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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對於余光中的研究，一般人總是從余光中的文學作品中，也就是內緣的研究

來尋找可能的解釋，大部分集中在他的新詩、散文或文論與翻譯等成就上，但是

這樣的研究方式勢必遇到無可避免的困境，即是余光中是如何成就他現代的文學

成就的。不可否認，在現代詩的領域中，余光中的起步雖不算晚，但當他還耽溺

在新月派「格律新詩」時，早有紀弦暨一批自由詩的寫作者寫出了屬於新時代的

作品，例如早慧的的詩人楊喚、鄭愁予、方思、瘂弦等人，他們當時的作品高度

已遠遠超過余光中，甚至可以說，余光中前幾本作品，就文學史的角度來看，與

三０年代中國詩人何其芳、臧克家、馮至等人比起來不僅沒有進步，更是一種倒

退。如果不看他早年的作品，將時間往後延到了一九五六年現代派發表「現代派

宣言」後來看，他的作品仍不見特別的出色，不論就寫作的內容或形式來看，都

不具文學史上特別的意義。那麼，我們勢必要追問的是，余光中現有的詩壇「祭

酒」的地位是何時建立起來，又是如何建立的？ 

五０年代末期到六０年代的文學，雖然後來的文學史家習慣劃分為現代主義

文學時期，貶抑為脫離現實的「逃跑文學」1，我們不能說這樣的批評不正確，但

是文學從來無法真正的脫離現實而獨立存在，即使是現代主義文學，也是相對應

於那個時代的產物。因而儘管我們可以不贊同現代主義的文學風格，但是卻不得

不承認，它也是一個時代的反映。余光中的文學歷程最能夠看出看出五０年代到

六０年代台灣文人在時代的影響下所做的轉變，尤其是《文星》時期，現代知識

分子在政治挫敗後，回歸到生活上各領域的現實面上，努力思考如何為這個社會

尋找出路時，余光中可以說開風氣之先，以「文化中國」的旗幟，為當時年輕的

一代重拾了對這個民族的信心與反思。 

1952 年，余光中的名字因為梁實秋的介紹，首度在《自由中國》出現，這段

                                                 
1 彭瑞金，《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年》（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 年 8 月出版），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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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場除了證明余光中曾是自由主義陣營的一分子外，也進一步證明在文藝理念

