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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分析顧城的詩歌意象──以「窗」為例 

提要  

  本文以本文細讀的方法，整理及分析顧城詩作中有關窗意象的詩作，並結

合顧城於不同時期的背景資料，來分析「窗」意象的特點，「窗」意象所構成的

空間特色，並藉「窗」來分析詩人的深層意識，最後再淺析其原因。 

 

關鍵字詞：顧城、窗、意象、朦朧詩 

 

第一章 

第一節 研究緣起 

  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朦朧詩派因時而生，一眾詩人如北島、舒婷和顧城

在詩壇躍起。而顧城是朦朧詩的先鋒詩人，他極力追求美及夢。在年幼時期已跟隨其

父學詩寫詩，醉心於如何能藉詩來表達出自己對大自然、對美及對理想的追求。在顧

城的詩作中，出現了不少自然意象如：花、魚、草、太陽和月亮等等，顧城運用這些

意象在其詩世界中建立了一個童話世界，然而，他在多首詩作中運用「窗」意象，甚

至以「窗」意象來開創另一世界。為何顧城要在這童話世界中創造這扇窗？窗外的世

界又跟其詩世界有何不同？而顧城於創作〈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曾提及：  

 

  那時我覺得藝術精神是另外的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是我想要的，而現實的世界不

是我想要的，我把它們分裂開來了。（頁 39）1 

   

  從上可見，詩人的顯性意識中已把「現實」及「精神」分為兩個世界，詩人或許

亦在其詩世界內劃分兩個世界，然而，正如公劉（1979）曾對顧城的詩作出評價：「幻

想是現實的折光……幻想也終不免摻進去了對於現實的辛辣諷刺。」2故此，在探討

「窗」意象時，詩人有否利用窗的特點來分隔現實世界及精神世界，詩人對於「窗」

外世界的設定又是否貫徹始終，其中有否反映詩人的深層意識。 

                                                      
1
 黃黎芳：《朦朧詩人 顧城之死》（廣州：花城出版社，1994年），頁 39。 
2
 姚家華：《朦朧詩論爭集》（北京 : 学苑出版社，1989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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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不少學者曾探討顧城的詩中各意象的內涵，就如在張文剛(2005) 〈“夢”與

“花”:顧城和海子詩歌創作之比較〉中，提及顧城的「夢」是關於對未來及遠方的

追求，由嗟嘆着逝去的歲月轉為對生命的沉思，而對生命意識的沉思令顧城陷入了

內心混沌的「夢」，這種「夢」帶有對抗現實的意味，並帶有扭曲的死亡意識，令

顧城慢慢偏離了正常的軌道，過往的自然而美麗的「夢」亦不復在。3 

 

  再如對於「魚」及「鳥」意象的研究，黃嘉儀及胡少卿（2017）於以詩及畫的

角度來論述「魚」及「鳥」意象於詩作的內涵，並結合了詩人的背景資料來論述意

象中如何反映詩人的自我意識，指出意象中反映詩人對現實的不安及恐懼。4從前人

對顧城詩歌的意象分析結果中，或許對本文分析「窗」意象時所出現的意象群有所

幫助。 

 

  在顧城詩歌的藝術特點方面，亦有學者對此作出分析，如張虹(2001)的《淺論

顧城詩歌的藝術特點》則探討顧城在創作詩歌時常見的七種手法。5劉蒙(2015)在

《試論顧城詩歌的藝術特點》中把顧城的詩歌意象分類，並抽取顧城詩作來加以分

析。6而本文亦能參考上述的分析手法，來深入分析顧城詩歌的特點。 

 

而本文亦將探討意象與詩人的自我意識的關係，而學者例如莊柔玉（1993）《中

國當代朦朧詩研究──從困境到求索》分析了詩人的「夢」及其詩歌風格，更探討

了詩人主體意識的內涵，認為「他是運用自己的意志、能力和創造力積極面對環

                                                      
3
 張文剛：〈“夢”與“花”:顧城和海子詩歌創作之比較〉，《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第 6期（2005 年

11 月），頁 37-42。 
4
 黃嘉儀及胡少卿：〈顧城詩歌中的“魚”和“鳥”〉，《创作评谭》，第 5期，頁 34-42。 
5
 張虹：〈淺論顧城詩歌的藝術特點〉，《青島大學師範學報》，第 3期（2001年 9月），頁 28-30。 
6
 劉蒙：〈試論顧城詩歌的藝術特點〉，《雪蓮》，第 8期（2015年 8月），頁 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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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衝出困局。」並在其童話世界中繼續堅持夢想。7本文亦會從「窗」意象出發，

分析詩人是否真的具積極的主體意識。 

 

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方法 

（一）數量統計 

顧城的詩作中出現了不少有關「窗」的意象，「窗」出現次數逾百次，而意象亦

是多變及多義的，而為了聚焦分析「窗」意象，故此，本文將會集中分析意義較為

突出的「窗」意象，就如以「窗」為詩題的詩作，探討「窗」意象的特點，相信能

藉意象來更了解詩人的深層意識。 

 

（一） 文本細讀 

  而本文將運用文本細讀來進行研究，首先分析「窗」的特點，探討「窗」內外的

世界，分析「窗」意象所營造的空間特色，並反映了對於分析意象的方向而言，吳曉

（1993）綜合不同學者對意象的論述並提及： 

 

  意象是詩人感情外化的一種表現形態，或云『意志』的外射或對象化（朱光潛語），

意象的產生，是詩人的主觀心態與大自然客體密切的結果，是主觀精神心態與大

自然客體密切契合的結果，是主觀精神呈以具體感性形態，具體感性形態表現主

體的思想感情，意象有着感性與理性的雙重內容。(頁 9)8 

 

由此可見，意象亦為詩人的主觀情感與客觀物象的複合物，而透過「窗」意象

或能看見詩人的深層意識，詩人對「窗」意象的不同態度，如何反映詩人的深層意

識。最後便結合詩人的背景資料來分析成因。 

 

第二章 「窗」作為幻想世界的通道 

 

