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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 研究動機 

  時下學生寫作，往往流於堆砌修辭、濫用套語，只懂書寫應試文章而失卻文

學性。黃仁逵（1955——）的《放風》非未經雕飾，然其文字仍可予人從容之感，

胡燕青（1954——）亦謂讀《放風》時「不知從哪兒又撿回了幼時候單純的閱讀

興味，和那種被開拓的感覺。」1對此書大加讚賞。此外，《放風》一書成就非淺，

不單曾獲第五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散文獎，亦被教育局列入「中六中國文學名

著選讀簡介」，為中六學生學習文學創作的模範。由此可證《放風》為香港文學

中一本重要的散文作品，極具研究價值。 

 

  以往雖亦有學者、作者分析黃氏的《放風》，然其中多以突出刻畫人物之質

感為重點，縱有提及、嘉許《放風》之輕逸語言風格，卻鮮有重點論述此語調之

形成過程，故這點有拾遺補漏的探討空間。 

 

2. 文獻回顧 

有關香港文學的嚴謹學術文章始終不多，卻有不少作者於文學期刊點評《放

風》。而「輕盈」，似是他們對《放風》的評價。如胡燕青： 

更難得的，大概是他給讀者帶來一種輕盈但質感清晰的知覺。2 

許迪鏘（？——）： 

本書另外的一半主要是人物素描……如果先前說的一半是抽象畫的話，

那這一半走的是寫實的老路，但筆法仍是輕盈的，是寫意而不是工筆。3 

許迪鏘與胡燕青皆指出《放風》在具質感描寫之外另有輕盈之感，胡氏更

結合黃仁逵日常表述，呈現了黃氏對語言運用的態度，說明他不要做「（文字）

把玩主義者」、也不認同「不做文字『老油條』就必然滿紙砂石」，進而歸納出「沒

有痕跡才叫做高明」4。兩位雖然未有進一步呈現黃氏形成輕盈語調的過程，但

卻指出他對語言的運用有一定追求，足見《放風》之語調乃刻意追求的結果。 

 

陳子謙（1976——）則試圖以文本分析，結合敘事學理論，將《放風》的

〈四百擊〉定位為以「無我」敘述作主導，間中滲入「有我」主體意識，並許其

為現文散文其中一部重要作品。陳氏指出現代散文以「有我」精神為主，講求融

入作者親身經驗，而黃仁逵未有直接以此道行文，反代入不同人物角色，以人物

本位思考，隱藏自身主體意識，而重點是黃氏可「好好發揮敘述者與人物之間的

                                                      
1
 胡燕青：〈御風如放，放而成風——讀黃仁逵的散文集《放風》〉，《文學世紀》，2003 年第二卷

第三期總第 12 期，頁 77。 
2
 胡燕青：〈御風如放，放而成風——讀黃仁逵的散文集《放風》〉，頁 80。 

3
 許迪鏘：〈天成與歷練——兩種風格的示範〉，《文學世紀》第 2 期，2000 年 5 月，頁 58。 

4
 胡燕青：〈御風如放，放而成風——讀黃仁逵的散文集《放風》〉，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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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距離」5，故可於文字間形成獨有語調。陳氏雖未有深入探討〈四百擊〉之

語言風格，然其中對〈四百擊〉敘事聲音的論述，可作本文的參考，本文則可進

而探討黃仁逵在此敘事聲音的基礎下，如何呈現其他論者引述的輕盈語調。 

 

3.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以文本細讀的方法，結合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1923－1985）於

《未來千年備忘錄》中的輕逸（Lightness）書寫理論，分析黃仁逵於呈現基層精

神面貌之時，在各層面營造輕盈風格的方法。且鑑於《放風》一書分成〈四百擊〉
6與〈畫外音〉7，當中〈畫外音〉主要為黃氏藝術觀點的論述，〈四百擊〉則以人

物描寫為重心，故本文將以〈四百擊〉為論述對象。 

 

第二章 輕逸（Lightness）的呈現 

  卡爾維諾在他的講詞中引用到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的《不

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如果永恆輪回是最沉重的負擔，那麼我們的生活，在這一背景下，卻可

