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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開斌，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博士生。台灣中央

研究院文哲所訪問學員（2018-2019），康奈爾大

學批評與理論學院暑期學員（2017、2011）。研究

興趣包括現當代中國文學、華語語系文學，尤為

關注中歐跨文化主體性流動、浪漫主義哲學、極

權主義、生命政治等。博士論文以華語詩人、藝

術家木心為研究對象，在民國新文學和美育運

動、毛時代極權主義、華語離散等延綿更迭的現

代性歷史、文化語境中，展現其浪漫主體——「伊

卡洛斯 -藝術家」跨時空成長史（Romantic 
Bildung）。2011 年於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獲哲學碩

士學位，研究領域為翻譯與跨文化研究。2009 年

於北京清華大學外文系獲文學學士學位，專業為

英語語言文學。修讀研究生、博士課程期間，獲

香港大學查良鏞獎學金等多種，并於美國、香港、

台灣、中國大陸發表學術會議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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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殤」的記憶與文學：木心《同情中斷錄》的哀悼書寫與歷史

批判 

歐陽開斌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博士生  
 

 
一、木心與《同情中斷錄》 

華語作家、詩人、藝術家木心（1927-2011）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台灣成

名，本世紀初又在中國大陸獲得關注，隨即回流台灣，木心逝世后，眾多

台灣作家回憶作家木心，2013 年則由印刻出版社推出目前海峽兩岸最為完

整的木心文集。近年來木心研究亦悄然啟動，一批青年學生以木心為題撰

寫碩、博士論文。本文則聚焦於木心的絕版著作：《同情中斷錄》，研究

其書寫中突出的哀悼主題。木心青年離鄉求學、中年縲紲極權之下，壯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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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闖蕩、晚年孤露，一生歷見生命種種喪失，回望、追憶與哀悼乃構成

其文學核心風景，集大成者便是《同情中斷錄》（1999）。在筆者看來，

該書是現代華語文學罕見的悼文集，飽含豐富獨特的私人、集體與時代記

憶，但未獲研究者關注，所收諸篇現亦流散四落。木心著作在大陸出版、

台灣再版，甚至以「文集」出現時，此書都不再出現，被分割到了其它集

子之中。這意味著，這本意在悼亡的書，竟也吊詭的「消失」。在此先介

紹其「書」的基本情況。  

 

二、哀悼之書：《同情中斷錄》各篇 

《同情中斷錄》1999 年由瀚音文化在臺出版，共收錄 10 篇文章，以

其中的<同情中斷錄>一文為書名。書中哀悼貫穿木心童年、青年、中年、

晚年，且由己及人，涵蓋血親、師生、友人、愛人以及作者-讀者等多個倫

理維度上的記憶與情感，亦從悼人擴展到哀物，緬懷消失的故鄉、故園與

故城。而上述哀悼，亦被嵌入大的歷史圖景，如：民國現代化、江南美育、

抗日戰爭、上海摩登、左翼文藝、新中國以文革為巔峰的的極權政治，以

及現代華人離散等等。其中，<童年隨之而去>借落入水中的漂亮瓷碗，追

憶天真的童年時代，以及後來人生中，許多像那碗一樣隨水飄去乃至碎了

的東西。<第一個美國朋友>懷念小時候生病悉心照顧他的母親與美國醫生。

<草色>哀悼一個埋在他心中四十多年的美麗的孩子；<戰後嘉年華>追悼青

年的美專歲月和成為一座倉庫的上海美專。<此岸的克利斯朵夫>為美專同

學好友席德進而作；<雙重悲悼>是為師尊林風眠而寫的悼文，哀悼林在文

革中自毀的不可重複的傑作和他難登造境的晚年藝術家悲劇；<飄零的隱

士>感懷少年文學偶像張愛玲，感歎她後半生再無傑作。另外兩篇文章，<
上海在哪裡><烏鎮>則是追悼他的血地烏鎮和長期生活的城市上海。壓軸

的<同情中斷錄>哀悼的對象，則轉成木心自己的學生。1940 年代末、1950
年代初的七位中國青年，正當年少，各具才幹，前途無量，時常相聚談文

論藝，卻在隨後的歲月裡，一一從藝術的道路上消失。這些哀悼從不同類

型、不同角度圍繞著「木心」，顯出其內心層疊累積的傷痛，而它們同是

對於現代中國、以及現代性的世紀批判與哀悼。其價值維度，正來自於個

人本位的「自我完成」和基於此的生命意識。以此擴散開去，可以說追憶、

哀悼是木心文字中最大的主題。此類的篇章還有很多，而且分散為各個體

裁之中。 1 

                                                      
1 木心悼念藝術家的文章，還應算上他寫給韓波的<醉舟之覆——韓波逝世百年祭>（1991）。2006

年，回到故鄉不久、79 歲的木心發表了人生最後一篇祭文<祭魯迅：虔誠的閱讀才是深沉的紀念

>（2006）。此外，1990 年代，木心還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上發表過一系列懷念歐洲作家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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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成與行過：現代、民國情結 

