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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簡介 

一、緣起及目的 

「華語語系表述」(Sinophone articulations)為晚近歐美學界興起的文學與文

化理論，關注對象主要為離散遷徙與跨國流動的世界華人社群文學與文化，及

其以「華語」為在地發聲的多聲帶表現，而「南洋」在華語語系社群與話語中

自有其歷史、文化、地緣政治的意涵及書寫樣貌。歷史文獻中固然早有書寫南

洋之記載，晚清以來中土南洋之間交通頻仍，也留下相當數量的描述。臺灣地

處遠東與東南亞之間，與南方海洋毗鄰，風土屬亞熱帶型，冷戰以來，南洋華

人學子北往者更不在少數，亞熱帶臺灣與熱帶南洋早已在彼此的視野裏。本國

際學術研討會即聚焦「華語語系」與「南洋書寫」，以臺灣、馬華、新華文學的

表現與文化表述為探討對象，以期呈現在華語語系脈絡下的南洋書寫的多種風

貌。

二、會議子題 

1. 臺灣的南洋書寫

2. 馬來西亞的南洋書寫

3. 新加坡的南洋書寫

4. 華語語系、南洋書寫與出版產業、數位資源

5. 馬來西亞與臺灣文教交流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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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叫他有一個南洋」：
陳映真小說中的「憂鬱的熱帶」

張錦忠

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臺灣大學外文系英美文學博士，現任中山大學外文系副教授兼人文研究中心主

任。研究專長為離散論述、現代主義、翻譯研究、東南亞英語與華語文學。編

著有《時光如此遙遠──隨筆馬華文學》（2016）、《重寫台灣文學史》（2013）、《馬

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2010）、《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2003）等。 

摘 要

「南洋」為臺灣小說家陳映真文本中的「憂鬱的熱帶」(借用李維－史陀的書

名)，在他的作品中若隱若現。陳映真的短篇〈鄉村的教師〉即以「那麼一個遙

遠遙遠的熱帶地的南方的事」為隱藏的背景，寫一個「自南方的戰地歸國」的

臺灣青年吳錦翔的故事。南洋成為吳錦翔的「南方記憶」或「南洋的創傷記憶」。

「南方的戰地」指臺灣國境之南的婆羅洲、馬來亞、菲律賓、印尼諸地，太平

洋戰爭期間這些南國皆為殺戮戰場，不少臺灣青年被派南下參戰。倖存者吳錦

翔在戰爭終了一年後返鄉，但是「南洋的創傷記憶」並沒有放過他，迫使他在

潛意識「回到熱帶的南方，回到那裏的太陽，回到婆裟如鬼魅的樹以及跑火的

聲音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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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仍未死去

因為我底早先隱藏在密林的一隅

一直到不義的軍閥投降

我回到了，祖國

我才想起

我底死，我忘記帶了回來

埋設在南洋島嶼的那唯一的我底死啊

我想總有一天，一定會像信鴿那樣

帶回一些南方的消息飛來── 
──陳千武(1964)：〈信鴿〉1 

一九六〇年，陳映真二十三歲，那是他大量發表小說的一年。那年八月，

陳映真在《筆匯》雜誌發表短篇小說〈鄉村的教師〉。2 小說以「那麼一個遙遠

遙遠的熱帶地的南方的事」(32)為隱藏的背景，寫一個臺灣青年吳錦翔「自南

方的戰地歸國」(31)的故事。小說中的敘說者很清楚的勘繪出敘事背景的地理

方位──苗栗縣南方的大湖鄉某山村。敘說者也很清楚的標出巴丹島、保流祢於

島(Borneo)這些「南方的戰地」──臺灣國境之南的婆羅洲、馬來亞、菲律賓、

印尼諸地。在太平洋戰爭期間這些南國都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殺戮戰場。就地

理位置而言，這些南洋群島距離臺灣島應該還不算「遙遠遙遠」，敘說者稱之為

「遙遠遙遠的熱帶地」、「多麼遙遠的地方呀」(33)，這個空間的落差(dénivelée)

（小說裏的用詞是「距離」）固然也反映某種當時的地理知識現實，主要還是旨

在拉遠(zoom out)那個「憂鬱的熱帶」的空間，刻意把它陌生化或將「真事隱去」，

以說一個此時此地的鄉村教師故事。但是這個「拉遠」並不是「淡出」(fade out)，

而是類似隱沒透視。

敘事者試圖將「真事隱去」，拉遠空間顯然事出有因。那個隱沒透視的點其

實是正是焦點。

青年吳錦翔「自南方的戰地歸國」對山村的衝擊在於時間的落差。一九四

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投降，太平洋戰爭結束，大湖鄉被送去南洋戰場當炮灰的吳

錦翔們「該活著回來的，都回來了」(31)，沒有回來的，到了一九四六年秋天，

光復近一年後，不歸征男的家屬大概早就無望了；「在戰爭中的人們，已經習慣

於應召出征和戰死」(31)。例如健次的家屬，某無望老者，就說：「有人同他〔健

1 原刊《新象》5(1964.7)，後來成為陳千武短篇〈輸送船〉序詩，見《陳千武集》（臺北：前衛

出版社，1991）31-32。 
2 陳映真，〈鄉村的教師〉[1960]，這裏引文引自《我的弟弟康雄》，陳映真小說集 1:1959-1964
（臺北：洪範書店，2001）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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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巴丹島同一個聯隊，那人回來，說，後來留在巴丹的，都全被殲滅了！」