上，至少到 1958 年之前，他的格律新詩最為接近自由主義知識分子的文學品味。

這樣的文學認知，不同於官方吶喊式的控訴歌謠，也不同於當時逐漸壯大的自由

詩，所以早在 1953 年余光中與紀弦的針鋒相對，與其說是藍星詩社與現代詩派的

路線之爭，不如說是余光中個人與紀弦對於詩學認知不同下的對抗。他們的差異

就內容上來看是抒情與知性的差別；形式上是格律詩與自由詩之別。主知與抒情

的問題覃子豪早就論斷，抒情是詩的本質，所以不管是主知或抒情，就詩的創作

來看，只不過是抒情成分的差異罷了，事實也證明即使喊「主知」喊得震天價響

的紀弦，最好的作品一樣帶著濃郁的抒情。至於形式的差別，則牽涉到當時詩人

對於進步、現代的不同認知，當時的自由主義知識分子在詩學形式的看法相較來

看是保守穩健的，他們同樣希望進步，同樣希望為詩建立新的傳統，因為詩一直

都是最重要的文類，代表是一國的文學程度，但他們卻不願詩過於劇烈的演變而

失去了該有的本質與影響力。最後事實同樣證明他們的憂慮是對的，五０年代

末、六０年代初對一般大眾對現代詩晦澀、虛無的批判即是最佳的說明。而對余

光中而言，甚至因為這一段重要的文學因緣，才使他在現代主義最狂熾的年代有

能力重新回到傳統，以傳統化度現代主義的流弊。
2 

藍星詩社如同余光中所言，他們並沒有明確的詩社主張，實際上也很難有一

致的主張，因為他們創立之初的共同點是對紀弦的不滿，除此之外，他們彼此之

間的差異也極為巨大。以覃子豪為例，他的詩學主張和余光中便有極大的落差，

至少當時覃子豪也擁護自由詩，在這一點上他與紀弦要更接近些，他唯一不滿紀

弦的或許是紀弦狂妄自大，以詩壇主流自居的態度，當然紀弦過度誇大「現代詩」

的影響力也同樣讓非現代派陣營的詩人不滿。當時要說真的和余光中理念最接近

的除了自由主義作家外，大概就屬跟他系出同門的夏菁與他最為契合了，他們兩

人正好是《自由中國》、《文學雜誌》這兩份自由主義刊物中出現最頻繁的兩位詩

                                                 
2 從楊宗翰的研究中，或許我們可以進一步大膽的說，自由主義知識分子對傳統的珍視除了他們

本身都有深厚的舊詩根底外，艾略特對他們也有一定的影響，見〈《文學雜誌》與台灣現代詩

史〉；這一點，在張松建〈艾略特與中國〉一文中，也提到夏濟安、吳興華（梁文星）早在二、

三十年代便對艾略特有濃厚的興趣，見張松建〈艾略特與中國〉；蔡明諺甚至認為五、六０年

代最接近艾略特詩學理念的是梁文星，而不是捧讀翻譯文章的超現實主義詩人們。見蔡明諺

《1950 年代台灣現代詩的淵源與發展》（清大文學所博士論文，2008 年），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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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3。 

