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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1968

1968年是政治動盪的一年。1月，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掀開公民抗命的序幕，到法國的「五月風暴」，學生、工人及不同階級加

入抗議行動，爭取自由和平等。在美國，此起彼落的黑人平權運動震撼人心，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被槍殺後半年，兩名非裔美

籍運動員在墨西哥城奧運會頒獎台上舉起Black Power Salute，誰也忘不了這歷史一刻。

  這是騷動不安的一年，也是充滿希望的一年。橫跨整個西方社會的抗爭運動，象徵了反建制、反保守主義、新舊交替的一年。然

而，半個世紀過去，當年的社會運動對之後的社會發展有什麼啟示呢？本專題採訪了一些曾經參與「六八運動」的人，包括當年學

運過後隻身來華的法國學生、曾因佔領學術大樓被拘捕的美國黑人女生。在時代巨輪下，或許他們只是小人物，歷盡人生起伏後

，卻是最真實的歷史見證者。歲月在他們身上留下的痕迹，不只一根根白髮，他們的1968年，爭取過什麼？又承受了什麼？

  1968 年是政治動盪的一年，全球多國爆發大規模的社會運動。1 月，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掀開了公民抗命的序幕，到法國

的「五月風暴」，學生、工人及不同階級加入抗議行動，挑戰戴高樂的威權統治，爭取自由和平等。在美國，此起彼落的黑人平權

運動震撼人心，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被槍殺後半年，兩名非裔美籍運動員在墨西哥城奧運會頒獎台上舉起Black Power

Salute，誰也忘不了這歷史一刻。

  這是騷動不安的一年，也是充滿希望的一年。橫跨整個西方社會的抗爭運動，象徵了反建制與反保守主義、新舊交替的一年。然

而，半個世紀過去，當年的社會運動對之後的社會發展有什麼啟示呢？

  本專題採訪了一些曾經參與「六八運動」的人，包括當年學運過後隻身來華的法國學生、曾因佔領學術大樓被拘捕的美國黑人女

生。在時代巨輪下，或許他們只是小人物，歷盡人生起伏後，卻是最真實的歷史見證者。歲月在他們身上留下的痕迹，不只一根根

白髮，他們的1968 年，爭取過什麼？又承受了什麼？

  學運與工運交織 五月風暴 迷茫中求變革六八★法國甄梓鈴人沒有愚蠢和聰明之分，只有自由和不自由之分。

  —法國學生示威標語（1968）我們先由法國五月風暴說起。

  4 月中旬，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el Bonnin）接受龍應台基金會邀請，以「法國：從五月風潮的『左』走向了哪裏？」為題

，分別在台北和香港舉行了兩場講座，分享他親身參與當年學運的經歷。潘鳴嘯是法國五月風暴的參與者，也是研究中國上山下鄉

運動的專家。能說一口流利普通話的他，現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學生、傳媒常追問他當代中國問題，但關於

1968 年家鄉法國發生的往事，還是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談論。

  撕掉藍與白 只見紅旗飄揚記者相約潘鳴嘯做訪問，儘管已過半世紀，他對法國五月風暴仍記憶猶新，一輩子也忘不了。回想

1968年，年僅19歲的潘鳴嘯是南泰爾大學（又稱巴黎第十大學）哲學系二年級生，他坦言自己不熱中政治，五月風暴爆發前法國發

生多次學生示威，印象較深的一次，是有南泰爾大學的男生要求開放進入女生宿舍的權利，跟校方發生衝突。

  五月風暴是一件較複雜的歷史事件，1968 年3月可算是整場風暴的起點，一群反越戰學生佔領巴黎美國捷運公司大樓，遭警方逮

捕，當中一人為南泰爾大學學生。3月22日運動爆發當晚，潘鳴嘯正在校內聽音樂會，表演差不多結束時，一位紅髮男生突然衝上

舞台說「我們佔領了行政大樓」，呼籲學生支持反越戰的抗議運動，他才知悉事件。

  那名衝上台的學生是學運的核心領袖、德國籍無政府主義者柯本迪（Daniel Cohn- Bendit），就讀社會學系，潘鳴嘯與他在同

一棟樓上課，見過幾次面，但不熟絡。2008 年，他們在布魯塞爾一個研討會上再次碰面，聊起那天晚上的經過，「柯本迪仍記得

那晚音樂會演奏的是貝多芬鋼琴協奏曲，我佩服他的記憶力，能重遇他十分高興，他當年是個領導，是會開玩笑、很隨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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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行政大樓的學生們成立了一個「322 運動」組織，批判美國越戰、要求改革大學教育制度，那個時候潘鳴嘯還未加入學運的浪