(32)。臺灣青年當日本兵參與太平洋戰爭者數以萬計，至少有三萬人戰死沙場，

其中多為高砂族青年。時間與情動(affect)的邏輯在這裏交錯。南方的戰爭爆發

後，全面徵兵開始，戰爭結束，除役返鄉，這是時間的邏輯。應召出征，戰死，

戰爭終了，倖存者返鄉，未返者即意味著戰歿，幻滅。這是情動的時間邏輯。

前者那種時間的邏輯是線性的，而情動的時間邏輯則不然。情動的時間邏輯，

借用余貝爾．達彌什(Hubert Damisch)論書寫與攝影的聯繫時的話，那是「一種

非線性的時間，一種可逆反的時間(un temps révisible)」(2001:54)。3 

就在那個征屬無望的時候，「下南洋」倖存者吳錦翔返鄉了。根據他自己的

說法，他在巴丹與同鄉袍澤分手後，被送到日本人講的「保流祢於」，存活了，

於是他回到山村，跟故鄉的人笑著說：「太平了」。舊時的鄉音無改，但非光復

後的潮語。這裏的「落差」是時間的落差，也是空間的落差。吳錦翔存活了，

因為他不在巴丹島，婆羅洲的熱帶雨林成為他存活的境域。這是生死之別。由

於落差，情動的（時間）邏輯逆反，未返者並未戰歿，歸國返來，幻滅變成希

望，悲涼轉為興奮，記憶取代遺忘。南洋在遠方，但是對村民而言，遠方的吳

錦翔「竟悄然地」近在眼前，於是眾人「驚嘆地注視著這個油燈下的倖存者」

(33)。 

吳錦翔與南洋的落差，就時間而言，不過一年左右。那一年之前的吳錦翔，

就是一位被（懲罰性地）徵召投入太平洋戰爭的「臺籍日兵」。那一年之後的吳

錦翔，是個「戰爭歸來的兒子」，但那落差的一年呢？敘說者沒有提起，吳錦翔

也不再提起，一直到約四年以後。

那年秋天，大湖鄉這些村民驚歎、興奮地在晚風中反覆敘說南洋傳奇故事

與「異鄉的神秘」時，他們並未能預知，近三十年後，一九七五年一月，另一

名下南洋的臺籍日兵倖存者阿美族人史尼育唔／司里勇（Suniuo 中村輝夫／李

光輝）方才「自南方的戰地歸國」，而臺灣，就像近三十年前吳錦翔的那個山村

一樣， 「又一度閃爍著熱帶的南方的傳奇」(34)。太平洋戰爭早已在三十年前

結束，但是司里勇的太平洋戰爭要等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底才終了。這個落差，

一差就是三十年。陳映真在寫〈鄉村的教師〉時，當然也無從預知約十五年後，

真的有個臺籍日兵倖存者從摩羅泰島的熱帶叢林走出來，由島至島，回到陌生

的福爾摩沙。

陳映真筆下的吳錦翔「不可思議地活著回到這個和平而樸拙的山村」(35)。

3 Hubert Damisch, La Dénivelée: à l’épreuve de la photographie (Paris: Éditions de Seui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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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一九四六年才從南洋回臺，並不那麼「不可思議」。 《獵女犯》（《活

著回來：日治時期臺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1984/1999)4 的作者「臺灣特別志

願兵」陳千武(1922-2012)也是赴南洋參加太平洋戰爭的臺籍日兵，一九四六年

七月才從東南亞集中營被遣返臺灣，也不過比吳錦翔早了約三個月，其遭遇也

頗近似吳錦翔。而真正「不可思議地」活著回到經濟起飛後的臺灣的，應該是

上述「最後一名二戰日本大兵」史尼育唔，他在摩鹿加群島的摩羅泰島靠野果、

打獵維生，渡過三十一年的孤島叢林野人生活，回到臺灣，成為「李光輝」，四

年後即病逝。5 那落差的三十年(一九四五到一九七五)，以及那落差的四年（一

九七五到一九七九），意義也頗有落差，前者在陌異的環境以「裸命」存活，後

者回返「恍如隔世」的人類文明社會，那現實卻可能比孤島叢林更形陌異，更

難以存活。

陳千武與史尼育唔的南洋傳奇同樣引人入勝，不過他們不是本文所關注的

對象。這裏探討的是陳映真的南洋故事所呈現的落差與情動時間之逆反。吳錦

翔「延滯」於「保流祢於」那一年的「南洋傳奇」，他並未提起；他如何回來的，

彷彿也不是重點，我們僅僅知道他看過被「遣送歸鄉之前在集中營裏的南方夕

陽」。他回來之後，敘說者僅說「山村又一度閃爍著熱帶的南方的傳奇」(34)，

那落差一年，「不可思議地」，彷彿是「無關緊要的一年」，「然而戰爭終於過去

了。⋯⋯他們時興地以帶有重濁土音的日語說著 Borneo，而且首肯著」(34)。

而「婆羅洲回來的人」很快就變成「小市鎮知識份子」，投入戰後臺灣知識養成

的工作，成為敘說者所說的「改革者」。戰地生命經驗中的夢魘被壓抑成若無其

事，陳映真寫道：

五月的風吹著，他已習慣於這山崗上的風聲和竹筱拽動的音響了，只看見

山坡的稜線上的叢樹，在風裏搖曳於五月的陽光之中，這世界終於有一天

會變好的，他想。(37) 

換句話說，歷經戰爭烽火硝煙歸來的吳錦翔，成為「鄉村的教師」──一個山村

的小知識份子，彷彿「戰爭所換取的就僅是這個改革的自由和機會」(37)，彷

彿南洋熱帶雨林中的夢魘是可以置換的文本。

然而，就在他歸鄉的第二年春天，正當吳錦翔相信「改革是有希望的，一

4 《活著回來：日治時期臺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臺中：晨星出版社，1999）為改版後書名。 
5 史尼育唔／司里勇的故事見李光輝口述，周盛淵筆記《叢林掙扎三十年：李光輝的血淚史》

（臺北：林白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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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都將好轉」、「和世界終於有一天會變好的」時，島內的二二八騷動爆發了，

