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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另類奇迹

———董啟章的書寫 ／ 行動和《學習年代》
王德威
【摘 要】董啓章是當代香港最重要的小説家。本文介紹董
啓章在新世紀的《自然史三部曲》，並以最後一部《學習年代》爲重
點。《自然史三部曲》描述香港進入現代的發生史和發展時史；
《學習年代》側重青年學生面對香港歷史變化的思與行。本文討
論此書的三項特色：董啓章對青春與香港在地啓蒙論述的思考；
董與西方學者、作家從歌德到阿倫特的對話；教育成長小説與社
會行動的關聯。
【關鍵詞】自然史 學習 教育成長小説 虚構 香港

董啟章 ２００５ 年開始發表長篇小説 《自然史三部曲》，至 ２０１１ 年，先後
推出第一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第二部《時間繁史·啞瓷之光》。《物
種源始·貝貝重生》是最新完成的第三部上編，副題《學習年代》。三部曲
仍然未完，但是篇幅已經十足驚人：第一部三十萬字，第二部六十萬字，第
三部上編五十二萬字。有待完成的第三部下編預估六十萬字。
這樣的篇幅已經超過了一般的長篇體制，而董啟章寫來似乎意猶未
盡。是什麽樣的題材讓他有如此不能不寫的衝動？“三部曲”顧名思義，要
讓我們想到大河小説、革命演義之類作品，像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施叔青
的《香港三部曲》等。２０ 世紀的中國歷史動盪曲折，仿佛不以接力式的長篇
就難以道盡其中的起承轉合。但董啟章的三部曲不以國族歷史爲重點；
他要寫的是定義獨特的“自然史”。而他的小説時空坐標、人物情節安排
也明顯逆反傳統三部曲那些悲歡離合的公式；看看小説標題就可以思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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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矣。
董啟章也不是時下所謂的後現代作家。他對當代敘事技巧，從拼貼、
錯置，到戲仿等，操作嫻熟，但卻毫無“玩”小説的意圖。他解構我們居之不
疑的性别、價值、觀念，也同時思考建構“物種源始”的可能。他對虚構和真
實的辯證關係，還有書寫的倫理意義，尤其念兹在兹。這樣的董啟章其實
有相當“古典”的承擔。
更耐人尋味的是，董啟章創作的環境不是大陸或臺灣，而是香港。香
港並不以文學知名，然而過去數十年來卻有不少作者默默從事純文學寫
作，而且成績不俗。董啟章的意義在於他不僅甘於寂寞，而且能逆向操作。
他借助如此疏離的環境“一意孤行”，創造出與大陸和臺灣文學截然不同的
想象空間。在最奇特的意義下，他的創作呼應了一種名叫 “香港”的感覺
結構。
在《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上部《學習年代》裏，董啟章將這些特點發揮
得淋漓盡致，以下的四個面向，可以作爲討論的起點。

一
董啟章對“物種源始”的議題一向有興趣。追本溯源，他在 １９９２ 年發
表的第一篇作品《西西利亞》已經有迹可循。一個年輕的男性上班族不爲
暗戀他的女同事所動，卻對一尊陳列在服裝店裏的斷臂塑膠模特兒傾倒不
已。他通過女店員轉交情書，而女店員居然代替塑膠模特兒收信回信，並
且爲模特兒（或自己）取了個名字———西西利亞。三者之間發展出詭譎的
感情關係。小説以服裝店歇業作結束，但西西利亞的故事既然開始，就有
了衍生的可能。“除了把你的名字，把你的故事繼續寫下去，我還可以做些
什麽呢？”
我們可以從《西西利亞》讀出日後董啟章小説的不少人物和母題，像創
造與虚擬，現實與欲望，表演與性别等；而從呼唤西西利亞而生的女性對
象，像栩栩、貝貝，也從此層出不窮。但最重要的是董啟章對人和物之間關
係的複雜思考。
①

①

董啟章《西西利亞》，《名字的玫瑰》，香港：普普工作坊，１９９７ 年，第 ６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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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維賢根據弗洛伊德理論指出董啟章小説裏常見的戀物癖，以及因此
産生的欲望的表演劇場，挪移、偽托、“去陽補陰”，不一而足 。如果沿用馬
克思理論，我們則可談香港作爲一個有殖民背景的資本主義城市，物質與
物化所形成的交换網絡已經滋生幢幢人、物不分的魅影。從日後董啟章作
品來看，“物”也可以是自然界的總稱，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的環境，也是一
切創造和被創造得以發生的條件。如果我們進一步附會中國傳統詩學裏
“感物”的觀念，則可説物是觸發情感，引起創作的媒介。所謂 “詩人之興，
感物而作” ，想來董啟章應會同意。
１９９４ 年，
董啟章憑《安卓珍尼》獲得臺灣 《聯合文學》小説新人獎。這
部作品備受肯定，也成爲討論董啟章文字的注册商標。小説藉一個女性敘
事者對制式異性關係以外的性别、愛欲的向往，引申出雌雄同體、同性欲望
的辯證。９０ 年代性 ／ 别論述大行其道，《安卓珍尼》（和另一獲得大獎的《雙
身》）似乎是個應時當令的作品。但董啟章另有懷抱，他要探勘欲望和身體
在文明和自然之間輾轉輪迴，所幻化的種種面向。小説的副題是 《一個不
存在的物種的進化史》，而與故事女主人翁性别越界的冒險平行的，正是她
對一種雌雄同體的生物斑尾毛蜥的追尋。斑尾毛蜥以單性、全雌性品種存
在，卻能在進化過程中擺脱雄性支配，與配偶進行假性交配，完成自體受精
之實。文中的“安卓珍尼”其實是 ａｎｄｒｏｇｙｎｙ （雌雄同體）的中譯，既指生物
界一種曖昧的類屬，也是女主人翁性别想象的自況 。
董啟章遊走在生物界五花八門的進化或退化現象間，並連鎖至人類生
殖繁衍的複雜向度。從中他看出自然和文明的分界線其實變動不拘，“存
在”和“不存在”可以是生理和生命現象，也可以是知識和律法的表徵。據
此，董啟章的視野陡然放大。隱與顯、真與偽、雌與雄、完整與分裂都不再
是二元對立的命題，而成互爲表裏的衍生關係。同性與異性不過是他進入
物種進化、文明演繹的一種角度；他更有興趣思考，是什麽奇妙的力量能够
肇生這個世界，並且洞見其體系。到了 《自然史三部曲》裏，他終於告訴我
①