一、「窗」：擺脫生活黏滯的通道 

                                                      
7
 莊柔玉：《中國當代朦朧詩研究──從困境到求索》（臺北：大安出版社，1993年），頁 246。 
8
吳曉：《意象符號與情感空間》（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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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窗」的作用能讓詩人由室內觀賞室外的景物，同時作為擺脫生活的黏滯

而通往幻想世界的通道。而詩人運用「窗」意象時，「窗」所聯繫的世界並不是一致

的，而此部分先論述他運用「窗」聯繫其幻想世界。「窗」意象首次出現於〈晨（一）〉

中，詩人於此詩亦確立了「窗」意象的雛型。 

 

〈晨（一）〉 

晨風洗去夜和浮塵 

窗角露出澄澈的黎明 

年輕的白楊在愛撫中低語 

正經的麻雀在平臺上議論9 

 

在〈晨（一）〉的一詩中，詩人在清晨時份眺望窗外風景，並以「窗」作為脫離

現實到其幻想世界的通道。詩中首句中為詩的背景，「浮塵」虛指依附在窗上的髒物，

實指現實生活中纏繞詩人心頭的煩惱，「晨風」拭去窗上的「浮塵」，詩人便可清晰地

看見「窗」外的景物。由是「窗」便是詩人擺脫現實中的不快而通往想像世界的通道。

同時，「窗」意象的出現亦令詩的視角由實轉虛，轉入詩人的心象。在詩的後兩句，

詩人藉「窗」外的景物表達對未來的期許。詩人曾提及: 

 

最初是自然的“我”。這個我與包括天地、生命、風、雨、雪、花、草、樹、魚、

鳥、蟲、獸等在內的“我們”合為一體。(頁 2)10 

 

重點在「自然」與「我」合為一體，在此詩中，詩人亦注重「自然」與「我」的

結合，把渴望出現在自己身上的特質投射在自然景物上。在自然景物的形象方面，「黎

明」、「白楊」及「麻雀」反映詩人的想像世界仍是以自然風景作為重點的構成部分。

而這些物象亦被詩人賦予新形象，就如「白楊」原有特徵是耐旱耐寒，擁有極強的生

命力，然而「白楊」卻「在愛撫中低語」，展現「剛」中帶「柔」的一面。而「麻雀」

                                                      
9
 顧工：《顧城詩全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頁 24。 
10
 顧工：《顧城詩全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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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予人聒聒噪噪的形象，但詩人為牠加上「正經」兩字，聯想一位正經的年輕人在

高高的平臺討論想法。詩人就像對寄望未來的美好。故此，「窗」外的風景不只描述

客觀物象的形態，而是加以主觀意識，把自然景物轉化為人，自然與「人」的結合，

並帶有對未來的期許。 

 

二、「窗」意象作為「入口」 

    「窗」意象在〈夢曲（二）〉亦是詩人通往幻想世界的通道，但這通道卻是作入

一個「入口」。 

 

月光穿過窗戶照在牆上， 

風輕輕地走進， 

帶來一陣刺槐花的芳香。 

我似乎是在睡夢中， 

駕駛著一隻幻想的小船， 

飛馳在時間的急流上。 

 

樹影穿過窗戶映在床上， 

風輕輕地走進， 

帶來一陣悶熱中的涼爽。 

我似乎是在朦朧中， 

駕駛著一隻希望的小船， 

在生活的海洋裡揚帆遠航。11 

 

  〈夢曲〉分為兩節，而兩節的內容皆為讓外界的景物進入室內空間，並讓詩人進

步夢鄉之中，主調如下： 

 

     「……穿過窗戶……，風輕輕地走進，帶來一陣……。」 

  

                                                      
11
 顧工：《顧城詩全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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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見「窗」意象在此詩仍是一個通道，但詩人並非以「窗」作向外觀望之用，而

是讓自然景物進入室內，例如：「月光」、「風」及「芳香」均是自主地「穿過」、「走

進」及「帶來」詩人的感知範圍，鋪排在詩的第一節及第二節的上半部分，更是凝造

進入「睡夢」及「幻想」的氣氛，故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詩人運用「窗」作

為「入口」讓外物進入其空間，亦反映詩人並非主動地向外尋找這些能構成他美夢的

自然景物，同時亦顯示詩人的消極性，只想在安全範圍之內享受這一切的美好。 

 

  儘管詩人在「窗」後的安全範圍，但詩人亦不敢安心在想像世界，細述他對未來

的希望。在詩兩節的下半部分，詩人提及「我似乎是在睡夢中」及「我似乎是在朦朧

中」，「睡夢」及「朦朧」已是霧裏看花，加上「似乎」兩字，讓人更分不清實與虛，

像被現實拉扯着一樣，不讓詩人肆意地進入「夢」。可見，詩人不管在「窗」外或「窗」

內的世界中，他亦是隱約帶有不安及恐懼的感覺，只有在「睡夢」及「幻想」中，他

才能亳不猶豫地前行。 

 

三、小結 

  從〈晨（一）〉及〈夢曲（二）〉可見，詩人運用「窗」意象作對外連接的通道，

但這通道不但能讓室內的主體觀望外界，更能作「入口」之用，讓外界事物自主地進

入室內。而「窗」所反映個體意識方面，詩人於「自然的我」時期仍是對窗外的世界

展示期盼，但同時亦有迴避「窗」的一面，正如詩人提及：「這個我本身有一種孩子

氣，也有夢、希望和恐懼。」12，「窗」意象正反映詩人的「希望」及「恐懼」。 

 

 

 

 

第三章 「窗」：構建自我封閉空間 

  從上可見，詩人把「窗」外世界可以是詩人對未來的願景或另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而「窗」外的世界至後來又有沒有其他變化？而此部分則討論顧城如何把「窗」外的

現實世界隔絕，並為自己建構自我封閉的空間。以詩人於 1980年所創作的〈窗和牆〉

                                                      
12顧工：《顧城詩全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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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981年的〈我找你〉作分析。 

 

 