在其整個燦爛輕盈之中得以展現。但是，重便真的殘酷，輕便真的美麗？8 

卡爾維諾以此作例，提出「輕」與「重」的對比，這是主題上的輕。他認為《不

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當中雖然提及了「輕」，但這種「輕」並不能反映現實的真

正重量，包括捷克那困苦的處境，而這一切「於須臾之間都要顯示出其令人無法

忍受的沉重的本來面目」9，故「輕與重」其實一直在角力。但兩種力量並非矛

盾，反而更似互相依賴的關係10。人只有洞識沉重後，才可體會「輕」；反之亦

然。 

 

  他進而指出： 

語言的鬆化，使意義通過看上去似乎毫無重量的語言肌質表達出來，致

使意義本身也具有同樣淡化的濃度11、 

文學是一種存在功能，追求輕鬆是對生活沉重感的反應。12 

語言上的「輕」，是作者面對現實態度的反映。由現實的「重」到書寫的「輕」，

                                                      
5
 陳子謙：〈如入無「我」之境？——論黃仁逵〈四百擊〉系列的敘述聲音〉，《香港作家 (1998)》，

2004 年 06 期，頁 7。 
6
 黃仁逵：《放風》，頁 1-130。 

7
 黃仁逵：《放風》，頁 131-297。 

8
 許鈞譯，米蘭‧昆德拉著：《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頁 5。 

9
 卡爾維諾著，楊德友譯：《未來千年備忘錄》，社會思想出版社，1994，頁 6。 

10
 卡爾維諾：「在這裡，我們應該記得，正因為我們明確知道事物的沉重，所以關於世界由亳無

重量的原子構成這一觀念才出人意表。同樣道理，如果我們不能體味具有某種沉重感的語言，

我們也就不善於品味語言的輕鬆感。」，見《未來千年備忘錄》，頁 15。 
11

 卡爾維諾著，楊德友譯：《未來千年備忘錄》，頁 17。 
12

 卡爾維諾著，楊德友譯：《未來千年備忘錄》，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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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淡化現實的沉重感，可以令讀者相對容易接受書寫的對象，但並不代表現實真

如書寫般轉「輕」。這一種「輕」，是作者的主觀選擇，有助營造卡爾維諾口中，

別於現實沉重的質感。 

 

  卡爾維諾在論述的過程提及到人物行為的輕、描述主題的輕、意象的輕以及

語言的輕等層面。而胡燕青評黃仁逵語調有一種「輕盈但質感清晰的知覺」13，

當中的「輕」實可與卡爾維諾之論述相通。結合以上對「輕」的論述，實可將其

分為：「主題的輕逸」、「意象的輕逸」與「語言的輕逸」。本文第三章將以此三方

面分述黃氏〈四百撃〉。 

 

第三章 建構輕逸的方法 

〈四百擊〉內所寫的人物都是低下階層，比如：搬運工人、清潔工人，甚至

乞丐，也就是最懂得卡爾維諾書中「現實的沉重」的一班人。一般作家描寫這些

對象時，不免營造略帶沉重的氣氛去烘托其形象。然而，黃仁逵本人雖曾說：「創

作就是想像力加經驗」14，但同時，他也指出不喜歡「把輕巧的變得沉重遲滯」
15基於強調「生活經驗」的藝術觀，他沒有避開人物的困苦生活不寫，而文中的

輕逸，則是黃氏主觀選擇的呈現方式。以下將分述〈四百擊〉中，幾個營造「輕

逸」的手法。 

 

1. 主題的輕逸 

  黃仁逵善於由根本處「異化」人物的行為與聯想，使人物從沉悶的工作中跳

開，很多時自文本的命題已開始進行聯想、跳躍。這種「異化」的方向，由文本

看來基本可減輕所寫主題的重量，故亦可視之為「主題的輕逸」。如〈騎士〉： 

    鐘聲響起，阿隆一擦 ZIPPO，一朵藍火飄上萬寶路，阿隆把拾球車駛出

草坪，泛光燈下，盈萬俊高爾夫球綴在草場上，像一片綠色夜空，拾球車所

到之處，球就會骨碌骨碌軋到車後的籃子裡，十來輛拾球車，在綠色夜空上

追逐起來。16 

 