②

③

許維賢《黑騎士的戀物 ／ （歷史）唯物癖：董啟章論》，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研究報告系列。
引用自蔣寅對言志、感物、緣情的討論，《古典詩學的現代詮釋》（北京：
② 王延壽《魯殿靈光賦》，
中華書局，２００９ 年，第 ２５３ 頁）。
《閲讀〈安卓珍尼〉：雌雄同體 ／ 女同志 ／ 語言建構》，《性别，還是家國？五
③ 見梅家玲精闢的分析，
〇與八、九〇年代臺灣小説論》，臺北：麥田，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６７—２９８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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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這種力量在過去歸諸爲“造物者”，到了今天只能得見於 “虚構者———小
説家”。
９０ 年代中期以後，董啟章將這樣的思考延伸到歷史語境。１９９７ 年香
港回歸前夕，他推出 《地圖集》，儼然要爲大限將到的香港重溯前世今生。
全書體例混雜，以假混真，集文獻圖録、軼事新聞於一爐。書内按理論、城
市、街道、符號四輯呈現；這四輯與其看作是四類文本 （ｔｅｘｔｓ），不如説是四
層位置（ｓｉｔｅｓ），或互相滲透，或互不相屬。由此建立的駁雜的立體史觀，自
然與線狀的歷史大異其趣。看看“錯置地”（ｍｉｓｐｌａｃｅ）、“非地方”（ｎｏｎｐｌａｃｅ）、
“多元地”（ｍｕｌｔｉｔｏｐｉａ）這類專有名詞的解釋，或是裙帶路、雪廠街、愛秩序街
等來龍去脈，都不禁讓人發出會心微笑。卡爾維諾 （Ｉｔａｌｏ Ｃａｌｖｉｎｏ）、布赫斯
（Ｊｏｒｇｅ Ｂｏｒｇｅｓ）等人的影響在在可見，而福柯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有關 “異質
地”（ｈｅｔｅｒｏｔｏｐｉａ）的特徵尤其可以參考 。
董啟章另有《永盛街興衰史》、《Ｖ 城繁盛録》等作。前者虚擬一條香港
老街的盛衰命運，後者則以南宋遺民孟元老的 《東京夢華録》爲靈感，打造
化爲 Ｖ 城的香港曾有過的盛事。不論是往前看還是往後看，董啟章對生於
斯、長於斯的香港都有不能自已的鄉愁。然而他明白作爲殖民地或是行政
特區，香港的歷史只能假手他人，是在虚構的過程裏，這座城市的身份反而
變得分外真確。“虚構（ｆｉｃｔｉｏｎ）是維多利亞城，乃至所有城市的本質；而城
市的地圖，亦必是一部自我擴充、修改、掩飾、推翻的小説。”
這讓我們想到《地圖集》的副題，《一個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學》———又是
來自福柯的靈感（“考古學”；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恰與 《安卓珍尼》的副題 《一個
不存在的物種的進化史 》相對應，董啟章要以小説家的特權爲香港挖
掘———或建構———她的身世。在衆多空間形貌的交錯間，香港的存在原就
可疑，也就無所謂出現與消失。它只是延伸，在權力配置圖中延伸，在建築
藍圖上延伸，在文學天地中延伸。“永遠結合著現在時式，未來時式和過去
時式……而且虚線一直在發展，像個永遠寫不完的故事。” 香港成爲他想
象歷史的隱喻。到了《自然史三部曲》階段，香港甚至成爲他想象宇宙生成
的隱喻。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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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異質地”的定義和討論，見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Ｓｐａｃｅｓ （１９６７ ），”ｈｔｔｐ：／ ／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ｉｎｆｏ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ｈｅｔｅｒｏＴｏｐｉａ ／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ｈｅｔｅｒｏＴｏｐｉａ．ｅｎ．ｈｔｍｌ。
臺北：聯合文學，１９９７ 年，第 ９７ 頁。
② 董啟章《地圖集：一個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學》，
第 ９７ 頁。
③ 同書，
①

