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張香華的詩觀 

 

因張香華的詩觀與她於 1975 年與羅青、李男、詹澈等人所創立的草根詩社

有密切而相互呼應的關係，因此，在探究張香華的詩觀之前，筆者將先就草根詩

社及其意義作一概述，以期能較完整地呈現其風貌。 

 

第一節  「草根」精神的發軔 

 

張香華和台灣許多與她同一世代的詩人一樣，在成長過程中是非常不幸的；

這是因為台灣當局對大陸的作家及作品進行封鎖，使他們如同一批營養不良的文

學胎兒，無法從大陸的新文學傳統中吸取營養，充實自己。張香華對此是深有感

觸的，她曾說：「這一代台灣的詩人，面對一個事實，那就是很不幸的，由於政

治的因素，在台灣成長期間，接觸到中國大陸本土的新詩，非常有限！」1當時，

台灣當局規定：「凡是 1949 年，沒有跟隨國民黨遷移至台灣，而仍留在中國大陸

作家的作品，一律不准閱讀。而之前的五十年，台灣卻一直處在日本帝國主義的

統治之下，中文遭到全面扼殺。
2
所以，四○年代末，到五○年代間，台灣新詩

的文字和精神，缺乏應有的繼承，呈現一種虛無和中空現象。」3六○年代之後，

創世紀詩社以更徹底的、全面西化的超現實主義取代了現代派的詩壇位置，擔當

了台灣詩壇最前衛的角色。這個時期，整個詩壇非常強調異象，詩人做了很多大

膽的模仿和嘗試，氣氛固然活潑，內在精神卻十分虛無，新詩顯得晦澀難懂，而

詩歌派系論戰的矛戈橫飛，新詩創作的步伐在不整齊中，顯現凌亂和扭曲。4 

                                                 
1 參閱張香華，〈一個台灣新詩人的成長—在愛荷華國際作家寫作計畫提出的報告〉，《愛荷華詩

抄》，頁 17~30。台北：林白出版社，1984。 
2 筆者認為古繼堂先生在此用「全面扼殺」似較為不妥，日據時代的統治，的確對中文的使用與

傳播有著相當的影響，然不致到「全面扼殺」的境地。 
3 參照古繼堂，〈碧樹，是她的思索〉，收入楊文娟編，《她的人，她的詩》，頁 211~236。台北：

星光出版社，1992。 
4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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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香華在〈無言日〉5中也以「有個無言的明日／那時，我將遺忘所有的喋

喋」表達她的沈悶，她對眼前那「恣意譁騰著、雷擂著」的西化之風感到極端厭

惡，希望明天是一個「有如雨後的霽天／初晴，在曙色裡遠山，帶過一條墨色」

的好天氣，希望那道明亮的曙色可以把詩的天空中的霧圍引開。可是面對眼前震

耳欲聾的喧鬧，讓她產生了一種無可奈何的感覺，於是只好在如此「欲眠的黃昏」

躺在床上睡大覺，讓「我的舌頭，也睡熟在口腔裡」。這首詩飽含著內心極大的

憤懣和苦悶，這是無聲的沉默的抗議。1975 年，張香華等人在〈草根宣言〉中

也說明了這一現象： 

 

 

在這個階段期間，詩人們徹底揚棄了格律詩，貶抑了諷刺詩，踢開了民歌，

提倡異國情調，極端的強調為藝術而藝術，先有唯美主義流行，繼有「放

縱式」超現實主義的抬頭，還有「自剖詩」的狂熱流行。在傳統方面，不

但否定了新詩與古典詩（或舊詩）的聯繫，就是新詩運動以來所建立的東

西，也要予以拋棄，或不繼續發展。在西化方面更是在口號上強調「橫的

移植」，形成了激端前衛革命的態度，缺乏冷靜的理性與深切的了解，漸

漸形成盲目西化的傾向。當然，這是指大體的風氣而言，並非每一個人都

如此。因此變了質的「現代詩」產生，不只令紀弦要取消「現代詩」，就

是連接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輩們，及新一代的知識份子也都望而生畏，

有些更採取了漠不關心的態度。使新詩走入了象牙之塔。6 

 