潮中，直至5月初，南泰爾大學校方決定關閉校園，學生轉往索邦大學集結，警方擔心事態擴大，出動了上千名警員進入校園鎮壓

，引起更多人不滿。「校方認為大學不應該有政治活動，叫警察來（鎮壓），當我看見暴力，警察用催淚彈和棍子打人，便決定支

持學生那一邊。」潘鳴嘯說。

  5月10日當晚，學生在索邦分校附近的拉丁區（Quartier Latin）築起路障。潘鳴嘯憶述，不只學生參與，示威民眾中不乏中年

人和長者，巴黎市民紛紛加入學生陣營聲援，「大部分人都反對政府的態度，大學是我們的，不是警察的，所以我們佔領大學周圍

的拉丁區。」這位69 歲的學者給人隨和及幽默的感覺，談起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他指佔領區一開始氣氛良好，很多人在現場散

步、討論政治，後來部分示威者築路障，把石頭當成武器投擲警察，雙方發生衝突，多人受傷被捕。他的女友正好住在拉丁區附近

，兩人決定先行回去，在家中收聽私營廣播電台的消息，他笑着說：「我們不覺得自己是逃兵。」警方暴力鎮壓示威人群的消息

，觸怒了法國人，法國總工會等多個團體於5 月13 日發動全面大罷工，共100 萬人走上巴黎街頭示威。此時，潘鳴嘯和女友參與

了佔領奧德翁國家劇院的行動，他把戲院裏的法國國旗摘下，撕掉藍、白部分，剩下紅色旗幟揮舞。到了5月22日，示威人數已達

800萬，罷工令到整個社會陷入癱瘓。就這樣，這場學生運動演變成工人階級，甚至是挑戰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政權及第

五共和國體制的政治運動。

  戴高樂治下的法國是個威權保守社會，同性戀犯法，女權低落，女性上班不能穿褲子，已婚婦女到銀行開戶口須經丈夫同意，電

視節目及新聞要經審查，工人不受保障。與此同時，反越戰的抗爭已在美國鬧得沸沸揚揚，加速了法國抗爭運動爆發。

  嬰兒潮世代 難找自己位置為何這場示威會迅速蔓延？潘鳴嘯說，1968 年全球多個國家都有社運發生，在傳媒的影響之下，他和

其他法國青年一樣，看到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遇刺、西德青年學運領袖杜契克（Rudi Dutschke）中槍等新聞，受到很大

的刺激，「很大程度上我們是互相影響的。我們要抵抗（強權），追求另一種世界。」反越戰只是法國五月風暴其中一條導火線

，事實上這場運動的發生，與日積月累的社會怨氣有關。潘鳴嘯認為，年輕人不滿教育制度是原因之一。二戰結束後，遠赴戰場的

士兵們歸鄉，引發了嬰兒潮（Baby boom），西方國家的出生率急劇增長，大學生人數激增，他慨嘆：「由於人數龐大，我們這一

代人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戰後的經濟發展快，社會需要更多有識之士，令教育普及。以前許多人小學還沒畢業就要