一、以「窗」和「牆」來隔絕現實 

   「窗」雖然能作為「通道」，讓詩人的眼睛及意識暫時擺脫現實，讓意識穿越

「窗」的通道，並得到一刻的自由，然而，詩人終歸要回到現實。〈窗和牆〉表達了

詩人對於面對現實的想法及態度。 

  

〈窗和牆〉 

牆，使我們隔離 

窗子，使我們聯繫 

 

我們需要更大的窗子 

卻不想從牆中走出13 

 

  首先，詩人於詩的開首提及「牆」和「窗」的作用，「牆」的內外分別可是束縛

及自由，而詩人點出「牆」作為有形的樊籬，隔離詩人與外在世界，令詩人無法得到

自由。對於「窗」的作用，詩人特別指出與「隔離」相對的「聯繫」，讓詩人與外在世

界聯繫。對於詩人想要「更大的窗子」一句，詩人曾在〈朦朧詩問答〉中提及「窗子」： 

 

  一個民族要進步，不僅需要電子科技和科學管理，也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這其

中包括建立現代的新型審美意識。美將不再是囚犯或奴隸，它將像日月一樣富有

光輝；它將升上高空，去驅逐邪惡的陰影；它將通過藝術、詩的窗扇，去照亮蘇

醒的或沉睡的人們的心靈。為了下一代比我們更高大，我們需要更多、更大、更

潔淨的窗子。（頁 905）14 

 

  從上可見，詩人認為透過「詩的窗扇」便能建立「美」及彰顯「高度的精神文明」。

                                                      
13 顧工：《顧城詩全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頁 207。 
14 顧城：《顧城的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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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此詩中提及「更大的窗子」可指能夠彰顯詩人精神世界的媒介。然而，不管詩

人對創作詩及彰顯美的理想有多宏大，他終歸要回到現實，但詩人所獨有的精神世界

似乎與現實出現衝突，兩者無法融合，正如詩人曾於提及對城市的看法： 

    

我不習慣城市，可是我在其中生活着，並且寫作。有時一面面牆不可避免地擠進我

的詩裡，使我變得沉重起來……我只有負載着他們前進，希望盡快能走出去。(頁

403)15 

 

  詩人不習慣城市，但於現實層面上，他的確生活於城市之中，故他對當時的生活

狀況感到不滿，希望盡快脫離當時的現實世界，並同時亦拒絕接受城市生活對其詩世

界的入侵。故此，此詩中的「牆」及「窗」是用以隔絕及聯繫不同世界，他於詩中最

後一句提及「不想從牆走出」，以「不想」直抒他對現實世界的抗拒，現實對他產生

強大的壓迫力，令他不想面對現實，所以「牆」是詩人的自我意識中對現實世界的防

禦，故「牆」用以隔絕現實世界。而「窗」指向其「詩窗」，故連接其精神世界，讓他

可以從另一個出口釋放其精神壓力，亦是為何產生詩人「需要更大的窗子」卻不想從

「牆」走出這矛盾的原因之一。 

 

  從上可見，雖然「窗」能為詩人開出另一世界，讓他的精神從現實中逃脫，但詩

人對現實世界的拒絕，是企圖以「窗」及「牆」來為自己營造一個自我封閉的空間，

而下節將論及詩人如何以「窗」意象來營造其自我封閉空間。 

 

二、「窗簾」:進一步的自我封閉 

窗戶既是隔絕外部屏障，但同時亦是對自我的內部界限。而詩人亦運用「窗」的

特點，進一步來隔絕外在世界。詩人利用依附於窗的「窗簾」來截斷對外的視線，表

達其心境，並營造自我封閉的空間，現分析〈我找你〉一詩中「窗簾」的特點，以下

為詩作中有關詩人運用「窗簾」所寫的一部分： 

 

  「……白窗簾／都拉得很低／裡邊沒有音樂／沒有規律的砧聲／只有幼童／任性

                                                      
15 顧城：《顧城的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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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敲打……」16 

 

  「窗簾」拉下後，詩人只描述窗內的空間，並強調「只有幼童／任性的敲打」，

對於「幼童」一詞，詩人於其他詩作亦提及自己是一個孩子，例如〈我是一个任性的

孩子〉，更提及孩子氣是他的本性。 

 

  那首詩顯示的是我的本性──我一定要堅持我的要求，一定要這個東西，不管有

沒有，沒有我也要。（頁 298）17 

 

  故此，「孩童」便是詩人的本體，而在「窗簾」後的空間，他可以安心地展示他

的本性──「任性」，正如詩人所說，他想要的東西便一定要得到，在詩人的意識中，

他的幻想世界亦應該得以實現，如他曾提及「我相信在我的詩中，城市將消失，最後

出現的是一片牧場。」18若然他意識到現實世界與其幻想世界的不一致，他便會「任

性」地封鎖自己，寧願脫離現實只剩下自己一人也不願與世界妥協，就如詩人於詩中

不斷渲染「孤寂」的氣氛，「只有」一詞反映主體獨自一人。而沒有其他聲音，只有

幼童的敲打聲如營造該空間中敲打聲不斷的回蕩，卻得不到其他的回音，整個空間只

有自己一人。然而，詩人對此空間沒有任何的不快，因封閉的空間，更能讓他肆意地

展示自我本性，亦能防止別人從外來打擾自己，為自己營造最安全的堡壘。 

 

 

   

第四章 「窗」：詩人的本體化 

  從上可見，「窗」意象從最初作為通道，常連接詩人的精神世界，在這世界中，

詩人的想像可以不停地向外延伸，不受任何拘束。而於第二章分析中，詩人運用「窗」

意象來營造自我封閉的空間，表達對現實的拒絕．而此部分將分析詩人以「窗」為詩

題的詩作──〈窗扇〉，「窗」的角色並不是通道，而是被賦予生命。而詩人更巧妙地

                                                      
16顧工：《顧城詩全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頁 305。 
17顧城：《顧城作品精選》（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頁 298。 
18顧城：《顧城的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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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窗」來展示其始終無法擺脫其固定於建築物的宿命，當中亦存在影射自我的部