香港另類奇迹 ·７·

二
《自然史三部曲》的寫作代表董啟章創作經驗的大盤整。在此之前他
多半經營中篇和短篇，或由片段章節合成的長篇。《雙身》（１９９７ ）之後，
《體育時期》（２００３）應該是近年唯一長篇嘗試。小説的焦點是校園裏的性 ／
别政治，但題材和格局僅能算是熱身之作。《自然史三部曲》則一出手就引
人注目。如前所述，三部曲的題目不召唤 （想當然耳的）香港或中國，而以
大歷史以外的“自然史”爲名。各部作品的標題分别援用或擬仿明代宋應
星的《天工開物》（１６３７ ）、霍金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ａｗｋｉｎｇ ）的 《時間簡史》（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ｉｍｅ牶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ｉｇ Ｂａｎｇ ｔｏ Ｂｌａｃｋ Ｈｏｌｅｓ，１９８８ ）、達爾文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ａｒｗｉｎ）的《物種源始》（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１８５９ ），顯然意在對明代以降
中西的知識論述作對話。
如果“物種進化史”和“城市考古學”分别代表董啟章以往創作的兩種
方向，《自然史三部曲》所透露的强烈知性、思辨特質，可以看作是他近年觀
照的所在。這倒不意味董啟章離開了對人與物、歷史與城市的關懷，而是
他更企圖就這兩個方向再推進一步。他要探問“進化史”和“考古學”之下，
從身體到文明再到宇宙的知識譜系，以及知識介入、啟動人間境況的倫理
關聯。這真是大哉問。有心讀者不免要爲董啟章的野心捏一把冷汗。然
而董的策略不是直來直往，他同時告訴我們知識———真理———的另一面不
是别的，就是虚構，是小説。這就給了他一展所長的舞臺。而他正是要以
敘事無所不及的能量，搬演個中道理。就此《自然史三部曲》是所謂的 “哲
思式小説”（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ｎｏｖｅｌ）在中文世界裏的最新呈現。
對董啟章而言，“進化史”和“考古學”雖然是 ２０ 世紀知識型（ｅｐｉｓｔｅｍｅ）
的大宗，畢竟有時空向度的局限。前者所暗示的單線史觀，後者所根據的
廢墟意識，都不足以説明宇宙生命變動不羈、日新又新的境況 。他毋寧希
望另闢蹊徑，重新思考其流變意義。因此，他訴諸 “天工開物”那種人定勝
天、開“物”成務的知識論，提倡時間的“繁”史而非簡史。而“物種源始”所
①

①

董啟章《從天工到開物：一座城市的建成》，第八届香港文學節（２０１０）“文學作品中的城市質
感”研討會講稿，刊於《字花》第 ２６ 期（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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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的源頭，與其説是正本清源的源頭，不如説是多重緣起的源頭，空前絶
後的源頭，永劫回歸的源頭。
究其極，董啟章要説宇宙創始來自創造，而又有什麽能像（小説）創作，
更能表明那無中生有、以虚造實的隱喻呢？他的 《自然史》的弔詭在於，它
其實是本關乎自然被 “人化 ”———從開天闢地的自然到習慣成自然的自
然———的“創作史”。
三部曲的第一部《天工開物 · 栩栩如真》標榜是本二聲部敘事。董啟
章以家族歷史爲背景，回顧一代香港人從 ３０ 年代到五六十年代如何胼手
胝足，造就了島上日後的繁榮；另一方面，他以敘述者個人從 ７０ 到 ９０ 年代
的成長經驗，點明後之來者開枝散葉的發展。乍看之下，董啟章似乎在寫
標準的家史故事，但他的作法不是塑造人物以爲歷史的鋪墊，而是突出
“人”與“物”，從兩者之間或平行衍生、或交相爲用的過程，看待（香港）歷
史主體生成與創造的關係。
董啟章介紹了十三種器物———收音機、電報、電話、車床、衣車、電視
機、汽車、遊戲機、錶、打字機、相機、卡式録音機和書———來展現人與物共
相始終的歷程。這些器物如此平常，早已成爲日常“生”、“活”的有機部分，
而敘事者要提醒我們的，恰恰是這人和物兩者之間相互發明、習慣成 “自
然”的過程。這一過程從阿爺董富收藏的《天工開物》，和爸爸董銑鑽研的
《萬物原理圖鑑》，都有迹可循，到了敘事者“我”這一輩，則顯現在由文字創
造出來的《栩栩如真》。
這就引導我們到小説的另一聲部———關於少女栩栩的身世。栩栩是作
者通過文字打造的“人物”，一旦塑成，仿佛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從虚構進入現
實，與作家展開頻繁互動。出入在兩個不同世界裏，敘事者“我”也分裂爲兩個
性格相異人物，黑和獨裁者。獨裁者爲《天工開物》作序，暗示其是黑的作品。
到了《時間繁史·啞瓷之光》，獨裁者成爲主要人物，他和妻子啞瓷生
有孿生子花和果。獨裁者邂逅了少女店員恩恩，兩人展開有關“嬰兒宇宙”
的通信 。與此同時，花失蹤了。十七年後，已經癱痪的獨裁者隱居邊地，
①

