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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斯
隨文學悲歡憂喜輾轉跋涉

【本報訊】本報記者李夢、周怡、關衛寧報道：四
十年前，葉輝在旺角 「友聯」書店買到也斯的散文集《
灰鴿早晨的話》，自此，也斯的作品便影響了他，也斯
書中的思想也啟發了他。 「他教會了我們要知道自己的
『根』在哪裡。」葉輝說。

有關香港本地文化的種種，常在也斯的散文和詩中
出現。平凡到一隻菠蘿包，經了他的筆，都能添上些妙
趣和意味。

尋常詞句蘊藏深意
「他總是把尋常事物寫得那麼美好，讀他的詩總能

讓人會心微笑。」編舞家梅卓燕說。她上世紀八十年代
因為一場演出結識了也斯，從此便成了朋友。那時，梅
卓燕和一眾編舞參與香港舞蹈團的《舞文》，將白先勇
、也斯和余光中的詩文入
舞，想嘗試舞蹈和文學交
匯共生的可能。

梅卓燕參演了以也斯
詩作為藍本的《游離的詩
》，也喜歡上那些尋常詞
句間蘊藏的味道。 「初讀
也斯作品的人會覺得他寫
的東西太瑣碎了，苦瓜啊
蓮葉啊木屐啊，這些看似
無關緊要的物件常被他寫
進詩裡。」但讀久了，梅
卓燕才覺出這些尋常之外
的 「意味深長」， 「其中
滿是對人生的體悟和感懷
」。《舞文》後，梅卓燕也曾將若干篇也斯詩歌如《木
屐》和《蓮花》等，改編成舞蹈。

「也斯的文學是多元化的。」葉輝說： 「他讓我知
道了文學不只是文學。」

在朋友眼中，也斯是個 「很有生活感的人」，幽默
，樂觀，聚會上少了他的笑和他的調侃，大家都會覺得
寂寞。當初梅卓燕去美國留學，在紐約見到也斯，也斯
便帶她 「去各處玩」，去看展覽，去當地的小咖啡館坐
下來飲杯咖啡聊聊天。

「他是個美食家。」梅卓燕說。可他並非只挑貴的
或不尋常的， 「普通百姓家的粗茶淡飯，他也能品味出
別致的感覺。」

甚至他會在家中不定期安排小型聚會，嶺南大學人
文學科研究中心研究助理、青年作家鄭政恒常被他喊去
家裡，吃飯飲茶聊聊天。「公事私事什麼都聊。」鄭政恒
說，也斯常常問來他家做客的年輕人最近讀了什麼書，
看過哪些電影，又或找到什麼研究方向。 「他是個愛好
很廣泛的人，喜歡看電影，也喜歡Bob Dylon的歌。」

雖患病但不抱怨
可兩年前突來的一場病，卻讓這樣的小型聚會減了

次數。也斯不抽煙，兩年前卻被查出患上肺癌。接受採
訪時，他自嘲： 「不知為什麼偏偏揀上我。」

鄭政恒說，患病後的也斯瘦了很多，拎相機出門
影相的次數也少了， 「不過他仍舊很樂觀」。剛剛過去

的那個聖誕節，也斯和葉輝通話，跟他說自己剛剛做了
手術正在恢復中，希望休息一段時候繼續工作。 「他就
是這樣一個人，幾十年了都是這樣，」葉輝說， 「不論
遇到什麼問題，他都迎難而上。」

梅卓燕也從未見過患病後的也斯抱怨過一句自己的
病情，也沒見過他低落抑鬱的樣子。 「每次在聚會上見
到他，他都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完全看不出是一
個病人。」梅卓燕說，也斯把死生看得透徹， 「是我們
的榜樣」。

曾為大公報寫專欄
而另一位也斯相識相交四十年的老友小思，聽聞也

斯過世的消息，情緒也 「長久不能平復」。記者致電給
她，她連說兩句 「我知道了」，並不願就此置評。

「我有太多話要講，
但現在沒有心理準備，不
想匆忙回答。」小思說。

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
長潘耀明得知也斯逝世，
最大的感受便是 「意外」
。 「也斯剛得知病情時，
很低調，待他病情穩定後
，他還繼續參加一系列活
動、講座和學校教育工作
，一切看起來都是良好的
狀況，如今真的太意外。
」潘耀明說。

「也斯以本土題材作
品為主，他是中年一代作

家中對香港文學影響最大的作家。」三年前，潘耀明策
劃的 「世界華文文學精讀文庫」，也斯以較高票數入選
，也斯無論在創作、出版或文學活動等，都產生了廣泛
的影響，潘耀明表示： 「他的離開無疑是香港文學界的
損失。」

在潘耀明眼中，也斯很樂觀，患病後還一直參與各
種文學文化活動，對促進海內外文學交流有很大的影響
。在潘耀明記憶中，他更是勤奮、有毅力的人， 「他四
十幾歲的時候，還堅持遠赴加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他
是一個對自己有追求、有要求的人」。