  上承之前阿隆自稱的「公主道小飛龍」
17
，阿隆主觀將自己在高爾夫球場上

拾球的行為聯想成賽車，為自己沉悶的工作添上一絲樂趣，儼然馳騁的「騎士」，

添上輕盈奔馳的聯想。同時，黃氏塑造背景為「綠色夜空」，拾球工人都在「追

逐起來」，而非「工人晚上在球場拾球」，進一步強化輕鬆的聯想，使沉悶的工作

                                                      
13

 胡燕青：〈御風如放，放而成風——讀黃仁逵的散文集《放風》〉，頁 80。 
14

 參鄭依依：〈黃仁逵的創作觀與技法〉，《獨立媒體》，2013。 
15

 參林韻兒編：〈愛書人書架：「懶人」愛讀詩 藝術家黃仁逵——細嚼活蹦語言激發想像〉，《明

報讀書網》，2014。 
16

 黃仁逵：《放風》，頁 13。 
17

 黃仁逵：《放風》，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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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點綴。 

 

  又如〈飛行歌手〉，以命題中「飛行」的輕逸寫髹電燈桿工人： 

    人長大了，沒變成鳥，也沒開飛機，一年到頭就幹這個活：髹電燈桿〔……〕

這機器能把人升上去，但它不會髹，正如飛機自己也不會飛呀！阿東心情一

好，就唱起來：「太陽下山明天依舊爬上來，青春小鳥一去……」18 

 

  與〈樂手〉中，在文本最後方自沉重工作跳開的搬琴工人文叔有別，髹電燈

桿工人阿東從一開始就無視工作的界限，先想成為鳥，後想成為飛機師，認為兩

者皆可以一邊飛，一邊唱歌。雖然他最後只成了髹電燈桿工人，但他「飛」與「唱

歌」的夢仍沒有改變。他乘機器上升，然後放歌，主動將音樂放進自己的工作。

〈樂手〉文叔在文本開始的時候，認為搬琴是一件很吃力的事，作者方在最後透

過加入音樂去淡化工作的重量；而阿東則自開始，就自行將工作的重量透過機器

上升與放歌淡化，彷彿一開始就免去了沉重感。然而，黃氏在寫歌詞「青春小鳥

一去」時，故意漏去了「不回來」，好像留下了一絲寂寞的空白，令人聯想到髹

電燈桿的平凡、無聊，為阿東補回了一點質感。 

 

  再如〈遊俠〉，以坦蕩逍遙的命題寫電車司機： 

    「閒靜」有多長？別人可能不懂，肥庚默默算過：大約三百五十呎。〔……〕

肥庚每次經過，總把電車搖慢點，好享受每呎閒靜。四寶飯擱在駕駛桿前方，

讓蓋子微微張著，飯香夾雜著豬頭肉鹹蛋香就順著風灌入鼻孔裡。這盒飯從

墳場吃到商業區，一顆米都不浪費，末了還要從制服口袋掏出鐵茶匙，把鹹

蛋殼仔細刮一遍，才算功德圓滿。19 

 

  陳子謙認為敘述者記肥庚「享受」閒靜、品味四寶飯，是一種諷刺。20然而

在這裡，當黃仁逵設身處地代入電車司機，他最想透過文本表達的，未必是控訴

工作的沉悶。因為對於「無處可逃」的人，他們不斷控訴也無補於事，故敘述者

帶出的，更可能是這些人物偷閒的一扇氣窗，如卡爾維諾所說：消解沉重感21。 

 

  故此，黃仁逵會透過敘述者本身，將沉重、沉悶的工作轉化為「輕」，從而

淡化本來沉重而嚴肅的主題。這一種書寫的方式更貼近「寫實」，亦於淡化的過

程中，帶出一種黃仁逵獨有的質感，將一切轉換成「輕」的視角。 

 

 

                                                      
18

 黃仁逵：《放風》，頁 13。 
19

 黃仁逵：《放風》，頁 7。 
20

 陳子謙：〈如入無「我」之境？——論黃仁逵〈四百擊〉系列的敘述聲音〉，頁 5。 
21

 卡爾維諾著，楊德友譯：《未來千年備忘錄》，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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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意象的輕逸 