①

獨裁者對恩恩的話：“你説你還未去過旅行。我相信你將來有一天一定有機會去的。現在，我只
能在文字的世界裏，帶你去一趟想象的旅行。我們要去的，可以是日本，也可以是熱帶海島。但
真正的目的地，是時間。是各種可能的世界的，分叉而並行的時間。我把這些時間稱爲嬰兒宇
宙。我一直以爲，自己寫小説這個行爲本身，就是在創造嬰兒宇宙，在創造人的可能性。”董啟章
《時間繁史·啞瓷之光》下，臺北：麥田，２００７ 年，第 ３７４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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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混血的女學生維真尼亞來訪。兩人合寫故事，時間設定在不確定的未
來。其時 Ｖ 城已經被洪水淹没，一個心臟爲機械鐘、永遠設定爲十七歲的女
孩維真尼亞獨守一座山中圖書館。２０９７ 年，有一個名爲花的青年造訪……
董啟章打著紅旗反紅旗，奉霍金《時間簡史》之名遐想時間繁史：“時間
没有開始，也就没有終結。而歷史並未被否定，只是，不再是單一的歷史，
而是衆多的，繁複的，交錯的，分叉的，重疊的，對位的種種歷史。於是就永
遠潛在逃逸的可能，突破的可能。” 處身在這衆多時間線索中的是小説家
獨裁者。獨裁者是《天工開物》中小説家黑的反面對應。他剛愎自私，卻不
乏自知之明：“我是一個病徵，如果還值得去寫我的話，那就是唯一的意
義。” 獨裁者體認宇宙天體裏歷史 ／ 時間的奥妙，不斷思考突破可能。反諷
的是，他卻被自己的思索困住，癱痪在家。他必須透過與小説中三個女性
人物———妻子啞瓷（倫理的時間），少女店員恩恩 （“嬰兒宇宙”的時間） ，
以及中英混血的研究生 ／ 機械人維真尼亞（政治 ／ 科學的時間）———的互動，
纔能體會時間的分歧意義於萬一。董又以他常用的空間意象如圖書館
（《衣魚簡史》）、溜冰場（《溜冰場上的北野武》）、舊區（《地圖集》）等，作爲
不同時間向度的坐標點。周旋在單一與夾纏，信仰與反諷，行動與徒勞等
主題間，全書的寓言意義呼之欲出。
《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想象香港人 ／ 物史，呈現小説作爲一種手工藝
的創造力量，時有神來之筆。相形之下，《時間繁史·啞瓷之光》裏的董啟
章似乎受到筆下獨裁者的影響，也顯得耽溺起來，六十萬字的 “繁史 ”寫
來反而意外單調。董啟章有自知之明，他的 《物種源始 · 貝貝重生 》上册
《學習年代》雖然仍然是長篇巨製，但在場面調度、情節和思想的安排上
明顯靈活得多。小説不再汲汲於解析抽象的宇宙時間，而是實實在在地
①

②

③

董啟章《時間繁史·啞瓷之光》下，第 ４２０ 頁。
董啟章《時間繁史·啞瓷之光》上，第 ２６ 頁。
我一直給‘光年’的現象迷惑。晚上我們仰
③ “‘未來’永遠逃遁於歷史的光照或陰影之外。可是，
望星空，看到一顆遥遠的恒星的一點光。這點光經歷了千萬光年來到我們的眼中。我們所看到
的，其實是千萬光年前的時間，是過去。但從那顆星的角度，這點光來到我們眼中的這一刻，是
屬於未來的。在够遠的距離下，兩點之間同步的‘現在’不再存在。‘現在’永遠只能同時以‘過
去’和‘未來’呈現。所以，‘未來’既是一片無邊之地，但也是‘過去’的光點的投映。‘未來史’
於是可能是把預言當作已犯的罪孽來懺悔的一種模式，又或者是把懺悔當作未實現的預言來宣
告的一種設計。在《時間繁史·啞瓷之光》裏面，‘過去’和‘未來’並不是以一個（縱使是變動
不羈的）‘現在’分隔開來的，兩者是互爲表裏的。只有這樣，‘未來史’一詞纔説得過去。”《閲
讀駘蕩誌》第 ９ 號（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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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一位叫作芝的大學女生畢業後一年的生活報告。這份報告不僅是關
於芝個人的情愛冒險，尤其著重她參與一個讀書會的進修經驗和行動
參與。
這部小説之所以可讀性强，也因爲董啟章得以藉著讀書會討論的形式
現身説法，介紹他這些年所關注的問題，還有所學所思的淵源。小説既然
名爲《學習年代》，自然名正言順地一遂他説教式的論述傾向。或許因此，
《學習年代》比以往董啟章的小説都更能引導我們進入他的世界。