他感受到自己「內裏的混亂和矇矓」，彷彿籠罩在「南方的夕靄」裏，也感受到

彼時中國的愚昧、倨傲、不安與懶散。當他以為自己的「熱帶的憂鬱」可以藉

由「改革的自由與機會」來撫平的時候，卻意識到自己的另一種「疾病」──

一種緣自「家族的（中國式的！）血緣的感情」的「幼稚病」(38)。這種病識

感令吳錦翔「無助地頹然了」。於是，「改革者吳錦翔」變成「墮落者吳錦翔」，

成為一個喝酒的人了。

在可逆反的情動時間裏，那落差的一年終於找到「增補／反撲」的路徑，

引出了那五年的南洋戰爭記憶底層裏頭的「爆破、死亡的聲音和臭味；熱帶地

的鬼魂一般地婆裟著的森林，以及火焰一般的太陽」(35-36)，召喚出他潛意識

裏的「灼人的悲慘」。另一方面，二二八騷動的爆發，讓改革希望幻滅，「許多

國內的人」帶來了另一種落差（敘說者的用詞仍然是「距離」），讓他「又看見

地圖上的中國」(39)。然後，在他的漫想裏，他「忍不住要冒瀆地笑出聲音來

了」(40)。  

如前所述，現實裏的時間是線性的。四年後，「墮落者吳錦翔」三十歲，是

一個「懶惰的有良心的人」、「喝酒的人」(40)，「偶爾也會叫人莫名其妙地醉著

哭起來」(41)。有一回，他在酒後說自己在婆羅洲吃過人肉人心：「沒有吃的，

就吃人肉。……娘的，誰都不敢睡覺，怕睡了就被殺了」(42)。說完他「接著

就想小兒一般哼哼哀哀地哭了起來」(43)。第二天酒醒之後的正午，「突然間，

他彷彿又回到熱帶的南方，回到那裏的太陽，回到婆裟如鬼魅的樹以及砲火的

聲音裏」(44)。村人異樣的眼色、學生好奇的眼睛讓他想起「婆羅洲土女的驚

嚇的眼神」(44)，而「南方的記憶；袍澤的血和屍體，以及心肌的叮叮咚咚的

聲音，不住地在他的幻覺中盤旋起來」(44)。兩個多月後，吳錦翔因受不了那

記憶與幻覺裏越來越尖銳的「叮叮咚咚的聲音」而割脈自盡了。

陳映真〈鄉村的教師〉其實是個「返鄉」與「幻滅」的故事。換了個時空

的場景，就是一個美國好萊塢越戰影片《返鄉》(Coming Home)那樣的文本。戰

爭夢魘揮之不去，「南方的記憶」，或者說，南洋的創傷記憶，總在不經意間冒

現，終於讓吳錦翔情動逆反，一步一步走向沒有光的遠方，走向那個隱沒透視

的點。是的，「誰叫他有個南洋」，6 那個南洋是個創傷記憶的場景，也是一個

6 「誰叫他有個南洋」是林建國論李永平小說時的「照樣造句」，原句為〈拉子婦〉裏頭的「誰

叫她是一個拉子」，見林建國論文〈異形〉，《中外文學》 22.3(1993.8): 73-91。高嘉謙在〈誰的南

洋？誰的中國？──試論《拉子婦》的女性與書寫位置〉中即以此句為分節標題，高嘉謙論文刊

於《中外文學》 29.4(2000.9): 1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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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出口的夢魘文本。

徵引文獻

陳千武(1991)《陳千武集》。臺北：前衛出版社。 

陳映真(1972) 《陳映真選集》。劉紹銘（編）。香港：小草出版社。 

陳映真 (2001)〈鄉村的教師〉 [1960]。《我的弟弟康雄》。陳映真小說集 

 1:1959-1964。臺北：洪範書店。31-45。 

Damisch, Hubert (2001) La Dénivelée: à l’épreuve de la photographie. Paris: 

 Éditions de Seuil.  

李光輝口述。周盛淵筆記(1975)《叢林掙扎三十年：李光輝的血淚史》。臺北：

林白出版社。

林建國(1993)〈異形〉。《中外文學》 22.3(Aug.): 73-91。 



7 

台灣文學裡的熱帶雨林書寫：
李永平與潘雨桐

Writing the Rainforest in Taiwan Literature: 
Lee Yong-ping and Pan Yu-tong 

詹閔旭

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現任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助理

教授。研究興趣為台灣現當代文學、移民與種族研究、東南亞華語語系文學、

客家文學。研究成果發表於《中外文學》、《臺大文史哲學報》、《臺灣文學學報》

等臺灣核心學術期刊。他也參與譯作《搜尋的日光：楊牧的跨文化詩學》（洪範，

與施俊州、曾珍珍合譯），以及台灣作家網站的數位規劃等工作。

一、台灣文學裡的異域

熱帶雨林是東南亞地區以外讀者認識東南亞最為關鍵且熟悉的印象，台灣

文學也有不少描繪雨林的故事，主要分為三大類：第一是馬華作家的雨林書寫，

包括張貴興、李永平、潘雨桐的作品；第二是描寫台灣人在太平洋戰爭時期赴

南洋作戰的故事，陳千武、李喬都曾處理過類似題材；第三則屬於台灣出身的

作家至東南亞雨林冒險、旅遊的故事，徐仁修作品可視為代表。

儘管台灣文學裡有關於雨林的作品甚為豐富，雨林仍屬於台灣文學裡的異

域。這裡的「異域」包括兩層涵義：第一，台灣文學裡所描寫的熱帶雨林往往

出現在台灣以外的異域，通常以東南亞國家為大宗；第二，台灣文學書寫研究

在這一方面的研究仍付之闕如，熱帶雨林研究屬於台灣文學書寫的化外之地，

缺乏實際論述。值得注意的是，正因為熱帶雨林研究隱含的「異域性」，讓我們

得以從跨文化交流乃至於全球格局重新思考台灣文學的無窮潛力。

台灣文學研究如何討論熱帶雨林呢？以往研究者大多從文化觀光、賣弄異

國情調等角度分析雨林書寫，這一種論述取徑往往招來東南亞出身學者（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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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黃錦樹）的嚴厲批評。近幾年雨林研究開始融入生態環保、原住民、非

法移民等新興議題，陡然拓寬雨林論述的多樣性。儘管論述取徑更為開闊，台

灣文學在這一部分的論述仍顯稀少，猶待開發。這一點可以從台灣重量級自然

書寫學者兼創作者吳明益的著作獲得佐證。吳明益 2004 年出版由其博士論文改

寫而成的《以書寫解放自然：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奠定台灣自然書寫研

究基石。9 年以後，吳明益一方面改寫舊作，另一方面融入第二階段最新研究

觀點與實地調查成果，同時推出一套三冊的《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

1980~2002》、《臺灣自然書寫的作家論 1980~2002》、《自然之心——從自然書

寫到生態批評》。吳明益的研究建構了台灣自然書寫系譜，但是在他的筆下，幾

乎未能觸及台灣文學裡的熱帶文學以及其中蘊含的極為複雜的環境保護議題。1 

這篇文章將探討台灣文學裡的熱帶雨林書寫，並透過在馬華作家作品的分

析來彰顯熱帶雨林文學所蘊含的意義。目前台灣文學裡的熱帶雨林書寫以張貴

興雨林三部曲堪稱代表，但一來張貴興極為複雜的雨林小說需專文處理，二來

業已累積不少前行研究，我在這篇文章將選擇分析李永平《大河盡頭（上下卷）》

（2010）、潘雨桐《河岸傳說》（2002）這兩部同樣頗具代表的雨林作品，另外

開闢論述空間。這兩部作品皆把小說場景設定在瀰漫魔幻寫實色彩的婆羅洲雨

林，刻劃出人鬼交雜、巫術傳說混生、各色人種相逢的雨林印象，展現出婆羅

洲雨林在全球史脈絡下的歷史創傷及後殖民遭遇。以往研究者往往抗拒將雨林

視為敷衍異國情調的裝置，我在這篇文章打算重新思考熱帶雨林書寫所蘊含的

基進「異質性」能量，無論是李永平《大河盡頭（上下卷）》所描繪的異質空間

檔案，抑或是潘雨桐《河岸傳說》細膩刻畫的異質生命情境，皆陡然拓寬熱帶

雨林書寫的多元意涵。

二、異質雨林空間檔案：李永平《大河盡頭（上下卷）》

《大河盡頭》是李永平書寫婆羅洲的「月河三部曲」之第二部，分為上下

兩冊。1970 年代中期，李永平以短篇故事在台灣文壇嶄露頭角。1980 年代，李

永平推出代表作《吉陵春秋》（1986），他以精湛的現代主義表現手法與令人目

眩神迷的中文語言藝術表演，奠定其寫作特色。此書獲得《亞洲週刊》票選亞

1 唯一的例外是吳明益《自然之心─從自然書寫到生態批評》收錄了一篇討論李永平小說的論述

〈文字中的蠻荒——《大河盡頭》中的禽鳥野獸及自然意識〉，這也是台灣自然書寫研究少數觸

及熱帶雨林的論文。不過，這一篇論文最初發表於 2011 年由東華大學空間與文化研究室舉辦的

「李永平與臺灣∕馬華書寫」研討會，李永平曾服務於東華大學，與吳明益有同事之誼，從各方

面來看，這一篇論文應屬於受邀之作，不在吳明益原先的論文撰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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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小說一百強，至此將李永平推向當代華文文壇大師級地位。除了美學上的成