  〈四百擊〉描寫的人物因為都是基層，從事的工作大多與「重」有關，不論

是搬鋼琴、運英坭等。而當作者寫到運送這些事物時，往往必須提及其重量。然

而，黃仁逵卻以加入其實重量相對「輕」的意象，淡化這些工作的沉重。 

比如〈靠山〉的一段： 

    工友們吃飯時聊的不盡是馬經女人，只是談到種種施工問題時，沒多少

人有接下去的興致。這兩天兩個年少氣盛的在爭論天平機手和英坭泵機手誰

更粗心大意，旁邊的人早已開展了新的話題。阿冷伯抬頭看看天平和英坭接

管，雲在悠閒地轉。22 

 

  不論是「天平機」、「英坭泵」還是「英坭」，都是極具重量的東西，身為運

送英坭工人的阿冷伯應吃力不討好，難得午飯休息，本應好好喘息，身邊的工人

卻在談論「施工問題」這相對嚴肅、具重量的話題。在這個情況下，黃仁逵筆鋒

一轉，沒繼續深化地盤物件，或是周圍氣氛的重量，反而寫「雲在悠閒地轉」，

更於篇末寫工人復工，當工場一陣喧鬧、英坭源源運送上去時，阿冷伯又在看天，

「雲還是悠閒地動著」23。黃氏在〈靠山〉中兩次在喧鬧的環境、沉重物件與話

題包圍之下，寫阿冷伯靜靜抬頭望天，以雲的輕對比地盤物件的沉重；以雲的悠

轉，對比工人的勞累；以靜靜抬頭的動作，對比地盤吵鬧的環境；以遠眺天空，

一種空間的廣闊與高度，跳出沉厚的現實。此時，輕逸之感頓生。 

 

  又如〈樂手〉： 

    這時貨車正在爬上陡斜的司徒拔道，六七台鋼琴把帆布捆帶壓得嘞嘞作

響。「這玩藝，真不是粗人玩的。」黑黑白白一大堆，曲譜子一放，就能敲

出個調，別致是別致，可是辜嗎要造得這樣笨重呢？24 

   

  在「爬上陡斜的司徒拔道」的背景下，「六七台鋼琴」25與帆布捆帶的「嘞嘞」

將搬琴工的沉實質感更具體地表現了出來。文本至此描寫得極具質感，但予人感

覺相對沉重了些，故黃氏又於文本末段添上了一筆： 

    文叔插下尾板插閂，有節奏地敲打著頂篷鐵架，「督督、督督、督督……」

司機換上倒車排檔，「DO RE MI MI RE DO」車斗慢慢靠上大廈石階。
26
 

 

  一反前面鋼琴「不是粗人玩的」27，文叔他們透過搬琴工獨有的節拍，敲出

了自己獨有的音樂。而作者將倒車「督督」變成音樂的「DO RE MI MI RE DO」，

                                                      
22

 黃仁逵：《放風》，頁 71。 
23

 黃仁逵：《放風》，頁 71。 
24

 黃仁逵：《放風》，頁 15。 
25

 黃仁逵：《放風》，頁 15。 
26

 黃仁逵：《放風》，頁 15。 
27

 黃仁逵：《放風》，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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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體地刻畫了這種音樂的存在。音符的彈跳，對比前面搬琴的沉重步伐，顯得

輕逸不少，同時進而令文本整體氣氛由重轉輕。 

 

  不論是具形體的「雲」還是不具形體的「DO RE MI 」節拍，本質上都是輕

的。黃仁逵在兩個文本中，皆先寫「重」，再加入「輕」的意象與之對比，猶如

在滿布油煙的房間中開了一扇氣窗，淡化了整體的重量。 

 

3. 語言的輕逸 —— 黑色幽默（Black Humor） 

  據《西方文學批評術語詞典》所載，黑色幽默即： 

    「以存在主義哲學思想和『荒誕』觀念作為基礎，通過奇異的手法，使

荒謬和真實之間建立起一種似非而是的關係，揭示了當代西方社會的一部分

本質現象。」28 

簡言之，黑色幽默即一種荒誕而幽默地揭露社會現實的手段。這種技法源自美國

六十年代出現的黑色喜劇（Black Drama）29，乃由戲劇移植文學。作者於文本中

運用黑色幽默，除了作為揭示時弊的方式外，也可在語言層面因幽默而淡化文本

沉重感。 

 