分，現以 1981年的〈窗扇〉分析之： 

 

一座古老的教堂， 

站立在城市中央； 

一頁彩色的窗扇， 

在秋風中吱吱歌唱。 

藍天像靜默的闊海， 

白雲像自由的波浪。 

那溫和燦爛的秋日， 

漸漸駛向南方。 

早霞和晚霞升落， 

好像旗幟飛揚。 

 

候鳥為它們所吸引， 

告別了草灘、葦塘── 

大群大群地騰起， 

飛向春天的家鄉…… 

那扇彩色的小窗， 

怎能忍受這一片蒼茫。 

它也想升上天穹， 

去追趕太陽的金漿； 

它也想飛向南國， 

避開那酷寒嚴霜。 

 

它？它扭斷了所有螺栓， 

開始實踐夢想── 

呵，這真是個不幸的嘗試， 

窗扇失去了依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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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並沒有向上飛升， 

反而是急速下降── 

突然掛了下樹枝， 

就摔在石臺階旁。 

那裡有一個盲人， 

嚇得丟掉了細細的探杖。19 

 

 

  首先，詩人在此詩賦予「窗」三重形象，同時亦具詩人的特點。詩以〈窗扇〉為

題，明確地指向「窗」能夠開闔的部分，而從詩的首兩句「一座古老的教堂，站立在

城市中央」，這「窗扇」應是依附於教堂上，此為第一形象。而在「一頁彩色的窗扇，

在秋風中吱吱歌唱」中，「窗扇」亦是能「吱吱歌唱」的鳥兒，此處為「窗扇」補足形

態，「窗扇」就如鳥兒向外伸展的翅膀，令「窗扇」的形象更鮮明。 

 

  然而，這兩重形象相互衝突。首先，鳥兒是自由的象徵，不受任何拘束，但「窗

扇」卻被困於教堂的外牆上，鳥兒靈魂被禁錮在「窗扇」，就如一個渴望自由的靈魂

被囿於沉重不得自主的軀殼之中。當牠看見「藍天」、「白雲」及真正自由的「候鳥」，

便不禁羨慕牠們，並展露渴望，「它也想升上天穹」、「它也想飛向南國」。隨後，「窗

扇」出現第三重形象，詩人再進一步給予「窗扇」人的思想及慾望，「窗扇」也能有

「夢想」，更能「開始實踐夢想」。 

   

  然而，詩人以被禁錮於建築物上的「窗扇」作為三重形象的最原始載體，彷如為

「窗扇」定下不可遁逃的宿命。「窗」終歸是要依附於建築物，倘若它脫離建築物，

妄想能以「鳥兒」的姿態來飛行，它只有粉身碎骨的後果。故此，對於「窗扇」天真

地脫離牆並追尋「夢想」，詩人為它安排了一個不幸的結局，更嘲笑着「呵，這真是

個不幸的嘗試」，窗不曾向上飛升而是急速下降，但詩人似乎捨不得粉碎這「窗扇」，

而是讓它「掛了下樹枝」，「樹枝」承受了「窗扇」飛升失敗的後果，詩人暗示只有自

然才能救贖他，成為他在現實失意後的後盾。詩人巧妙地計用這三個形象的特點，融

                                                      
19顧工：《顧城詩全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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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了「窗」、「小鳥」及「人」的部分特徵，並運用各形象的特點來展開相互衝突，突

顯「窗」的宿命，而當中更包含詩人藉「窗扇」來展示他的想法。 

 

  從上可見，「窗扇」猶如詩人的本體，代替詩人於詩世界演示其夢想於現實世界

幻滅的過程，並以「窗」的特點來暗示這就是他的宿命，或許在詩人的潛意識之中，

他也希望實現「夢想」，但他否定現實的前提令他早已不自覺地把「夢想」不斷地扼

殺，再於其精神世界內重建虛幻的「夢」，再把夢處死，而窗意象就如絞刑台，讓詩

人佈置處死其「夢」的場景，就如〈窗前〉一詩結尾的部分:「夢魂又飄過／你的窗

前／垂簾，靜靜的垂簾／安息著無數無數／黃金的葉片……」20此詩中以窗前作為背

景「夢魂」、「垂簾」及「安息」渲染着死亡的氣氛，猶如為「夢」所進行的安葬禮。

而此詩亦呈現訊息──詩人的「夢」被處死，但詩人是無奈及逼不得己的，此意識往

復循環，令他陷入不能自拔的自傷自憐之中，最後連追求甚麼也不自知，而在其顧城

的一文亦可見： 

    

  我並不放棄我對這世界的願望和熱愛，雖然我知道實現它是不可能的。每一個人

活得都是心比天高，命如紙薄。所有幻想在這個世界上的實現，都會變成現實的

一部分而遠離幻想本身，這十分荒謬。(頁 40)21 

 

  從上可見，詩人認為實現「幻想」是不可能的，而詩人的「夢想」正正出於他天

馬行空的「幻想」，故此詩人亦藉「窗扇」的挫敗來表達這「夢想」的不可逆轉的宿

命。而他所追求的「幻想」必定是脫離現實的，「現實」兩字對他來說如潘朵拉的盒

子，一碰便會毀滅他的幻想世界，所以他並不會讓「幻想」與「現實」接軌，而是一

直保持「幻想」的虛幻感，來填補他遠離現實的虛無。 

 

第五章 「窗」：詩人的迴避意識 

 

  而至「窗」意象發展至後期，「窗」意象的最大特點是不再成為「通道」，不再連

                                                      
20顧工：《顧城詩全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頁 173。 
21
 黃黎芳：《朦朧詩人 顧城之死》（廣州：花城出版社，1994年），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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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任何的世界，而詩人亦不再看「窗」外的景物，但詩人仍寫「窗」意象，突顯他故

意迴避「窗」的一面，繼而直接投入自己的心象。現以後期的詩作來分析之。 

 