就，多年來，論者討論李永平的作品時，多半將之擺放於在台馬華文學極為複

雜的原鄉想像與離散經驗，書寫在這裡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中文書寫作為

符號以及原鄉認同之間的辯證向來是李永平寫作特色。2 

在這樣的創作歷程裡，《大河盡頭》似乎嘗試挑戰這樣的詮釋觀點。李永平

《大河盡頭》回過頭書寫故鄉婆羅洲。李永平出生於 1942 年的英屬婆羅洲，「大

河」指的即是婆羅洲第一大河卡布雅斯河。《大河盡頭》以第一人稱「我」為敘

事觀點，敘事者是一名十五歲的華人少年永，他與他的荷蘭姑媽克絲婷在中國

農曆鬼月啟程，沿著卡布雅斯河溯流而上，意欲前往婆羅洲原住民的聖山峇都

帝坂。《大河盡頭》把小說場景放在蠻荒的婆羅洲，陪伴華人少年一同上路的旅

伴為歐洲人與婆羅洲原住民，語言的混雜，種族的混雜，讓小說裡的中華文化

符號降到最低。

《大河盡頭》是李永平晚期代表作，此書榮獲 2010 第三屆「紅樓夢獎：世

界華文長篇小說獎」專家推薦獎，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一本書讓李永平陸續奪下

中山盃華僑華人文學獎評委會大獎（中國）、國藝會國家文藝獎（台灣）、星雲

文學獎（台灣）等殊榮。儘管這一本書備受讚譽，黃錦樹卻嚴厲批評李永平《大

河盡頭》的書寫策略：

《海東青》的讀者讀《大河盡頭》一定會有強烈的熟悉之感。風格化的文

字毋寧是決定性的路標；呼喊朱鴒，那一幕幕的奇觀，性的暗示和引誘、

獵艷者與小處女、被日軍輪暴的女人⋯⋯都是李永平過去幾部小說的變

奏。新增的奇觀不論是長屋裡的人頭、獵艷者的魔術表演、雨林裡的挖土

機，都是地毯般平行展開的。下卷增添了不少河上景觀，而敘事的核心，

是少年敘事者的情欲萌發，與姑媽之間的情欲雙人舞。反覆的神聖的女人

／受難的女人、反覆的引誘、驅近又遠離。上下兩卷王德威都寫了辭意懇

切的序論，但卻也委婉的指出，在這樣的作品裡，歷史被架空了，寫作成

了純粹的文字展演。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是一場更徹底的重寫嗎？到底

是怎樣的欲望驅動這樣的書寫？是一種怎樣的美學實踐？3 

黃錦樹總結道李永平在《大河盡頭》將婆羅洲歷史壓到最低限度，而「選擇了

2 張錦忠，〈（離散）在台馬華文學與原鄉想像〉，《中山人文學報》22 (Summer 2006):93-105。 
3 黃錦樹，〈石頭與女鬼：論《大河盡頭》中的象徵交換與死亡〉，《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4 (2012.4): 
246。 



華語語系與南洋書寫：臺灣、馬華、新華文學與文化

10 

奇觀展演，異國情調」。4黃錦樹的批評極為一針見血，儘管《大河盡頭》碰觸

到太平洋戰爭、英荷殖民史、婆羅洲原住民遭受的剝削的情節，卻不是推動故

事發展的主軸，因此，我同意這一本小說極盡能事調度異國情調，致使它在很

大程度與徐仁修《赤道無風：婆羅洲蠻荒之旅》深入婆羅洲雨林冒險的故事有

極高程度相似性：陌生的雨林、導遊領路、沿著旅遊路線開展的冒險故事、旅

程中帶出異族歷史與文化。

不同的是，徐仁修的雨林冒險是為了探索他者，李永平的雨林小說則指向

自我認同追尋，這根本性決定了異國情調截然不同的內涵與意義。事實上，異

國情調在《大河盡頭》驅動了整本小說的敘事動力。《大河盡頭》的敘事結構值

得留意。這一本小說描寫敘事者從馬來西亞移居台灣，敘事者老年永在台灣淡

水河畔追憶年少時期的一場婆羅洲大河之旅緩緩展開故事，少年永沿大河，攀

登聖山，迂迴投射出移民作家希冀回歸故里的慾望。小說場景主要發生在婆羅

洲卡布雅斯河，但是小說序言不斷提及淡水河與卡布雅斯河兩條河的參照對

比，婆羅洲故事也不斷遭到小說家在台灣書桌伏案寫作的描述打斷，兩條大河

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異國情調」在小說正可以凸顯兩地文化之隔、風土之別。

高嘉謙精準指出，《大河盡頭》不容被忽視的特質，在於它體現了「跨地域的追

尋和回憶」。5換句話說，如果徐仁修的雨林冒險故事源自於對於異文化的欲求，

李永平的雨林書寫調度異國情調則需放在移民作家的心理結構檢視，為了合理

化「他鄉」望「故鄉」的敘事結構。

從這個角度來看，《大河盡頭》之所以架空歷史就不難理解了，顯然和移民

作家的書寫位置大有關係。首先，這一本小說是李永平自描寫中國小鎮的《吉

陵春秋》、描寫台灣的《海東青》與《朱鴒漫遊仙境》之後將寫作焦點移回故鄉

婆羅洲的新作，強烈的認同慾望驅動下，婆羅洲大歷史故事勢必讓位給離散移

民作家私人生命故事，著重於作家的認同感悟。其次，《大河盡頭》涉及馬來西

亞題材在台灣的跨國接受考驗。李永平曾參與 2000 年聯合報文學獎評審，當時

他批評黎紫書參賽作品〈山瘟〉瀰漫強烈的南洋風味，不熟悉馬來西亞共產黨

歷史的台灣讀者恐怕難以理解這篇小說的力道所在。李永平所秉持的評審原則

反映了馬華文學在跨國文學獎認可機制所面對的難題 6，同時也是他作為移民

作家向來念茲在茲的創作考量；易言之，在地歷史與普世關懷之間，他顯然更

4 黃錦樹，〈石頭與女鬼〉，頁 245 
5 高嘉謙，〈性、啟蒙與歷史債務：李永平《大河盡頭》的創傷和敘事〉，《台灣文學研究集刊》

11 (2012.2): 41。 
6 詹閔旭，〈多地共構的華語語系文學：談馬華文學的台灣境遇〉，《台灣文學學報》30 (2017.06):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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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向普世關懷多一些。