王良和（1963－）曾指出黃仁逵對差利．卓別靈（1889－1977）有所偏好30，

黃氏亦曾於《大姆指》中刊登記念差利的畫，可證他對差利確有一定鍾愛。王良

和在講座中，以〈城市傳奇〉為例： 

    翌日他（余老炳）在槍銃裡放兩顆玻璃彈珠，槍與地板永遠保持九十度，

人即時登樣起來。銀行劫匪被捕時，那人笑得眼淚都迸出來了，銀行裡只有

余老炳一個人明白劫匪為甚麼會大笑著被押走。31 

透過突然斷裂的畫面，王良和猜想作者運用了電影技法，故意留白，引讀者自行

得出「余老炳槍裡的玻璃珠跌出來了」這一結論。他由此指出黃仁逵取材自差利

電影，善以黑色幽默烘托人物悲慘境況。 

 

  然而，進一步論之，作者以黑色幽默描寫〈城市傳奇〉的余老炳，除了帶來

詼諧滑稽感外，同時也藉此淡化余老炳角色的重量。故此，黑色幽默其實是作者

在語言上營造輕逸風格的手段。 

 

                                                      
28

 林驤華（1951-）主編：《西方文學批評術語詞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頁

143。 
29

 按林驤華主編《西方文學批評術語詞典》，黑色喜劇即： 

    「從必須以極其嚴肅的方式處理的主題和情景中發掘幽默，從而以恐懼心理、被視為禁

區的題材、受壓抑的敵對行為等作為開玩笑的對象。」（頁 143） 
30

 參香港閱讀城：〈深層閱讀的思維——王良和讀黃仁逵《放風》〉，2006。 
31
黃仁逵：《放風》，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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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他（余老炳）蹲了幾天，半隻蛋都沒賣過——因為鍋子一直蓋著，任

誰都猜不著他在賣甚麼。那鍋鹵水蛋他吃了半個月，勉強說得上沒有虧本，

只是以後見了雞蛋都冒汗。32 

以現實的角度觀之，自敘述者道明他做過數不清的行業，現在賣鹵水蛋又幾天都

沒有生意時，實在可以窺視其生活之困苦——大概連三餐溫飽都顧不上。余老炳

是一個在基層掙扎的人。他生活所包含的「貧苦」與「掙扎」是嚴肅的命題，若

作者直接描寫這些命題，將為文章帶來無可挽回的沉重感。然而，作者以開玩笑

的手法，從這些命題中發現幽默，以「天生是個樂觀派」33避開抱怨生活的沉重，

轉而以「吃光雞蛋」此滑稽手段解決賣不去鹵水蛋的問題，更接以「以後見了雞

蛋都冒汗」34進一步調侃他。接著，敘述者避開了余老炳轉工的枝節，直接在後

句寫他當上了護衛員，工作雖換了，狼狽相卻沒改，連主管也覺得他「始終似土

匪多過似護衛員」35，最後即使捉到了賊，也不知可否許他有功。作者再次以幽

默筆法調笑，文本的焦點氣氛落在輕鬆的笑話中，未有立刻轉進嚴肅命題——「抒

發愁苦」。不論什麼工作，余老炳均以失敗告終，縱然老實付出過努力，始終無

法稱得上「稱職」。讀者讀到他失敗的經過時，往往會因其滑稽而發笑，黑色幽

默故然揭示低下階層生活的困苦，然黃仁逵選擇以此手段呈現余老炳的生活，更

重要的原因乃伴隨黑色幽默而至的氣氛——透過輕逸語言營造無質的重量，以最

輕而流暢的氛圍帶出困窘。 

 

  黃氏於〈外快號街車〉描寫了另一個「不喜歡怨天尤人」36的小人物。相比

余老炳，Y.Y.何雖然只是個推銷員，卻多了幾分機智，如他「修讀完第七個『如

何創造美好明天文憑課程』」37主動將自己的缺點「嘮叨」38，變成「幹勁」39。

文本裡的 Y.Y.何以充滿幹勁、自信，有時甚至過度有自信，認為自己快將要找到

「人生第一桶金」40，更連想像一下，也要裝出帥氣的樣子： 

Y.Y.何就不自覺地摸出墨鏡架上，啊！那黃澄澄的金實在耀目得令人眼

痛。41 

他按自己的心意在星期天的電車找到了「目標」，以「完美」狀態打開對話匣子，

正打算推銷，敘述者卻突然筆鋒一轉： 

 