但在求新求現代的訴求下，連反共文學陣營在 1955 年提出「戰鬥文藝」之後，

都明確的轉化為支持現代主義的文學主張，其原因與中美訂定共同防禦條約後，

國府本身的安全已然得到確保下，因而願意以更開放的態度接納新的且代表現代

的現代主義有關，而目的則以擴大其文學的影響力與包容度，希望將所以的文藝

當納入廣義的反共的大傘之下。在「戰鬥文藝」以民族、現代為名的餘蔭下，連

帶著紀弦的自由詩主張因打著「現代」的旗幟而明顯在詩壇佔了上風，相對地，

有著濃厚浪漫主義色彩的新月格律詩在這場競逐中便只能退下陣來。 

《文星》創刊時期，整好趕上這一波「現代」化的潮流，它的定位又極為清

楚，作為一份啟蒙的雜誌，的確善盡其職，甚至影響了一整個世代的人。可想而

知，在《文星》之後，這個國家社會的改變是如何劇烈，《文星》掀起台灣第一

次全面的知識、文化運動，除了繼承五四的改革精神外，這些知識分子還將關注

的重點，從理念層面的文化思想，落實到日常生活。就社會層面而言，即是制度

層次的批判與轉化上，諸如《文星》後期一系列的惡法錄，便捨思想而以實際的

法律問題與集權政府爭是非；就文學藝術來看，當然是溢出反共抗俄的文藝方

向，回歸到當時作家的現實生活感受，來抵抗「國府（正義）—共產（邪惡）」

的單純二元論述。在重視「現實」下，《文星》也開始反思全盤西化與鄉土的問

題，葉石濤甚至說：「新的世代已開始，握住旗桿，充當旗手，鄉土文學由他們

來繼承了。
4」只可惜，這朵鄉土之花開的太早，未能立即開枝散葉。因為，當時

文壇主流的外省籍作家，包含余光中在內，他們當時的真實生活感受，並不是台

灣的現實，而是他們兒時賴以生存的大陸山河，也因而余光中才會以「文化中國」

作為他回歸現實的依歸，如果連余光中都能早一點重視台灣現實的話，早一點讓

台灣在現代主義的潮流中現身，或許往後的許多紛擾都可以少些。但不管如何，

「當時的知識分子在主觀上，對西潮衝擊下的中國社會文化問題已經有了認知上

的改變。換一個角度看，也可說是他們對西潮有了更進一步的認識。這種認識姑

且不論成熟與否，卻以勝過前人的瞭解，也啟發了來者的視野。5」 

                                                 
3 楊宗翰〈《文學雜誌》與台灣現代詩史〉政大中文系《台灣文學學報》第 2 期，2001 年 2 月號 
4 葉石濤《文星》97 期，1965 年 11 月，頁 72 
5 陳正然《台灣五０年代知識份子的文化運動——以「文星」為例》，台大社會所碩士論文，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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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波西化的確和五四時期大為不同，尤其在對傳統的態度上更是天壤之

別，雖然其間發生過「中西文化論戰」，但中西文化論戰的本質是世代交替，口

號式（或者是策略式）的「全盤西化」終於以回歸現實作為論戰的註解。余光中

搭上了這一班《文星》列車，在《自由中國》、《文學雜誌》時，他算是那些自由

主義作家口中的小老弟，但到了《文星》時期他便已能獨當一面，一面作為西化

的旗手，卻也處處留心傳統與現代匯通的可能性。 

那時艾略特對位式的閱讀與批評方式而被台灣文壇所注目，成為影響文壇走

向最重要的批評家。我們雖然沒有證據證明余光中深受艾略特的影響是直接受益

於自由主義前輩作家們的啟發，但長時期的共事，耳濡目染下的影響我相信是有

可能的。所以在五０年代現代詩最後一場論戰中，余光中便刻意標榜艾略特的思

想，作為他迎戰傳統的利器。他會有這麼大的勇氣，另一個原因是留美一年的經

歷，讓他在各方面有了極大的蛻變，特別是在現代文藝作品的鑑賞力，有了更精

準又俐落的判準。 

所以余光中也因《文星》的高影響力，一躍而成為艾略特在台灣的最重要代

言人，甚至我們要說，他不只在理論上服膺艾略特的看法，現代詩、現代散文到

文藝批評的思維都在艾略特的影響下次第展開，因而，某著程度而言，《文星》

時期的余光中也可說是艾略特在台灣的分身。 

從余光中的詩集來看，《文星》時期的作品主要有《萬聖節》、《天狼星》、《五

陵少年》、《蓮的聯想》。寫於留美其間的《萬聖節》，詩集中所抒發的現代經驗其

實也是余光中的西化經驗，因為真實的異地生活經驗，使他這本詩集散發出動人

而真誠的詩意，也從這本詩集開始，西方／東方、進步／守舊、現代／傳統等二

元關係的思考成為他作品的主軸。《天狼星》時他嘗試總結現代詩人的現代經驗，

希望留下現代主義的時代印記，但礙於真實的現代生活（特別是在台灣的現代生

活）經驗不足，也不夠理解其他詩人的現代經驗，造成這本最具企圖心的一本詩

集卻成為余光中最慘痛的失敗之作。 

不夠現代又踟躕於傳統前的余光中因洛夫不留情面的批判而從天狼星之夢醒

悟過來，重拾他最擅長處理的格律抒情詩，這回有了前行詩集的磨練，霜刃已利，

                                                                                                                                             
年，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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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寫出了忠於自己又能呼應時代需求的代表作品。《蓮的聯想》在余光中的創