  首先，詩人於 1984年寫了〈窗外的夏天〉，詩人以「窗」為詩題一部分，並以詩

題來指向窗外夏天的景物。然而，詩人在詩中並沒有描寫「窗」外的景物，而是反覆

強調「我」對窗外景物的抗拒意識，就如多次提及我並沒有擦玻璃，而沒有擦去玻璃

上的霧氣，詩人理應看不清窗外的景物，但他卻能描寫清晰的景物，如：「墨綠色的

夏天波浪起伏／槳在敲擊／魚在分開光滑的水流／紅游泳衣的笑聲在不斷隱沒」22。

由是，「窗」的模糊及清晰的景物產生矛盾。同時，詩人表示「什麼也不知道／不想

知道／我還是不想知道」23，對於窗外真正的景物，詩人的態度是不斷拒絕及迴避，

並繼而投入自己的心象。 

 

  從第一章可見，「窗」可指其通往其精神世界的通道，亦反映詩人所嚮往的地方，

故詩人對「窗」的態度，也是正面的。在詩人對「窗」的迴避態度而言，「窗」後的世

界可能令他的幻想破滅，就如他於 1987年前往歐洲，開始實現他的「夢」，與妻子住

在小島上，但在過程中他才發現「自然並不美好，自然中間有老鼠、跳蚤，並不是我

們度假時候所看到的自然。」24故此，詩人認為「在現實中的我碰到的是一種更可怕

的毀滅。」25 

 

  從第一及二章可見，詩人總幻想他那扇「詩窗」的美好，而「窗」時而連接其精

神世界，時而連接現實世界，但由於詩人的「幻想」於現實破滅，「窗」後的世界似

乎再不分現實或幻想。故他以「窗」意象入詩，卻故意忽視「窗」的存在而轉入自己

的心象，再如於 1986年〈農曆〉一詩中： 

 

我看到海邊開放的城市 

小小的螳螂的家 

                                                      
22
 顧城：《顧城作品精選》（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 年），頁 577。 

23
 同上註。 

24
 黃黎芳：《朦朧詩人 顧城之死》（廣州：花城出版社，1994年），頁 42。 

2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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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透過花的香氣 

幹了的花落在地上 

在牆上推開窗子26 

 

 

  詩人故意把首四句與最後一句造成顛倒的次序。首先，詩人模糊自己的定位，以

「我看到」作開首，首四行以自然境物來建構畫面，而「海邊開放的城市」、「螳螂的

家」、「陽光」及「花」均是室外的景物。鏡頭由遠至近，由「城市」縮放至「花」，而

「牆」的出現，就如立即建構一個籠牢，詩人如被這籠牢緊困着，並站立在窗前，然

而詩人以「推開窗子」作結尾，對窗後的世界作留白處理，令人感到詩的倉促完結，

但卻反映詩人對窗外的世界並不再期待，猶如不再有「夢」。 

 

第六章 「窗」：詩人的恐懼意識 

  從上述內容可見，詩人的態度因「窗」所連接的世界有所不同，當「窗」所連接

的世界是其詩世界時，他便對「窗」充滿期待，雀躍地以自然景物來建構詩世界，但

當「窗」連接現實世界時，他便展現其對「窗」的逃避及自我封閉的一面。而「窗」

外到底有甚麼令顧城如何畏懼？於詩人兒時的經歷可窺一二。  

   

  在顧城童年時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人群上街搗亂破壞，整個社會秩序都陷

入一片混亂，同時亦把顧城對自然的美好一一摧毀。顧工為〈顧城的詩〉代序時曾提

及： 

 

  他背誦完他的詩，也常常凝視，凝視在雨雲下忙於搬家的螞蟻；在護城河里游動

的蝌蚪和魚苗；在屋檐下築窩的燕子……(頁 1)27 

 

  顧城在文革前便常常展現對大自然的熱愛，他會與大自然溝通，欣賞大自然的美。

然而，文化大革命卻摧毀他當時擁有的美好，顧工亦寫下令他印象深刻的一幕： 

                                                      
26顧工：《顧城詩全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頁 699。 
27
顧城：《顧城的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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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初期，有人在我們樓窗下馬路對面的牆上，刷了條大標語，不知是貼反了，

還是貼錯了，馬上被眾多的路人圍攏來，死死地纏住，揪住，按下頭，用腳踢……

顧城起初是從窗扇的縫隙向外看，後來他恐懼了，臉色慘白，再不向窗外多看一

眼，他越來越想躲開紛爭，躲開喧鬧的激越聲音，只想去那只有天籟的世界。(頁

1)28 

 

  在童年時，顧城透過現實的窗看見社會一片混亂，人們互相批鬥及打架，向擁有

對世界有美好盼望的顧城，展現一幕幕的人性黑暗面，在更向他傳遞及植根了一個意

識，就是現實的窗外是危險和可怕的。 

 

  由是，兒時的經歷可能令他對「窗」又產生畏懼的心理，故他儘管經常以「窗」

意象入詩，但於他的詩世界中不曾出現現實世界的描述，詩句明顯缺失現實生活氣息。

就如「他躲在一個玻璃瓶子，時不時伸出頭來看一看世界」(畢光明，2016，165)29，

而在他看這現實世界時，卻又驚恐萬分，故又躲回他自己的世界中，並在他的詩世界

中不斷堆砌一個童話世界。然而，顧城大可以不寫「窗」意象，直接在詩建構其童話

世界，但他卻選擇不斷運用「窗」意象來寫詩，或者在其潛意識中，顧城運用「詩窗」

建構龐大的虛幻世界的同時，亦試圖把「夢想」及「現實」融合起來，而「窗」意象

於中後期的出現，更成為讓顧城審視其「夢」的命運的時刻。當他於認識到他理想中

的烏托邦被摧毀時，他內心更處於極度恐慌，連他唯一苦心建構的世界再也無法成為

他的避難所，故在後期，「窗」意象又再次變化，展示詩人寫「窗」意象，卻迴避「窗」

的一面。 

 

