒體的創辦人都沒什麼資金，也

都不是媒體人，但他們的產品，都能在

網路上活到今天，還愈活愈旺，相較於

梅鐸《日報》的財大、氣粗、專業、短

命，實在是有夠諷刺。

筆者認為甘尼特公司對於新媒體是

有充分的體認的，就像PointRoll網站，

一直沒有把《今日美國》的內容移植過

去，就可想見。新媒體有《今日美國》

的內容作加持固然很好，但是要能發光

發熱，成為搖錢樹，不是這樣就夠的，

而是要善用「富媒體」的技術資源，由

浩瀚的網路世界汲取材料，為讀者量身

打造一套聲光讀物，方能受到歡迎。

1999年首支能通話的「黑莓機」

RIM 6230問世，人類開始進入「行動

裝置」時代。這支手機有強大的電郵服

務功能，可以即時性通訊，在美國發生

九一一事件時，它發揮了強大的作用，

令世人認識到行動裝置的重要性。

2007年，第一代蘋果iPhone問世，

讓手機不僅通訊，還能做很多傳統電腦

才能做的事，行動裝置進入新境界。

2010年，蘋果又推出iPad平板電腦，行

動裝置開始改變人們的生活，什麼滑手

機、滑平板、低頭族等等新名詞出現的

愈來愈頻繁，說明我們的生活已經有了

和過去很不一樣的變化。

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 P o p e 

Francis），8月5日在德國勸勉五萬多名

天主教輔祭，不要浪費時間在網路、智

慧型手機和電視上，應該多花時間，做

有意義的事。他說：「生命是由時間組

成，時間是上帝賜予的禮物，因此必須

用在有益的活動上。」他認為快樂的秘

訣之一，就是關掉電視和電腦，培養閱

讀與藝術等嗜好。

入侵羅馬．教宗推特最具影響力
教宗的苦口婆心，代表傳統人士

對於世界這樣的變化，感到沒有辦法接

受。但是這個世界已經回不去了。就像

愛迪生發明了電燈，人們可以在夜間工

作和遊樂，終結了亙古以來的「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20世紀初，電燈開始

普及，許多衛道之士，鑒於夜間犯罪率

的提高，也曾大聲疾呼：「關掉電燈，

回歸自然」，但是這個世界已經不能不

用電燈照明。

教宗呼籲放下網路、智慧型手

機，但羅馬天主教會也使用「推特

（Twitter）」傳福音，教宗本人也有帳

號，使用多種語言來推文，目前有1,400
萬名追隨者，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推特

帳號。

一個會改變人類生活的發明出現，

只要大多數人接受了它，這世界就回不

了頭。電燈如此，行動裝置如此，新媒

體也如此。

甘尼特公司放棄《今日美國》，對

於平板印刷媒體是一個強烈的警訊，也

告訴世人，新世代媒體已破殼而出，將

隨行動裝置的普及， 形成難以抗拒的力

量，任何人不可能挽回。（作者為本會

會員）

美國總統紀念圖書館系列之二

老布希總統圖書館
▓謝三川

美國總統父子檔
George H.W. Bush 是美國第41任總

統，他的長子 George W. Bush 是第43
任總統。父子先後擔任總統在歷史上不

多，除了布希父子之外，早年的亞當斯

是另一對父子總統，至於老羅斯福與小

羅斯福二位僅是叔姪關係而已。

德州農工大學
老布希總統卸任以後，將他的圖書

館設立在德州農工大學校園的西南角。

此校頗有特色，農科、獸醫、石油都

是強項，學科的排名總在全美前五十名

內。最有名的是它的學生軍團，畢業以

後以中尉任用。二戰期間，該校培育了

二萬多軍人，其中一萬四千多獲得軍官

任命，比西點軍校加上海軍官校還多，

其中29人升任為將軍，而且英勇過人，

獲頒國會光榮勳章六枚，那是美國軍人

的最高等的勳章。

在德州，樣樣都要大一點，  所以

開了一條五線大道去老布希的總統圖書

館。他為人低調誠懇，所以百姓至今都

非常尊敬他。這裡有總統圖書館與博物

館，另加政府研究所。

進門是一座圓形大廳，  一側牆上

有一幅巨大油畫，顯示出布希及最高幕

僚們在決定對伊拉克開戰的決定，每個

人都面色凝重，而且給人的感覺好像他

們背負著千鈞重擔一樣。好樣的一幅油

畫！

此處對總統個人家世出身有很詳盡

的說明，他的父親曾任康奈迪克州的參

▲老布希總統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