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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的樹林裏有兩條岔路

可惜我不能沿着兩條路行走；

我久久地站在那分岔的地方

極目眺望其中一條路的盡頭；

直到它轉彎，消失在樹林深處。

佛洛斯特 (Robert Frost) 
《未走之路》（節錄）

走在
人迹稀少的路上  	文：洪營娟人迹稀少的路上

樊善標教授談學習現代文學的體驗

生……」又說他是謹慎的老師：「記憶中沒學生學到

他的小心，也不愛他喜歡的東西，大都是單學了他

往岔路跑」。筆者也是樊教授的學生，對此深感認

同，更對樊教授如何由理科生變成文學教授、從古

籍研究移到現代文學這些「途中開岔」的經過十分好

奇。於是，這次訪談的話題由此開始。

從理科生到文學教授

理科生讀中文系，在別人眼中是頗大的轉變，

樊教授卻不以為然：「從理科轉修文科，在我的年代

熟悉樊善標教授的人都知道，若他站在分岔路

前，多會選人迹稀少的那一條，而且最好是沒人走

過的路。為此，他這樣辯解：「未曾走過的路總給人

帶來幻想的空間。我想，做學問的人總希望能在前

人研究的基礎上加入自己的創見，我也不例外。這

樣說，我不算是走岔路吧？」

選未知之路來走，樊教授不為抄小路的便捷，

而是為探新路的新鮮。他的學生鄧小樺曾這樣形容

他：「老師由理科生變成文學教授，從古籍研究移

到現代文學，師從余光中卻教出不少激進暴躁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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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甚麼大事。我當年讀的是高等程