木心將十篇悼文統領在「我曾見的生命，都只是行過，無所謂完成」

的倫理關懷下，筆者即以此展開分析。第一，生-死辯證。就木心個人而言，

書寫記憶、呈現創傷、自我療救三者互動，哀悼死亡正是其把握生命、自

我完成的產物。第二，私-史對話。木心的哀悼，基於個人、私人，同時又

自覺超出個人與私人，扮演歷史中介角色。他既是親歷者、受難者，又是

見證者，也是書寫者、評論者。其哀悼既是文學，也是歷史文化的記憶檔

案，除了療愈自我，亦在普遍、超越的生命倫理維度上，批判中國現代性

之宏大歷史，而其途徑與效果，正基於其哀悼書寫充分的個人性、私人性

與文學性。  

木心自覺、明確的將《同情中斷錄》歸於悼的範疇。書的扉頁上註明：  

本集十篇皆為悼文，我曾見的生命，只有行過，無所謂完成。 2 

自我完成（實現）是隱伏在木心文字、言辭中的一個核心觀念。也是顯示

木心作為五四後人、民國後人的一個關鍵詞。自我實現，自然與新文化運

動「發現個人」、個性解放的時代精神相呼應。木心世界文學史講課實錄

《文學回憶錄》與《木心談木心：<文學回憶錄>補遺》集中顯示，個人主

義是木心文藝思想的基石之一，其整個世界文學史的講述，便滲透著藝術

家自我完成的倫理意涵。木心對與藝術相關的人、事之評論，便取此角度，

也是他自己的情結與心結：  

1——從藝術的角度判斷，耶穌是「成了」，從人生的價值判斷，耶

穌愛世人是一場單方面的愛……論信仰，耶穌是完成的；耶穌對人

類的愛，是一場單戀。 3 

2——人各有志。屈原詩，乃作品。他的死，也是作品，是一種自我

完成。剛才說政治、人生、愛情難成功，都因為不得自己做主。藝術

上的成功，乃可以自主。屈原寫詩，一定知道他已永垂不朽。每個

大藝術家生前都公正地衡量過自己。有人熬不住，說出來，如但丁、

普希金。有種人不說的，如陶淵明，熬住不說。……如今遠遠去看屈

                                                      
字。 
2  
3 木心講授，陳丹青筆錄, 文學回憶錄（上冊）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3),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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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他像個神，不像個人，神仙、精靈一般。實際政治，他都清楚。

他能昇華，他精明，能成詩，他高瞻遠矚。 4 

3——發揮一下：風格是一種宿命。  

徐文長字怪畫怪，劇本不怪，反倒不好了。叫梵高畫工筆，完了。希

臘人說：認識你自己。對藝術家，還有一句潛台詞：認識你自己的

風格。  

一說：恨不早生三百年。給人說了。  

我說：幸虧晚生三百年。古人忘說的，我來補說。  

有人或在心裡說，認識自己的風格有何難？希臘人知道，認識自己

最難。  

畢加索完成藍色、粉紅色（玫瑰）時期，認識自己了嗎？等他看到

黑人木雕，醒了過來。貝多芬到《第三交響樂》，才是自己。  

認識自己的風格，是大幸事，很多人一輩子不曾享受這種幸事。但

找到後能否成功，還難說。 5 

4——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藝術，《金瓶梅》要靠你

自己找出它的藝術……這兩本書，我的感慨是：《紅樓夢》惜在未由

曹氏完成，《金瓶梅》的作者沒有藝術家的自覺。 6 

5——你們時代不同。我年輕時，常常聽說有人妻出走——中國只有

一個真的娜拉：秋瑾。革命，赴死。她是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

未完成，中國許多娜拉走過一條路：去延安。 7 

6——文學有兩類：一是獨自完成，但不影響別人。一是獨自完成，

卻給予別人、後人影響，滋養後人的藝術。  

7——《城堡》，《變形記》，手法是他個人的偏好，他完成得很好，

他的作品並未完成，但風格完成了（有的人作品完成了，風格沒有

完成）。  8 

                                                      
4 Ibid., 154. 
5 Ibid., 419-20. 
6 Ibid., 437-38. 
7 木心講授，陳丹青筆錄, 文學回憶錄（下冊）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3), 681. 
8 Ibid.,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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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大家還在青春期。我是到了美國才發育起來的，臉上一大堆看