 

超現實主義在台灣詩壇造成的巨大影響因此引起反彈，於是六○年代有文曉

                                                 
5 見張香華，〈無言日〉，《不眠的青青草》，頁 74。台北：星光出版社，1978。 
6 見〈草根宣言〉，原出於 1975.5.4 出刊的《草根》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後收入張漢良、蕭蕭編，

〈草根宣言〉《現代詩導讀․史料篇》，頁 449～461。台北：故鄉出版社，19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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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等人創辦的《葡萄園》詩刊，林亨泰、陳千武、白萩等人創辦的《笠》詩刊。

前者由於不滿創世紀的西化晦澀，主張明朗化與普及化；後者則是結合了省籍詩

人，強調詩的批判性，其後則朝向本土、現實主義發展。進入七○年代後，詩刊

中的主張已不僅是私我的世界，而是關注著政治、文化的參與者。這個年代中，

先有《龍族》、《主流》及《大地》三個青年詩刊詩社的出現，針對當時的超現實

主義與西化詩風提出強烈批判與反省，主張回顧傳統、關懷現實、肯認本土、尊

重世俗等現實主義詩學。《龍族詩刊》在自己的發刊詞中寫道：「敲我們自己的鑼，

打我們自己的鼓，舞我們自己的龍」，《主流詩刊》在發刊詞中寫道：「將慷慨以

天下為己任，把我們的頭顱擲向這新生的大時代巨流，締造一代中國詩的復興。」

《詩潮詩刊》在其五條宗旨的第一條中寫到：「要發揚民族精神，創造為廣大同

胞所喜聞樂見的民族風格與民族形式。」而後張香華、羅青等人創刊的《草根》，

和向陽等創刊的《陽光小集》，強烈標舉詩的民族性、社會性、本土性、開放性

和世俗性的新路。從此台灣新詩的書寫風格才逐漸走向寫實、本土與多元的路

子。7  

 

1975 年 5 月 4 日，張香華等人所創立的「草根詩社」有如從堅硬的地皮下鑽

出的一株朝氣蓬勃的小草，雖然很嫩，枝葉上卻掛著亮亮晶晶的露珠，顯得充滿

活力。當時他們這一群「新生代」，希望「在檢討過去，策勵將來之餘」，能夠為

「所有有志於新詩的同道，以責無旁貸的精神，毅然肩負起承繼詩運的使命」。〈草

根宣言〉則可視為在介紹張香華詩觀之前的一項印證，亦可呼應這一時期新詩的

反動。 

 

《草根》詩刊的篇幅相當輕巧，創刊號僅薄薄的二十三頁，卻有超過三分之

一的內容為其創刊宣言〈草根宣言〉。萬餘字的宣言，對於新詩史的脈絡做了耙

                                                 
7 參照林淇瀁，〈喧嘩與靜寂——台灣現代詩社詩刊起落小誌〉，《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

象研究》，台北：麥田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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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也為當時的詩壇帶來極具震撼力的影響。〈草根宣言〉中將新詩發展歷程以

台灣光復和國共戰爭為界線，區分為革命時代（1918～1945）與分裂時代（1946

迄今），自分裂時代開始，「海外（自由地區）詩壇及大陸詩壇，斷然一分為二」。

文革之後，大陸上的新詩活動幾要斷絕，「承繼中國新詩命脈的責任，落到了海

外（自由地區）文壇——落到了台灣詩壇的肩上」。申明「我們是新生的一代，

是戰後的一代。但我們寧可成為『鍛接的一代』，去完成『革命時代』及『過渡

時期』的前輩所未完成的『鍛接工作』」，去肩負起承繼詩運的使命。如此強烈

的使命感，使《草根》審視台灣的詩壇概況時，提出了他們的期待： 

 

 