度會考（Higher	Level）課程，只需讀

一年預科，對學科認識的深度，自然

不及其他讀兩年高級程度會考

（Advanced	Level）課程的預

科生。數理科於我而言，就和

其他科目一樣，所以我不覺得

自己是個『理科生』。後來

報大學，我選了中文系，是

因為中文是自己一直感興趣

的科目……這不算是截然

的轉變吧？」只走自己有興趣的路，樊教授選讀中

文的理由簡單而直接。

從古籍研究到現代文學研究

樊教授走路的習慣，和他對待學問的態度很相

似：「我覺得重覆地做一件事是沉悶的。即使在晚飯

後散步的來回路上，我也堅持走不同的路線，連太

太也說我古怪。我想是因為我不喜歡沉悶吧──但

我又是個很謹慎的人，看起來充滿矛盾的。」樊教授

的碩士和博士論文研究範圍分別是古文字和古籍研

究；在中文大學任職時，他的授課專長卻是香港文

學和現代文學──那時專研現代文學的人不多。

走上這樣的路，一切乃時機所致。「早年讀本

科時，我的興趣確是在古典文學、文字學和文獻研

究方面，因為我認為這些範疇才是實在的學問，也

有意進一步鑽研這些範疇。至於我認識現代文學，

則是從創作開始。我一直對表達自己很感興趣，也

很喜歡寫作。（樊教授曾獲中文文學獎散文組冠軍）

在學習寫作的過程中，我大量閱讀自己喜歡的作

品，希望從中得到幫助表達的技巧，一切都是很隨

意的。直至完成博士論文後，我有機會回到中文大

學授課，恰巧那時教現代文學的老師不多，而當時

我有散文創作的經驗──這唯一與現代文學相關的

經驗，於是『現代文學專題』便成了我在系內講授的

第一個專題課。」有別古籍研

究，樊教授是從實踐中體驗現代文學的樂趣。

往後，樊教授為了兼顧教學和研究，認為研究範圍

若與教學相關，對兩方面都有好處，於是決定開闢

一條通往現代文學的研究之路。

說到這裏，筆者很好奇，當年轉上陌生的道

路，到底是好走了，還是更艱難？樊教授以研究古

籍的經驗來回答：「不論哪一門學科，一旦到達研究

的層次，最需要的都是想像力，研究古代文獻或語

言文字這些看起來很實在的學問也不例外。余英時

教授曾經指出，郭沬若、陳夢家、聞一多這些著名

的新詩作家，也同時是研究金文、甲骨文等的古文

字專家，另一位研究金文、甲骨文卓有成就的學者

王國維，舊詩詞寫得非常出色，可見研究古文字

和文學創作一樣需要豐富的想像力。」有此

體會，是因為樊教授在各個範疇上都有一

定的研究經驗。

謹慎而開放

想不到古典文學對他來說，也是一條

新闢的岔路：「在中文系的第一年，我被安排教

一個基礎課程：文學史專題。在此之前，我沒有研

究古典文學的經驗。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三國時代

韋昭為先秦古籍《國語．三國》所作的註，於是我就

選了與這個與三國時代相接的漢代建安文學來教。

我一邊備課一邊研究，資料看多了，研究的興趣更

大。我的研究方向不是直接理解這個時代的文學

特徵，而是探討現代人所認知的建安文學的風貌是

怎樣經過歷代論述而成的，是一種後設式的研究方

法，也算是走上了一條人迹不多的研究進路。」樊教

授坦言多數同學不習慣從這個角度看文學。「因為他

們在中學讀文學都是先從作家的特色讀起。不過，

我較感興趣的是後人為甚麼會整理出作家的這些特

色，而不是其他。」雖然樊教授自言是個謹慎的人，

但他的學習態度卻是開放得很。

並不是甚麼大事。我當年讀的是高等程

度會考（Higher

一年預科，對學科認識的深度，自然

不及其他讀兩年高級程度會考

（Advanced

科生。數理科於我而言，就和

其他科目一樣，所以我不覺得

究，樊教授是從實踐中體驗現代文學的樂趣。

往後，樊教授為了兼顧教學和研究，認為研究範圍

若與教學相關，對兩方面都有好處，於是決定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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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的樂趣