第七章 結語 

  從上可見，本文分析了「窗」意象作為「通道」的特點;「窗」意象所構成詩人

的自我封閉空間;「窗」意象的本體化及「窗」意象所反映詩人的深層意識。 

而「窗」作為詩人聯繫兩個世界的「通道」，受「窗」所聯繫的世界影響，詩人所表

現的態度亦是迥然不同。故詩人表現的情緒是反反覆覆，當「窗」外的世界是自然景

                                                      
28
同上註。 

29
畢光明：《歷史與人生: 中國大陸純文學三十年》（台北：獨立作家──秀威出版社，2016 年），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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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時，詩人便會不期然流露喜悅的情緒，但當「窗」所聯繫的世界是現實世界時，他

便會以「窗」來劃分界線來封閉自我。 

 

  其後，當他意識「現實」與「夢想」無法融合之時，他便展示迴避「窗」的態度。

而詩人對「窗」的恐懼意識，可源於詩人兒時的經歷。然而，在分析有關「窗」意象

的詩中，不但能探討詩人自我封閉，更可見詩人常以孩童化來美化其任意妄為的一面。

而他對「現實」的恐懼除了源於兒時外，從其詩作中的「窗」意象來看，便是他不切

實際地把現實妖魔化，誠如周舵(1993)提及顧城具病態自戀患者的特徵： 

 

  患者對世界的本來面目缺乏起碼的客觀判斷力，總是用自己的主觀幻想、偏好和

愛憎來取代客觀認知。30 

   

  而從詩人對「窗」外的現實世界而言，他並沒有描寫令他恐懼的事物，而是不斷

地表達其抗拒及迴避的一面。可見，詩人只是直接從主觀幻想中抽取恐懼情感，再於

詩世界中不斷強化這主觀幻想，甚至讓自己也信以為真，導致他缺乏對現實的真正認

知。 

   

  最後，從分析詩人「窗」意象的特色而言，詩人亦有以「窗」為意象的詩作，例

如：圓窗、鐵窗及木窗等等不同性質的窗，望日後以此文為基調，再能深入分析詩人

的意象及其深層意識。 

 

 

 

 

 

 

 

                                                      
30 周舵：〈自殺、審美與精神健康〉，《明報月刊》，(1993 年)，檢自：

https://blog.boxun.com/hero/zhouduo/5_1.shtml。 

https://blog.boxun.com/hero/zhouduo/5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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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出現「窗」意象的詩作 

 

「自然的我」時期（1969-1974） 
 

詩題 有關「窗」意象的詩句 創作年份 

〈晨（一）〉 晨風洗去夜和浮塵／窗角露出澄澈

的黎明／年輕的白楊在愛撫中低語 

／正經的麻雀在平臺上議論 

1970 年 

〈那是什麼，遠遠

的……〉 

那是什麼，遠遠的……／是秋風追趕

落葉／是春雨淋洗綠枝／是雪水流

過窗前低低的足音／是白楊穿過 

秋夜微微的歎息？…… 

1971 年 

〈夜歸〉 ……／小風景／樓窗中／伸出幾支 

竹杆／掛滿濕襯衣…… 

1972 年 

〈夢曲（二）〉 月光穿過窗戶照在牆上／風輕輕地

走進／……／樹影穿過窗戶映在床 

上／風輕輕地走進／ 

1972 年 

〈我是黃昏的兒子〉 

——寫在過去不幸的 

年月裡 

……／青石上鑿出的小窗／因為重

複／變成了一排／也許是迷路的螢 

蟲吧／點亮了我的眼淚 

1973 年 

 

「文化的我」時期（1977-1982） 
 

詩題 有關「窗」意象的詩句 創作年份 

〈小蘿蔔頭和鹿〉 ……／只有水槽中的天／有鐵窗外

的鳥／……／你在幻想中／把夥伴 

尋找 

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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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者〉 ……／綠波上遺忘的氣球／老教堂 

上拼花的圓窗／…… 

1980 年 

〈窗前〉 ……／夢魂又飄過／你的窗前／垂

簾／靜靜的垂簾／安息著無數無數 

／黃金的葉片／…… 

1980 年 

〈孝子老大〉 ……／早晨，他見老二負槍去林中

狩獵／便推窗大呼：“喂！那會炸 

壞了槍膛！” ／…… 

1980 年 

〈檯燈與路燈〉 ……／它看見了一盞路燈／冷冷落 

落地站在街角／這下檯燈找到了憐 

1980 年 



23  

 憫物件／便發出一串同情的聲調： 

“路燈呵，你為什麼淪落風塵？ 

／…… 

 

〈小巷〉 小巷／又彎又長／沒有門／沒有窗 

／你拿把舊鑰匙／敲著厚厚的牆 

1980 年 

〈世界和我〉 

第三首〈儀式〉 

小蠟人／站在窗邊，站好／對窗外 

的我／永遠驚奇吧！ 

1980 年 

〈世界和我〉 

第十四首〈安息〉 

月亮是假的／它只是舷窗的燈光 

／我漂在船後／靜聽著永恆的喧響 

1980 年 

〈世界和我〉 

第二十四首〈牆和 

窗〉 

牆，使我們隔離／窗子，使我們聯

繫／我們需要更大的窗子／卻不想 

從牆中走出 

1980 年 

〈世界和我〉 

第三十二首〈回復〉 

當風／把窗紙吹破之後／我便不再

怕了／我比風／更自由／我比風／ 

更狂暴！ 

1980 年 

〈世界和我〉 

第五十三首〈重複的 

醒〉 

又是混濁的日子／又是清澈的夢 

／惟一的小窗／還關得緊緊 

1980 年 

〈世界和我〉 

第七十五首〈又一次 

請求〉 

你在地鐵旁邊／你在櫥窗旁邊／你

在無數人和物的旁邊／你總在旁邊 

／在我的心裡／你不要這樣吧 

1980 年 

〈世界和我〉 

第八十五〈第九個早 

晨〉 

口哨是漂亮的歎息／它是星星發明

的／在希望的天窗上／懸掛著綠蘋 

果 

1980 年 

〈迎新〉 ……／春天是等待的故事／很亮的 

銀窗紙上／小鳥在睡覺…… 

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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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痕〉 ……／我被漂盡的靈魂／附在你的