【在精神和態度方面】 

一、處在這樣一個國家分裂的時代，我們對民族的前途命運不能不表示關

注且深切真實的反映。 

二、詩是多方面的，人生也是。我們不認為詩非批評人生不可，但為認定

詩必真切的反映人生，進而真切的反映民族。我們需要與大時代脈搏

共同呼吸的巨製，但屬於個人一己喜怒哀樂的抒情作品，只要真誠動

人或富有情趣，我們也欣然接受，絕不排斥。 

三、我們體察到詩之大眾化與專業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其中的分野，

要視題材的處理與藝術手法的傾向而定。我們願見二者各有各的表

現，互相平衡而不偏於一方。只要作品在技巧上能精妙入微，在內容

上能深刻真摯，則無論形諸作品外表的面貌是難是易，我們都樂觀其

成。我們認為詩人有責任向所有人的內在心靈挖掘，而不僅僅限於知

識份子的心靈。由外在向內在挖掘，固然是一種方法，但從外在或其

他的角度和觀點也一樣可以達到發掘內在的目的。路線和題材應是十

分寬廣的。 

四、對過去，我們尊敬而不迷戀，對未來，我們謹慎而有信心。我們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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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但不排斥西方。過份的擁抱與過份的排斥，都是變態。我們的

態度是了解第一，然後吸收、消化、創造。創造是我們最終的目的。

同時，我們也知道要有專一狂熱的精神，創造方能有成，我們願意把

這分精神獻給我們現在所能擁有的土地：台灣。了解城市的寫城市，

熟悉鄉村的寫鄉村，不粉飾，不偏激，我們以誠為主，以愛心來歌詠，

批判這個我們親身經歷的生存環境，我們向過去發掘，為將來設計。 

 

 

【在創作和理論方面】 

一、詩想是詩的語言和形式之先決條件，我們不迷信語言，也不忽視形式。

因為只有詩想變，整個詩才會變，語言、意象、音樂、形式也都隨著

變。任何在形式、音樂、意象、語言上單一求變的企圖，只能造成一

時外貌的整容，但絕無法在本質上開創出新的局面。 

二、我們不必要求詩一定要講文法，但新鑄的語句，應當避免謎語式的割

離和矯揉式的造作。自然不是平淡，求奇不在乎表面。我們不避用對

仗，及一切適用於詩中的中文特性，只要運用的自然有力，且有藝術

上的需要。至於用典，我們也不排斥，只要典能化入詩中，與原詩配

合無間，從而增強其效果者，我們樂於接收。 

三、無論從事任何一種詩創作，我們都不放棄詩的音樂性。無論是內在的

或外在的，只要能配合詩想詩情，在順應自然氣勢與不傷作者意旨的

條件下，我們願盡最大的努力在詩中發揚中文的音樂性。 

四、自由詩，格律詩，分段詩，以及其間所屬的小詩，圖象詩，戰鬥詩，

民歌詩等等我們一律不排斥：或繼承或研究，或改過，或闡揚，我們

要不斷的在新詩的形式上研究探討，實驗，創造。在某些情況之下，

因題材詩想的需要，我們認為詩歌可以合一，以發展新民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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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8 

 

 

