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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創作中……

啟： 你曾說過小時候很喜歡「打機」，那你是如何 

走上寫作之路的？你是否受過本地文學作品啟

蒙呢？

鄒： 我想，與我同年代的人小時候都喜歡「打機」。

後來，我發覺「打機」有一個局限——你只能

按照遊戲設計者的設計來玩，不能喜歡怎樣玩

就怎樣玩。這時候我發現寫作可以創造自己喜

歡的人物，寫一些自己喜歡的故事，於是我便

開始創作了。

	 		 我在中四開始寫作，直到大學三年級才

第一次得獎，當中經歷的日子也不短。我在寫

作方面得到啟蒙是在大學遇上樊善標、何杏楓

和董啟章三位老師時發生的。他們讓我明白文

學有非常多的可能性，說故事的方法也多種多

樣。在我眼中，文學就是對可能性的探索吧！

這點我承認是受到董啟章的影響。作家往往對

人生各種可能性有所感悟，然後以文字編織出

文學藝術品。

	 		 我早年的作品比較受也斯和董啟章的著作

影響	——	喜歡前者那種與人對話的姿態，喜歡

後者多變的寫作形式和實驗性。

啟： 你寫過不少文學作品，題材貼近青少年生活，

富有青春氣息。你是怎樣構思這些作品的？

鄒： 我一直都喜歡和中學生相處，到了今天亦然。

他們的故事，加上我對中學生活的回憶，自然

成為了青少年小說的題材。《到世界盡頭尋找自

己》就是根據我在中學時參與製作「同人誌」（與

同好共同創作及出版的刊物）的經歷寫成的。

啟： 除了寫小說，你也喜歡寫詩。你寫詩的靈感從

何而來？寫詩跟寫小說有甚麼不同？ 

鄒文律
作家，寫作班導師

生於八十年代，唸中學時已開始寫作，曾獲

香港青年文學獎、大學文學獎及中文文學創

作獎。著有小說《光纖裏的愛》、《尋找消失的

花園》、《N 地之旅》及詩集《刺繡鳥》等。現

職大專教師，熱衷參與文學活動，喜歡與年

輕人相處，常與中學生分享寫作及閱讀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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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 詩和小說於我來說都是說故事的一種形式，因