 

                                                      
32
黃仁逵：《放風》，頁 79。 

33
黃仁逵：《放風》，頁 79。 

34
黃仁逵：《放風》，頁 79。 

35
黃仁逵：《放風》，頁 79。 

36
 黃仁逵：《放風》，頁 115。 

37
 黃仁逵：《放風》，頁 115。 

38
 黃仁逵：《放風》，頁 115。 

39
 黃仁逵：《放風》，頁 115。 

40
 黃仁逵：《放風》，頁 115。 

41
 黃仁逵：《放風》，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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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乸衣」也堆起一個南太平洋式的陽光微笑，一把拉住 Y.Y.何：「恭

喜你！你可能是我今天第五個幸運顧客；我得向您介紹一套『社交妙法 100

種』課程……」42 

Y.Y.何的身份立刻由推銷員變成了「顧客」；一個推銷員遇上了另一個推銷員，兩

者都不懷好意地微笑，想在對方身上以「層壓推銷」43獲利。此文本的黑色幽默，

在於 Y.Y.何修畢奇怪的社交課程，卻沒能令生活有半點改善，而自負而虛偽的人，

最後遇上了另一個「自己」，弄出笑話。這個過程是荒謬的，卻形象地突出了推

銷員對金錢的貪婪，以及態度的虛假。與此同時，卻也流露了小人物對生活委曲

求全，只可掩蓋真感情的苦況。但值得留意的是，以上的觀感只在讀畢文字後慢

慢釋出，而非在閱讀的過程中立刻呈現。黃氏透過輕逸的語言拖慢了讀者對人物

深入評價過程，將之修飾為無重的笑話，引導讀者必須在深層、內核的敘述層慢

慢建立評價、發現人物的真實生活。 

 

  然而，不單低下階層，黃仁逵以黑色幽默書寫的對象，還包括〈慣匪〉有盜

竊習慣的富人、〈儀式〉中對藝術有執著的雕塑家、〈半山物語〉溜狗的外傭等等。

黑色幽默是〈四百撃〉中一個重要的命題，在於黃仁逵善於透營造輕逸自然的表

層敘述，引導讀者漸漸發掘深義，不著痕跡。而建構這種輕逸書寫之目的，則將

於下一章分述。 

 

第四章 建構輕逸書寫之目的 

1. 消解現實沉重 

胡燕青評《放風》，第一句稱之為「沒有壓力的好書」44，這並不是因為黃

仁逵只寫輕鬆、無關痛癢的東西，《放風》之所以突出，在於它以寫實為基礎，

取材自生活經驗，特別是基層的生活，但它卻可以予人一種無重、輕鬆的感覺。 

 

再引卡爾維諾的話「追求輕鬆是對生活沉重感的反應」45。如果黃仁逵不以

特別的手法經營文本，純粹直寫，記〈靠山〉46與〈樂手〉47的汗水；〈騎士〉48、

〈遊俠〉49與〈飛行歌手〉50的工作苦悶；〈城市傳奇〉51與〈節目〉52的生活潦倒，

                                                      
42

 黃仁逵：《放風》，頁 115。 
43

 黃仁逵：《放風》，頁 115。 
44

 胡燕青：〈御風如放，放而成風——讀黃仁逵的散文集《放風》〉，頁 76。 
45

 卡爾維諾著，楊德友譯：《未來千年備忘錄》，頁 28。 
46

 黃仁逵：《放風》，頁 70-71。 
47

 黃仁逵：《放風》，頁 14-15。 
48

 黃仁逵：《放風》，頁 12-13。 
49

 黃仁逵：《放風》，頁 6-7。 
50

 黃仁逵：《放風》，頁 40-41。 
51

 黃仁逵：《放風》，頁 78-79。 
52

 黃仁逵：《放風》，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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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也可表達同樣的內層敘述核心——現實中人們的困苦生活。但是，這樣的文