簡而言之，《草根》在精神和態度方面要以「真誠動人、專一狂熱」去「真

切的反映人生，進而真切的反映民族，和擁抱現在所能擁有的土地：台灣」，並

且「擁抱傳統，但不排斥西方」。至於創作和理論方面，則認為「詩想是詩的語

言和形式的先決條件」，必須自然而非割離與造作，並注重詩的音樂性。草根詩

社是有意識地在和當時現代派奉行的空洞、晦澀洋化、詩人鑽在象牙之塔裡閉門

造車、玩弄文字遊戲的詩風進行挑戰的。從他們描寫的對象來看，在他們詩歌的

殿堂裡的主人公不是達官貴人，而是芸芸眾生。他們要努力把詩從少數人的枷鎖

中解脫出來，交給勞苦大眾。他們要努力使詩與生活相結合，成為反映生活的工

具，成為反映勞動者呼聲的工具。他們的詩社和詩刊「草根」二字，便透露出濃

郁的愛鄉土、愛民族、愛勞苦大眾的深厚感情。這種強烈的歷史感，使命感，不

僅強烈地打動了人們的心靈，使每一個愛國家愛民族的心靈產生共鳴，而且為新

詩注人了新鮮的強韌的生命。9《草根》最重要的意義還在於：它整合了以龍族

為代表的七○年代詩人群所追求的——異於五、六○年代詩人的「民族詩風」、

「現實關懷」、「尊重世俗」、「正視本土」與「多元並進」的詩觀，時以新的

美學觀念，證明在觀念與技巧上他們與前一輩的詩人處於對立的地位。10 

 

第二節   「碧樹」的思索 

 

草根詩社的成立不但具有臺灣新詩史上的關鍵性標竿意義，也是張香華在歷

                                                 
8 見〈草根宣言〉，原出於 1975.5.4 出刊的《草根》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後收入張漢良、蕭蕭編，

〈草根宣言〉《現代詩導讀․史料篇》，頁 449～461。台北：故鄉出版社，1979.11。 
9 見古繼堂，〈碧樹，是她的思索〉，收入楊文娟編，《她的人，她的詩》，頁 211~236。台北：星

光出版社，1992。 
10 參照林淇瀁，〈長廊與地圖：台灣新詩風潮的溯源與鳥瞰〉，《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

研究》。台北：麥田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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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超現實主義的無所適從之後，找到創作的方向，進而貫徹實踐的開始。當時，

她曾以〈碧樹〉11一詩表達自己的理念： 

 

 

我仍要把它刻作銘 

我的眼中仍植着一株碧樹 

碧樹、碧樹、碧樹啊，碧樹 

它的根鬚舐吮着 

我心底汨汨的血泉 

繁複的葉掌般的 

枝柯是摯誠的臂 

拓向你——生活 

我要全然接受了 

  

 

「碧樹」是張香華的精神與創作象徵，碧樹象徵詩，象徵文學作品，她呼喊

著、提醒著碧樹的根鬚必須源自「我心底汩汩的血泉」，必須是作者心靈的呈現，

必須深深地紮根在文學的土壤——生活之中，並且要「全部接受」我們的生活與

這塊土地。面對詩壇流行的虛無，她低下頭來進行思考，發現「點數時間漏滴的

跫音」是「圓碩、堅實的」，「橫越沙漠的駱駝負載的足印」，絕不可能是什麼虛

無。詩中不僅表現了對現代派詩風的不滿，而且發出了詩要紮根生活，紮根心靈

的血泉的挑戰。這便是她在茫茫中思索後得出的結綸，也是她在現代派泛濫時

期，對現代派的態度。她在「愛荷華國際作家寫作計畫」所提出的報告，更進一

步以五項理念表達她對於新詩的定義與方向： 

 

                                                 
11 見張香華，〈碧樹〉，《不眠的青青草》，頁 39。台北：星光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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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對主義（無論是政治的或文學的）領導創作。有創意的詩人，不會 

對任何理論產生拜物的情緒。 

二、只有關懷，才會使詩人的筆鋒圓潤流轉。 

三、詩人如所有的創作者，永遠是最愛求知的人。 

四、自由是詩人最高的信仰，無論是主題的取向，或技巧的鑄鍊，每個人 

有他自由發揮的絕對權利。 

五、台灣島上的詩人，必須在中國文學歷史縱的繼承，和西方文學橫的移 

植，二者交互運用下，發展今後的方向。12 

 

 

在這份報告中，張香華對自己的詩觀有相當詳盡的陳述，其內所含的五項重

點分別為：反對主義、理論領導創作，自由是詩人的信仰，而關懷和求知是詩人

的職責，詩壇必須在「縱的繼承」與「橫的移植」的交互運用下，發展未來方向。

此後，在她的散文集中，也可見到她對新詩的觀點和堅持： 

 