開始工作，嬰兒潮世代是第一代有充分機會讀書的青年，大多數人讀高中和大學，正因為學到很多知識，多了思考，更敢於發聲。

特別是大學教育方面，年輕人渴望改革優化制度，破除傳統觀念的束縛。

  潘鳴嘯指出，當時法國年輕人求變的心很強，因為社會上充斥着太多不自由和不平等，思想依然傳統保守，例如在學校裏面，男

女學生要分班、分宿舍，諸多限制，這種不平等亦反映在僱主和工人、醫生和護士的身上，整個社會、各個領域都有不滿情緒，覺

得生活不夠自由。

  這場運動果然一如其名，來去如風。面對嚴重的政治危機，總統戴高樂於5月29日神秘失蹤，連夜趕往聯邦德國的法軍駐守地

，尋求軍方高層的支持，翌日返回巴黎發表講話，宣布解散國會重新選舉，早已厭倦罷工活動的市民走到香榭麗舍大道遊行支持戴

高樂，令情勢出現變化。

  隨後的6月，反戴高樂的示威浪潮逐漸減退，工人陸續回到工作崗位。本以為五月風暴能促成法國第五共和國的終結，然而，國

會選舉的結果出乎意料，戴高樂的右派在大選中獲得大勝，象徵着運動無疾而終。

  學運過後，潘鳴嘯開始學習中文，年少時對於馬克思主義很有興趣，對東方感到好奇，覺得在巴黎學不好，就決定去中國跑一趟

。但那時中國在鬧文革，外國學生一律被驅逐出境。他說：「既然去不了中國，就去最接近中國大陸的地方。」於是在1971年，二

十出頭的他隻身來到香港，寄居朋友祖父母的家，一邊打工一邊學習中文，還在此遇到從中國逃亡的知青，認識到文革那段歷史

，多年後著書《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現時長居香港。

  沒推翻政府 卻改變了風氣「雖然運動失敗了，但社會整體得到一些改革。」潘鳴嘯這樣說。五月風暴的影響力還是很大，戴高

樂勝選後組成新政府，就教育、勞工權利等方面推出多項改革措施，「因為他不可以當沒事發生，需要改革。」運動結束後，潘鳴

嘯曾參加學生與教育部長富爾（Edgar Faure）的談判，富爾是一名左派，他看到戴高樂政府邀請一位左派份子入閣，感到政府走

向開明。

  潘鳴嘯認為五月風暴改變了當時的社會風氣，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論是在家庭或是學校，人們開始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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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場抗爭更成為了後來「婦女解放運動」的起點。在潘鳴嘯眼中，1968 年的法國較為傳統，戴高樂政府的威權主義與傳統天

主教思想當道，男女關係傾向保守，社會把女性當做生仔機器，甚至不允許民眾避孕或墮胎，若迫不得已只能找黑市醫生，他實在

受不了這種想法。

  那次運動之後，男女關係自由多了，女權也有顯著提升，這反映在社會政策方面。

  他舉例說，1971年有343位具身份地位的法國女性，包括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杜哈絲（Marguerite Duras）、莎

