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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不是錯誤
傑出校友鄭愁予賞介

一、緣起不滅

〈錯誤〉

我打江南走過

那等在季節裡的容顏如蓮花的開落

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愴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踅音不響，三月的春蟬不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

我遠遠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

。文/林淑貞

這首膽炙人口的新詩，作者是家喻戶曉的

詩人鄭愁予。

年少時誦讀這首詩歌，被那份悵然、惘然

的情懷所觸動。隨著詩句去體契等待的心情，

是的，我們甘願成為等候在季節裡的蓮在，也

願是一個青石向晚，一個鵲候情人歸來的惘然

心情盈溢著。

誦讀鄭愁予的詩旬，成為青綠少年的一樁

心事，閱讀字裡行間躍動的詩思，讓我們有一

個不一樣的年少與青春歲月。每一首詩皆有一

個故事，在故事的背後，每一個讀者又重新演

繹屬於自己的故事，於是，我們的生命與作者

相鉤連，同時也能契會閱讀詩歌，不僅是在閱

讀詩人的心境，同時，也在豐富自己生命的過

程中，銘刻新的生命故事。曾經，以為擁有了

詩歌，世界將不一樣了，於是，閱讀詩歌、書

寫詩歌，成為浮世中唯一的彼岸，可以在亂流

中度越人生中的激端急流。

鄭愁予的〈錯誤〉被台海兩岸選入教科書，

香港則選入〈水巷〉一詩，從此，鄭愁予更是

名滿天下，有華人的地方，似乎就能誦讀他的

詩歌。然而，享譽國際的名詩人，居然與我們

中興大學有了連結，原來，鄭愁予本名是鄭文

韜，是我們中興大學台北法商學院統計系 40 學

年度畢業的校友。

這個美麗的連結，不是錯誤，而是一種特

殊的因碌，讓我們得以因著詩人淒美的詩旬，

吟賞那一份清麗悵然的情懷。

二、傳奇生平

鄭愁予本名鄭文輯，祖籍福建南安石井，

(一說籍貫洞北寧河) '1933 年生於山東濟南，

是鄭成功第十五代(十一代? )裔孫，出身軍

旅世家，因戰亂遊歷大江南北，曾在北平崇德

中學及北京大學暑期文學班就讀， 1949 年隨國

民政府遷居台灣。先後畢業於新竹高中、中興

大學法商學院的統計系。 1968 年應邀赴美參加



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J '1972 年獲愛荷華大

學創作藝術碩士學位，留校任教中文系， 1973 

年轉任耶魯大學東亞語文學系擔任高級講師 o

1990 年會返台擔任《聯合文學》總編輯，退休

後，曾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 02005 年返台擔

任東華大學第六任駐校作家，並榮獲東華大學

榮譽教授 o 後，落籍金門，現任金們大學講座

教授 02006 年 9 月和白先勇等教授開辦碩士課

程 02008 年以《旅夢專輯﹒一碟兒詩話》榮獲

第十九屆金曲獎傳統暨藝術音樂作品類最佳作

詞人。
浪跡天涯的鄭愁予，流轉大陸各地，再從

大陸來台，再到美國留學任教，又回到台灣來，

標幟著傳奇與不凡的一生。

大家很好奇，為何筆名為「愁予」呢?典

故來自《楚辭﹒九歌﹒湘夫人) : í帝子降兮

北渚，目砂砂兮愁予J ' í愁予J '帶有一種

淒美感傷的意味，迷惘、悵然、恍然。也因為

這個筆名，總讓我們有一種婉然、淒美的感受，

而鄭愁予的新詩，似乎也以此清婉的風格定調。

早慧的詩人， 1947 年就讀崇德中學時，發

表〈礦工〉曾獲北大師長讀賞，還為該詩詮釋，

給鄭愁予很大鼓勵，散發他對詩歌內涵的重視。

1953 年在台灣發表第一首新詩〈老水手〉

於《野風》雜誌，此後不斷地在《野風》、《新

詩周干IJ) 發表新詩。

詩人 16 歲自費出版第一本詩集《草鞋與館

子) ，其後陸續出版《夢土上》、

《窗外的女奴》、《鄭愁予詩

集》、《刺繡的歌謠》、 1993

年《寂寞的人坐著看花》、《衣

僻》、《雪的可能》、《燕人行》

等詩集。

享譽國際的詩人鄭愁予，

曾榮獲救國團青年文藝獎、中

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海外華

人文學貢獻獎、中華民國家文

藝獎新詩獎、時報文學獎推荐

獎、國際藝術學院授予文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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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學位等獎項與榮譽，實至名歸。

三、蒞校演講

2013 年四月二十二日，本校惠課講座邀請

鄭愁予蒞校演講，從青春年少即拜讀他的詩作。

蒞校演講，當然不能錯過，讓筆者有機會近距

離與詩人接觸，於是早早上網報名，更兼而有

之的是，圖書館員通知，當天中午可以和詩人

一間用餐，這是一項榮耀，可以更近距離接觸

詩人。

一位崇拜的偶像，臨現中興大學，是怎樣

的盛況呢?