作史中因而佔有重要的地位，「新古典主義」的提出是對走鋼索的現代主義的修

正：唯有不偏執於純然的現代或一潭死水的傳統，以允執其中的態度才能真正創

作出屬於這個民族、這個時代的「現代」作品，也才有可能創造新的詩學傳統。 

在現代詩論戰最激烈的時候，也是中西文化論戰最熾熱的時候，那時，幾乎

所有的文藝、社會、法律、思想都必須攤在「現代—傳統」的天平上加以衡量。

尤其在《文星》有意識的操作下，一方面口喊「全盤西化」，一方面卻由余光中

舉起「文藝復興」的大纛，吹起新古典主義的螺號。這二者衝突嗎？以我們現代

的眼光來看，很清楚的理解在這二者之間，真正的現代才剛要降臨在彼時的社

會。在強烈的現代意識驅使下，余光中繼現代詩之後，開展了他的現代散文之旅。 

散文原是最鬆散自由的文體，只有朋友
6不見敵人，這樣溫和的文類卻也在現

代化的浪頭上，從文字的使用到句子的緊密彈性，都開始有人討論。首先發難的

是劉永讓，他以一篇〈文字形式的現代化〉意想不到地開啟了對書寫元素的思考。

文字的功用除了基本的表情達意之外，在現代社會中是否可能開創出新的、異於

傳統的書寫可能？這樣的思考不只出現於現代主義的作家們，也同樣出現在國語

派的作家身上，這一段史實告訴後來的文學史家，相對於社會的進步與現代化，

守舊不求進步的文字使用方式已不敷使用，容或以余光中為首的「文白佳偶」派

和堅持「純粹白話」的國語派對於文言白話的看法迥異，但迫切需求新詞彙的呼

聲便是一致的，在這種情形下，「創造性」的文字語彙便有其時代的意義。 

事實證明，在文白交融與語文合一的競逐下，國語派在沒有相對的優秀作品

出現下敗給了王鼎鈞、余光中等人的主張。可見文學主張或理論的提出，不只要

理論動人，更重要的是必須有相對應的作品產生，這一方面，余光中的貢獻最大，

鍾怡雯就認為余光中在散文革新的過程中最大的成就不在理論框架，而在於提出

相對於理論的創作，他以豐沛多變、磅礡雄渾的散文氣魄，在遊記、幽默、抒情、

敘事或議論上，都改寫了五四以來的小品散文格局7。 

除了對五四以來的文字使用、散文風格作了一番徹底的檢討外，此時的余式

                                                 
6 張曉風〈散文卷序〉，收入余光中總編輯，張曉風主編《中華現代文學大系（台灣 1970-1989）

散文卷（一）》，台北是，九歌出版社，1989 年，頁 24 
7 鍾怡雯，〈詩的煉丹術——余光中的散文實驗及其文學史意義〉，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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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更得力於艾略特的影響。雖然艾略特影響的首先是詩人余光中，但西方有敘