三
在《學習年代》裏，大學剛畢業的芝來到香港近郊的西貢，她對生活充
滿理想，但没有明確目標。她認識了一群背景類似的朋友，由此展開一年
的“學習”生涯。芝的學習包括了知識的挑戰、政治的參與及欲望的磨煉。
她結識了一個嬌小明媚的創作歌手中，成爲室友，與有志社會的志談上戀
愛，爲志的朋友角所暗戀，也和讀書會的朋友一起參與保護老街的社會活
動。隨著故事進行，芝發現中其實是男兒身，她的社會抗争也是空忙一場。
當她的男友志和中發展出曖昧的情愫後，小説情節急轉直下。芝將她這段
經驗報告給小説家 （《天工開物 》裏的 ）黑；未來她和黑的兒子花將有段
戀情。
芝、志、中、角的關係讓我們想起董啟章以往小説像 《安卓珍尼》、《雙
身》等有關雌雄同體、人 ／ 物衍生裂變的主題。别的不説，芝就是 《體育時
期》裏的人物貝貝的再生版本。董一貫著墨的城市意識和社會責任也貫串
全書。然而更讓我們注意的是 《學習年代》仔細記録了讀書會一年以來的
十二次聚會。成員們輪流推薦著作、擔任導讀。他們的閲讀和討論充滿不
同的意見和争論，由此形成的張力比起芝、志、中、角的四角習題有過之而
無不及。
讀書會成員所讀的書包括了歌德（Ｊｏ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ｖｏｎ Ｇｏｅｔｈｅ）的《威
廉·麥斯特的學習年代》（Ｗｉｌｈｅｌｍ Ｍｅｉｓｔｅｒｓ Ａｐ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ｓｈｉｐ），大江健三郎 《燃
燒的緑 樹 》、《再 見，我 的 書 》，薩 拉 馬 戈 （Ｊｏｓ Ｓａｒａｍａｇｏ ）的 《盲 目 》
（Ｂｌｉｎｄｎｅｓｓ），佩索阿（Ｆｅｒｎａｄｏ Ｐｅｓｓｏａ）的詩歌，梭羅（Ｈｅｎｒｙ Ｄａｖｉｄ Ｔｈｏｒｅａｕ）的
《湖濱散記 》（Ｗａｌｄｅｎ ），阿倫特 （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 ）的 《人類的境況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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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伊德（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ｉｄ）的《論晚期風格》（Ｏｎ Ｌａｔｅ Ｓｔｙｌｅ），
一行禪師和巴利根神父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ｒｒｉｎｇａｎ ）的 《木筏非岸》（Ｔｈｅ Ｒｏｆｔ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ｅ），
巴赫金（Ｍｉｋｈａｉｌ Ｂａｋｈｔｉｎ）的《拉伯雷及其世界》（Ｒａｂｅｌａｉｓ ａｎｄ Ｈｉｓ
Ｗｏｒｌｄ），赫胥黎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ｕｘｌｅｙ ）的 《進化論與倫理學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ｓ；
嚴復譯爲《天演論》）。
這是份相當紮實的書單，包括了文學、哲學、政治、宗教、歷史、科學各
種面向。董啟章寫來不無炫學的意圖，但他也努力將讀書會成員的討論包
裝成衆聲喧嘩的場面。這裏所隱含的單音與複調的辯證可以暫時存而不
論 ，我們所要思考的是，在駁雜的書目和辯論聲音之下，董啟章關懷的重
點究竟是什麽？
我們還記得在他前一本書《時間繁史·啞瓷之光》裏，董借用大量科學
知識或隱喻探尋宇宙形成的過程中種種時間向度，以及人尋求突破的可
能。小説各章標題，像黑洞、超新星、廣義相對論、大一統理論等，已經可以
爲證。如果“物理”是 《時間繁史》的立論基礎，那麽 “倫理”成爲 《學習年
代》的重點。在《時間繁史》裏，獨裁者一心向往“嬰兒宇宙”，最後卻困守在
他所構造的網羅裏動彈不得；到了《學習年代》，獨裁者退位，而由一群凡夫俗
女演義生命或奥妙、或不堪的現象。董啟章有意暗示他的“自然史”的真諦也
許始自單人獨馬的思考，卻終要在人與人、人與世界、宇宙的互動中進行。
董介紹的十二本書也許看來不够時髦。後現代的標準讀本均未入列，
反而是一些“過時”的經典像《湖濱散記》、《進化論和倫理學》等獲得青睞。
但董啟章面對當代看似前衛、實則保守的理論循環，顯然有意反其道而行。
他非但要以遲來的、“不入時”的閲讀打破現狀，而且更要探討未來世界裏，
人文意義再生的可能———回到未來，“温故”真的可以“知新”。
《學習年代》的書單裏最重要的應是歌德（１７４９—１８３２）的《威廉·麥斯
特的學習年代》（１７９５—１７９６）。歌德是 １８ 世紀中到 １９ 世紀初德國和歐洲
最重要的文學家和思想家，他的時代見證了歐洲社會的大動盪。從新古典
主義到狂飆運動，再到浪漫主義；從封建制度的崩潰，到啟蒙運動的興起、
大革命的爆發，以迄國家主義的建立，歌德無不躬逢其盛。影響所及，不但
他的思潮充滿瑰麗的變動，自己生命更是高潮起伏。歌德作品如 《少年維
特的煩惱》到《浮士德》膾炙人口，而他又是一位地質學和植物學家。他對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①

①

參見《小説是建構世界的一種方法：梁文道對談董啟章》，《印刻》第 ７９ 期（２０１０），第 ５６—６７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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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的興趣，對宇宙生生不息、不斷轉化的信念，使他得以在文字創作
以外，成就龐大而獨特的生命哲學體系。
歌德般的生命力和創作力必定讓董啟章心向往之。《自然史三部曲》
那樣雄渾的命題和深邃的憧憬是相當“歌德式”的表徵。《學習年代》顧名
思義，更擺明了是向《威廉·麥斯特的學習年代》致敬的作品。歌德原作的
主人公威廉是商人之子，但無意逐利營生，反企圖在藝術世界尋求理想。
他跟隨一個流浪劇團輾轉各地，看盡人生百態，最後遇到開明的貴族羅塔
利奥，深受其克己愛人、認真生活的影響。他離開劇團，加入後者的祕密社
團“塔社”，決心爲人類而工作。
《威廉·麥斯特的學習年代》以一個青年的成長爲經，所見所思爲緯，交
織成社會變化的抽樣圖，歷來被認爲是西方“教育成長小説”（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ｒｏｍａｎ）
的濫觴。而歌德寫作的時間點恰是他個人生涯和近世歐洲歷史的轉折點。
對“教育成長小説”的出現批評家已經多有發揮：盧卡契（Ｇｅｏｒｇ Ｌｕｋｃｓ）看
出歐洲（敘事）傳統從社群開放的史詩時代轉爲個體内向的抒情時代；波宜
斯（Ｔｏｂｉａｓ Ｂｏｅｓ）注意到歷史結構由無所不備的曆書 （ａｌｍａｎａｃ）形式轉化爲
個人至上的故事形式；巴赫金（Ｍｉｋｈａｉｌ Ｂａｋｈｔｉｎ）討論社會時空型（ｃｈｒｏｎｏｔｏｐｅ）
由循環轉爲線性進行；莫瑞提（Ｆｒａｎｃｏ Ｍｏｒｅｔｔｉ）則指陳小説敘事形式與社會
意識形態相輔相成，成爲歐洲進入資本主義的寓言 。居於核心的活動則
是主人翁的成長啟蒙，以及回顧來時之路的自覺反諷。無論如何，“教育成
長小説”總透露出一種時間的過渡感覺，還有知識、情感、社會主體流動不
羈、與時俱變的可能。
董啟章在 ２１ 世紀重現“教育成長小説”，有他深切的用心：過了現代與
後現代，我們又來到另一個歷史轉折點，而我們要何去何從？眼前無路想
回頭。《學習年代》對《威廉·麥斯特的學習年代》的擬仿充滿了對位的趣
味；董也將自己的拿手好戲挪到小説形式的再創造上。從歐洲早期的資本
主義社會到香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從威廉·麥斯特的男性啟蒙到芝的女
①