《大河盡頭》裡的異國情調除了標示跨國移民作家以「他鄉望故鄉」的創

作位置，更折射出保育熱帶雨林原始生態的呼籲。小說裡的少年永跟隨姑媽克

絲婷深入婆羅洲雨林心臟，越接近內陸，越發現熱帶雨林遭受現代資本主義機

具的破壞越深。《大河盡頭》上卷尾聲描寫新唐鎮的段落尤其具備代表性。上卷

最後幾章，姑姪二人來到新唐，這裡正是當年克絲婷被迫擔任慰安婦的軍營，

太平洋戰爭往事歷歷在目，不堪回首。諷刺的是，多年以後，新唐搖身一變為

日本大企業開墾婆羅洲雨林的大本營，少年永與克絲婷兩人漫遊城市，觸目所

及盡是日本公司怪手機具。

滿山遍野招展著丸紅旗，暮色中迎著河風潑刺潑刺呼嘯飛蕩，驀一看，好

似陰曆七月鬼節傍晚，豎立在河岸呼喚過往亡魂前來取食的一幅幅招魂幡。 
西。渤。泥。嶋。拓。植。（株）。

白底紅字巨幅看板，滿山頭四處矗立，落日下聲勢浩大熠熠生輝。

天神似的一縱隊魁梧奇偉的鐵甲金黃武士，科馬子，赫赫有名的日本小松

推土機，森然列陣河濱，有如一營借屍還魂的皇軍，在幽靈指揮官一聲令

下，倏地舉起他們那亮晶晶精鋼鍛造、足足有半人高的巨大鏟刀，鏘，鏘，

帥氣地抖兩下，向河中路過的摩多翔鳳致敬，行注目禮，旋即我們就聽到

砰的一聲，只見那一排高舉在空中的十幾把大鏟刀，猛然墜落，齊齊屈辱

地表，猛一刨，恐龍般仰天嘶吼著鏟起河岸整片整片的赤土，一股腦兒轟

隆轟隆推送入河中，瞬間將河水染紅。7 

當年的日本皇軍營區如今搖身一變，成為日資拓植（株）會社戮力打造的新興

林業重鎮。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李永平採用擬人化手法描寫這些機器怪獸，將

它們形容為高舉著大鏟刀的科馬子神，宛若遠古恐龍，與此同時，這些怪手彷

彿也遭到慘死於太平洋戰爭日軍鬼魂附身，「有如一營借屍還魂的皇軍」。無論

是跨國日資公司經營的木材集散場，抑或是太平洋戰爭時期橫掃婆羅洲的皇

軍，兩者本質皆是掠奪土地資源、破壞當地環境，並無二致。少年永眼見規模

宏大的新興木材集散市場，目睹現代化機具在婆羅洲土地上亂墾亂鑿、胡亂衝

刺，他不自覺聯想到的是，伊班原住民少女在夜裡的呼叫：「薩唧，痛！達拉，

血！」。8遭受性侵的原住民少女無疑是婆羅洲處女地的隱喻。 

《大河盡頭》所敷衍的異國情調因此衍生出第二層文化意涵，亦即是保留、

紀錄、存取婆羅洲雨林遭受現代資本主義破壞殆盡以前的風土樣態，李永平《大

7 李永平，《大河盡頭（上卷：溯流）》（台北：麥田，2010），頁 374-375。 
8 李永平，《大河盡頭（上卷：溯流）》，頁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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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盡頭》構築的雨林空間成為一種檔案化行動。線上期刊《數位荒原》在 2015

年由鄭文琦策畫推出「空間作為檔案（space as archive）」專題，主張藝術檔案

所蘊含的創造性與擬造力可以「讓人得以透過它的開啟、閱讀而去探究特殊的

歷史意義與美學時空—設法將空間文本視為一種可讀的檔案，進而將舊日景觀

召喚至當前同在的時空，和讀者產生美學或其他面向的共鳴」。9我認為這種將

空間視為檔案的思考，正好對應李永平看待婆羅洲雨林的態度。李永平在《大

河盡頭》細膩描寫婆羅洲雨林的大河風光、原住民長屋、動植物生態與瞬息變

化萬千的雨林氣候，精緻而流暢的語言文字開鑿出雨林在文學作品裡的藝術空

間，正是一種將雨林檔案化的行動。面對全球資本主義開發婆羅洲雨林的腳步

逐漸加快，李永平將熱帶雨林凝聚成方塊字，將雨林空間幻化為檔案，並且捨

棄掉太過複雜的婆羅洲歷史文化讓雨林空間文本蛻變為一種方便異國讀者理解

的檔案。

從全球景觀角度來看，雨林空間檔案具備不可忽視的基進意涵，其中最核

心的抵抗意義就在於《大河盡頭》為全球益發同質化的都市景觀保留了一方另

類空間，異質的風土。台灣的角色浮上檯面。李永平在《大河盡頭》自序描述

這一本書完成於從花蓮到淡水的顛簸火車上，往返台灣東部幹線的火車——火

車向來是小說裡用來象徵現代化的重要物件——和深入婆羅洲雨林的長舟構成

「現代台灣」與「原始婆羅洲」的參照對比。於是乎，相較於台灣所代表的全

球現代性，熱帶雨林書寫代表一種有別於全球主流（以台灣為範本）的另類文

化樣態。

易言之，我們不妨將《大河盡頭》刻意標舉的異國情調書寫視為一種全球

資本主義橫掃下仍未消失殆盡的異質文化痕跡。仍未消失殆盡，表示終有一日

可能全消失，而在那一日抵達之前，小說家先行以文字完整封存這一座熱帶雨

林空間，使之成為一種藝術檔案，供日後讀者能夠透過文學作品「將舊日景觀

召喚至當前同在的時空」。在婆羅洲歷史與全球空間景觀之間，他顯然更希望以

文字保留下熱帶雨林奇觀。這一本小說越散發異國風情，它就得以離我們所熟

悉的全球同質化世界越遙遠，彰顯《大河盡頭》書寫背後所隱含的保留異質熱

帶雨林空間的倫理驅動力。

三、雨林裡的異質生命：潘雨桐《河岸傳說》

9 鄭文琦策畫，〈空間作為檔案 1〉，《數位荒原》第 22 期，2015 年 9 月，

http://www.heath.tw/nml-issue/space-as-archive-i/（2017.10.15 上網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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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雨桐《河岸傳說》則展現台灣文學裡截然不同的熱帶雨林空間。潘雨桐

