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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中華民族此重興；江山一統都新

定，大纛鳴笳謁孝陵。」一百年後，我

第一次來南京，第一次來鍾山，只有百

味雜陳。

在南京，除了一路看法國梧桐樹，

美得不得了，而住在有五十年歷史的金

陵飯店，菜餚有特色。再就是去臨時大

總統府參觀，也參觀南京史料展。事實

上，由北京、武漢到南京，有些史料重

複，有些也有不少不一樣的文史資料。

全快速記憶（照相），每處時間有限，

一直想留下來好好閱覽。

古色古香的金陵飯店只住一晚，第

二天下午飛往廣州白雲機場，沒其他乘

客，原來是「全國政協」主辦的活動。

我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幾乎所有的會

都要著「正裝」。所以此行無法發揮

「愛買」的本能。唯一採購的是南京總

統府的龍井茶六小罐。

到廣州機場下機時大暴雨，又想起

逢甲叔祖的一句詩：「剖雲行日，倒海

澆天」這種雨真是倒海澆天啊！不過雨

來得快，去得也快。

廣州—革命搖籃

廣東之行最多元，去黃花崗烈士

墓，又去中山紀念堂孫以及中山先生於

香山縣翠亨村的故居，也去黃埔軍校、

大元帥府。而在新建的辛亥革命紀念

館，除了有豐富的資料書籍及各烈士臘

像（都塑造得很好），甚至有逢甲公的

大幅遺照。而大元帥府中有蔣中正的塑

像，更別說黃埔軍校，有更多「蔣校

長」文件。同行貴賓最多人在廣東數處

館中，找到先人遺物、遺照。

廣東的機車隊警察最帥氣，但廣

州、中山縣、烈士墓各處來去間，有民

間的汽車、機車闖入車隊，南方人終究

較活溜。

在廣州住東方賓館時，同時是廣

交會召開時，溫家寶來此主持。東方賓

館有五十七年歷史，佔地很廣，商店較

多，林園也廣闊。

夜裡我們去珠江夜遊，看兩岸各

種霓虹燈，想起二十年前初履斯土，不

可同日而語。二十年間，來珠江不下十

次，一次次變化很大，從廣州印證到

「中國崛起」。

中山縣一地就足以代表，從破落的

漁村，變成燦爛的工業城市，但許多街

巷的人們仍有七分樸實，是中山先生的

精神不滅吧。由香山變成中山，正是許

許多多大陸大城小鎮的縮影。

10月16日中 午，踏上飛機，一切活

動結束，但是心中卻響起一首歌：「我

們的總理，首倡革命，革命血如花…」

哦，不，後來歌詞改成「我們國父，首

倡革命」，只是，此行紀念辛亥革命

一百週年、中華民國一百年，我卻只在

心中迴應總理紀念歌最後幾句，「總理

遺志不可忘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

須努力。」

離開一個不稱孫文為國父、總理的

地方，也是剛剛參與一個空前擴大紀念

孫文、孫逸仙、孫中山先生活動，我竟

是以複雜的心境，取下「辛亥革命100週

年紀念活動」的第100號出席證放在行李

中，上了長榮飛機，飛返台灣。（作者

為知名作家）

尊嚴，只得乖乖接受安檢，在服務人員

的引導下，進入二樓的典禮會場。其

實，安檢人員的態度非常親切，絲毫感

受不到有任何的不快，絕對不是美國機

場那種粗魯無禮、讓人感到極度不適的

安檢方式。

典禮會場，眾多記者擠成一團，爭

相訪問得獎人，有點亂又不太亂，好像

是亂中有序。五位得獎者的玉照及獲獎

評語的巨幅看板擺置於入口，似以主人

之姿迎接所有賓客：

歌劇藝術家曾道雄，集演出、指揮、

導演、編劇、作曲、製作等歌劇藝術於

一身的藝術家。

攝影家莊靈，兼融人文紀實與現代美

學的創作。

小說家陳若曦，以筆見證歷史，顯露

關懷。

電影導演張作驥，電影黑暗時代努力

不懈的典範。

戲曲導演李小平，開創台灣戲曲新風

▓聞松濤

6月27日，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公

佈第十五屆國家文化藝術獎得獎名單，

越三月，9月27日下午3時，在中山堂光

復廳隆重舉行贈獎典禮。象徵藝文界年

度最高獎項的盛事，又逢中華民國建國

一百年，說它是盛禮之最，應不為過。

9月27日，教師節的前一日，節氣

雖已過白露、秋分，快要接近寒露了，

但是秋老虎的熱威，猶如盛暑，只是逐

時西沉的太陽，將身影拉得特別的長而

已。步近中山堂，維安站崗警衛林立，

預告著今天的典禮將有大人物出席。趨

向光復廳的入口，影子先到，卻也聽到

細微的高分貝聲音，依稀是：「我是今

天的受獎人之一，身為受獎人的基本尊

嚴跟立場，我拒絕接受安檢，我要正大

光明走進典禮會場。」前進一步瞧，一

位身著白色西服上衣、黑色西褲，頭髮

有點長又有點不太長的男子，以堅毅態

度回應安檢人員。我們持邀請函的觀禮

者，既是客人，當然就沒有這種立場與

惟有藝文工作者留其名 
第十五屆國家文藝獎贈獎典禮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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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