，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Ｔｏｂｉａｓ
，“Ａｐ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牶 Ｔｈｅ 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ｒｏ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ａ． １７７０
１８２０，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５， ３ （２００８ ）： ２６９ ２８８； Ｍｉｋｈａｉｌ Ｂａｋｈｔｉｎ，“Ｔｈｅ
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ｒｏｍ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Ｓｐｅｅｃｈ Ｇｅｎｒ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ｔｒａｎｓ． Ｖｅｒｎ Ｗ． ＭｃＧｅｅ （Ａｕｓｔ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２３ ２８；Ｆｒａｎｃｏ Ｍｏｒｅｔｔｉ，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牶 Ｔｈｅ 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ｒｏｍａｎ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 Ａｌｂｅｒｔ Ｓｂｒａｇｉａ （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０）．

① Ｇｏｒｇ Ｌｕｋｃ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 ｔｒａｎｓ． Ａｎｎａ Ｂｏｓｔｏ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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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啟蒙，從米娘（Ｍｉｇｎｏｎ）的曖昧性别到中的雌雄同體，從祕密的 “塔社”到
讀書會，從旅行劇團到實驗劇場，董啟章有意爲歌德小説鋪設兩百年後的
倒影。如果有讀者對《學習年代》中的長篇大論感到驚奇，只要參看歌德的
小説人物的冗長對話就能恍然大悟。但這樣的“重複”不是依樣畫葫蘆，而
是形同實異的錯位，層層轉易的裂變 。不變的是作者對思想、社會、人生
無休止的辯難。
讀書會討論的現代文學、思想家裏，董啟章最心儀的應是漢娜 · 阿倫
特和大江健三郎。阿倫特的學問横跨政治學和哲學，並不容易歸類。對
她而言，政治成爲爾虞我詐的權力争逐是現代歷史的病徵。在蘇格拉底
時代以前，政治是城邦公民的公共生活模式，永遠是以衆數存在，自由的
參與，和平的對待爲依歸。到了柏拉圖的 《理想國 》，這多數人的政治已
經被束之高閣，哲學家成爲至高無上的權威。也就是説，歐洲的歷史自此
由“行動的生活”（ｖｉｔａ ａｃｔｉｖａ）轉爲“默想的生活”（ｖｉｔａ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ｉｖａ）。當思
與行不再契合，傳統的勞動（ｌａｂｏｒ）、製作（ｗｏｒｋ）、行動（ａｃｔｉｏｎ）的分界開始
崩潰。馬克思主義興起，所有性質的人類活動都被歸爲勞動生産，推陳出
新的製作不再重要，開物成務的行動 ／ 創造也被林林總總的形式主義所化
約。一旦勞動、製作、行動的界限不再，公與私混淆不清，文明的危機於焉
開始。
阿倫特的論述引起讀書會成員的熱烈辯論，而董啟章也以其他書籍作
者的聲音與阿倫特展開對話。像阿倫特的老師和情人海德格從 “存有”和
“時間”的角度思考人之爲人的意義，因而鬆動阿倫特的理想政治公民群
體；巴赫金奉衆數之名提出的嘉年華願景，歌頌身體的和庶民的狂歡政治，
與阿倫特的知情達理的政治既聯合又鬥争；梭羅的超越主義以獨善其身
始，卻爲了擇善固執而導出公民抗議行動；即使宗教界的人士如一行法師
也必須在入世的奉獻和出世的救贖間不斷調整平衡點。
董啟章更進一步的關懷是，作爲文學從業者，以上諸多關於思想和行
動的可能如何實踐。他藉葡萄牙詩人佩索阿的詩歌引發真我和假面、實相
與虚構的多重衍生關係，又藉同爲葡裔的小説家薩拉馬戈的《盲目》點出洞
①