在 1958 年留學台灣，屬於第一代赴台留學的馬華生。他和多數馬華留台作家一

樣，留台期間廣泛接觸現當代文學資源，汲取養分。取得博士學位後，他曾短

暫在台灣中興大學教書，但在 1980 年代選擇返回馬來西亞工作。儘管潘雨桐離

開台灣，他與台灣之間的連結並未切斷，他的作品在 1980 年代陸續榮獲台灣重

要文學獎的肯定，包括〈鄉關〉獲得 1981 年《聯合報》短篇小說獎、〈煙鎖重

樓〉獲《聯合報》中篇小說獎、〈何日君再來〉獲《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獎。

他的作品《因風飛過薔薇》（1987）、《昨夜星晨》（1989）、《河岸傳說》也交由

台灣出版社發行，打入台灣市場，尤其是 2002 年出版的《河岸傳說》以魔幻寫

實筆法描寫熱帶雨林生態景觀，替台灣文學增添一抹難能可貴的熱帶色彩。

 潘雨桐短篇小說集《河岸傳說》收錄了 8 篇發生在熱帶雨林的故事。潘雨

桐此前小說關懷可分為三大面向，包括大馬華人的政治處境、第三世界的新移

民、大馬境內的弱勢族裔。10然而，隨著小說家赴雨林擔任園丘經理，視野漸

廣，小說家親眼目睹「熱帶雨林每年正以兩千萬公頃的速度消失」11，便催生

這一本《河岸傳說》，反映了潘雨桐在熱帶雨林現場工作的實際觀察與感悟。有

意思的是，這一本小說除了把對於大馬境內的弱勢族裔關懷延伸到對於即將消

失雨林大地的深切關懷，也融入當地精靈鬼怪傳說，建構出妖魅、迷離、蒼茫、

復又充滿異國情調氛圍的雨林世界，展現與前此作品截然不同的藝術面貌。

因此，這本小說集跟李永平《大河盡頭》一樣，小說家選擇雨林作為背景，

不只是為了敷衍探險情懷，而是將充滿另類異質性的雨林空間視為必得要搶救

保存的對象。許文榮與莊薏潔將《河岸傳說》讀為原始文明和現代文明、工具

理性和復魅精神的緊張對峙，而小說家顯然站在受傷害的雨林這一邊，為飽受

摧殘剝削的雨林發聲。12游傑華主張《河岸傳說》所收錄的各篇小說流露鮮明

環保意識，大力批判經濟至上的資本主義讓婆羅洲熱帶雨林漸漸失去原有面

貌。13蘇燕婷則從空間倫理角度切入，指出小說裡逐漸消失的雨林彰顯出人性

的貪婪與慾念。14這些閱讀切入角度提醒我們，潘雨桐雨林書寫背後呈載沉重

的道德使命與環境保育呼籲。另一方面，我也想指出，儘管潘雨桐具備在熱帶

雨林長期工作的實務經驗，我們卻不可忽略虛構與真實辯證所衍生出的美學效

10 黃錦樹，〈新∕後移民：漂泊經驗、族群關係與閨閣美感：論潘雨桐的小說〉，《中外文學》24.1 
(1996.6): 154。 
11 潘雨桐，《河岸傳說》（台北：麥田，2002），頁 327。 
12 許文榮、莊薏潔，〈多元文化語境下的邊緣意識：馬華文學少數民族書寫的主題建構〉，《民族

文學研究》2012.3: 84-85。 
13 游傑華，〈論潘雨桐的婆羅洲雨林自然寫作〉，《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6.2: 20。 
14 蘇燕婷，〈論潘雨桐小說集——《河岸傳說》的空間倫理〉，《南方學院學報》2007.3: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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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河岸傳說》調度魔幻寫實筆法建構出虛實交錯的雨林世界，亦是一種透過

藝術手法把空間檔案化的舉措。

值得注意的是，李永平《大河盡頭》所呈現的雨林著重在空間本身，潘雨

桐《河岸傳說》則回到人的身上，展現熱帶雨林書寫大異其趣的面貌。《河岸傳

說》細膩勾勒人在雨林空間生活裡所面臨的種種挑戰，諸如經濟重擔、工作進

度壓力、砍伐森林的詛咒、情感關係的破裂、異地生活的不適等等，我想透過

〈旱魃〉剖析潘雨桐雨林書寫的特色。這一篇小說有兩組主要人物，娃希達和

阿露一組，男人和管工為一組。阿露是森林保育派，不斷灌輸娃希達不得砍伐

樹木，不得獵捕鯊魚；管工則是森林開發派，以金錢誘惑男人執行墾伐工程。

小說一開始，深受阿露價值觀影響的娃希達眼見雨林河道越來越乾涸，規勸男

人留意森林禁忌：

「河水快乾了。」

「喔——」男人一骨碌坐了起來，抬頭往窗外望：「神經病！」 
「河水快乾了。」

「討厭。」男人一揮手，又躺了下去：「乾就乾，關我什麼事？」

「你再到樹林裡去砍樹山鬼就吃了你」

男人睡不下去了，慢慢的張開眼睛，但身子還是一動也不動的躺著。

房間很小，木板床靠在一起，另一邊的木架上擱著幾個手提袋，張著口，

隨身用的衣物也沒全拿出來，拖拖拉拉似的，好像隨時都可以一塞而回拎

了就走。也真的可以拎了就走，工地的工程進展不順利，管工又挑剔，誰

待得住？

「吃什麼？」

「什麼吃什麼？還賴在這裡——」 
「我說不進樹林砍樹吃什麼？」

「你是男人。」娃希達攏了攏頭髮，悉數往後一收，從窗台的橫木上

拿了一根橡皮筋一撂一轉，一把焦枯的頭髮已束在腦後。15 

娃希達與男人兩人之間的對話，具體而微展現雨林生活的艱難。小說的兩位主

角離鄉背井，蝸居在位居蠻荒雨林裡的狹窄房間，只為了多掙一些錢、多謀求

一些機會。然而，雨林是掏金夢想地，不少人卻也魂斷命喪於此。弔詭的是，

娃希達一方面告誡男人不要砍樹，另一方面又不斷跟他要錢，等於變相逼他去

砍樹。男人最終為了加糧養家，砍下伯公樹，一時失手，慘死巨樹下。

〈旱魃〉透過一對夫妻的日常爭吵勾勒出在雨林生活的艱難，掙扎於經濟、

15 潘雨桐，《河岸傳說》，頁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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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與環境保育之間，另一篇小說〈山鬼〉也依循相仿的故事邏輯。九命貓鐵