 

中國的詩文要有民族的特色。文壇也好，詩壇也罷，無不建築於社會之上。

有什麼樣的心態寫什麼樣的詩歌，總體來說我們都是始終清醒，不尚朦

朧，寫詩力求在自我和非我之間透視現實，把握現實，與歷史、時代、未

來緊密相關。堅持對於本土文化的認同，堅持人要有文化、有尊嚴地活，

堅持始終一貫的精神世界，內心世界的開放，不拒絕學習西方，汲取一切

有益營養，又不以歐美式的感覺取代中國式的感覺，以歐美式的表達取代

中國式的表達。只有保持獨立的民族精神氣質，在世界中有其自身存在的

                                                 
12 以上參照張香華，〈一個台灣新詩人的成長—在愛荷華國際作家寫作計畫提出的報告〉，《愛荷

華詩抄》，頁 17~30。台北：林白，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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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只有處於虛弱中空狀態的人，才會淪為一位模仿效法他人的俘虜。

13 

 

 

張香華反對主義領導創作，但並不全然反對文學理論；她強調詩歌是自由

的，不應服膺於任何形式或主義，而是彼此自然地交互運用與發展。她認為任何

「主義」和「運動」，都有它特殊存在的背景和需要，但也很容易和權力鬥爭夾

纏不清，進而缺乏文學不可或缺的「個別性」和「獨特性」。詩歌更重要的使命

應是對於廣大社會的透視和反省，與歷史、時代、未來和個人緊密相關，廣闊地

包容人生萬物真相，唯有如此，才算是擲地有聲的好詩。 

     

張香華的詩觀確實中肯而深入。對她而言，新詩自有其不同於其他文學體裁

的特別性與獨特性。它不是論文，所以不宜開門見山的，也非直接了當的說出。

它往往借重暗示、聯想、舖設的手法，讓短短的詩句中蘊藏深廣的內涵；在這種

技巧裡面，已經含有作者對人生的批評，對人生的看法，以及對社會和周遭世界

的觀點，這是詩歌的條件。就取材來說，一位心胸開闊的創作者應該能做到俯拾

皆是；而詩的產生，則是根據人類感情世界出發的。14因此，新詩的寫作應出於

詩人對人性、社會的關懷，同時常常注意努力求知，提昇心境，努力向人類靈魂

的隱秘處探索、尋思。15當然，詩人並不一定要深入社會，但卻必須要觸及人性

的深處，才能借助精練的文字描繪、表達，傳遞人世間的愛與美，才能提昇讀者

的精神境界。16至於張香華所謂的「愛」與「美」所指為何呢？ 

 

 

                                                 
13 見張香華，〈情斷海峽〉，《咖啡時間》，頁 112～113。台北：漢藝色研出版社，1989。 
14 見柏玲，〈沉靜的獨白〉，收入楊文娟編，《她的人，她的詩》，頁 146~149。台北：星光出版社，

1992。 
15 參照趙琨，〈聽貓說—專訪張香華〉，《中央日報》，台北：2004.10.12～15。 
16 見郭妙，〈千般是情的女詩人—張香華〉，《台灣日報》，台北：199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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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愛」，其範圍可包括大至對於國家民族的熱愛，小至對花草樹木的

惜愛，這種愛是發自內心深處的赤忱之情，而不是僅侷限於男女間狹隘的

愛情；至於「美」，則不僅指外在的形象之美，有的時候從真實人生、社

會中經過很多歷練所提煉出來的意境（或許這個歷練是必須經過痛苦的掙

扎，可是並沒有因此沈淪變為渣滓），這種意境是人世間最精緻、最良善

的一種美，同時在心靈深處予人鼓舞與慰藉。17 

 

 