中興大學以農資及理工為盛，雖然有文學

院，但是，文學院的學生顯然沒有很多人，這

樣的演講能夠造成轟動嗎?心裡狐疑著。

與詩人共餐，聽他敘說寫詩的因緣，我們

彷彿歷經一場歷史現場，感動激悸。用餐結束，

館員開車送詩人到會場準備演講，我們則迅速

往圖書館前進，結果，演講會場大爆滿，連走

道都擠滿了聽講的學生，甚至，講台前面的空

間也塞滿了學生，連個側身行走，都要以輕功

挪移的方式前進，正在思考，當何去何從?到

哪裡找空間容身呢?突然聽到館員呼喚，前面

有預留師長的貴賓席，一聽，雀躍萬分，立刻

穿越人群，往前行進。真的，第一次參與這種

演講盛況。聽眾五百多人，將演講會場擠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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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洋溢著莘莘學子們對詩人崇拜與孺慕之心。

演講題目是〈從游世到濟世，從藝術到仁

術> '詩人暢談自己心懷濟世之心，從早期詩

作抒寫性靈的「游世J '到後來關懷社會，憂

憫世情的「濟世」情慎，而寫詩的心境也由技

巧的「藝術」層面昇華到「仁術J '不再只是

自我表述情意的層次而已，更提昇到關心社會

群眾的高度，這種胸襟，令人想起杜甫〈茅屋

為秋風所破歌〉呈現出來的仁者襟懷，這種憂

憫情懷，使杜甫不僅是詩史，也是詩聖的最佳

典範。大凡一位偉大的詩人，總能夠從自己推

擴到群眾，鄭愁予也從小我擴大到大我的關懷

層面。詩人並當眾朗誦了八首詩歌，包括了《錯

誤》、《水巷》、《客來小城》、《賦別》、《小

小的島》、《無終站列車》、《煙火是戰火的

女兒》、《雨說》等艙炙人口的詩歌。

鄭愁予最有名的〈錯誤〉寫於 1954 年，從

此，成為他的成名作，也是華人世界不可錯過

的經典名作。據詩人自言，許多人聽他的演講，

皆指名要聽詩人闡述這首詩的意境或本事。於

是，詩人公開演講時，往往以〈錯誤〉作為開

場白，同時，也讓聽眾鉤聯自己對該詩歌的想

像意境是否與詩人的感受相符應。

這是一場自發性報名的演講，沒有強迫、

沒有制式規範，大家很專注地聆聽詩人演講，

環顧學生們的情態，每一個聽講的專注神情，

令人動容。原來，文學家的魅力在此，不需要

廣告、不需要宣傳，就可以自動集結一群愛好

者，不為名、不為利，只為了聆聽詩人一席動

人精闢的演講，雲集於一堂。

四、祝書活動與跟夢專輯

2013 年是詩人八十大壽，明道大學舉辦一

系列活動，包括《傳奇鄭愁予》新書發表會、

鄭愁予國際學術講座及研討會、設置校園的鳳

凰詩團等項，鄭愁予不僅親臨會場，還為研討

會進行主題大會演講，最令詩人感動的是，以

大甲高中、彰化高中等國高中學生參賽的鄭愁

予詩歌朗誦比賽，博得詩人的喝采。可見，喜

歡讀詩，是大家共同的權利，連國中生、高中

生皆能聲情俱佳地詮釋詩人的詩歌。

除了各項學術或藝文活動之外，其實，鄭

愁予的魅力無遠弗屆，曾經出版過音樂專集，

其後，復刻版《旅夢》系列專輯，讓純粹是平

面的文學，轉成影音的賞鑑，由李建復、陳儷

玲等人重新演繹鄭愁予的新詩。時在 1995 年，

藝術界出現罕見的大創作，集合文壇、樂壇、

舞壇一間創作《旅夢》專輯，將鄭愁予的新詩，

結合李建復、陳儷玲的演唱，配合羅曼菲舞蹈

詮釋新詩的意境。全套《旅夢專輯》有四，系

列一《牧歌》由李建復演唱鄭愁予詩歌十餘首，

包括膽炙人口的〈錯誤〉、〈旅夢〉、〈牧歌〉、

〈相思〉等;系列二《相思》由陳儷玲演唱，

內含十首歌，有〈不再流浪〉、〈相思〉、〈戀〉、

〈牧歌〉等詩;系列三《鄭愁予導讀》由鄭愁

予親自為十三首進行創作本事的導讀，包括〈牧