此我的詩比較強調敍事。我寫詩是為了抒發一

瞬的感悟；寫小說則是為了刻畫一些人物和情

節。我是注重技巧的人，因此在處理不同意念

時，會運用不同的技巧。

在教寫作中……

啟： 你教學生時，會多用本地文學作品為教材嗎？

你會選甚麼類型的本地作品讓學生欣賞？

鄒： 是否用本地作品視乎教學目的而定。選材方

面，我會儘量選一些貼近學生生活的作品。因

此我特別喜歡選年輕作家的作品，甚至會選用

中學生寫的，例如我曾經在中學的新詩寫作班

上用過《中學生文藝月刊》裏的詩。因為它刊登

的作品與學生的生活較接近，學生容易投入其

中。而且，學生可藉着閱讀同齡人的作品得到

啟發，從而嘗試寫作。

啟：香港學生對本地文學作品的反應熱烈嗎？ 

鄒： 文學的地域性固然會影響讀者的感受，但我認

為這不是關鍵，例如台灣詩人夏宇的詩也很受

香港學生歡迎。當然，本地作品出現的地名、

事物，會讓本地讀者較容易進入作品意境，但

關鍵始終在於作家對世情和人事的刻畫是否透

徹，內容能否打動讀者。

啟： 你最近閱讀的香港文學作品是甚麼？

鄒： 最近重讀董啟章《時間繁史．啞瓷之光》。我覺

得自己一直未能讀懂這本小說，最近下決心要

讀懂它。

董啟章《時間繁
史‧啞瓷之光》
是香港文學的經
典著作，曾獲聯
合報讀書人最佳
書獎。

《中學生文藝月
刊》以刊登學生作
品為主。

《到世界盡頭尋找
自己》是根據作者
親身經歷寫成的
作品。



廖偉棠的《和幽靈一起
的香港漫遊》喚起你我
的香港回憶。

在創作中……

啟： 你一直為香港寫作教育默默耕耘，是因為喜歡

香港文學嗎？ 

陳： 我當然喜歡香港文學。我一直覺得香港的好作

家不算少，讀者卻很少。小說還好一點，新詩

真的很少人主動去讀。有趣的是，據我教寫作

班的經驗，學生反應最熱烈的恰恰是新詩。他

們本來覺得那是高不可攀或造作的東西，但讀

下去才發覺：不一定是這樣啊！

啟： 你欣賞哪一位本地詩人？你賞析本地詩作與外

地詩作時，會有不同的情懷和角度嗎？

陳： 董啟章說：「對於沒有讀完一個作家的所有作品

就隨便說喜歡，我一直感到心虛。」說得真好！

如果硬要我選一位的話，大概是廖偉棠，總覺

得他把「現實」與「想像世界」平衡得特別好。

不過他在大陸出生，作品的取材和發表範圍都

超出了香港，是不是非把他歸類為「本地詩人」

不可呢？我看不一定。

	 		 賞析本地詩作與外地詩作是否有不同的

情懷和角度？這視乎詩的類型而定。以廖偉棠

為例，他有一本詩集叫《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

遊》，專寫香港的風物人事，以想像的角度書寫

被遮蔽的歷史。閱讀這書時，我不免喚起自身

在香港的記憶來對讀。不過，這書也提醒我 :

不同的人所體驗的香港情懷是截然不同的。「本

土特質」是不是非得

像主流傳媒再三複製

那樣，只有樣板化的

茶餐廳和人情味呢？

這點值得深思。

陳子謙
作家、寫作班導師

文學雜誌《字花》編輯，曾獲香港中文文學創

作獎文學評論組冠軍。詩作及文學評論散見

於《明報》、《經濟日報》，著有散文集《怪物

描寫》。近年積極擔任寫作班導師，在2011

年擔任「筆可能」寫作計劃的課程總監，致力

推動中文寫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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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怪物描寫》時，最難
處理的是如何在戲謔的語
調下表達善意。

啟： 你認為香港文學將會朝甚麼方向走下去？對於

青少年寫作班，你有甚麼期望？ 

陳： 容我從本地作品在海外出版的現象談起吧。香

港文學作品一向甚少在大陸結集出版，但近年

明顯有所改變：西西、董啟章、韓麗珠、潘國

靈等作家的著作相繼出版了簡體字本，其中不

乏富有香港色彩的作品，例如西西的《我城》。

香港文學與大陸和台灣的交流，勢必繼續增

加。長遠來說，三地交流會否改變香港文學的

特色？這點有待觀察。

	 		 寫作班除了培育年輕作家外，同樣重要

的是培育好讀者。我無法令寫作班的學生全都

成為年輕作家，但或許能使他們變成積極、寬

容、有耐性的讀者。要營造香港文學的發展空

間，不能單靠作家支撐，讀者的支持和回應也

很重要。

啟：你最近閱讀的香港文學作品是甚麼？

陳： 最近在讀廖偉棠《八尺雪意》、黃碧雲《烈佬傳》

和胡燕青《摺頁》。	

啟： 你的作品《怪物描寫》以「趣怪」角度描寫身邊

的朋友，感覺十分新鮮。這另類的觀察力是怎

樣培養的？

陳： 這本書寫的都是我認識多年的朋友，即使我不

刻意觀察，總會有些記憶沉澱下來。其實每

個人的朋友都有趣怪之處，只看你會否視而不

見，或覺得不值一寫。一般來說，描寫人物的

散文多走温情、典雅的路線，我想：是不是可

以換個方式呢？有些好朋友，我跟他們經常互

相揶揄，如果以龍應台那種抒情的寫作風格來

寫他們，反而失真了。本書的寫作過程，最難

處理的是如何在戲謔的語調下表達善意。在這

書出版後，起碼沒有朋友跟我翻臉，我想應該

不算很失敗吧。

在教寫作中……

啟： 你常用本地文學作品為教材嗎？你會怎樣引導

學生討論香港文學作品？

陳： 我常常用香港文學作品為教材。中國五四時

期固然有經典佳作，但語言、經驗都離學生較

遠，往往令他們難以吸收。我曾任「筆可能」寫

作計劃的課程總監，把不少香港作家的作品列

為教材，比如西西、胡燕青、董啟章、飲江、

陳滅、韓麗珠等的著作。討論胡燕青的〈晾衣

竹〉時，我會跟學生一起到屋邨天橋觀察住戶

晾衣服的窗口，分析和想像他們的日常生活的

情況。教董啟章的〈粉刷〉時，我會讓學生比對

金妹牌火腿廣告，看看好的文學作品如何跳出

以人類為中心的視角，展現理解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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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創作中……

