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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2017年春天，在歷史的創傷上點亮一盞燈
王健文
成功大學圖書館館長

一、

〔吳俊宏〕不安定年代中的苦悶青
年

2016年11月1日，成大圖書館真人圖
書館「黃樹林中那條人跡罕至的荒徑：成

1948年生於雲林縣北港，畢業於國

大人的另類人生」系列活動，舉辦了一場

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系。在當時台

成大校史紀錄片《南方有嘉木》放映會暨

灣經濟尚未完全發展的年代，是個

四位校友座談，其中交管系校友吳榮元因

對未來不確定和茫然的年輕人。

為有遠行，以預錄談話致意，另外三位出

……1972年吳俊宏因涉及「成大共

席的是交管系吳俊宏、外文系鄧伯宸，以

產黨案」，被捕入獄，判處有期徒

及化工系陳欽生。座談會的主題定名為

刑15年。1982年減刑後出獄。在獄

「歸來的盜火少年」。

中，透過大量閱讀和遇到了一些獄

當天在場的三位成大校友，同時也是

友，特別是林書揚，才開始系統地

我們邀請的真人圖書，圖書館的活動網頁

補修社會主義思想的功課，並建立

如此介紹他們：

起其個人思想體系。出獄後，除了

本週真人圖書借閱：吳俊宏、陳欽

貿易公司的正職工作，工作之餘和

生、鄧伯宸

林華洲辦《夏潮論壇》和《前方雜
誌》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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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欽生〕白色恐怖受難者─「被

們討論 到共產主義、中國統一，以

成為台灣人」的異鄉人

及收聽所謂「匪播」的種種情事。

1949年生於馬來西亞，高中畢業後

1972年以涉嫌非法顛覆政府罪名被

原計劃到英國利物浦大學繼續學

起訴，之後被判感化3年。

業，但因緣際會下，於1968年進入

感化期滿後，在台灣新聞報就職，

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就讀。1971

作了22年的新聞人。離開報界後，

年因被懷疑參與台南市美國新聞處

在某個機緣下開始了翻譯外文書籍

爆炸案被捕，在訊問期間受到嚴重

的工作，現在主要身份是譯作家，

凌虐，拳打腳踢、甚至還有大頭針

作品有《族群》、《邱吉爾的黑

刺指縫等殘酷刑求，使他在兩個月

狗》等。

間試圖自殺了三次。當案件不成立

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成大未能倖

後，他被羅織另一罪名為「馬來西

免，不少正值青春歲月的年輕師生，在動

亞共產黨，來台從事顛覆政府工

盪不安的時代，被迫離開校園、有的甚且

作」，同時也失去了12年的自由。

告別人間。到了1970年代，1971年先是化

……目前已退休的他，在景美與綠

工系馬來西亞僑生陳欽生被無端羅織罪

島的人權園區當解說員，向年輕一

名，失去自由15年；接著兩波校園政治整

代講述自身所遭受到的磨難，把他

肅行動指向成大，分別是1972年的成大共

所經歷的分享給更多人，讓更多人

產黨案與1973年的成大大陸社案。

知道和瞭解這些被政府當局所隱藏
的歷史。

青年被捕，其中成大在校及剛畢業不久的

〔鄧伯宸〕告別白色恐怖─那個大

學長占7位，分別是交管系的蔡俊軍、吳

霧的時代

榮元、鍾俊隆、吳俊宏，外文系的鄧伯

1949年生於高雄鳳山，畢業於國立

宸、以及礦冶系的沈寧怡、余光夏。1973

成功大學外文系。在台北就讀成功

年「成大大陸社事件」，化學系許武華、

高中時接觸到很多李敖、殷海光的

礦冶系鄭春朝、土木系胡添培被捕，胡添

書、還有文星雜誌。自認為是個共

培甚且是在畢業典禮當天在校園被情治人

產主義、社會主義者。

員帶走。

大三到大四期間，和一些大學同學

30

1972年的成大共產黨案，南北共19位

61年與62年的寒假期間，兩度針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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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為主的青年學生逮捕整肅行動，成為