事詩的傳統，可是在中國的詩學傳統中，敘事詩一直被詩人所忽略，也得不到發

展，余光中嘗試的《天狼星》雖有敘事詩的企圖，但終究只有組詩的雛形。因此

艾略特的詩學理念，例如現代與傳統的辯證和彼此的影響、時間的敘述、感性的

統一等觀念，反而在余光中的散文中得到了完全的發展。 

所以當一般人談余光中散文實驗的成就時，不免還是要提到他強調的質料、

密度、彈性、速度等語言型式的成就時，我便不得不強調，這些雖然是余光中不

可抹滅的文學創見，但在這些偏向形式主義的散文主張背後，若說余光中的散文

作品將散發更多屬於文學史的光芒時，艾略特的影響絕不可忽視。 

我們可以說，余光中在散文的觀念上敢於對五四文學對五提出嚴厲的批評，

並非對五四的否定，而是以辯證的手法促進文學史家對五四的再閱讀、再檢討。

他希望透過他的批評，重新定義五四的文學地位，這樣的手法正是艾略特強調的

「不但是古典在影響現代，也是現代在不斷地改變古典的」的對位辯證。 

至於余光中的散文內容，除了形式上大開大闔外，濃厚的時間意識絕對是他

在六０年代初最重要的文學特色。他貫徹了艾略特的時間書寫，藉由艾略特所提

示這一條路，余光中創造出個人風格強烈的「時間鄉愁」書寫，這樣的主題出現

在他書寫的任一散文類型，不管是議論、抒情、敘事上都看得到，尤其是遊記書

寫更為明顯，鍾怡雯說「中國」貫穿余光中的文學和學術生命，我們讀余光中的

遊記彷彿在讀他的中國鄉愁，他往往透過異國遊記，想像自己的中國。
8散文書寫

對余光中來說，已成為召喚光榮神聖的文化中國最重要的儀式。 

當時的文化社會環境一方面已在西化與傳統當中漸漸釐出現代的曙光，然官

方仍然宰制著文壇走向，他們最怕的是五四以來的左派文學或反集權的自由主

義。五０年代，左派在台灣早已銷聲匿跡，至於自由主義到了六０年代若非有《文

星》，也已奄奄一息，到了一九六五年《文星》被迫停刊後，自由主義文化火種

算是暫時被澆熄。此刻的余光中，他雖不與官方唱和，仍堅持自己自由主義者的

身段，但基於文學理念出發，批判五四的文學風格卻正好符合官方反五四的意識

型態；再則，從五０年代就沒斷過民族文化意識的灌輸，直到余光中的詩、散文，

                                                 
8 鍾怡雯《亞洲華文散文的中國圖像》（台師大國文系博士論文，2000 年），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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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終於由創作上完成了這個使命。不管文化中國或是對傳統（五四）的批判，余

光中剛好都與官方意識型態相契合，雖然他的回歸也預告了七０年代現實主義精

神，在文學史上自然是一種進步，但成就他在文壇地位的，不可否認，官方的認

可也是主要的一個原因。個人努力加上才氣，使余光中的詩、散文都有斐然的成

就，如楊宗翰所言： 

余光中的存在，讓我輩深刻自覺到一種晚生（belatedness）的焦慮。這位前

行代詩人似乎已把詩創作的一切題材與技巧用盡，更儼然成為「詩傳統」的

化身。
9 

他的散文成就之高，甚至贏得陳幸蕙讚賞儼然勝過正產品10。楊宗翰在 1999

年台灣文學經典入選書籍中，則質疑為什麼選的是《與永恆拔河》而不是（或沒

有）散文11？但不管如何，這樣的文學地位都建立於六０年代，在傳統與現代的

拉扯中，他走出了一條獨特卻又符合官方意識的現代文學之路，至此他一躍成為

台灣的重要文學地標，他是詩壇祭酒，也是散文聖手。 

除了詩與散文之外，翻譯與批評也是他建立文學癱頭堡的兩大利器。雖然他

的批評與翻譯起步極早，但負有強烈文學使命的批評翻譯也是從一九六０年之後

才開始，當然這裡的強烈文學使命和國族興亡有著必然的相關。從五０年代開始

文壇便一直有建立嚴肅文學批評的呼聲，但這仍得等到《文學雜誌》、《文星》等

提倡現代主義的雜誌出現後，這方面才有長足的發展。此時在批評方面最重要的

現象便是艾略特對批評界的影響。他的詩與詩論透過翻譯的形式旅行到台灣時，

台灣現代詩人正處在歷史的動盪狀態，他詩中呈現的荒蕪心靈，貼近台灣詩人的

內心世界；他主張傳統與現代的牽制結盟，也同樣改變了台灣的批評生態。他的

影響是普遍的，但對余光中的影響更為顯著。陳芳明曾說，從詩藝來看，早期的

余光中成就還未能與同時期的鄭愁予、瘂弦相互並比，必須經過與艾略特的文學

洗禮，才加速他的現代化道路。也由於嫁接艾略特的詩學與批評觀念，才使余光

中的詩藝得以進一步鍛鑄，達到詩藝的成熟。12 

                                                 
9 楊宗翰〈與余光中拔河〉《創世紀》第 142 期，2005 年 3 月，頁 139 
10 陳幸蕙〈另一隻右手〉《閱讀余光中‧散文卷》，（台北：爾雅出版社，2008 年 7 月），頁 247 
11 楊宗翰〈與余光中拔河〉《創世紀》第 142 期，2005 年 3 月，頁 145 
12 陳芳明〈艾略特與余光中的詩學對話—以一九六０年代《現代文學》為平台〉，白先勇的文學