岡（Francoise Sagan）等人加入法國女性解放運動，並簽署《343宣言》，一起支持女性擁墮胎權利，要求修改法律。1974 年

，法國右派政府甚至出現了一位女部長，翌年通過立法允許墮胎，增加了女性的生育自主權，為保障女性權益取得極大的進步，這

些都可算是五月風暴的成果。

  除了讓女性解放，社會氣氛變得開放之外，潘鳴嘯表示，這場運動亦創造了一個新傳統，就是罷工文化，「以後一有人不滿，便

會採取罷工、佔領地方的方式表達出來」，人們更加敢於努力爭取自己的權益。在這種情況下，法國工人的待遇進一步提高，企業

的勞資關係也得以改善。

  馬克龍改革 阻力大路難行50 年過後，中間派的馬克龍當上法國總統。自上任以來，馬克龍積極兌現競選承諾，提出多項大刀闊

斧的改革建議，包括勞動法、移民政策、農業補貼、退休體制，削減公務員職位和教育改革，近期他更向法國國鐵工人「開刀」

，提出延後法鐵退休年齡及縮減退休金等措施，引起各界人士不滿。

  馬克龍不顧國內的反對聲音，強推改革觸發了全國示威浪潮，迫使法國人走上街頭。

  上月起，法國國營鐵路公司（SNCF）的四大工會展開大規模罷工、法國航空工會罷工要求加薪，法國再度陷入騷動。有學生組織

更發起封鎖學校行動，不讓教師和同學上課，抗議政府改革大學入學考試的方案，違反自由教育的原則。當中包括巴黎索邦大學

，索邦大學正是1968年五月學運的大本營，歷史彷彿在重演。

  法國民調機構Ifop-Fiducial 於4 月18 日公布民意調查，在馬克龍上任總統快將一年之際，近六成受訪的民眾不滿馬克龍的政

績，主要歸因於急進的改革計劃。民意反彈會否令法國再度發生如1968 年大規模的社運風潮？潘鳴嘯認為可能性不大，「現在我

看不見社會變成一個像當年全國大罷工、讓政府癱瘓的狀況，但不排除社會將有大型運動，因為馬克龍政府想搞很多改革，要實現

這些改革，社會有些人會覺得侵犯他們的利益，這是一個問題。

  另一方面，有些人覺得不改革不行，所以一切很難說。」被問到法國當前面對的最大問題是什麼，他想了一想，說是就業問題。

事實上，高踞不下的失業率是法國社會的毒瘤，自歐債危機以來，法國的失業率一直徘徊在10% 左右，許多人都找不到穩定工作

，青年人失業率甚至接近25%，這是馬克龍主打經濟改革的原因，「我覺得多數人還是會支持改革，但如果後來有人感到失望

，（政策）對學生和工人有害，可能就有變化。」相比1968 年，現在的政治環境大不同，潘鳴嘯回憶，當時戴高樂已經執政了十

年，民間有一個口號：「十年，我們受夠了。」人們普遍對政府不信任，「不過現在馬克龍上台沒很久，還可以代表一種新東西。

」年輕世代有一個夢象牙塔中噴發革命火花黃珮瑜六八★美國你說你想來場革命/ 我們都想要改變世界/ 你說這就是進化—披頭四

《Revolution》（1968）時間回到50 年前的春天，倘若你身處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大概會有學生向你遞上一張寫有「有偷

竊案發生」的傳單。仔細一看，傳單所指的盜賊並非撬開儲物櫃偷東西的壞學生，而是哥倫比亞大學校方；被盜走的也不是錢包或

黑膠唱碟，而是紐約哈林區（Harlem）的公共空間。

  這些滿腔熱血、自發派傳單的學生，還不知道自己將改寫美國學運史。那年春天爆發的校園示威中，學生佔領了五幢建築，院長

一度遭禁錮。後來，防暴警察暴力清場，約720名學生被捕，成為美國學運史上最激烈的一幕。

  示威雖落幕，但哥大學生點燃的革命之火不單沒有熄滅，還一直傳揚開去，在全國各地形成一股反戰、反種族歧視、反性別主義

、反權威的風潮，使該年成為美國近代史上最動盪沸騰的一年。正如參與這場學運的著名作家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形容

，1968年發生的事，儼如一座「革命火山在猛烈噴發」。

  觸發學運的兩條導火線「我不打算隱瞞，當年我到漢密爾頓樓（Hamilton Hall）是為了看R&B 樂隊Soul Syndicate的演出，聽

他們邊彈着低音結他，邊唱《Ooo Baby Baby》。」當年參與佔領教學大樓的黑人女學生Karla Spurlock-Evans，如今已經6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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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這一切記憶猶新。她接受《香港01》訪問時坦言，當年是誤打誤撞才成為了學運一份子：「那天（4月23日）黃昏時分，我

到達漢密爾頓樓，大堂逼滿了學生，而且大家都表現得振奮激昂，不過當時並沒有樂隊演出。

  我看到每個角落都有學生就地而坐，我意識到他們正在抗議靜坐。我雖不是社運人士，但我明白同學們正在爭取些什麼，於是加

入了。」這場被譽為啟蒙無數美國人的學生運動，始於漢密爾頓樓的佔領行動。學生爭取的到底是什麼？那要由一個體育館說起。

1968年2月，哥倫比亞大學準備在校園外哈林區的晨邊公園（Morningside Park）興建一座體育場館。

  哈林是非裔美國人聚居的社區，哥倫比亞大學則相反，是建於晨邊高地（Morningside Height）的名校，學生以白人為主。

  哥倫比亞大學一再向外擴充校園，早已遭到非議。為了不落人口實，哥倫比亞大學承諾體育館落成後會開放予哈林居民使用。不

過，魔鬼總在細節裏，所謂社區、大學共享原來是「九一分帳」。根據圖則，體育館88% 面積都是學生和教職員專區，只有小部分

設施開放予哈林居民。不過，Spurlock-Evans 指出，體育館最大的爭議其實落在出入口設計——大學專區設於較上層的位置，學

生和教職員可以經瑰麗堂皇的正門進出。相反，哈林居民只能使用下層的設施，而且只有地庫的一個後門才能通往該區。「這儼如

種族隔離，勾起了不少人的慘痛回憶。」 Spurlock-Evans說。在眾多反對聲音中，以「非裔美國學生組織」（Student Afro-

American Society，SAS）的批評最為激烈。

  另一邊廂，校內一個快速壯大的新左翼組織SDS（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即支持民主社會的學生團體），發現大

學管理層擔任國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IDA）的會員，校方甚至贊助與越戰有關的軍事研究。當時全