頭穿梭在雨林各大開發建設工地，駕駛推土機，挖掘山泥，儼然生態殺手。不

過，他與其他工人並非不敬畏大自然，而只是為了混口飯吃，「十幾二十年了，

來來去去，把鋸屑變成一閃一閃的金項鍊」16，他們把金項鍊緊緊綁在身上，

深怕一不注意，甘冒禁忌只為了養家活口，為了不讓女兒可以風光出嫁的嫁妝

被人搶去了。

《河岸傳說》聚焦描寫出門在外打拼的底層工人，深入挖掘他們在雨林奮

鬥求生存的故事：他們為何而來？又為何不顧一切破壞雨林生態？他們遭遇什

麼樣的生命難題？何啟智和林春美別出心裁地指出，潘雨桐筆下的男人往往被

賦予養家重擔，無論是〈旱魃〉的男人、〈山鬼〉的鐵頭和〈河岸傳說〉阿楚都

困在傳統男女性別角色分工的桎梏下，即便他們深知雨林禁忌恐將送命，經濟

壓力仍舊逼迫這一群男人不得不鋌而走險。17我認為這是非常犀利而深刻的觀

察。換句話說，潘雨桐在這一本小說一方面既希望呼籲保護雨林環境的必要，

同時另一方面，他也留意到這些所謂的「生態殺手」其實位居社會經濟底層，

他們為了個人生存而不得不協力資本家把雨林地推平，即便深知此舉恐冒犯禁

忌慘死，他們也在所不惜。這一群底層移工肩負沉重的家庭經濟壓力、社會階

層剝削、雨林禁忌的報復，他們的生命毫無出路，「只有一股推著它走的力道叫

命運」。18 

綜合而言，倘若把《河岸傳說》視為入侵者 vs.受入侵雨林的二元對立顯然

過於簡化了，我認為「經濟開發」與「環境保育」的對立在潘雨桐筆下轉化為

「雨林存廢」與「個人生存」之間的兩難抉擇，這可說是潘雨桐在《河岸傳說》

最深刻且尖銳的觀察，亦呈現倫理課題的複雜性。「不進樹林砍樹吃什麼？」貫

穿整本小說，這已經不是個人貪婪慾望的層次，也不見得是換個工作就能解決

的問題。當這些底層移工甘願以自身生命為賭注，以身體獻祭雨林修羅場，雨

林不只是環保團體眼中的處女地，也不是資本家眼中的金山銀礦，而衍生出熱

帶雨林書寫另一種層次的意涵：雨林裡的異質生命。

潘雨桐的熱帶雨林書寫放在台灣出版，有何意義呢？張光達針對陳大為南

洋書寫的分析，十分值得參考。陳大為曾經寫作一系列南洋史詩，張光達認為

陳大為詩作的特色不只是書寫南洋風光，更在於詩人雜揉傳記、史料、寓言、

稗官野史、個人感悟等不同素材，建構出斷裂、重層、充滿縫隙的南洋華人歷

16 潘雨桐，《河岸傳說》，頁 129。 
17 何啟智、林春美，〈男性氣質的建構與消弭：潘雨桐與李天葆小說的個案研究〉，《華文文學》

128 (2015.3): 121。 
18 林建國，〈死亡的舞步〉，《聯合報》，23 版，2003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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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這樣的寫法讓大寫的南洋歷史站不住腳。19循著同樣的思維模式，當潘雨

桐《河岸傳說》的關注焦點從「異質的雨林空間」轉向「雨林裡異質的生命情

境」，同樣有助於顛覆我們習以為常的雨林刻板印象，讓雨林內涵不再封閉、單

一。我們為何保育雨林？當我們呼籲保育雨林，是否因為這一舉動並不會危害

到我們的經濟生計？在保育雨林的同時，如何看見全球資本主義宰制下的異質

生命情境？

四、小結

這一篇文章試圖透過兩本小說勾勒台灣文學裡截然不同的熱帶雨林書寫面

貌。李永平《大河盡頭》利用精緻的文字藝術化手法，將異質的雨林空間轉化

為美學檔案，保留下來。表面上來說，這一本小說充滿高度異國風情，但這種

異質性恰恰可以成為批判跨國資本主義與全球同質化力道的抵抗空間。潘雨桐

《河岸傳說》則跳脫自然保育角度，讓我們看見在經濟底層、在雨林深處掙扎

的移工，他們不再是貪婪的外來入侵者，而以明知雨林禁忌仍甘願冒死滿足個

人∕家庭生計溫飽的面貌現身。《大河盡頭》呈現異質雨林空間，《河岸傳說》折

射出異質生命樣態，台灣文學裡的熱帶雨林書寫因而衍生出格外繁複而多元的

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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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線上的風土：論新馬粵謳與粵語政治

高嘉謙

臺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現任臺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研究專長為近現代文學、

馬華文學、近代漢詩、民國舊體詩。重要著作有《國族與歷史的隱喻：近現代

武俠傳奇的精神史考察（1895-1949）》（2014）、 《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

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2016）等。 

（會議初稿，請勿引用）

一、華夷風視野下的風土

從族裔遷徙和離散敘事的角度而言，「南來」表現了中國南方在境外的經濟

與勞力流動，並象徵一個值得探究的文化與文學播遷的地理軌跡。這是新馬華

語語系文化與文學的起源情境，形塑了新馬早期文人社群與文學生產。移民社

會由各種方言群的離散華人組成，因此在漢詩之外，粵謳和竹枝詞是寫作和表

徵土風民俗的常見形式。這不僅涉及移民主體的生存體驗，同時是語言在異地

的遭遇、變異與發展，啟動文人對移民社會與原鄉的疆域思索與文化想像。

但粵謳和竹枝詞的南洋風土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概念？我們又該如何重新理

解箇中內涵？

    1900 年因為邱菽園的資金接應，康有為避難流亡到新加坡並獲得上賓的招

待。歷來討論康有為的南來意義，除了孔教運動和政治避難等議題，就其個人

的詩歌譜系而言，南洋階段帶有創傷意義的漢詩寫作，無論是近代漢詩譜系而

言，或馬華漢詩的意義，都有其特殊價值。康有為曾替邱菽園《選詩圖》題詠，

既以「絕妙才華慘綠年」頌揚邱菽園的才華，亦不忘關注邱菽園在新加坡熱烈

開展的文教活動：「君於居夷亦何陋，盡搜翠羽上紅毹」。對題詠者而言，南洋

是炎荒之地，苦力與勞動百姓組成的移民社會。詩的風雅與生產，跟艱困窘迫

的客觀環境有著弔詭的辯證。這是另一種南遷或南渡的正統，抑或境外蠻荒的

變風？因此，當問及典章禮樂如何傳承，康有為直指南洋風土滋養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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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文明剩竹枝，南洋風物被聲詩。蠻花鳦鳥多佳處，恨少通才作總持。·
中原大雅銷亡盡，流入天南得正聲。試問詩騷選何作，屈原家父最芳馨。1 