羊女〉、〈晨〉、〈偈〉、〈情婦〉、〈旅夢〉、

〈錯誤〉等詩;系列四是DVD '屬於影像典藏，

有羅曼菲的舞蹈，演繹〈不再流浪〉的意境，



有李建復的〈牧歌〉、陳儷玲的〈相思〉、〈不

再流浪〉及完整版的〈牧歌) ，透過影像與歌

聲，重新演唱鄭愁予的新詩，讓藝文界呈現嶄

新的活力，讓詩與夢的情境再現。這是藝文界

的盛事，此後，詩人的詩將隨著歌聲永世傳唱

下去，成為立體的聆賞，不再只有平面文字的

閱讀而已。

五、新時評賞

閱讀歌詩，遙契作者之意，是最美的心靈

饗宴。活在當下，我們慶幸這是一個有詩的時

代，讓我們得以閃躲人世的膽腫僵賽，得以遁

開忙亂如流的漩渦，得以在亂流中有一方浮木，

讓我們可以撐過人世種種風霜雨雪。因為詩，

而讓我們能有清徹澄淡的心境，浮遊在這個亂

世之中。於是，閱讀，是我們存在的方式之一，

藉由契會作者心靈，而能活出昂揚的生命風姿，

因為文字如蓮，讓我們得以享受清芳的文學氛

圍。如是，而能昂然自得，而能胸有詩書氣自

華地脾脫群倫，讓傲骨涵蘊在胸而能增長雍容

氣度，展現偉岸風標、展現誤決氣象。除了〈錯

誤〉之外，尚有一些騰錄人口的名作，令人鐘

愛。例如被選入香港教科書的〈水巷〉

四圍的青山太高了，顯得晴空

如一描藍的窗...

我們常常拉上雲的窗惟

那是陰了，而且飄著雨的流蘇

我原是愛聽聲聲與鐸聲的

今卻為你戚戚於小院的陰晴

算了吧

伍、藝文活動 。

管他一世的緣份是否相值於千年慧根

誰讓你我相逢

且相逢於這小小的水巷如兩條魚

這是一首敘寫雨巷相逢的情緣，山高喻示

障蔽與隔離，窗戶喻示空間框限，然而躍動的

心靈卻不被阻斷，想眺望的心與眼，穿越所有

的障蔽。一場偶然的陰雨，讓整個巷子如同浸

泡在水中，水巷之中，偶然相遇，不管是否因

為慧根相識，相逢就是一種緣份、一種殊勝的

因錄，一場綿綿細雨，使得相逢如同在水中的

魚一樣，可以相忘於江湖，而這樣一份雨巷相

逢的幽然情懷，可以忘去青山的障隔、窗戶的

框限，自由自在地游走在雨巷之中，如同相逢

在水巷中的魚。

再如〈賦別〉亦是名作:

這次我離開你，是風，是雨，是夜晚

你笑了笑，我擺一擺手

一條寂寞的路便展向兩頭了

念此際你已回到清河的家居

想你在梳理長髮或是整理濕了的外衣

而我風雨的歸程還正長

山退得很遠，平蕪拓得更大

哎，這世界，怕黑晴巳真的成形了...

你說，你真傻，多像那放風箏的孩子

本不該縛它又放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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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箏去了，留一線斷了的錯誤

書太厚了，本不該掀開扉頁的

沙灘太長，本不開該走出足印的

這次我離開你，便不再想見你了

念此際你已靜靜入睡

留我們未完的一切，留給這世界

這世界，我仍體切的踏著

而已是你底夢境了....

這是一首傷別的詩歌，江淹曾云 í黯然

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將千古的離亂傷別，

總攝於「黯然銷魂」四字之中。離別，總是徘

側纏綿，撼動人心的，無論是李白的蘭舟初發，

或是張若虛的青楓浦上，或是李商隱的藍回日

暖，或是柳永的曉風殘月，或是秦觀的月迷津

波:傷別，總是鉤人心魂似地，成為千古的傳

奇;當鄭愁予重新書寫傷離意緒時，也產生了

不間的感受，離別而不想再相見，是一份怎樣

的情懷呢?將一切未完的留給世界，而夢境究

竟可以體現什麼呢?這種悵然、恍然、迷然、

惘然的情懷，是可以人心共感的，文學的成就，

也就是在共同契會下，證成人世過合的偶然與

必然。

〈偈〉是一首被愛賞的名詩:

不再流浪了

我不願做空間的歌者

寧願是時間的石人然而，

我又是宇宙的遊子

地球你不需留我

這土地我一方來

將八方離去

寫得是時空之下的悠渺，曾經由羅曼菲編

舞易名為〈不再流浪) ，對映陳子昂的「前不

見故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

而涕下J '更有一種超然獨立的滋味，來自土

地的餵養，終將八方而去，一種既悵然，又曠

達的況味，是悲愴之後的醒悟?抑是一種遺世

獨立的滄茫感受呢?既無陳子昂之感晴，亦無

傷逝之悲情，有的是一種澄徹了然的清淡，索

漠而悠然，帶著我們進入時空的流浪之中。

復次，邊塞組曲，有三首，也是鄭愁予的

名作，其中的〈野店〉有種蕭然的哀感，也有

畸窈的情意流轉其中:

〈野店〉一一邊塞組曲之二

是誰傳下這詩人的行業

黃昏里掛起一盞燈

啊，來了

有命運垂在頭間的駱駝

有寂寞含在眼里的旅客

是誰掛起的這盞燈啊

曠野上，一個矇瓏的家

微笑看﹒ .4141..

有松火低歌的地方啊

有燒酒羊肉的地方啊

有人交換著流浪的方向...

流浪，似乎成為鄭愁予詩歌中常常出現

的意象，也許，可用來呼應詩人生長在顛沛亂

雕的時代，對於流浪特別有感會，故而流浪的

意象成為鄭愁予早期詩歌風格之一。流浪，可

以很瀟灑、很豁達，也可以很無奈、很索然。

什麼是流浪的基調呢?在時空不定之間浪走天

涯，不穩定的時間與空間，是一種浮動的人生，

沒有未來的方向，人生將何去何從呢?詩歌寫

的雖是旅人的心境，但是，我們每一個人存活

在世上，不就像李白說的暫寓塵世嗎?我們皆

是時空逆旅下的過客，那麼，什麼是永恆?什

麼是家鄉?跨界的流浪，標註的是一種飄泊的

心境，一種沒有歸屬感的未來，也許，未來也

不是未來，只是未曾到來的時間與空間，甚或

是心境而已。「有人交換著流浪的方向 J '是



的，我們何嘗不是在人世逆旅中交換著流浪的

方向，有人為名，有人為利，有人為學業，有

人為事業，有人為愛情，有人為親情，不同的

名目，皆是我們浪流的不同方向罷了，誰能說，

我們不是逆旅中的過客嗎?

喜歡鄭愁予詩歌的人很多，從閱讀晶賞提

昇到研究評論的高度，也是一種解讀的方式 o

目前台灣學界有六本學位論文，分別論述鄭愁

予的音律風格、流浪基調、自然美學及想像世

界等。象徵著閱讀、賞鑑詩歌，提昇到研究的

層次，預示著鄭愁予的詩歌不僅有閱讀的廣大

群眾，也有深度的評論來深化詩歌的閱讀。

六、有時有夢的時代

雖然，鄭愁予寫了不少詩歌，皆足以撼動

人心，但是，一曲〈錯誤〉可望成為千古名詩，

更是他的代表作，無論後來的詩風如何轉變，

讀者們仍然被青石向晚的詩句鉤攝心魂，被「達

達的馬蹄聲」所魅惑， r我不是歸人，是個過

客」遂成為所有流浪的符碼，也是等待的符碼，

留在「離去」與「等待」之間。

外錄的榮譽，終將化為塵土，如流風沫影

伍、藝文活動 45 

銷歇在宇宙的邊際;然而，詩歌的成就，卻是

永恆的:文學，可以跨古越令、橫度歷史亂流。

歷史可以不斷更送，故事可以不斷再造，然而，

詩篇，卻可以傳世不朽、可以歷久彌新、可以

讓後人冥契而體會作者之心 o 如是，如何將不

朽的詩篇永世傳唱下去，是我們的責任。所有

的故事也許可以中轍，而詩歌卻可以不斷地被

後人傳寫與演繹 a 凝視前人典範與風標，似乎

也應該傳寫屬於我們的詩歌，讓後世的人，因

為閱讀詩歌，得以度越浮世間L流，而能展現清

流與風標。

我們慶幸，詩人是我們的校友，讓我們得

以薪火相傳詩歌的火種，在中興大學，綿延不

斷。

也慶幸，這是一個有詩歌可以晶賞的時代，

不致讓我們在亂世浮流中盲動，而可以秉著一

股清流，度越人世急流險漏。

接著，讓我們繼續不斷地書寫屬於我們的

詩歌吧，如果，這是一個可以慶賀的時代，一

個有詩有夢的時代，就讓我們繼續為文學編夢，

為詩歌留下不滅的火種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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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鄭愁予活動簡表