美上下反戰呼聲高漲，哥倫比亞大學支持越戰的做法令不少學生震驚和失望。著名學生領袖、SDS成員馬克拉德（Mark Rudd）最近

在《紐約時報》撰文回顧該場抗爭運動，說那時許多大學生都是二戰結束後出生，成長階段聽過不少歷史教訓，也看着美國民權運

動自1950 年代起逐步壯大，內心深處都受到某程度的啟蒙與衝擊，「我們經常思考，要是我們生於納粹德國，能否做一個『好人

』？我們能否像我們國家的民權鬥士一樣，有無比的道德勇氣？校方支持越戰、擁抱『制度性種族歧視』，把我們徹底嚇壞了。」

於是，兩個學生組織決定燃燒理想，以示威方式迫使校方放棄興建體育館，並終止和IDA合作。SAS和SDS的第一步行動是佔領漢密

爾頓樓，據其中一名學生領袖Stuart Gedal 憶述，原本學生並沒打算作出激烈行動，只想一直靜坐至警衛驅趕為止。但當他們一

行人浩浩蕩蕩走到一樓時，碰巧署理院長Henry Coleman 正於辦公室內，他們於是走進去。

  Gedal跟Coleman說：「你不准離開。」Coleman 問：「什麼？」Gedal重複一遍：「我說你不准離開。」然後，學生們把院長反

鎖室內，其中三位同學站在門口把守。當時的氣氛尚算平靜，Gedal還記得院長拉開百葉簾，查看外面學院大道的情況，還吩咐別

人為他買一杯雪糕。一天後，院長安全「獲釋」。

  離開了漢密爾頓樓的不只是院長，還有SDS成員，這是由於兩個學生組織意見分歧，最後黑人學生要求SDS 離開，轉而佔領校內

其他建築物。馬克拉德憶述，SAS成員認為白人學生不夠冷靜克制，而且經常拿不定主意，再者「分頭行事」更能突出兩個截然不

同的訴求——黑人學生留守漢密爾頓樓，抗議校方霸佔窮困哈林區的土地；白人學生佔據另外四幢行政和教學大樓，迫使大學與

IDA「割席」。

  留守大樓七天 討論策略Spurlock-Evans 與其他黑人學生在漢密爾頓樓內留守足足七天，她憶述佔領期間的人和事：「我們約

90位學生形成了一個小社區，大家分工合作，有的負責煮食，有的負責打掃衞生，有的負責安排學生分批洗澡。許多人帶了書本和

功課進來，我們間中也會玩遊戲，但大部分時間都在交談。學生領袖每天把外面的消息帶給我們，例如學生代表跟校方和紐約市的

談判有何新進展，我們在這七天裏馬拉松式地討論策略和部署。學生代表作任何一個決定前，要先取得各人的共識，過程非常民主

。」儘管這是Spurlock-Evans人生中第一次參與抗爭，她說自己早已政治醒覺，只等一個付諸行動的機會。「我在成長階段經常從

電視看到南部民眾爭取黑人民權的片段，令我深受觸動。我由八歲起意識到教育制度中的種族隔離現象，以及黑人被剝奪了投票權

。當時的我和許多年輕人一樣，希望對抗這些不公義的法律，還黑人應有的民權。」可能你會問，學生封鎖學園兹事體大，校方為

何不及時制止？這是因為在不足一個月前的1968年4月4日，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遇刺身亡，觸發全國

各地爆發示威和騷亂。校方一直不敢要求警方介入，就是考慮到佔領運動的學生中很多都是黑人，一旦處理不善，隨時引發哈林區

暴動，唯有按兵不動。直至佔領行動踏入第七天，校方幾經猶豫後終於要求警方協助清場。「每一位警察都是經過特別篩選的，而

且清場行動由黑人警司全程監督，過程非常小心謹慎，因為那時候的哈林，跟國內所有黑人社區一樣，是個無人敢碰的火藥庫。」

Spurlock-Evans說。

  警察清場那天，Spurlock-Evans 和同伴沒有掙扎，和平地讓警察帶走。他們後來經由地下通道，被押到曼哈頓下城區的市政監

Source: Wisers electronic service. This content, the trademarks and logos belong to Wisers, the relevant organizations or copyright owners.
All rights reserved. Any content provided by user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user and Wisers is not responsible for such content, copyright
clearance or any damage/loss suffered as a result.
Print out of Wisers electronic service.