思索比對之下，原來剛剛在入口處

拒絕接受安檢者，即是曾道雄。藝術家

特有的堅持與氣質，從他炯炯有神的眼

珠，似可窺知一二。

光復廳雪白的四壁及天花板，在藍

光投影下，顯得有點希臘的韻味，似乎

置身於愛琴海的氛圍中。一俟聽到原住

民歌手嘹亮高吭的歌聲，配上大提琴的

呢喃低語，劃破靜謐會場，方知盛禮即

將揭開序幕。

宏碁電腦創辦人施振榮退休後，曾

獲頒全球最佳華人終身成就獎，他說這

個獎項好似人生的成就已到了終點，再

沒有什麼可追求的，但是接任國家文化

藝術基金會理事長後，踏入藝文領域，

重修藝文學分，讓生命重新熱了起來。

文建會主委盛治仁，則是引用美國

第三任總統傑弗遜的話：「我們革命，

是為國家發展打下基礎，讓我們的下一

代能夠當農夫、當詩人，也可以學習數

學、文學、音樂、美術、戲劇。」闡述

了藝文創作是人類奮鬥的終極目標，惟

有藝文活動才能提升人類的生活品質。

馬英九總統的蒞臨，象徵著我們國

家重視藝文的體現。他以施振榮是學電

機的，盛治仁是學法律的，而他本人則

是學法律的，他們三人沒有一個是學藝

術的，卻同時栽進最高的藝文殿堂，可

見藝文是不分領域的。他也誠實道出台

灣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藝文是為政治而

服務的，應該轉變為政治為藝文服務，

唯有文化可以讓一個城市發光發亮，變

得更偉大，其他的建設只能讓城市變得

更大而已，更大不代表美好。而為讓國

家最高藝文獎項桂冠的光環發亮，特別

將獎金由六十萬元調高至一百萬元，他

幽了一默說，若是對文化藝術有所貢獻

的話，這個勉強算是一筆。馬英九重述

兩年前提出的「六國論」，分別是創新

強國、文化興國、環保救國、憲政固

國、福利安國、和平護國，其中「文化

興國」列第二項，就是期盼持續發展具

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他預告，明年

▲僑協雜誌編輯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若曦留影其看板前。。

文化部成立，不是衙門變得更大而已，

而是政府有更多力量幫助藝文界的朋

友，進一步發揮中華民國的軟實力。

馬英九以「文藝界的大老」形容陳

若曦，然後又說其實她的年紀並不大，

標準的馬氏冷笑話，筆者也跟著笑了起

來。「陳若曦女士在學生時代便嶄露頭

角，後來就成為兩岸知名的大作家，她

的作品風靡兩岸，讓大家瞭解文革時期

大陸社會的實況。」馬英九如此讚譽。

《尹縣長》小說中，最令人印象

深刻的，，當尹縣長被以軍閥、惡霸、

反革命份子的罪名被判處死刑時，口中

卻仍高喊著「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

歲！」這種無以言喻的荒謬情境，顯露

文革時期的違反人性與不合理。

馬英九文質彬彬，有禮有節，不管

是遠觀，還是近看，徹頭徹尾就是個文

化中人，他的出席，當然為這個文藝獎

的頒發典禮提升到國家級的層次，不管

是領獎人還是觀禮者，都能感受到這種

濃厚文化的氛圍。很可惜的是，正式頒

獎前，馬英九親自致贈禮物時，除了曾

道雄外，其他四位都很有風度，尊重國

家元首，上台接受禮物，並與馬英九合

照。而為了化解曾道雄不上台的尷尬，

馬英九事後仍走下台親自向曾道雄握手

道賀，但曾道雄卻以拱手回敬，實在是

有點拒人於千里之外。

事後，曾道雄低調表示：「國家文

藝獎是極高的榮譽，我們身為受獎人，

深感莊嚴榮耀，如果再接受別人的禮

物，會讓這份莊嚴失焦。我是得主也是

受獎人之一，若再去跟政治人物合照，

會覺得很不自然。馬總統要握手致意，

我也起立，以拱手回敬，這是我的做

法。」他也衷感謝主辦單位國家文化藝

術基金會的諒解與包容。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陳錦

誠則表示，國家文藝獎最可貴之處，是

無論誰執政，不管政治立場，都可以得

獎，馬總統是基金會邀請客人，對於曾

道雄的做法，基金會也只能表示遺憾。

陳若曦上台發出的獲獎感言是：