窗前／我看見／詩安息著／在那淡

綠的枕巾上／在那升起微笑的淺草 

地上／發縷像無聲的瀑布…… 

1981 年 

〈窗扇〉 一座古老的教堂／站立在城市中央 

／一頁彩色的窗扇／在秋風中吱吱

歌唱／……／那扇彩色的小窗／怎

能忍受這一片蒼茫／它也想升上天

穹／去追趕太陽的金漿／……／窗

扇失去了依傍／它並沒有向上飛升 

／反而是急速下降——／…… 

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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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蓮〉 在綠影的搖盪中／你夢著／使最純 

的雲朵／都顯得陳舊／…… 

1981 年 

〈標本〉 斜陽穿過瓶壁／彎成一道彩虹／福

馬林和酒精／浸著自負的蠕蟲／蠕 

蟲望著窗外／飛升著彩蝶和野蜂。 

1981 年 

〈因為有月亮〉 我不會發光／因為有月亮／你熄燈 

了／打開一扇又一扇圓窗／等著我 

1981 年 

〈我是一個任性的孩

子〉 

我想在大地上／畫滿窗子／讓所有

習慣黑暗的眼睛／都習慣光明 

／…… 

1981 年 

〈我找你〉 ……／白窗簾／都拉得很低／裡邊

沒有音樂／沒有規律的砧聲／只有 

幼童／任性的敲打／…… 

1981 年 

〈建設者（二）〉 ……／青年沒有家／沒有一盞需要

窗簾的燈／他把溫熱的哨放在胸前 

／靜靜地念著一個名字／那名字屬

於遙遠的南方村落／屬於愛，屬於 

紅豆的家鄉 

1981 年 

〈疑·念·恨〉 小小的雀兒／窗臺上落／抬頭看一

看／縮頭啄一啄／……／你在懷疑 

我。 

1981 年 

〈希望的回歸——贈

舒婷〉 

……／哼催眠曲的媽媽／關上了百

葉窗／再沒有了／海變了，變得很

黑／……／它要走近／百頁窗前的

那片草地／它要和悄悄的小草一起 

／學習啞語／……／會的，在窗外 

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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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一輪輪太陽停泊／溫順地停 

在港口外面／…… 

〈遠古的小船〉 ……／我在天海中航行／在生命的

沿岸停泊／許多赤裸的孩子將從窗

門間湧出／跳進陽光／和活潑的小 

蟹開始嬉戲 

1981 年 

〈初夏〉 ……／烏雲漸漸稀疏／我跳出月亮

的圓窗／跳過一片片／美麗而安靜

的積水……窗紙一聲不響／像空白

的信封／不要相信我／也不要相信 

別人 

1982 年 

〈異國的傳說〉 每當傍晚她就在視窗出現／如同圓 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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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般完美、明亮／她在那裡梳理著

彩色羊毛／似乎也梳理著全城的目 

光。 

 

〈我們去尋找一盞

燈〉 

走了那麼遠／我們去尋找一盞燈 

／你說／它在窗簾後面／被純白的 

牆壁圍繞 

1982 年 

〈老人（一）〉 ……／不去打開那扇墨綠的窗子／ 

外邊沒有男孩／站在健康的黑柏油

路上／把腳指張得開開的／等待奇 

跡 

1982 年 

〈老人（二）〉 ……／窗外是窗子、是陽臺／下邊很

深／據說有土地／永遠是北窗／ 

明晃晃的中午，都一樣／南邊、空

著／放涼了糖水一樣的陽光／永遠

是北窗／……／穿不上了／還有東

西要補／影子總在那，在窗外／總 

比玻璃平靜／有過一個銅壺 

1982 年 

〈圓號在響——香港 

印象〉 

……／圓號在響／一陣怪癖的海風 

／關上了所有門窗／圓號在響 

1982 年 

〈不要說了，我不會

屈服〉 

……／想讓窗臺／鋪滿太陽花／和

秋天的楓葉／想在一片靜默中／注

視鳥雀／……／渴望在森林和樓窗

間／用最輕的吻／使她睫毛上粘滿

花粉／告別路燈／沿著催眠曲 

／…… 

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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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碗的啟示〉 ……／媽媽看看窗外／忽然容光煥

發／只見鄰居的孩子／長得高高大 

大／…… 

1982 年 

〈我要走啦〉 ……／我要走啦，走啦／走向綠霧

濛濛的天涯／走啦！怎麼又走到你

的窗前／視窗垂著相約的手帕 

／…… 

1982 年 

〈永別了，墓地〉 ……／爬上窗臺／償還吞食木屑的 

罪過／他是誰？／我不認識／…… 

1982 年 

〈我們相信 

——給姐姐和同代

人〉 

那時／我們喜歡坐在窗臺上／聽那

築路的聲音／夏天，沒有風／像夜

一樣溫熱的柏油／……／呵，那 

時，曾經／我們坐在窗臺上／聽那 

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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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築路的聲音  

〈歸來（二）〉 不要問，好嗎／關上木窗／不要聽

河岸上的新聞／眼睛也不要問 

／讓那片帆靜靜落下 

1982 年 

〈給我逝去的老祖母 

（二）〉 

……／他努力地移動自己／他要完

成自己的工作／要在失明的窗外 

／拖走一棵跌倒的大樹 

1982 年 

〈年夜〉 碎窗紙的歌／結束了／玻璃上沒有 

波紋／新房在暗紅的夢中 

1982 年 

〈灰鵲〉 ……／黃昏發出暖氣／發出一種淺

紅的光輝／在木窗和木窗之間／烘

乾的衣服／顏色很淡／……／那扇

狹隘的天窗／會突然爆裂／一群米

色的小蛾／將閃閃爍爍／……／熱

愛那幾扇無法關好的木窗／那盞發 

紅的路燈 

1982 年 

〈巨門〉 草原上漫開乳白的羊群／開礦的井

架探入雲層／圓木和彩畫組成街巷 

／耀眼的銅飾佈滿窗棱／…… 

1982 年 

〈我要編一隻小船〉 船上有兩個座位／我讓識一個不哭

的布娃娃／她不害怕時膽子很大／ 

她敢在綠窗臺上單獨 

1982 年 

 