①

有關“重複”的複雜意義，可以參見 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 Ｐａｕｌ Ｐａｔｔ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Ｊ． Ｈｉｌｌｉｓ Ｍｉｌｌｅｒ 則視“重複”是小説創作的主要審
美原則，ｉｎ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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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和不見的一體之兩面。對董而言，文學創作所引發的虚虚實實非但不影
響以上各家哲學或思想的命題，反而更能增益其複雜性。大江健三郎的兩
部小説《燃燒的緑樹》和《再見，我的書》成爲最佳範例。前者經由一宗教團
體的建立和分裂，寫出信仰和行動的 “兩極擺盪”，而事情真相的追尋恒以
“中心空洞”爲前提。後者由一樁“劇場化”了的暴力行動凸顯大破和大立
的行動之必要，和與倫理關係的二律悖反。大江在書裏書外都有著身體力
行的衝動，作品中的政治焦慮無所不在。另一方面，小説的形式又讓政治
成爲可以被演繹、虚擬，從而無限延伸的舞臺。
或有讀者要指出，以上的辯論儘管衆聲喧嘩，還是不難看出董一人多
角操作的痕迹。的確，小説人物的面貌基本是模糊的。他們之間的你來我
往不以性格取勝，而以立場見長。但比起《時間繁史·啞瓷之光》那些高來
高去的論説，《學習年代》對人與人間情境的關注，還有對責任、暴力、屈辱、
懺悔、愛的檢討，其實親切可感得多了。芝、志、中、角的四角關係剪不斷、
理還亂，尤其引領我們回到早期《安卓珍尼》、《雙身》等作爲身體、性别、欲
望流動的細膩闡釋。
何況董啟章仔細地將十二場讀書會的内容與其他情節交錯編織起來，
頗能收到借此喻彼的效果。思想與行動的討論和讀書會成員涉入西貢地
方保護老街、捍衛大樹的活動相呼應；真我和假面、公與私、狂歡與秩序的
章節又和三位主要人物的性别、欲望糾纏形成對照。而董啟章不選擇達爾
文的《物種源始》作爲讀書會書目，代之以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恰
恰説明了他視自然和倫理互爲表裏的用心。小説最後，芝完成了一年跌跌
撞撞的學習，而她真正的人生考驗，纔剛要開始。欲知後事如何，就有賴
《自然史三部曲》完結篇交代了。

四
“教育成長小説”是中國現代小説裏的重要分支。早期的雛形可以上
溯到晚清吳趼人的 《新石頭記》（１９０８）。賈寶玉 ／ 老少年在時間隧道中冒
險，從野蠻境界過渡到文明境界；寶玉的“補天”之志，也從女媧神話的天轉
爲《天演論》的自然化的天。２０ 年代葉紹鈞的《倪焕之》（１９２７）寫新青年倪
焕之如何受到五四洗禮，立志獻身教育，自己卻上了人生最苦澀的一課，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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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以終。茅盾的《虹》（１９３２）裏的女青年梅則是從五四的文化啟蒙走向五
卅的革命啟蒙。她放棄教育志業，加入群衆運動，代表了另一種學習年代
的成果。這一模式的高峰非巴金的 《激流三部曲》莫屬。老舍的 《牛天賜
傳》（１９３６）另起爐竈，以嬉笑怒駡的方式，寫社會如何以其虚偽狡詐 “培
養”出下一代接班人。
四五十年代見證 “教育成長小説 ”的轉向。抗戰時期的 《未央歌 》
（１９４６）和《財主的兒女們》（１９４８）分别從左右不同立場，描寫戰時的青年
離鄉背井，在學校、在漂泊的路途上，探尋生命意義。而在新中國第一個十
年裏，又有什麽作品能像《青春之歌》（１９５９）那樣，激起同輩人浪漫的成長
記憶和革命情懷 ？這個期間有兩部“抽屜裏”的小説同樣值得注意。王蒙
的《青春萬歲》將共和國的成長史嫁接到青春期的成長史；無名氏的《無名
書》則從一個青年的頽廢歷練裏發掘天啟意義。兩部作品都因爲政治原
因，多年之後纔得發表。
是在這樣的脈絡裏，我們可以看出董啟章的《學習年代》和其他當代中
文“教育成長小説”的改變與不變。五四和革命時代那一輩的青年念兹在
兹的是家國命運和個人主體情性；小説的發展與作家所投射的社會願景往
往相輔相成。相形之下，董的小説既没有感時憂國的包袱，更不談直線進
行的歷史觀。他的角色可以是雙身，是複製，是機器人。在一個仿佛什麽
也没有發生的（未來）年代裏，他們主要的活動就是談談男女不分的戀愛，
讀書辯論，外加雷聲大雨點小的社群抗議。要從書裏找尋大時代的血與淚
的讀者注定要失望了：董啟章的小説理念先行，冗長夾纏，讀來真是不够
“感人”。
比照前述各家對《威廉·麥斯特的學習年代》的評論，我們要問，《學習
年代》的這些特徵是取法乎上，顯現董啟章以更宏大的思考架構代替了國
家民族大義？還是因爲他受限於香港的後殖民、後社會情境，不得不“以空
作多”？或在這“兩極擺盪”之間，正凸顯了董啟章作爲一個新世紀的香港
作家的主體位置———一個“中心空洞”，但也因此蓄勢待發、充滿無限可能
的位置？
①