這呼應了張香華曾說過的「情之為物，小，可以憐花惜鳥；大，可以愛家國，

關懷天下。」18
一段話。換言之，詩人首要的條件除了必須先有很好的文字技巧，

還要有豐富的感情和愛，而這份愛則不只是愛自己，而是對於人生的熱忱與關

愛，詩人必須藉由詩作對人性做深入的探討，對生活能夠以另一種詮釋的眼光來

剖析，對問題背後的原因能夠以犀利的筆調將其挖掘；而如此引人深思的作品，

方可謂為好的作品，否則，僅止於知識的累積或單單運用文字的技巧，是不可能

成就一篇好的詩作，成就一位很好的詩人的。19因此，在精神文化的建設中，新

詩乃具有凈化語言的作用，它不只擁有美感，詩人所傳遞的「愛」與「美」，更

有嚴肅的使命與社會價值。 

 

然而，新詩雖較其他文體短小精美，卻也不若傳統詩嚴格，它突破了古典詩

的格律、平仄、押韻、字數、句數的限制，但仍融入了節奏感和音樂性；新詩多

由內容來決定音調，而傳統詩則是先有音調而後決定內容，所以新詩的創作就顯

得較為多樣性。新詩仍是以主情為主，是以人類的情感世界為根出發的，然後透

                                                 
17 見楊維莉，〈忍耐寂寞〉，原題為〈張香華－「作家，並不一定要深入社會，但一定要觸及到

人性深處」〉載於《蜜蘭生活雜誌》八月號，頁 38～40。台北，1990.8。後收入楊文娟編，《她的

人，她的詩》，頁 55~61，台北：星光出版社，1992。 
18 見張香華，〈自序〉，《千般是情》，頁 3。台北：漢藝色研出版社，1987。 
19 參照黃子建，〈真情〉，原題為〈真情的歌－張香華詩評介〉，載於《世界日報》，菲律賓，1990.2.28。

後收入楊文娟編，《她的人，她的詩》，頁 197~210。台北：星光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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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有節奏的文字來表達，就較易動人且深入人心。「音調」是張香華特別強調的，

它並不是說詩應該和古典詩一樣押韻，而是說詩的文字是經過作者經營的，這經

營使文字的「音調」合於自然的節度，讓自然的律動跟人的精神發生共鳴和感應。

因此，新詩的語言不是概念的語言，而是生命的感觸。張香華認為，這一點詩人

應該用心去歷練，使詩句擺脫概念化的、抽象的、粗糙的形貌，而和人的生命息

息相關。如此，當我們在讀詩時，不必經過大腦的苦思冥想，便能憑敏銳的、放

鬆的感覺，自然而然地體會它的深刻意思，也就是能感到文字以外直通生命的言

外之意。這樣不經理念的，訴諸生命感情的直覺，就能感受它的意味的，就是詩

的「音調」正宗，詩的正宗。20 

 

身為女性詩人，張香華特別肯定婦女寫作與女性詩人的力量，她認為女性是

世上最偉大的詩人：愛心多，名利心較淡薄，且具有更細緻的靈魂，更溫柔的體

貼；她的愛心比男人的更崇高、更磅礡、更深刻、更能犧牲。男人好像天生就是

鬥士，名利心也很強烈；女人的靈魂則別有一番深情、細緻和體貼，特別懂得溫

柔、懂得理解人生的苦難。因此，女性應該自我期許，要從身邊，從自己熟悉的

情境、事情、題材著筆，再慢慢地擴大延伸，使自己的作品，對社會國家，對整

個人生、世界都有所觀照。21因此，張香華的詩作往往充滿情、愛和對國家社會

的關懷，她的題材不囿於閨閣，往往從日常生活的事物著筆，卻意在言外，或者

感性幽默、溫柔敦厚，或者諷喻政治、批評時事，她的詩作自由平實而開闊。 

 

如前所述，張香華能堅持執著，不輕易讓步妥協，且始終追求愛、美和光。

她能夠精鍊地用文字清晰地把以往人生不同歷程的面相映照出來。寫詩使她有一

種自我清醒的對話機會，也是她自我建構的基本工，內心能量最大的磁場。她以

寫詩來實踐自己，並讓自己從日常生活的瑣事中沈靜下來，聽到自己的聲音；讓

                                                 
20 見張香華，〈中國詩的發展〉，《星湖散記》，頁 259-261。台北：林白出版社，1983。 
21 見王彼得，〈婦女寫作〉，《聯合早報》，新加坡：19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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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對周遭人、事、物接收的角度，做出內心世界的自我回應。22     