「反文化的我」時期（1982—1986） 
 

詩題 有關「窗」意象的詩句 創作年份 

〈我的一個春天〉 在木窗外／平放著我的耕地／我的 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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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犛牛／我的單鏵犁／…… 

〈海雲〉 灰色、銀色的雲／從一排舷窗口飄 

過／從一排彈洞前飄過 

1983 年 

〈想〉 斜陽／射進北窗／一碗苦藥／正在 

發燙／…… 

1983 年 

〈樹影〉 你在窗外凝視著／你有什麼要說？ 1983 年 

〈我相信歌聲〉 ……／所有窗子都無法打開／門、

門、樓梯間／……／窗簾也在燃燒 

前飄動／反光突然從四面 

1983 年 

〈海峽那邊的平安〉 ……／一隻濕手推開了廚房的小窗 

／冰柱嘩啦啦摔碎在地上／…… 

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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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在藍天的窗前／卷起過／熊 

的影子 

1984 年 

〈來臨〉 請打開窗子，撫摸飄舞的秋風／夏

日像一杯濃茶，此時已澄清／請打

開窗子，我就會來臨／你的黑頭發 

在飄，後面是晴空 

1984 年 

〈分別的海〉 我說：你別開窗子／別移動燈 

／……／別開窗子／讓海風徹夜吹

撫／……／那個你／窗子開著，早 

晨 

1984 年 

〈靜靜的落馬者〉 ……／我在他的臉上推開一扇窗子 

／我幾乎看見了死亡的內室／…… 

1984 年 

〈試驗〉 ……／更年長者打碎了夜晚的長窗 

／在玻璃落下去的時候，她笑 

／…… 

1984 年 

〈窗外的夏天〉 ……／我沒有去擦玻璃／我知道天 

很藍／…… 

1984 年 

〈淺色的影子〉 ……／現在的問題是窗子／夫人溫 

熱的透鏡／…… 

1984 年 

〈暗示〉 ……／窗戶外沒有窗戶／很好，睡 

神在風中走著／…… 

1985 年 

〈在幽幽的水溝這 

邊〉 

……／窗子也同時起落／窗子有棕 

色的粉塵／…… 

1985 年 

〈有牆的夢寐和醒〉 ……／我從單眼皮的小窗裡向外看

著／窗紙有點困倦／……／窗子上

掛著火絨／鐵船臨近了／……／你 

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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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去關窗子／你把雨滴叫魚 

〈噢，你就是那棵橘

子樹〉 

那時，他可能也在／默寫生字，咬

著筆／看著窗外，那時／你第一次

在這片／紅土地上快樂地站著 

／…… 

1985 年 

轉入靜物〉 ……／窗子總開著／窗子垂著／總 

要躲開風的接近／…… 

1985 年 

〈溯水〉 ……／冬天也在呼吸／誰推開夜晚

的窗子／誰就會看到／海洋在變成 

窪地／…… 

1985 年 

〈分佈〉 ……／我是從一盞燈裡來的／我把 

蟋蟀草伸進窗子／眼睛放在後面， 

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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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放在街上／……  

〈提示〉 ……／聽風吹出她心中的聲音／看 

她從床邊走到窗前／…… 

1985 年 

〈應世〉 ……／窗外的小汽車在叫／我沒有 

種那棵漆樹／…… 

1985 年 

〈與〉 下雨的時候／我在窗臺上燒鐵絲 

／…… 

1985 年 

〈沒有注滿的桶〉 ……／南方院落中門的、牆的、小

窗子的、／黑屋簷的、板條上有石 

灰的願望／…… 

1986 年 

〈一個帝國士兵的末 

日〉 

……／她穿著白睡衣關上窗子／在 

熄燈前輕輕親吻著聖母 

1986 年 

〈農曆〉 ……／乾了的花落在地上／在牆上 

推開窗子 

1986 年 

〈樓廈間，有風吹 

來〉 

……／窗子上有銅／窗子上有綠色 

的鐵／…… 

1986 年 

〈月亮〉 ……／人們拉上厚厚的窗簾／在燈 

下繼續希望／…… 

1986 年 

 

「無我」時期（1986 年至 1993） 
 

詩題 有關「窗」意象的詩句 創作年份 

〈我們喜歡葡萄〉 ……／“砰”地一下關上前窗／抓住 

鋼寶劍／…… 

1987 年 

〈挽歌〉 ……／有一對小姐／小姐在一起／ 

永遠說領子和窗簾／…… 

1987 年 

〈機關〉 這就是你要的國王／對大家說話 1988 年 



34  

／手關窗子／…… 

〈家·家〉 ……／窗簾飛過一間間大房子／都 

在街上看呀很大的鳥／…… 

1988 年 

〈衢〉 ……／一望無際的大地方／白雲點 

點窗戶如雨／…… 

1988 年 

〈打開窗子的聲音〉 打開窗子的聲音／你聽見了／…… 1991 年 

〈鄧肯〉 ……／煙斗是哪來的我沒問／我看

煙霧上升徐徐濛濛靠近窗子／輕輕 

一繞離開了我們的課堂／…… 

1991 年 

〈我們生活在一面〉 ……／在愛人面前，關好窗子／從 

光中走向對面的山地／…… 

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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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 ……／一個人想把窗子打開／早晨 

的空氣很黏／…… 

1993 年 

〈故宮〉 她們修的窗子挺好看／是他家親戚 

修的／…… 

1993 年 

〈虎坊橋〉 老虎在過道裡走來走去／你看事不

太好／窗子下的貓臉朝上／看向日 

葵／…… 

1993 年 

〈城•象來街〉 ……／他燒櫥房／剪窗子／…… 199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