不到的青春美麗痘。第一見證人是丹青。他看到我怎樣成長起來。

在中央公園寒風凜冽中，讀我的原稿。我很謙虛哩，在心裡謙虛哩。這

樣嘛，才能成大器——中器、小器，也要完成。 9 

「自我完成」是他取自民國，終身使用的詞彙。在他的作品中一再出

現圍繞「未/完成」的諸多感懷抒情，構成其世紀末、海外書寫的絕大心情，

并超出個人。木心在追憶上海美專、杭州藝專的文章<戰後嘉年華>（1993）
如此悲歎：「我曾見的生命，都只是行過，無所謂完成」，這正觸發於「上

海美專」在共產革命勝利後的消失：  

回上海，故意選定初春的雨日，驅車去菜市路，一路的地名歷歷在

目，景物也依稀如舊，近校情怯，我提前下車步行過去，東一條街，

西一條路，弄堂也不缺少，就是沒有那幢深灰色的四層樓，問問附

近店家，「什麼上海煤磚」，似乎很生我的氣，我情怯而膽也怯起

來，只好立在綿綿的春雨中，定心凝神，捉摸方位，徐徐認出那一

座方頭方腦的有門無窗的冷藏倉庫，便是當年的上海美專了。如果

改建為別的民房或商店，也許還能走進去，搭訕著瞧瞧內里是否猶

存若干舊觀，唯獨這龐大的倉庫，使我的記憶力和想像力只能死限

於嚴寒和漆黑……一切建築物中，以冷藏倉庫最為飽脹、窒息、顢頇

無情。  

「我曾見的生命，都只是行過，無所謂完成。」  

人們不介意這句話，我又何嘗不知有的生命確實是完成了的。在世

界各國的名城首都，我巡禮所及，多的是完成了的、永恆了的生命

的化石或結晶，然而近百年來的中國卻無此等景觀，上海美專的消

失，只是極微弱的象徵。「蘭心」曾除名，現在又復了名，倒顯得有

表不及里的反諷意味。「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是一番得理的感慨，

「早知當初，何必今日」是一點忘情的滑稽。歷史這種東西，即使

短短一段，也充滿寂寂的笑聲，多少人還想以「行過」算作「完成」，

其實稱之「行過」，乃是為沒落者代庖措詞，所以還想重復說：  

「我曾見的生命，都只是行過，無所謂完成。」  

                                                      
9 木心講授，陳丹青筆錄, "最後一課," in 文學回憶錄（下冊）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3), 

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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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示我希望有所「完成」的個人和時代的出現，這是一個額外的殘

剩心願，揮之不去，草此蕪文，時美東風雪，一九九三年歲雲暮矣。
10 

在集中回顧自己旅美文學生涯的散文<遲遲告白>（1998），木心依然是圍

繞「完成」與「行過」以自我詮釋，尤其是自己的激流隱退：  

從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三年，這樣就寫了十年散文，之後，報刊和

雜誌上不再出現我的名字和作品，除了兩三篇應時的悼文。  

昔俄國大鋼琴家安東·羅賓斯坦，在名滿天下之際，突然退隱，苦修

十年，重登舞台，那真是非常之闊氣的，我夠不上這種瑰意琦行，

只是倦於「粉墨，暫且下場。寫，一樣在寫，寫得比以前更多。不發

表，也不出書。擊異國之壤而歌曰「日出而寫，日入而改，知名度於

我何有哉」。以粉墨登場而換來的知名度是「行過」，洗盡鉛華至心

朝禮於藝術才有望於「完成」，我在《戰後嘉年華》中再三感嘆「我

曾見的生命，都只是行過，無所謂完成」。現實中，所見者小，而在

歷史上，就大有人真是完成了才離開世界，而其業績從此與世共存

—暢銷書是行過，經典著作是完成。賽珍珠、辛克萊是行過，福克

納、麥爾維爾是完成。捷爾仁斯基的銅像是行過，普希金的銅像是

完成。希特勒《我的奮鬥》是行過，愷撒《高盧戰記》是完成。流行

歌曲是行過，《未完成交響樂》是完成。馬戲團小丑是行過，卓別林

是完成。英國皇家是行過，丘吉爾是完成…… 

相比于前期的散文，木心寄望於詩以自我完成。而《同情中斷錄》（1999）
更集中揭示了木心對於個人與文化的生命無法「完成」的傷痛。11這是一本

特殊的悼亡文集。木心在書前稱：「本集十篇皆為悼文，我曾見的生命，

只有行過，無所謂完成。」他的哀悼對象不止於人，也不止於一己之私。

「生命」擴大到了他人、故土、故國與文化以及人性本身。突出的例子是，

木心執意於重寫《詩經》，也正是認為《詩經》是尚未完成的作品。12以此

觀之，木心五年講授世界文學史，便是範圍更驚人的緬懷與哀悼。  

藝術家木心與「二十世紀中國」深有瓜葛，「自我完成」是長久折磨

他的心結，也是他自我解釋與安頓的價值維度。在與學生的交談中，他如

此自評：  

                                                      
10 木心, "戰後嘉年華," in 魚麗之宴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 131-33. 
11 同情中斷錄 (臺北: 翰音文化, 199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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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在用知識和智慧獲得財富這方面將，我這輩子是失敗了，我