與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2008 年 10 月 17、18 日，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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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對於整個社會，是建立民族文學的基石。對於作家個人，則是檢驗作品

的晴雨計，透過批評與理論的篩檢，余光中依此來檢驗當時文壇的作品「現代」

的程度，澄清文壇迷霧的同時也反思自己作品可到達的高度。他深信文學是語言

的藝術，所以他的批評傾向於語言藝術的探討。但因為「時間」意識濃厚，所以

他的文學批評又洋溢著濃厚的感時憂國的精神，強調作家的責任感和時代感；再

則他的批評是建立在創作的基礎上，他自謙不是一位專業的批評家，但也因為如

此，他更能專注於文字風格的經營。「江湖遊俠式」的批評方式不僅不減損他的

評論深度，反而使他不需顧忌批評的行規，可以大膽地悠遊於文字的驅遣上。他

的批評文章本身便是一篇篇大開大闔，精彩璀璨的余氏散文。 

翻譯則是余光中伸出來的另一隻手，出身外文系，讓余光中比當時一般文

人更有能力直接吸收第一手資料，因而他受西方詩人作家的影響似乎更大。五０

年代早期他深受葉慈、拜倫、惠特曼、浩司曼、佛洛斯特、歐文、狄瑾蓀、魏里

夫人、米蕾等浪漫抒情詩人的影響，所以作品以浪漫格律新詩為主。直到一九五

七年後，很明顯他的觀念思想深受艾略特的影響，讓他在現代化的道路有了重大

的轉變，他開始捨棄格律風格而轉趨自由詩，對於文學也採取不薄古人愛今人的

兼容並蓄態度。 

這個階段的翻譯還負有相當重要的任務，便是引進外文以提昇文壇的文學

素質，也就是透過翻譯促進社會的現代化。余光中因為外文能力強，所以他在五

０年代英美詩的譯介上貢獻匪淺，《英詩譯注》、《美國詩選》、《英美現代詩選》

在那個貧瘠的年代都發揮相當的影響力，1961 年他甚至還將當時台灣的新詩譯成

英文，外銷輸出《中國新詩選》，成為東西文化交流的盛事。 

當然，對於作家來說，翻譯最直接與其本身的創作有關。透過翻譯，創作者

一方面思考如何妥切的安排適當的字詞，卻也一方面吸收改造自己的創作文體。

余光中本身便是很好的例子。從格律新詩到自由詩在回歸新古典主義，這一路創

作歷程都有外國文學影響的痕跡。但相對地，也因他自身的創作習慣，所以他的

翻譯文也就充滿了他獨特的風格。 

綜觀來看，余光中的文學生涯，轉變最快、最大，風格最為多變當屬《文星》

時期這將近十年的時間。這時間正屬他的壯年時期，也正是台灣社會、文壇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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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動盪的時期，具有高度憂患意識的文人莫不希望在這歷史的關頭能在文學上

有所突破。余光中當時浸淫在詩的天地已超過一旬子的歲月，他在歷經詩風的轉

變與實驗後，一方面改造現代主義，一方面寫出符合當時時代意識（甚至是領先）

的作品，建立了他不可動搖的詩壇地位；現代散文則經由他對現代詩的思考萌發

而壯大，整個現代散文的提倡幾乎由他一人所獨立開創，再加上狂放的作品示範

及文化鄉愁的書寫，使他的散文比詩更有可能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因為直

至今日仍少有人能有如此沛然充盛的散文健筆。至於批評與翻譯，則可視為余光

中在文學創作過程中不可或缺的兩大引擎及活水源頭。若沒有批評與翻譯的思

維，沒有引進西方的文學風景，就不可能產生六０年代意氣昂揚的文學地景—余

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