HK01 Newspaper | Circulation / Reach: 80,000 | 2018-05-07

Newspaper | A01,B01-05 | 特刊 | By 甄梓鈴 黃佩瑜

獄。

  她在獄中致電父親，說自己被捕了，父親不但沒有怪責她，反說：「如果我們那一輩人處理了這些問題，那麼今天你們就不用佔

領大樓了。」 Spurlock-Evans 覺得自己極其幸運，不僅有家人支持，而且她就讀的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1900年起併

入哥大）也沒秋後算帳。「我早有心理準備會受傷，甚至可能犧牲性命，因為蔑視權威、對抗警察，受傷的可能性很高。」反觀

，許多和Spurlock-Evans一起抗爭的白人學生付出了較大代價，包括捱警棍和拳頭，部分學生領袖更遭大學開除。「我獲釋後不久

，就目睹警察在其餘四幢大樓暴力清場，驅趕佔領校園的學生和民眾。後來，外界甚至以『警察暴亂』來形容該次行動。」心中革

命之火不滅這場捲動逾千學生和民眾參與的示威基本上是成功的，學生的兩大訴求，包括停建體育館和終止與IDA的合作都得到回

應。歷史亦肯定了該次佔領行動的意義，認為它對美國政治和文化帶來深遠影響。就Spurlock-Evans個人而言，那場學運在她的生

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說起來像個笑話，當初我懷着參加派對的心前往漢密爾頓樓。一星期後，當我離開漢密爾頓樓之時，我

發現自己改變了，變成一個願意為公義犧牲自己的人。」50年後的今天，Spurlock-Evans仍為自己的信念而奮鬥，她在康涅狄格州

的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擔任多元文化事務主任，致力消除校內偏見和歧視。「我從沒有後悔過參與哥大佔領行動，相反

，這些人生經歷塑造了今天的我，鞭策我繼續為推動平等而努力。」今時今日的美國，種族歧視依然存在，白人警察對黑人使用過

度暴行的事件更時有發生，這些可會令Spurlock-Evans感到氣餒？她這樣回應：「我看到不少學生敢於站出來支持槍管、反對暴力

，堅決守護自己相信的價值，而非純粹追求財富和權力。他們每一位都很了不起，而且充滿熱誠，這些年輕人使我相信，將來的美

國還是有希望的。」追求平等與和平的使命，就讓下一代接力吧。

  不能承受的黑暗歲月用筆尖勾勒布拉格之春甄梓鈴六八★捷克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米蘭昆德拉《笑忘

書》50 年前，在共產主義鐵幕下的捷克斯洛伐克掀起了一場民主化運動——波瀾壯闊的布拉格之春，最終被蘇聯鎮壓了。在某程

度上，文學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克里瑪（Ivan Klíma）、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已故捷克總統兼劇作家哈維爾

（Václav Havel），這些熟悉的名字都曾經出現在這場運動中。當民族走到關鍵時刻，我們也看到作家的身影。

  布拉格之春其實始於冬天。1968年1月5日，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當選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在不放棄社

會主義路線下，他帶領國家走向一條「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路線，為政治體制改革踏出第一步。他提出在政治、經濟、教育

及外交等方面進行自由化的改革，其中最重要一項，便是廢除新聞審查制度。在短短幾個月，捷克出現了一番新景象，人民開始感

受到自由的曙光。

  在前一年的6月，第四次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協會大會上，作家們批評政府高壓政策，要求改革，允許寫作自由和修改《出版法》

，米蘭昆德拉也參與其中。他在大會上狠狠批評極權制度說：「當我們談到自由的時候，有些人就會感到不舒服，他們會說任何自

由都是有限度的。當然，任何自由都要受到種種限制。但是沒有哪一個進步的時代曾經為自己的發展規定過限度……只有在我們這

裏則不同，把維護禁區看作是比衝破禁區更大的美德。 」來自捷克的香港嶺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戴樂民（Roman David）對《香港