本必然予人無限的沉重感，當一個個故事完全表露自身無法承受的沉重，整本書

或會令人不欲觀之。 

 

現在黃仁逵以輕逸的語言塑造了〈四百撃〉的表層敘述，當中記載的看似一

個個滑稽故事，但事實上文本的內層敘述核心並未因而改變。「輕」的只是故事

看上去的重量，而人物的實質卻未有因此變輕。黃仁逵以輕逸書寫消解了現實予

人的沉重感，卻保留了當中的質量。 

 

2. 強化質感 

許迪鏘回想黃仁逵的話，指出舊的事物不等於髒，質感之營造可出現於舊物

因日以繼夜使用，而形成的一種光澤。53胡燕青口中「輕盈但質感清晰的知覺」
54，或多或少，其實與黃仁逵塑造的「光澤」有關。 

 

本文以探討黃仁逵之輕逸書寫為題，而非黑色幽默，實在於輕逸書寫所牽涉

的範圍較大。誠然，如陳子謙所言，敘述者一般傾向站在文中弱勢主角的立場，

間或會作出諷刺55。但是，這並不等如文本中的輕鬆、喜劇效果皆盡然為諷刺、

控訴而出現。黃仁逵善於觀察，主張以親身的經驗入文，而非以寫作理論導入。

這種書寫傾向的選擇很大程度上強調了「質感」。而黃仁逵的質感並不停留在「人

物有多苦」的層次，他透過〈四百撃〉表達的，更是「現實中的人如何生活」。 

 

既牽涉這個命題，他就必須同時帶出「人」在刻苦的同時，如何放鬆。王良

和在講座中指出，黃仁逵將書命名社《放風》，在於他相當喜歡囚犯「鬆一鬆」

的「放風」動作56。所以，要更具體呈現人物的質感，除了展現他吃苦的一面，

也要描寫其「放風」的時刻。 

 

不論是〈樂手〉文叔「DO RE MI MI RE DO」的敲打音樂；〈飛行歌手〉阿東

在高處放歌；〈遊俠〉電車司機的享受四寶飯；〈騎士〉阿隆以高爾夫球車追逐等

等，其實都能抽空自己、放鬆心情的「放風」動作有相近之處。而這些動作，在

繃緊的都市生活與沉重工作壓力之下，實屬必然的出現。故這些輕逸的語調並其

引發的行為，實有強化質感之效，使文本多添幾分「光澤」。 

 

 

                                                      
53

 許迪鏘：〈天成與歷練——兩種風格的示範〉，頁 57。 
54

 胡燕青：〈御風如放，放而成風——讀黃仁逵的散文集《放風》〉，頁 80。 
55

 陳子謙：〈如入無「我」之境？——論黃仁逵〈四百擊〉系列的敘述聲音〉，頁 5-6。 
56

 參香港閱讀城：〈深層閱讀的思維——王良和讀黃仁逵《放風》〉，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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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總結 

  總括而言，以寫實為主的文本並非少數，然這種文本往往不能免去卡爾維諾

口中「現實的沉重」，進而被拖累，使文本從一開始就成了沉重的「石頭」57。

黃仁逵〈四百撃〉雖以寫實為主，取材真實生活經驗，敢於揭示現實中低下階層

的真實生活，然文本並未因而變成「石頭」，仍可保持「放風」的輕逸感覺，實

有賴作者以「輕」的角度觀照事物，從而塑造輕逸的表層敘述。不論是黑色幽默，

還是其他種種，在黃仁逵眼中，來自不同藝術的井水，都是同一種水58。而這種

水所養出的，是他以輕寫重的特殊觀照角度，取物之輕，而不改其質。由此觀之，

黃仁逵的《放風》於寫實的主調中，實屬極優秀的範文。 

 

 

 

 

 

 

 

 

 

 

 

 

 

                                                      
57

 卡爾維諾著，楊德友譯：《未來千年備忘錄》，頁 2。 
58

 參：方娥真：〈自成氣候〉，《文學世紀》第 2 卷第 3 期，2002 年 3 月，頁 81、黃仁逵和葉輝：

〈《放風》與蒙太奇——設想一位不存在的寫者／畫人春風吹又生〉，頁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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