也無後，可以說斷子絕孫，但我用藝術完成了自己。 13 

這一「自我完成」的情結，根植于民國。彼時，包括自我完成、自我教育

這樣的話語流行一時。14新文化運動發現個人，號召個性解放，已是普遍常

識。人生觀思潮在民國影響巨大，「我」的「人生」問題又是人生觀思潮

的中心所在。如彭小妍指出的，「人生觀論述的關鍵概念，可由張君勱在

<人生觀>中的一段話來概括，『人生觀之中心點，是曰我。與我對待者，

則非我也。』」15離開了「我」，便無人生觀可言。詭異之處，即在於「大

我」、「小我」的糾纏，而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文藝人、青年，為此付出

沉重經驗，不必多言。木心作為五四後人，切實的繼承了這一歷史的後續

發展劇情。  

此類詞彙的流行，根本的背景還是新知的傳播，此中關聯最大的，是

倫理學、心理學、教育學的廣泛介紹。以「自我完成」、「自我實現」為

關鍵詞檢索《民國圖書數據庫》，即出現大量此類相關著作，既包括西方

的譯著，也包括本土著述。報刊上，出現種種與之相關探討。比如，1921
年《新人》上翻譯了泰戈爾的文章<人生的實现：自我的實現>。 161924 年

《教育與人生》登出文章，標題直接就是<「自我實現」問題> ；171937 年

的《新中學生》刊登文章<怎樣完成自我>。18民國年間，以「自我教育」為

題的文章，多達百篇。在學者著述方面，如黃建中（1889-1959）的《比較

倫理學》（1944）即以「自我實現」為其倫理學之理想：  

倫理學之有唯理、唯情二宗，尤知識論之有觀念感覺二派矣。只是

不能有觀念而無感覺，亦不能有感覺而無觀念；道德不能有理性而

無情感，亦不能有情感而無理性。知識論既有調和觀念感覺二派之

說矣；倫理學亦有融通唯理唯情兩宗而調和於其間者，則自我實現

說（the theory of self-realization）是矣。 19 

                                                      
13 曹立偉, "木心片斷追記," in 温故 : 木心逝世三周年紀念專號, ed. 劉瑞林 (桂林: 廣西師範大

學出版社, 2015), 184. 
14  
15 彭小妍, "「人生觀」與歐亞反啟蒙論述," in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 (台北市: 聯經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9), 53. 
16 （印）泰谷兒（錢家驤譯）：<人生的實現：自我的實現>，《新人》1921 年第 1 卷第 7-8 期，

52-68 頁。 
17 楚女：<「自我實現」問題>，《教育與人生》，1924 第 36 期，13 頁。   
18 朱芳春：<怎樣完成自我>，《新中学生》1937 第 1 卷第 1 期，17-21 頁。 
19 黃建中：《比較倫理學》，[1944]1965，轉引自彭小妍,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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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中斷錄》中的哀悼，貫穿木心童年、青年、中年、晚年，且由己及

人，涵蓋血親、師生、友人、愛人以及作者-讀者等多個倫理維度上的記憶

與情感，亦從悼人擴展到哀物，緬懷消失的故鄉、故園與故城。而上述哀

悼，亦被嵌入大的歷史圖景，如：民國現代化、江南美育、抗日戰爭、上

海摩登、左翼文藝、新中國以文革為巔峰的的極權政治，以及現代華人離

散等等。木心將十篇悼文統領在「我曾見的生命，都只是行過，無所謂完

成」的倫理關懷下，突出生-死辯證，展演私-史對話。木心的哀悼，基於個

人、私人，同時又自覺超出個人與私人，扮演歷史中介角色。他既是親歷

者、受難者，又是見證者，也是書寫者、評論者。其哀悼既是文學，也是

歷史文化的記憶檔案，除了療愈自我，亦在普遍、超越的生命倫理維度上，

批判中國現代性之宏大歷史，而其途徑與效果，正基於其哀悼書寫充分的

個人性、私人性與文學性。  

 

關鍵字：木心、《同情中斷錄》、哀悼書寫、記憶、歷史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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