01》表示，當時捷克作家對共產黨的領導層漸漸失望，「簡單來說，沒有作家喜歡作品被審查，不僅哈維爾反對共產主義統治，瓦

楚里克（LudvíkVaculík）、米蘭昆德拉和科胡特（Pavel Kohout）等著名作家，儘管他們是共產黨員，也要求終結審查制度和一

黨專政。」坦克碾不碎人民意志布拉格之春期間，作家們希望透過文字喚起公民覺醒。最著名的是《Literární listy》雜誌的編

輯瓦楚里克於1968年6月，在四本雜誌上發表的《二千字宣言》（Dva tisíce slov），宣言發表一周之後，數以萬計的民眾自發在

聲明上簽名，令布拉格之春達到了高潮。《二千字宣言》作為追求民主、反抗暴政的象徵性文件，推動了捷克改革運動的發展，同

時也激化了該國與蘇聯之間的矛盾，為兩個月後的軍事打壓埋下伏線。時任蘇聯總書記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曾經就此

事致電給杜布切克表達不滿，並要求捷共當局公開譴責《二千字宣言》。

  隨着時間的推進，民眾要求改革聲浪愈大，遭蘇聯視為威脅。1968年8月20日深夜，蘇聯為主的華沙公約盟軍越過邊界入侵捷克

斯洛伐克，坦克開進布拉格城內鎮壓，杜布切克領導的改革失敗告終。此後，捷克開始了歷時20年的蘇聯佔領狀態，失去僅有的自

由。

  歷史學家亞當姆奇（Jan Adamec）認為，在短期內杜布切克的改革失敗了，但從長遠來看，這推動了1989年「天鵝絨革命」的發

生，讓捷克斯洛伐克變為民主國家，在取消審查制度並保證基本自由的情況下，改革運動取得了成功。

  戴樂民的著作《Communists and Their Victims：The Quest for Justice in the Czech Republic》，於1999年至2015年間訪

問了不同人士，包括共產主義者及前政治犯，記錄了在捷克斯洛伐克鐵幕下的受害者故事。他指1968年對人們有着不同意義，「對

於強硬派共產主義者來說，1968 年是反革命的企圖；對於經歷六八運動的人來說，那是前共產黨人的改革，1968年是建設『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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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希望之年，但這個希望被蘇聯坦克粉碎了。對於前政治犯來說，1968 年是共產黨內的派別鬥爭，不管共產

黨哪一派勝出，大部分前政治犯也估計他們要求改革的訴求會失敗。」布拉格之春代表着東歐國家有求變的心，希望通過改革復興

社會主義。但蘇聯出兵鎮壓之舉，使人們認清了一個政治現實，在蘇聯控制下的社會主義不容許民主化存在，人們也因此對蘇聯的

威權統治產生恐慌，埋下了引爆東歐劇變的計時炸彈。

  走向地下寫作  拒絕謊言鎮壓過後，社會被進一步收窄自由，當時捷克文學發展跌落低谷。許多涉及藝術和文化的雜誌遭禁止出

版，所有曾經參加該運動的作家和學者都被列入黑名單，作品全部被禁，甚至不能在公開場合提起他們的名字。

  無處不在的審查制度，迫使人們生活在謊言中。克里瑪在《布拉格精神》（The Spirit of Prague）裏描述當時的情況：「捷克

斯洛伐克一直生活在極權主義權力支配之下。在1960 年代後期一個短暫的、更自由的時期之後，這個國家由蘇聯佔領，在一個賣

國政府的幫助下，重建了極權主義制度。儘管殘酷和殘暴的程度、方式有所不同，但持續不變的是對文化的限制。只有那些不追求

自由、不追求一個更高更好生活的文化，才是被允許的。在這個意義上，根本不存在什麼真正的文化。」正因如此，在布拉格被蘇

聯軍隊佔領後不久，當地掀起一股移民潮。亞當姆奇表示，那些選擇留下來的作家，部分失去了工作，淪落到要在社會基層做保安

、裝修或清潔工作，但即使沒有了出版自由，他們仍然嘗試用其他方式讓作品發聲。在那特殊的政治環境下，他們採取了一種「薩

米亞特」（地下出版）的寫作方式，這種現象在1970 年代的東歐顯得意味深長。

  東歐各國中，捷克斯洛伐克的「薩米亞特」最為普及，寫作的內容不限於文學，也包含政治、經濟、哲學和文化層面。由於出版

禁書屬非法行為，這些作品往往在小房子裏打印出來，藏在隱蔽角落，出售給地下讀書會。「薩米亞特」在地下翻印傳播，突破了

嚴厲的審查制度，表現出作家們的勇氣和良知，無法壓制他們對自由的追求。

  現已一分為二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今天享有的自由與民主，是付出血汗後得到的成果。可是，今日捷克的民主制度愈來愈多人詬病