久。府城家居成長的林茂生，其實與成大

成大歷史中長期隱諱而難言的傷痛。多位

的淵源極其深遠，更是成大圖書館的第一

年輕的生命遭受牢獄之災，生命軌道因而

任館長。

轉向。這段記憶長期掩埋在歷史荒徑裡，

世間事許多巧合，有時候難以解釋的

在過去的成大校史中，或者諱莫若深，或

巧合，只能說是緣分。緣分並非偶然，而

者語焉不詳，直到近十年來才開始浮上歷

是心意相互牽引。
因為策劃二二八70周年解嚴30周年的

史地表。

展示與系列活動，2月16日我們將原來安

二、

放在地下一樓館史室的林茂生銅像移到一

2017年3月7日上午，林詠梅女士等林

樓展示現場。第二天下午，我和副館長簡

茂生家族四位來到成大圖書館參加「波濤

聖芬老師挪動展示櫃，試著擺出一條時間

中的成大」開幕儀式，在二二八時受難的

的河，從波濤洶湧而逐漸平緩，觀看者最

林茂生銅像前，紀念那發生在七十年前的

終會走到林茂生銅像面前。最後一個展櫃

巨大悲劇。

中打算展示林茂生十位子女中唯一的女兒

林茂生受難時是臺大文學院代理院

林詠梅所寫的一篇散文〈開山町的家與

長，是留美研究教育的哲學博士，望重士

我〉，那是篇溫馨的文字，當然，回憶過

林。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才轉任臺大不久

去，有著淡淡的哀愁。

的林茂生，曾經在成大前身的臺南高等工

展櫃挪移中，看到四位校外讀者，胸

業學校任教、並擔任圖書課課長達十年之

前佩著參觀證，從管制點入館後，直接走

圖一

林茂生銅像及其後人

圖二

林詠梅女士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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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銅像前，深情看著銅像，又在銅像前合

知道。正好就在移置一樓的第二天，林茂

影。我看著他們、他們也看著我們。他們

生就牽引著女兒來到這裡。如果不是為了

靠過來，我好奇地問對方何人？其中最為

佈展，我平常在地下一樓行政區工作，也

年長、氣質優雅、態度溫和的一位女士

不常到一樓大廳，兩種因緣就在下午兩點

說：「我是林茂生的女兒。」另外兩位女

二十八分相遇。

士是林茂生孫女、林宗義的女兒，陪伴的
男士是林茂生的孫女婿。

很高興林詠梅女士與林宗平夫人林呂
碧紗女士、林宗義女兒林玲文女士、林宗

完全意想不到的奇緣，我邀請林詠梅

平兒子林忠志先生再次來到成大圖書館，

及家屬三月初再來成大圖書館看看已完成

我們有個哀而不傷、溫馨的開幕儀式。我

的展示，也與四位訪客合影。拍照之後，

們特別安排學生朗讀林詠梅詩作〈一片e

孫女婿拿起手機說，你們看，多巧啊！手

樹林〉，林詠梅女士也對這首紀念父親的

機上時間顯示的是下午兩點二十八分。我

詩作了最美好而深刻的詮釋。

立刻拿起自己的手機截圖保存。
林茂生銅像多年典藏在館史室，別說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心意牽引心
意，我這麼想。

一般讀者訪客無緣，即便年輕館員也未必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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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在蕭泰然作品〈1947序曲〉有時

2017年2月17日巧遇林詠梅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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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奇緣_下午兩
點二十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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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昂、有時悠揚的旋律中開始。伴隨著現