大公報退休副總編輯馬文通在副刊工作三十年，跟
也斯有較多交往。

他回憶說：也斯給大公報寫專欄是從一九八八年開
始，在 「大公園」有個八百字專欄，由也斯與另外兩位
作者輪流執筆，此專欄每日見報；八八年十月改版之後
，這個三人專欄停了，也斯獨自為 「大公園」寫一個名
為 「比較文學」的專欄，每周登一次，一千五百至二千
字，八九年之後這專欄就停止了。他與也斯往後不時聯
絡，一九九二年文學版開版之後，也斯偶然來稿，寫詩
寫論文。

馬文通續說，也斯熱心給我們介紹作者，曾拿他的
名片簿來給他撰擇適合的作者，讓他抄下聯絡方法隨後
發信邀稿。大約是一九九八年，他曾應也斯之邀去嶺南
大學聯同其他講者一起向學生做講座，馬文通講解了報
章的文藝副刊特色。

友人：樂觀幽默愛好廣泛
「你好！……剛在醫院做了手術，身體較

弱，正在休養中。讀書寫稿較慢，需要多點時
間。但樂意支持貴報的文藝作品！」

也斯在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回覆了一封電郵
給一位素未謀面的編輯。

也斯是編輯們愛戴的作者，也許，他亦曾
任編輯，體貼編輯之苦。就算沒時間寫稿，也
斯總不忘提攜學生，常把學生的文章推薦給編
輯們，包括在其作品《普羅旺斯的漢詩》中，
負責每篇文章插畫的學生葉曉文。

推動文學從沒停歇
擔任名作《也斯的香港》編輯、同時也是

著名作家的舒非，由工作開始，與也斯逐漸成
為好友，相知相交，直至也斯去世前不久。

「他在十二月中還與我聯絡，表示因氣促
，在東區醫院抽肺積水手術，舒服了些。兩個
孩子將回港伴他過聖誕。還祝我聖誕快樂，新
年開心。」

也斯的太太居於加拿大，他患病後便回港
照顧也斯，令人惋惜的是，一家人團聚只有短
短約半個月，而也斯尚有高堂老母親，白頭人
送黑頭人。

「他在北角看中醫，常相約在北角吃糖水
、傾偈。」

舒非聲調低沉地說： 「很難過。到最後，
他仍把所有精力放在出書、寫文章、推動文學
。因此他的病我也不敢樂觀，一直勸他減少工
作，卻從沒停歇。」

停下了，歇息了，念茲在茲的，依然未能
放下。在舒非的印象中，也斯太愛太愛香港，

太愛太愛香港的文學，所以一直耿耿於懷。 「
香港有很多著名作家，也斯是其中一名，但說
到城市與香港，也斯就是香港的代表。他好愛
香港，有很深感情，有些作家不一定執著於這
一點。香港對文學不夠重視，他卻因此耿耿於
懷，甚至影響了他的健康。作為朋友，一直都
擔心，總想勸解他看開一些。」

永遠把文學放第一
去年香港書展推選了也斯為年度作家，也

斯非常開心，他演講、朗誦、展覽，透支了健
康。 「他永遠把文學放在第一。」舒非語帶痛
惜。

舒非會以自己的文字，懷念這位好友。
自一九九三年以來，牛津大學出版社為也

斯出版了十五本書，該出版社負責人林道群表
示，原計劃可出版二十本書，尚有五本正在整
理的未能出版。

林道群認為也斯不單止是具代表性的香港
作家，更努力將香港文學、文學評論發展成為
大 中 華 閱 讀 世 界 具 重 要 地 位 。 「連 法 國
Gallimard出版社也為也斯出版作品，在國際上
，他甚至與內地、台灣作家的地位平起平坐。
他的創作量驚人，文學活動頻繁，在本港、內
地以至國際上都受到尊重。」

可能香港人未必了解，林道群說，也斯常
應邀出席國際詩歌節活動，與世界各地文學界
交流甚廣，為中國文學在世界上的地位作出了
很大貢獻。他也很佩服也斯過去三十年在教學
方面的成就，以及對香港文學的研究。

談到與也斯的相處，林道群只願說，也斯
有很多朋友，不少好學生，如葉輝、羅貴祥、
王仁芸等，林道群也留下了兩句可圈可點的說
話： 「文壇複雜，文人多事。」未待記者追問
，便掛斷了電話。

也斯作品一覽
1972

1977

1978

1979

1981

1982

1985

1985

1985

1987

1987

1988

1988

1994

1995

2003

2003

2008

2012

2012

《灰鴿早晨的話》（散文集）

《神話午餐》（散文集）

《雷鳴與蟬鳴》（詩歌）

《養龍人師門》（短篇小說集）

《山水人物》（散文集）

《剪紙》（中篇小說）

《書與城市》（評論集）

《游詩》

《山光水影》（散文集）

《島與大陸》（短篇小說集）

《城市筆記》（散文集）

《煩惱娃娃的旅程》（長篇小說）

《三魚集》（中篇小說）

《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小說）

《游離的詩》（詩歌）

《在柏林走路》（詩歌）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三城記小說系列）

《也斯的香港》（文字、照片）

《人間滋味》（散文集）

《香港文化十論》（評論集）

這首《送別友人，和一本書》，是也斯（原名梁
秉鈞）上世紀七十年代於《中國學生周報》的詩作，
那時的他，二十出頭，才氣洋溢，已擔任該周報編輯
。由那時開始，他隨文學 「悲歡憂喜」、 「輾轉途
中」跋涉至今。