▲總統馬英九致贈紀念品合影，左起：盛治仁、莊靈、陳若曦、馬英九、張作驥、李小平、施振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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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生活第一，文學第二。我認

為生活當中就有文學，只要加以剪裁，

即成文學。得到這個獎，真是驚喜交

加。我不寫小說已經十年了，我認為生

活當中有刻不容緩的事，寫小說難以即

時反映，有些很緊急的事就像在十字路

口一樣，必須馬上反應，像是保護白海

豚，提倡綠能，保留南港202兵工廠，反

對興建國光石化、台北市大巨蛋等等。

我也樂於辯論，台灣要不要花費人力、

物力、財力去發展新的語言，來替代目

前的國語。」快人快語，不愧是作家

本色。古人說文以載道，我們細讀她的

文章，正是如此。很可惜的，是政府施

政往往是經濟掛帥，犧牲環保，禍留子

孫；更令人扼腕的，是政府對於外界反

對聲浪，始終置若罔聞。

未參加典禮前，以往刻板的印象經

驗，頒獎典禮無疑就是由總統頒給獲獎

人，由上給下，予人感覺上是政治味較

濃的威權恩給。但是今天的典禮不叫頒

獎典禮，而稱為贈獎典禮，表示對獲獎

人的尊重，也代表我們國家在文化上更

進一層樓，禮敬藝文人士。

主辦單位這次邀請與得獎者關係密

切者來擔任贈獎人。曾道雄由與他合作

四十年、人稱「王班長」的劇場佈景專

家王家全致贈；陳若曦則從曾與她共同

創辦「台灣藝文作家協會」及《時代評

論》雜誌的詩人郭楓接過獎座。莊靈由

前文建會主委申學庸致贈；張作驥從他

的師父、導演虞戡平手中接過獎座；李

小平從扭轉他劇場概念的導演王小棣手

中接獲獎座。

從這次的國家文藝獎贈獎典禮觀

禮中，筆者深深體會到，台灣的確是個

能令文化藝術界大鳴大放的國度，不管

政治立場為何，一視同仁，公平競爭，

有本事、有創意的人總會出頭天的，台

灣現正朝文化大國邁進，百家爭鳴，套

用李白〈將進酒〉中的一句「古來聖賢

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似可改為

「惟有藝文工作者留其名」。（作者為

文字工作者）

▲第15屆國家文藝獎獲獎人，左起：曾道雄、莊靈、陳若曦、張作驥、李小平。

讀史散記

星星 月亮 太陽
胡適的情感世界

▓陳澤豐

顛覆胡適「完美男人」形象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

新思想的師表」，這是蔣中正總統對新

文化運動領袖、中國自由主義先驅胡適

的評價。唐德剛教授以「小門生」的身

分，為老師尋找歷史定位，大膽指出，

「胡適是中國學術史上的槃槃大材；是

一位九項全能的專家學者。」

然而，胡適一生最為人所樂道的一件

事，既不是他的實驗主義，也不是他的

哲學史、文學史，或小說考證，而是他

的婚姻。說到胡適的婚姻，很多人常為

他打抱不平，覺得他是新時代中、舊禮

教下的犧牲者。特別是一些老輩的人，

極以他和江冬秀兩人能夠終生相守，引

為道德高尚的表徵。

可是這些恐怕只是表象之見。說胡適

的婚姻，看似單純、始終如一，論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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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江勇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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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情生活，卻是多彩多姿，而且頗為

複雜。這或許應了一句「失之東隅，收

之桑榆」吧！

胡適一生，以他的風度翩翩、文質

彬彬，不知道多少仰慕他的中外女性為

之傾倒。1926年初，湯爾和送給胡適的

一首詩，最能說明女學生對他風靡的程

度：

薔花綠柳競歡迎，一例傾心仰大名。

若與隨園生並世，不知多少女門生。

44 

2011年11月《僑協雜誌》131期 2011年11月《僑協雜誌》13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