第一次見到陳欽生，卻要再晚四年。

場展出的二二八時期成大相關檔案，述說

2011年1月，因為寫作成大校史中的

著一個又一個驚恐、勇敢與悲傷的故事。

一個傳奇性社團「西格瑪」，走訪1970年

現場大屏幕輪播著《逝者如斯》關於成大

代中期從哲學轉向稼接社會政治反抗運動

在二二八、白色恐怖及解嚴初期學運參與

的林朝成。朝成提到初入成大校園時，耳

者訪談的吉光片羽；《臺灣百年人物誌》

聞1973年發生的「大陸社事件」，幾位學

紀錄片中林茂生部分；以及甫於2月23日

長從校園中被情治人員帶走。再早一年的

返校接受遲來畢業證書的陳欽生的紀錄

「成大共產黨事件」，近十位成大學生與

片。

校友分別被拘捕、失去自由，這已經是當
儀式結束前，政治系學生楊庭霓朗讀

年的朝成所不熟悉的事了。

林詠梅女士的詩作〈一片e樹林〉，這首

風聲鶴唳、校園中濔漫著一種不安的

紀念偉大教育家父親的詩作，由蕭泰然譜

氣氛，但是，在那朝霧朦朧的時刻，不知

曲，成為傳唱海內外的動人合唱曲。

天高地厚的初生之犢，雖然隱約聽說了才

儀式結束前，我們邀請詠梅女士與家

幾年前學長們在校園中「蒸發」的故事，

屬，共同點亮一盞燈，那盞別緻的桌燈，

仍大膽嘗試著敲擊出威權體制的裂隙。除

第一次點亮是在今年的2月23日。

了與同學申請大陸社復社外，朝成還涉足
了當時的黨外政治運動。

三、

1972年的共產黨事件與1973年的大陸

認識吳榮元、吳俊宏、鄧伯宸三位是

社事件，當時我雖不熟悉，卻略有所聞，

在2011年編寫成大八十年校史時的訪談，

也是校史寫作計畫的一個方向。朝成沒能
給太多新的資訊，但娓娓道來，卻能感受
當時歷史氛圍。訪談結束時，朝成說，還
有些受難者大家不知名姓，聽說在共產黨
事件之後，還有更慘的，一位校友告訴朝
成，他的室友，一個馬來亞來的化工系僑
生，被槍斃了都沒人知道。
後來我們知道了，那是在1971年，比

圖五

第二次點燈（2017年3月7日）

共產黨事件早一年，這位馬來亞僑生沒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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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斃，卻足足被關了12年，他是陳欽生，
威權年代裡一齣荒謬劇，不折不扣的冤假

心泣血。
但是，陳欽生還是站出來了。2009年
後，陳欽生成了一個說故事的長者，他決

錯案。
寫作校史的夥伴幸真，清查許多檔

定要讓年輕人知道他的故事。述說不堪回

案，第一次在成大校史中寫了陳欽生的故

首的過去，需要勇氣、需要智慧、更需要

事，短短兩頁，焦點在國際特赦組織的關

大愛，述說苦難是為了讓苦難不再來。

懷與營救，雖然陳欽生仍然只是史頁中的

陳欽生的故事中沒有英雄，只是一個

一個名字，不同的是，在成大校史中被隱

尋常青年，無端在亂世中被捲入風暴，我

姓埋名多年，2011年，陳欽生受難四十周

想，那也許比起英雄受難的故事更讓人驚

年，他終於在歷史記載中浮現。

心動魄。

2016年11月，成大圖書館舉辦「歸來
的盜火少年」座談會，邀請三位共產黨案

感謝陳欽生的現身，平凡人的現身，
比起英雄的獻身有時更讓人動容。

被政治整肅的成大校友與陳欽生與談，不

2015年9月30日，陳欽生偕同另一位

能前來的吳榮元以影像視訊致意，吳俊

白色恐怖時受難的長者蔡焜霖在成大演

宏、鄧伯宸都來了，他們三位是四十多年

講，我在台下默默做聽眾，因有事提前離

前的左派青年，至今無悔、不改其志，鄧

席，未能問候。

伯宸說：「我到今天還是個馬克思主義

第二天，幾位學生帶著蔡、陳兩位先
生來圖書館找我，相談甚歡。過程中陳欽

者。」
對吳榮元、吳俊宏、鄧伯宸三位，

生說的一件事，我深深記得：「我到現在

1972年的變故，某種意義上說是「求仁得

還不在成大化工系的畢業系友名冊當

仁」。陳欽生則不同，他只是亂世中的草

中。」

芥，在尋常生活中莫名襲來風暴，從此生
命受到摧折。

幾位當年受難的校友中，鄧伯宸當時
剛從外文系畢業，在虎尾服役，吳榮元、

九死一生後，重回社會，在三年的困

吳俊宏、陳欽生以及其他好幾位校友，在

頓絕望後，遭逢貴人，重新找到生機，過

校期間受難，因此學業中輟，未能從成大

了二十多年堪稱幸福美滿的生活。

畢業。

那不堪回首的15年，就讓它永遠遺忘

當年受難的學長不負青春，有的在那

吧！每一次的回顧，是一次次的夢靨、椎

壓抑的年代勇於追求理想、對抗威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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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卻無端受難如亂世中之草芥。在四十幾