①

有關中國現代教育成長小説較詳細的討論，參見宋明煒的博士論文，Ｍｉｎｇｗｅｉ Ｓｏｎｇ，“Ｌｏｎｇ Ｌｉｖｅ
Ｙｏｕ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ｒｏｍａｎ ｉｎ 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
”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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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啟章應該會告訴我們，一百年來的政治 ／ 小説話語已經到了從頭來
起的時刻。以往的“教育成長小説”非但教不了我們什麽，本身已經淪爲一
種累贅的文字勞動。我們這一代要學的，不是 “毛記”的不斷革命運動，也
不是“耶魯四人幫”式的解構遊戲 ，而是阿倫特的衆數公民政治，巴赫金的
身體政治，或大江健三郎的日常生活倫理政治。而小説作爲一種“學習”標
記，也必須離開亦步亦趨的現實主義，成爲思想辯論的紙上劇場。唯有在
“兩極擺盪”而又“中心空洞”的場域裏，阿倫特所謂的創意 “行動”纔得以
展現開來。
話説回來，《學習年代》還是可能讓讀者覺得若有所失。董啟章無疑是
個專志（也專制）的作家，然而他太一本正經，總是切切的要教給我們點什
麽。我以爲擺動在物種進化論和倫理學之間，小説對抒情審美的要求顯得
單薄。董曾强調在思維話語最精密處，詩意可以油然而生。從前述的中國
詩學立場來看，我們也可以問，是否“開物”的辯論之上，還有“感物”的問題
需要照顧？《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魅力恰在於此。《學習年代》的高潮，
董啟章重申愛的救贖、超越力量。的確，他的人物的感情糾紛是够複雜的，
性愛描寫是够刺激的，但寫來總似有所爲而爲，仍嫌不够 （栩栩如真的 ）
自然。
除此，讀書會的成員讀的基本是洋書，他們的討論也多半抽離立即時
空關聯。或許因爲人在香港，他們對文化或政治“中國”的歷史與知識有意
無意地保持距離。越俎代庖，讀書會若再開進階班，不妨考慮下列書目。
對有關自然是“人化”是 “化人”、歷史是 “積澱”還是 “發明”，１９５０ 年代末
期朱光潛、李澤厚、蔡儀等的美學大辯論可以列入。讀完了《威廉·麥斯特
的學習年代》，學員們不妨也看看路翎的 《財主的兒女們 》；兩者在抒情與
革命，冥想與行動，劇場與人生等議題方面都有可以類比之處。路翎以左
派青年作者的身份（十九歲）寫出帶有現代主義色彩的革命小説，從寫作
立場到形式都是有趣的案例。至於雙身和雌雄同體的辯證，中國古典的
情和五四以後興起的愛兩者的異同，或許讓讀書會有重温 《紅樓夢 》的
必要。
當代中文小説界又興起一波新的“教育成長小説”熱潮，兩岸作家如李
①

，
，
，
四位批評家 ７０ 年代在任教耶魯大學
期間，引進後結構義各路學説，成爲日後美國解構主義的重鎮。

① Ｐａｕｌ ｄｅＭａｎ Ｊ． Ｈｉｌｌｉｓ Ｍｉｌｌｅｒ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Ｈａｒｔｍａｎ Ｈａｒｏｌｄ Ｂｌｏ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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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平（《大河盡頭》）、蘇童（《河岸》）、王安憶（《啟蒙時代》）、林白（《致一九
七五》）等都有新作問世。香港的董啟章卻能異軍突起，成爲其中佼佼者。
《學習年代》不論在探討知性的深度或思考小説倫理的用心上都極爲可觀，
而我以爲以下三點特别值得注意。
上個世紀末以來的小説儘管在處理歷史意識上力求突破，但誠如董啟
章指出，多半仍在“廢墟意識”中打轉。前述的《河岸》、《啟蒙時代》、《致一
九七五》等大陸小説都以文化大革命作背景，不是偶然。由文革所象徵的
殘暴的歷史、傷痕累累的主體，是作家揮之不去的執念。作家回顧過去，提
出種種批判和解構的聲音，固然有其見地，但董啟章期望走得更遠。他的
歷史不投射在過去，而在未來；不囿於國家興亡，而遥想宇宙嬗變。如此時
間真正成爲開放的空間，承諾也可能改變種種可能。而他强調思想知識作
爲一種行動，而非意識形態，在開拓視界的必要性。
一旦“開始”而不是“結束”成爲他的敘事關鍵詞，董啟章順理成章地爲
新的世紀想象注入活水。但他所謂的 “開始”不來自簡單的發生論或本體
論，而是創造與創作的契機。更進一步，“開始”未必總是時間的先馳得點，
也可能是遲來的峰回路轉。《學習年代》讀書會最後一本書討論的是薩義
德的《論晚期風格》。董的人物一再强調所謂“晚期”未必是自然、生理時間
的末梢，也是不入時（ｕｎｔｉｍｅｌｙ）的想法、風格的異軍突起。小説最後的一章
因此定名爲“比最遲還遲的重新開始”。時間的順序解散重組，事物的有機
總體成爲疑問。董在後現代以後的書寫居然以前現代的歌德“教育成長小
説”爲模本，也就不難理解。
而對董啟章而言，小説敘事意義無他，就是期待 “後歷史”時代的人文
主義再度光臨。五四的人文主義離我們已經遠矣，８０ 年代以來中國的人文
主義的話語復蘇也只能發思古之幽情。《人啊，人！》的呐喊或“重建人文精
神”運動之所以曇花一現，實在因爲没有顯現重建的本錢。
大破纔能有大立，惟其我們理解人作爲一種不斷創造，也被創造的建
構，從主體生存到人工智慧，從生理越界到物理發明、再到倫理行動，繁衍
裂變，直下承擔，未有止境，人文的日新有新纔有可能。在這樣的天地中生
老、歌哭、行止的人，纔是構成那雄偉的、歌德式“自然史”的推手。
過了《學習年代》，董啟章的創作事業纔要開始另一個開始。歌德的身
影如果仍然長相左右，想象中他不再化身爲威廉 · 麥斯特，而可能是浮士
德。香港從來不在乎文學，何況董啟章式的書寫。但因爲有了董啟章，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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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有了另類奇觀，一切事物平添象徵意義，變得不可思議起來。這是文學
的力量。天工開物，從没有到有，從方寸之地輻射大千世界———香港的存
在印證了虚構之必要，“董啟章”們之必要。
（作者單位：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