樊教授希望同學的眼界開闊一點，因為現在喜

歡的事物，可能只是將來興趣的一小部分。「學習

的深度取決於對學問興趣有多大，除非學生對學問

有先天的興趣，否則教師就有責任引起學生學習的

興趣。雖然這和老師怎樣教有關，但學生對學問抱

持的態度也很關鍵。最好是學生對事物保持開放的

態度，起初不感興趣，可能只是未發現當中有趣的

線索。我對一些自己不感興趣的學術範疇，會暫時

擱起，待日後有機會再試接觸，因為難保會生出興

趣來──事實是，我的研究對象幾乎全都是自己當

初不認為會喜歡的，但一接觸就『陷進去了』──讀

中學時我不曾想過自己將來會研究文字學，在大學

時接觸了這門學問又是另一番感受；中學時背誦課

文裏的《孟子》時不覺特別，哪料到日後又讀得趣

味盎然。當初若斷然否定這些學問，哪會有後來的	

樂趣？」

但反過來，喜歡也不是那麼簡單的。「很多同

學說他們『喜歡』某些作家或其作品，其實未必是真

正的喜歡，因為往往在細問之下，就會發現他們只

在課本上看過該作家的一、兩篇文章。我認為喜歡

一位作家，多少是因為受到他的作品震動和吸引，

有了興趣，再儘量找該作家的作品來讀，以求更多

的震撼，才能說得上是真正的『喜歡』吧？」面對自

己喜歡的東西要「陷進去」，樊教授說得理所當然。

跨越臨界點

樊教授喜歡余光中的作品眾所皆知，余作也是

他寫作經驗中很重要的模仿對象。「我最初接觸余光

中的作品是在高中時，中文老師說他的散文有機會

選用作公開試考材，於是我試着看看。那時我讀《逍

遙遊》，只覺十分茫然，不知其所云。但也從這時

起，余光中的名字印在腦內。直至入讀中文系，受

到熱愛現代文學的同學王良和（現為香港教育學院

教授）影響，開始對現代文學生出興趣。那時讀余

光中的作品最多，還有的是西西、鍾曉陽等。余光

中在六十年代掀起的文學風潮及創作實踐最能吸引

我，後來我開始寫作，自然就模仿他的風格了。」從

給同學的習作題目可見樊教授肯定仿作的好處。樊

教授曾在大學現代散文課給學生的習作題目是：模

仿一位現代散文家的風格寫一篇散文，然後解釋這

篇作品怎樣體現那位散文家的風格。「仿作需要大量

閱讀，學生多讀他們喜歡的作家的作品，自然能仿

寫。」習作很有趣，但要求甚高，既要多讀文章，也

要圓熟掌握作家的風格，還得筆法傳神──也許是

這個原因，他的學生要不

很崇拜他，要不怕上他的

課。

不過，模仿久了，

自己的風格何處尋？「我

花了幾年時間，才從余光

中的風格中脫離，算是度

過了一個寫作的臨界點。

剛開始模仿他的文風時，

以他的作品作標準來評價

自己的作品，意識到自己的筆法稍有不像他，便總

覺不對勁。這樣仿作數年，直至有一天，感到無論

自己怎麼模仿，寫出來的總有一些和他的有別──

我也許能仿效余光中行文時的用詞和句法，但他字

裏行間自信、剛強的個性，我無論如何也無法『複

製』。本以為這些『分別』是我在創作上的不足，漸

漸地發現，這些『分別』，其實就是我的風格了。」

是的，學習的過程如入迷霧，惟堅持下去，過了臨

界點，待混沌消散，景觀就頓時明朗、開闊──像

余光中《逍遙遊》語：「如果你保持清醒，而且屹立

得夠久。你是空無。你是一切。」

迷上舊報紙

談現代文學，樊教授最近參與編修《香港文學

大系》，有機會閱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香港文學

的原始材料。「我最近迷上了那個年代

的報章和刊物，看得饒有趣味。

界點，待混沌消散，景觀就頓時明朗、開闊──像

余光中《逍遙遊》語：「如果你保持清醒，而且屹立

談現代文學，樊教授最近參與編修《香港文學

大系》，有機會閱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香港文學

的原始材料。「我最近迷上了那個年代

的報章和刊物，看得饒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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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進一步探究這種作者及其作品與時代和環境的關

係。只憑作品的單行本推斷當時的文壇情況是不足

的，因為當時的人的感受和想法，往往給後人的評

價取代了，以『後見之明』來猜測當時氣氛，是無

法呈現當時實況的，因此最好

是從『原材料』讀起。」說到這

裏，謹慎的樊教授頓了一頓，

說：「這些都太深入了吧？中

學生讀者未必有興趣知道。

不過，這是很值得留意的研

究方向，也許他們以後用得

着。」話題就此打住。

一事能狂便少年

這次訪談，樊教授以王國維的詩作結：「『一

事能狂便少年』。少年人應該曾為某些事情、興趣

而『瘋狂』。我看到不少年輕人為電子遊戲瘋狂，

這沒有不妥。但除此以外呢？有沒有反問自己，

當大家都喜歡電子遊戲的時候，自己有另類的興

趣嗎？」只要心中火種不熄，總會燒出一片旺地。

不論是學習，還是尋人生興趣，年輕人找到自己

喜歡的路已經很好。為人師的，就替他們開山闢	

路吧。	

我發現某些作家如侶倫、劉火子、魯衡、李育中等

人的作品在很多報刊出現，到底是他們在文壇確實

如此活躍，還是因作品剛巧流傳下來而給我們讀

到？真相還未能判斷。」

要了解一個年代的文學氣氛，樊教授提供另一

探索角度。「現在我看文學作品，常留意作家和時

代的關係，也關注文學生產的方式──即作家各類

型的作品在怎樣的機制下，假借作家之手產生。當

然，部分作家有很強的自主性，能創造和控制作品

風格，但由其他因素倒過來造就作家風格的情況也

不少。以冰心為例，她的創作風格曾因為一些偶然

因素而發生很大的轉變。她本來不寫新詩，有次她

報社編輯把她一篇隨感式散文分行來排列，說很有

詩意，自此冰心才走上創作新詩之路。另外，四十

年代時冰心在報章上以『男士』為筆名，寫了一輯題

為《關於女人》的散文。文章明顯刻意避用女性敍述

者的角度，風格較幽默、行文也見滄桑感。冰心有

改變寫作風格的意圖嗎？可能只是因為用了男性的

筆名，文章風格、寫作手法就自然地改變了──用

物理或數學的用語來說，一個參數稍一改變，結果

就截然不同了。」

了解當時社會各種因素如何造就文學體式或作

家風格，有助探究一些更大的文學問題。「我很有興

法呈現當時實況的，因此最好

是從『原材料』讀起。」說到這

說：「這些都太深入了吧？中

後記 興趣和職業病
樊教授說話一貫温文、謹慎和警覺。跟他談閱讀習
慣，他說他喜歡看與教學和研究範圍無關的書，覺
得這些「其他」的書對他的研究工作啟發更大……
然後話題忽然轉向：「不過，有時也很矛盾，讀這
些書本來不為工作，只為興趣，可是當我看到有趣
的部分，即那些能啟發我研究的方法時，就會馬上
畫上標記，看看日後能否用上──這是『職業病』
吧？」筆者以為，把事業與興趣合二為一，正是人
們求之不得的美事，何來得病？

樊教授近來的讀物
畫上標記，看看日後能否用上──這是『職業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