啟： 你的「文學因子」是受到哪些作家或作品的啟發而

被「激活」，使你走上創作之路的？當中包括香港

文學嗎？

可： 要說我的文學因子得以激活，很大程度上緣於我們

說的通俗文學，以及中國的傳統文學。我小時候

接觸的文學作品，受母親影響，多是香港的通俗文

學，例如金庸和倪匡的小說。至於中國傳統文學，

則是母親給我說的《西遊記》或《西廂記》，以及文

學課裏的詩詞歌賦。這些文學作品都教我嚮往非

常，我繼而嘗試動筆創作。

	 			 在高中，我開始胡亂地仿寫古典詩詞，縱然不

通格律，也自得其樂。後來感到古典詩詞的格律用

詞，難以表達現今事物和情感，同時接觸到文學課

本上的新詩，便改寫新詩，並到圖書館借閱現代詩

人例如顧城的詩集，還有香港青年文學獎得獎文集。

啟： 看來香港文學對你加入創作行列的影響似乎算不上

很大？

可： 雖然說我創作的早期，並無直接從香港文學裏吸收

太多養份，但是從古典詩詞轉而創作新詩一事，我

想我已經模糊地意識到，自己的創作主題和語言，

都必須是現代的，這與我出生和成長在香港這個高

度發展的現代城市不無關係。另外，香港青年文學

獎的得獎作品和評判評語，也可說是我創作生涯裏

最早埋下的香港文學因子。

啟： 你怎樣看香港文學的出路？是樂觀的，還是悲觀

的？

可： 我對香港文學未來的路，既不感到樂觀，也從不悲

觀。我想我們創作人抱着的是不卑不亢的態度，做

好自己的創作，並透過發表、閱讀、討論、教學，

從下至上建立文學的生態環境。香港通俗文學有極

強的生命力，用不着擔心；至於嚴肅文學，其實只

要有一個小空間便能夠創作，不像視覺藝術或表演

藝術。

可洛
作家、寫作班導師

原名梁偉洛，曾任《月台》文學雜誌編輯。還

經常在寫作班中，跟更年輕的一代談寫作。

個人作品包括《女媧之門》系列、小說集《繪

逃師》、《她和他的盛夏》、詩集《幻聽樹》等。

可洛的網絡天地：
http://sleepyl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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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要使香港文學之火傳承下去，你認為老師可以

怎樣做？你會建議他們多從哪些角度向學生展

現香港文學的特色？ 

可： 中文科取消範文後，香港文學作品在教材裏所
佔的比例增加了，我想文學作品跟智能電話不

同，不是愈新愈好，把香港文學作品與不同時

代的傳統文學並置，有助提升香港文學的地

位，對學生學習傳統作品也能帶來正面的作用。

	 		 作文方面，我希望老師能夠鼓勵學生，

將更多的生活情貌寫出來。有些學生喜歡看日

本動漫或輕小說，那就不妨學習這些作品的優

點，然後用來寫自己的生活經驗。如果他們想

仿作這些作品，可把背景改為香港，加入更多

本土色彩。有些學校的老師會讓學生開兩本作

文簿，一本用來寫命題作文，一本用來自由創

作，交替來寫，以免命題作文磨滅學生的創作

興趣。

在教寫作中……

啟： 從創作到教創作，你看到這些年來學生對文學

以至香港文學的學習心態有甚麼不同？學生怎

樣看香港文學？

可： 我教創作教了五年左右，看見文學科在過去幾
年似乎未得到校方和社會重視，甚至在新高中

課程改革後，許多學校不再開辦文學科，或是

開辦後收生人數不足，至於寄生於文學科的香

港文學，就更加少人問津了。

	 			 然而，寫作班的經驗告訴我，香港以至內地

學生對香港文學感興趣者大有人在，不過跟我唸

中學時一樣，他們或有香港文學這概念，但仍然

將之等同現代文學，視為古典文學之延續與流變。

啟： 你會選用哪些香港文學作品為寫作班的教材？ 

可： 中港台以及外國作品都有，總之是好文章，讓
學生能夠取法乎上。至於香港文學，常用到包

括西西、淮遠、胡燕青、也斯、劉以鬯、黃仁

逵、徐焯賢、黃碧雲、劉偉成等的作品。

	 			 我會儘量選短篇作品，有生活質感、語言

流暢、結構嚴謹、形式創新最重要；另外，上

述作家的作品裏，凡對香港地方、小人物、生

活習慣、城市節奏的描寫，我也會在課堂中強

調，希望學生能認識和感受。

對於求學時代的我來說，

文學是一個整體概念， 無分香港與

否， 也沒有雅俗之別， 我認為這

份認知相當重要， 它令我不會拘於

一格， 願意接觸和學習不同作品。

這種模糊的認識有其好處， 就是

能把香港文學置於一個更悠長、 廣

闊的體系裏， 而不是我們討論多年

的區域性文學。 而在這個認識之

下， 香港文學與古典文學之別， 在

於形式與語言的特質 ； 而跟內地和

台灣文學的區別， 則在於城市書寫

和現代化的生活經驗。

可洛曾為本社的小學生
閱讀叢書《童心悅讀系
列》創作部分故事，例
如《石巨人的心》、《迴
轉壽司選美大會》，盡見
他豐富的想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