本月五日，也斯因患肺癌，在沙田仁安醫院去世
，享年六十四歲。

一九四九年生於廣東新會的也斯，一歲那年隨父

母來港。彼時逢戰亂，也斯父母嗜書，遷徙中寧願少
帶些家中值錢物件也一定要捎上藏書。也因此，初來
港的也斯一家，生活拮据。

獲首屆文學雙年獎
也斯的童年在香港仔黃竹坑度過。外祖父好舊體

詩，愛與外孫談論文人軼事，母親也常跟他提及《長
恨歌》和《赤壁賦》等名篇。如此家教，令也斯自小
對中國古典文學有了濃厚興趣。他的散文，如《賣木
屐的老人》和《草蜢》等，愛用短句，古雅清麗，頓
挫抑揚中頗見出古典文學底蘊。

小學將畢業時，也斯隨家人搬去北角，也是那時
起，他開始閱讀現當代作品，朱自清主編《新文學大
系》詩歌卷是他的新詩啟蒙。入讀中學後，他曾在尖
沙咀的舊書攤上找到若干外國名著，從中讀出興味，
也因此，大學便去浸會大學外文系。

對文學一腔熱誠的也斯，首部小說集《養龍人師
門》卻是在台灣高雄出版，出版社更很快結業了。儘

管後來的《島和大陸》與《三魚集》受到好評，冷靜
而帶知性的《布拉格的明信片》才是也斯在文學上展
現光彩之作，獲第一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雙
年獎。而○九年的《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中的黑色幽
默更是爐火純青之作，令他再摘第十一屆香港中文文
學雙年獎小說組雙年獎。

散文與詩作品較多
相比小說，散文與詩，才是他平生中作品量較多

及廣為文學愛好者愛讀部分，曾出版十多本散文集及
約十本詩集。《半途：梁秉鈞詩選》獲第四屆香港中
文文學雙年獎新詩組雙年獎。他的詩作，像香港人，
在現實都市中游走，卻又不甘形形役役。也斯常旅行
，說是這樣能讓自己 「多看看這個世界」。他在柏林
的街頭走，在法國普羅旺斯沙可慈修道院的木屋子裡
住。他寫城市、寫食物、寫電影，既生活，也脫俗，
製造特有的浪漫。也斯好美食，也深諳品鑒食物之道
。在《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中，他領了讀者，順上
環和中環的大小街巷，繪出一幅豆腐花、豬腸粉、牛
肉乾和炒栗子的 「食物地圖」。

當然，他寫吃，並非止於烹炸煎炒，又或將食材
調料羅列外加一串 「人間難覓」的感嘆，而是總能從
那些華麗或樸素的食材後面，找出食物與個體處境的
大小關聯。他最喜歡的導演是路易．馬盧，其電影《
與安德烈吃晚餐》令也斯笑言： 「在香港完全沒機會
拍出來，有誰願意去拍兩個男人吃飯談天？」

也斯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外文系，一九七八年赴
美攻讀研究生，一九八四年獲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比較文學博士學位。回港後，曾任教香港大學英文及
比較文學系。這樣的學術背景，令也斯的翻譯及比較
文學作品也很豐盛。也斯不忍看到半世紀前的香港文
學，像飛機欖和皇后碼頭一樣，湮滅在歷史煙塵中。
「我一直在做打撈香港文學的工作。」去年書展接

受記者採訪時，他說。為了提高香港文學在國際上的
地位，他經常到世界各地參與交流、演講、駐場文學
家、詩歌創作等活動，與國際上著名文學家成為好友
。許多文學界的朋友都說，也斯在國際上的地位，遠
比他在香港人心目中更高。他是本港作品外譯數目最
多的文學家，詩、小說及散文被翻譯成英、法、德、
荷蘭、日、韓、阿拉伯、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及南斯
拉夫等十多種語言。特區政府於二○○六年向他頒發
榮譽勳章。二○一○年，藝術發展局頒 「年度最佳藝
術家獎」予也斯。也斯走了，在世時，他為文學奔忙
、呼籲，最擔心的，就是文學、就是香港。離世時，
但願他終於放開， 「你們已不是我可擔心的了。」在
他喜歡的地方笑談吃喝。

深切懷念

逝者如斯夫
本報記者 洪 捷 李 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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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斯（左二）與友人在去年香港書展 「人文對話」 講座上對談，左一為葉輝 本報攝

◀也斯的逝世
，是本港文學
界的損失

本報攝

……
你帶這麼一本書離去
裡面有幾年的悲歡憂喜
高興你帶它輾轉途中
不曉得會遇上什麼
飄流隨水還是零落沾塵
你們已不是我可擔心的了……

▲也斯的部分作品 本報攝

▲也斯作品《人間滋味》（左）及《灰鴿早晨的話》

▲也斯是去年香港書展年度作家，圖為他出席書展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