aJG圖
出生於山東濟南;愁予父親為鄭曉嵐將軍，因此他從小就跟著父親不斷遷徙的軍放生活，從濟南、

北平、南京、漢口、武漢、衡陽、桂林、陽朔、柳州、|、梧州到廣州，行遍大半個中國，飽覽大陸各
1933 

地的風土人情，山水風光;愁予幼年時值抗戰末期，經歷兵荒馬亂的流離生活，中國遭逢的巨大破

壞與災難，逃難時親眼所見的悲慘狀況一直深烙於他心中，這也是他堅持人道關懷詩魂的原因之一。

14 1947 入北京大學文學班學習;在校刊上發表〈礦工〉一詩，為第一首對外發表的詩。

在衡陽的道南中學與同學組織「燕子社J '創辦並發行了袖印的刊物《燕子) ;並在五月以「青蘆」

的筆名，自資出版了第一本詩集《草鞋與領于) ;後來跟著家人到了台灣新竹，就讀新竹中學;此

16 1949 時他十分愛好體育，曾任台灣青年登山協會常務理事、滑雪委員會委員，還是台灣省的田徑代表和

19 1952 

台灣陸軍足球代表隊隊員;後來考上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畢業後在基隆港務局工作，這一工作為他

寫下大量優美的航海詩提供了條件。

《現代詩》主輛車E弦約他到台北會面，並給予讚揚勉，此後他用筆甚勤，積在《野風》、《現代詩》、

《公論帥、《自立晚報》發表詩作，開始了他正式的詩人生渣，在台的第一首詩〈老水手〉。

22 1955 在台第一本詩集《夢土上》出版。

33 1966 (衣僻》出版。

《窗外的女奴》出版，任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時，曾與朱橋合編過「幼獅文藝J '當時想了很
34 1967 

多新點子，辦活動、座談，搞專題策畫。

35 1968 赴美愛有華大學，成為聶蒂主持的「國際寫作計劃」成員。

36 1969 進愛荷華大學東亞語文學系任教。

37 1970 

40 1973 

41 1974 

46 1979 

47 1980 

49 1982 

50 1983 

52 1985 

53 1986 

57 1990 

轉入愛荷華大學人文學院「詩創作坊」就讀，並撞創作藝術碩士學位:後來又進入該校「大眾傳播學」
博士班研讀。

轉赴耶魯大學東方語文學系任高級講師。

《鄭愁予詩選集》出版(志文出版社)。

《鄭愁予詩集 1951-1968) 出版(洪範出版社)。

《燕人行》出版。

入選《陽光小集) í當代十大詩人」

入選《台灣詩人十二家》之一。

《時花剎那) (香港)、《雪的可能》出版。

《長歌》出版(自印)

《刺繡的歌謠》出版。

1990 至 1992 年擔任《聯合文學》總編輯，共 36 期;在他搶任總編輯時，使《聯合文學》產生了一

些異於以往的風格，原本以散文、小說與評論為主軸的雜誌，加入了一些詩的園地，如 64 期的「近

代著名情詩選粹」、66期的「詩之旅」專欄、 70期的「詩世界」及71 期的「詩潮J '此後，更立「詩」

為一專欄，開闢了更多新詩作品發表的空間，使文壇將更多目光投向詩，由此可見愁予對詩的努力

與貢獻。

60 1993 (寂寞的人坐著看花》出版。

63 1996 獲國家文藝獎; (隨身讀一一夢土上》出版。

詩作〈錯誤〉編入台灣高級中學國文課本，為自五四以降首次入選的兩首白話詩之一，亦為台灣國
64 1997 

立編譯館多年來之首次改版。

被選為台灣文學三十位「經典作家」之一，得票為詩歌類之冠;此項選舉係由台灣文建會與台北聯
66 1999 

合報共同主辦。

67 2000 (鄭愁予詩的自選 II) 出版(北京出版社)

68 2001 受聘為耶魯大學「駐校詩人J 猩頌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第五屆傑出會員獎。

71 2004 (鄭愁予詩集 111969-1986) 出版。

80 2013 蒞臨中興大學演講

參考檢索網站:http://www.tpocl.com/con岫t/writerTimeline呻!X?n=E0159

中文所梁惠茹 2013.08.30 檢索編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