，充斥着腐敗與犬儒主義，政壇右傾，總統總理高舉反難民、反穆斯林、反歐元區的旗幟，鄰近的奧地利、波蘭、匈牙利的極右政

黨與民粹主義也在悄悄興起。

  亞當姆奇說，1968 年，捷克人所追求的東西，即言論自由、人身自由、閱讀自由及出國旅行的權利等，都在天鵝絨革命實現了

，「但不知怎的，人們好像忘記了這個世界變得很快，社會早已出現了新的問題和挑戰，如移民、氣候變化、機械化……捷克人還

沒準備好應對未來的全球化挑戰，這樣可能很快對自由和民主造成損害。」但毫無疑問的是，布拉格之春對後世的啟蒙很重要，也

成就了風頭一時無兩的文學作品。

  1968 年8 月對我的國家的入侵是現代歷史上獨一無二的行為。一個外國武裝干涉鄰國的和平事務，被說成是加強兩國之間的友

誼。當然，這種入侵對大多數人來說是損害。

  數千人離開了這個國家，其中許多是這個國家的精英。

  —克里瑪《布拉格精神》「天鵝絨革命」布拉格之春過後，要求民主的訴求未有平息，1989 年11 月的連串示威遊行，加上其他

地方的共產主義政權崩潰，逐步迫使捷共宣布放棄權力，由於革命沒有觸發大規模暴力衝突，政權更替過程有如天鵝絨般平滑，因

而得名。

  戴高樂戴高樂治下的法國是個威權保守社會，同性戀犯法，女權低落，女性上班不能穿褲子，已婚婦女到銀行開戶口須經丈夫同

意，電視節目及新聞要經審查，工人不受保障。與此同時，反越戰的抗爭已在美國鬧得沸沸揚揚，加速了法國抗爭運動爆發。

  六八運動留給我們的……1968 年，全球各地風起雲湧，到處都點燃了反叛和革命的火燄。從歐洲、北美洲以至亞洲，一場又一

場的社會運動接力上演，它們的形式或許離不開罷工、罷課、佔領、遊行，惟運動成因、社會矛盾、政治生態以及民眾訴求各有不

同，而且相當複雜。例如對抗戴高樂政權的法國五月風暴，顯然不能與由上而下推動的布拉格之春類比；同樣地，反抗佛朗哥獨裁

政權的西班牙學運，也很難與反對政府大搞奧運、忽略民生的墨西哥學運，相提並論。

  儘管如此，對於抗爭者來說，雖然各自面對着不同的壓迫，有不同的枷鎖要掙脫，但既然大家身處在這個巨大的示威浪潮之中

，必定會互相影響、啟迪，並吸收別人的勇氣，化作自己求變的決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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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以美國兩大社運浪潮——黑人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為例，兩者其實是相互交織、相輔相成的。南部黑人的抗爭，使得全國不少

人受到道德感召，勇於站起來對抗社會不公義，形成日後推動反戰運動的土壤。與此同時，當美國人在電視上目睹越戰的殘酷和荒

誕，激起了他們對弱小窮國的無限同情，這種正義感同時也投射到國內的弱勢社群身上，為民權運動加柴添火。正因為兩個社會運

動互相交疊、激勵，才會形成如此巨大的文化思潮。

  把無懼權威的勇氣傳承下去回望1968那年，世界上有動盪、有省覺、有改變、有失望。有些社會運動馬上就開花結果，國家出現

翻天覆地的改變；有的當刻就遭到強權打壓，不過人民的抗爭並沒有徒然，只是變革之路比別人漫長而已。事隔半個世紀，仍然有

不少人回首前塵，書寫那年發生過的事，探討其意義和成敗得失，同時希望將薪火傳遞到下一代手上。

  最近，法國公務員及鐵路工會發起罷工及示威，抗議總統馬克龍的勞工改革，另外有反對教育改革的學生發起示威和罷課，這都

令人聯想到50 年前的五月風暴。不過，時代不同了，社會形勢、文化氛圍、訴求也不再一樣，像當年那樣熱血沸騰的學運，或許

不會在這個時機和空間重演，不過，那種人文關懷和無懼權威的勇氣，卻值得傳承下去，這也許是六八運動最需要令人牢記的東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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