 

因而綜觀張香華的詩觀，我們不難理解，她的詩何以始終貫穿著熱切而沉

靜、激蕩而冷峻的感情基調；在她那頗具凄美質地的詩篇裡，何以常常飽蓄著關

注台灣現實的憂患意識，和敢於與世抗衡的傲然氣魄。當然，她也寫兒女情長、

風花雪月，但她的目光卻也往往注視著台灣的芸芸眾生。這正是她最值得稱道的

難能可貴之處，她把個人的情感與台灣民眾的情感融為一體，以女性的溫柔去摩

挲民眾的創痛，以詩人的激情呼喚著社會的良知。她的這些取材，大多信手拈來，

既無粉飾，也不造作，只是娓娓傾訴，如歌如泣。張香華對於新詩的創作懷有使

命感和責任感，她的詩作成功之處，不止是源自她對社會生活的深切體驗，也來

自她對詩歌功能的深刻認識。因此，她很早就認為，「新詩不只是少數象牙塔裡，

文人茶餘飯後的優雅與從容，也是廣大眾生心靈生活的映象和實錄」；因此，她

自覺自願，堅韌而執著，以不懈的創作實踐，去實現她的詩歌主張——「讓詩大

眾化，生活化」。23 在〈草根宣言〉中對「草根」定義的自白，亦可與張香華詩

觀作為呼應： 

 

 

上一代的苦難，我們雖不能親身經歷，但上一代受過苦難的人物還活在我

們的四週。我們既然和他們一同呼吸，我們就可以用我們的筆去了解，關

愛，真切的反映他們。同時，我們也可以用手中的筆去了解，關愛，真切

的反映和我們生活在一起的下一代。我們是草根，在高山之巔，在幽谷之

底；在萬馬奔騰的原野上，在柏油水泥的窄巷中。我們來了，向下紮根，

根根相連；向上開花，朵朵不同。我們是草本的，可以是牧草，也可是藥

草，更可以是奇花異草，但我們絕不是塑膠做的，畫的或是紙剪的。我們

                                                 
22 見趙琨，〈聽貓說—專訪張香華〉，《中央日報》，台北：2004.10.12～15。 
23 參照陳俊年，〈張香華千般是情〉，《華夏詩報》，廣州：1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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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機的草木，頑強但富彈性，在房頂上，在盆景裡，在公路上，在自然

中，只要我們能活下去，我們就盡力的生存，因為一切終將成為歷史，歷

史終將成為廢墟，廢墟終將為我們所佔領。因此，凡是無機的東西都不能

在我們身邊發芽茁壯，而一切腐朽敗壞的，只要還有肥料的作用，我們願

意分析吸收，從而創造出全新的花朵出來。24 

 

 

這段自白或許也可呼應張香華的人生中重要的經歷和創作的追求，這樣源源

不絕、生長於底層的草根精神，更可作為張香華詩觀的特色。她繼承了在「高山、

幽谷、原野、窄巷」都要「向下紮根，根根相連；向上開花，朵朵不同」的「草

根」精神，她要成為「頑強但富彈性」有機的草木，並且將生活、苦難、歷史、

古今分析吸收，從而創造出新詩的花朵。她始終不斷「用手中的筆去了解，關愛」，

真切的反映生活的本質，她盡她所能以大眾最易於接受的方式傳播詩，也以詩為

人們打造好門牌，當心靈們要回家的時候，只要讀門牌上的詩，就不會迷路。 

 

 
24 見〈草根宣言〉，《草根》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75.5.4 出刊)，後收入張漢良、蕭蕭編，《現代詩

導讀․史料篇》，頁 449～461。台北：故鄉出版社，197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