光！

年前扭曲的時空環境中，學校沒有能力保

會場當中置了一 盞燈  …是同事們

護自己的學生，對受難學長應該要感到深

費心找來的挪威設計。靈感來自卡

深的歉疚與不安。

通 the cake with the file。敘述一位

那天之後，我一直在想著，我們是否

母親，將銼刀藏在蛋糕中，送給受
難服刑的兒子，希望他逃脫。燈罩

有可能彌補當年的遺憾？

裡有個較深色的尺狀物，就是銼刀

四、

的模型。銼刀上有 on ly for

去年11月1日「歸來的盜火少年」座

escape，有鼓勵受困者熱愛生命之

談會，蘇校長特地前來向三位學長致意。

喻。

今年春節前後，校長決定邀請幾位受難校

2月23日儀式之前，我和幾位同事在

友返校，接受學校補發遲來的畢業證書。

很短時間內密集討論儀式流程與內涵。歷

於是，繼去年深秋之後，盜火少年在今年

史系陳恒安老師提了個很好的想法，與其

初春雨水時節再度歸來。

想著要給予學長們甚麼贈禮，不如想想經

2月23日夜裡，蘇校長在她的臉書中

過這場儀式，能夠留下什麼給這所大學？
於是我們想到點燈儀式，借用花亦芬在她

寫下：
1972年2月23日吳俊宏學長、在服

有關轉型正義的近作中的一句話：「在歷

役的鄧伯宸學長分別從校中、軍中

史的創傷上點亮一盞燈！」

帶離，人生從此斷了線……不知道
這一個日期的我，冥冥中選了今

點亮一盞燈，除了照亮過去曾經的黑
暗，更為了照亮未來的道路。

天，在創校時的校長室，頒贈給他
們遲了45年的成功大學畢業證書。
在這一場名為迎接「歸來的盜火少
年」的典禮中，我知道成大「窮理
致知」的校訓中對極致真理的探
索，原來也ㄧ直引領著我們對於真
正光明的追尋！這或者是幾位學長
當年付出所有代價所要爭取的火

圖六

蘇校長與學長們點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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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陳政宏館長在網路上尋找各種

解嚴30年，二二八可以公開紀念、談

不同風格款式的桌燈，猶豫當中，創產所

論也已二十多年，歷史記憶仍有許多缺口

林蕙玟老師傳來一個網頁，問：「這個燈

需要補足，轉型正義仍須在權力的節制之

如何？」

下更加深化，更重要的是，必須要向著歷

這盞燈2月23日雨水之日在創校時的

史記憶的公共化意義前進。只有更廣泛述

校長室點亮，也在3月7日驚蟄之日在圖書

說、聆聽、對話、溝通與深入的探掘，最

館點亮，我們期待的是燈燈相連，啟動成

終指向對「惡」的本質的深刻反思，才可

大校園中更深刻的歷史反思與社會責任的

能在歷史的創傷上點亮一盞燈照亮前路。
二二八70周年與解嚴30周年，一個悲

承擔。
2017年正逢二二八事件70周年與解嚴

傷的過去年代與一個希望開始萌生的年

30周年，在這特別的歷史時刻，成大必須

代，我們希望，春天能夠從這裡開始蔓

深刻省思，面對歷史的悲劇與人類的苦

延，像秦觀的詩句：「春路雨添花，花動

難，大學能夠承擔的是什麼？感謝當天回

一山春色。」

到母校的四位學長，也感謝林詠梅女士等
林茂生家屬回到父祖所來之處，讓學校有
機會嚴肅面對過去的歷史創傷，從2017年
春天開始，點亮一盞燈，照亮過去的陰
暗，也照亮未來的道路。
對四位學長而言，文憑身外之物，他
們都有著更高的理想與使命能安身立命，
富貴名聲如浮雲。但是就還在學校的我
們，是惟一能稍補四十多年前遺憾的作
為。而這一切學校的作為，將是給現在校
園內學生最好的教育，也是學校面向未來
關於大學精神的嚴正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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