他看到了南洋漢詩生產的可能意義。以南洋異域地景為竹枝詞的最佳素材，其

實暗示了帝國崩毀，文化塌陷之際，詩的禮崩樂壞就是大雅銷亡。詩的正聲不

在雅樂，而是國風的民間魅力。跨出境外的漢詩，因此放逐天南，以民間歌謠

形式重建詩的質感與動力。在康的身上，傳統屈原式的放逐詩學，為流寓者漢

詩寫作的整體精神貼上了標籤。

    但南來的離散寫作，往往觸及雙鄉情結（double consciousness）。面對異地

和異文化的接觸，以文學形式表徵風土，我們可以理解，那是一種進入文體與

生活、習俗、城市、文化，甚至語言「之間」（in between）的議題。詩和文發

生於當下，扎根於華人移民社會的歷史現場，間接成了風土的「形式」意義。

換言之，風土如何被創作於南洋的民間歌謠集中承載和賦形，尤其盛行於十九

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上半葉新馬兩地報刊的竹枝詞、粵謳，應該是有趣的文體形

式。2其展現異於古體和近體漢詩的風格特色，似已標舉南洋風土的另一層意義。 
然而，我們習以為知的「風土」，在傳統漢語世界裡又是如何表述？

回到中國典籍，「風」從《廣雅》：「風，動也」，《莊子》：「大塊噫氣，其名

為風」指空氣的流動狀態，進而《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天子省風以作樂」，

《呂氏春秋。音初》：「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指向一種社會

風尚、習俗、道德，一套對於風的人文主義認知似已完成。

而在傳統醫療知識體系裡，「風者，百病之始也」（《素問。通氣通天論》），

觸及身體意識。風在漢代兼具時間秩序的意義，左右季節的韻律，以及人的社

會生活與行動準則。在中醫理論裡觀照的身體，風主導的時序，導引出一個跟

身體發生連結與作用的意義脈絡。風與生命息息相關。

與此同時，回應自然物理的狀態，人文意義的「風」必然旁涉「水土」概

念，故《漢書。地理志下》：「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

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言下之意，水土滋養民族性，風之形成，離不開水土，

應運而生的土氣、土風等詞組，表示了自然環境與風俗習慣結合的意義。而慣

用的「風土」，兼具地理與人文雙重意涵，最能具體化地作為《詩經。國風》的

詩篇採集民間聲音與風貌的底蘊。我們熟知的〈毛詩序〉：「上以風化下，下以

風刺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是詩、是歌，

是民謠，有轉化情感和舉止的教化意義，移風易俗，故有「風教」一說，發展

1 節引自康有為：〈題菽園孝廉《選詩圖》〉，《萬木草唐詩集》（上海：上海人民，1996），頁 117。 
2 李慶年的《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是最初討論南洋竹枝詞和粵謳的學術專著。爾後接續編

輯的《南洋竹枝詞彙編》、《馬來亞粵謳大全》，集中在報刊資料的收集，貢獻甚大。參見李慶年，

《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1998）。李慶年編：《南洋竹枝詞彙編》（新加坡：

今古書畫店，2012）。李慶年編：《馬來亞粵謳大全》（新加坡：今古書畫店，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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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風刺、風化的功能。3 
由此進一步的推演，當風含括吟頌的詩歌、地域的風俗，個體處身其中，

在自然地理與人文環境的相互影響下，中醫思想著重的觀照和理論反思是，風

對人體所揭示的外在與內在，關鍵在於：「周遭環境以及周遭環境錯位而浮現的

自我（self）」、「個體化的過程展現出風的多樣性與不可預期」，而推導出監控身

體表面的竅穴的必要，毛孔對身體和疾病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換言之，中國的

身體觀與風的想像發生著緊密聯繫，那是「關於定向空間以及局部場所的經驗，

也是一種關於季節更替與人情變化的直接感知」。4 
這促成了一個有意義的思考，風涉及自然、地理、教化、習俗、身體，以

及在其中發展而形構或改變的「自我」。談論文學的風土，恰恰是討論如何進入

「風的世界」？

我們不妨看看一組〈星洲竹枝詞〉的例子。

長春不老萬千年，信是南洋別有天。熱帶旅行偏不熱，重重樹影作雲簾。

星洲風俗費疑猜，習相成風實怪哉！海上腥風聞不得，癡人偏為吃風來。

    印度正逢森寶節，中華惜起上元燈。蟾宮明月人皆望，黑白紅黃無論誰。5 

這組詩值得注意，不僅是熱帶旅行的誘惑，而且一連搬演了好幾個「風」的概

念與意象。這裡包裹著「風俗」、「風潮」、「風行」、「風流」，甚至客觀的「風勢」、

「風向」，已是自然與人文地景的開展。而最後「吃風」關鍵概念的拋出，生動

又淺白指出了人與風的接觸與共處，意指旅行、觀光、流動、瀏覽一個外部的

經驗。「吃風」成了南洋華人慣用的套語。這是某種生活脈絡下養成的習性與自

然，暗示著「自我」具體的融入與實踐。因而下一首張揚淡米爾人慶祝的印度

教節慶「森寶節」（Thaipusam），對應華人的慶祝元宵，詩裡的「黑白紅黃無論

誰」，連結上華夷雜處的生活現實，典型的赤道異域想像，而「風」為竹枝詞架

構的是風土的脈動。

走出國境到異域的風土寫作，「風」的概念除了是季候風帶動的海上行旅遷

徙，以及「風下之地」的赤道自然地理環境，顯然更多了一層辯證。和辻哲郎

《風土》一書特別強調自然不僅僅是風力、氣溫或濕度，而是與人互涉的感知

類型或結構，這意味著風土是一種自我發現的機制。和辻哲郎這裡著眼的「我

們在風土中發現我們自身」6，點出了南洋的風土類型背後，一種民族、人種應

3 關於詩的「風教」概念，參見梅家玲：〈〈毛詩序〉「風教說」探析：兼論其與六朝文學批評之

關係〉，《臺大中文學報》（1990 年第 3 期），頁 489-526。 
4 在中醫理論下關於身體的思考，可參考栗山茂久：〈風的想像與中式身體觀的發展〉，劉士永編：

《東亞醫療史：殖民、性別與現代性》（台北：聯經，2017），頁 55-71。 
5 程仰呂：〈星洲竹枝詞〉，收入李慶年編：《南洋竹枝詞彙編》，頁 124。又見《叻報》之〈詩界〉

（1925 年 5 月 13、14、15 日）。 
6 和辻哲郎：《風土》，頁 8。 

http://www.cl.ntu.edu.tw/files/archive/878_43324894.pdf
http://www.cl.ntu.edu.tw/files/archive/878_4332489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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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環境形塑而成的社會具體實踐。在我們解讀的南洋竹枝詞和粵謳，南來文人

又以什麼態度與眼光介入和捕捉這套風土的「物像」或「物象」？這套產生於

生活的感受、景觀和脈動的寫作，風土被呈現的背後，同時指向了文人自身的

存在感。甚至進一步的說，竹枝詞和粵謳如何足以呈現和投射這種移民社會的

感覺結構？

我們不妨看看熱帶氣候的風土所形塑的服飾和冲涼文化。竹枝詞寫到南洋

人的生活以赤足拖鞋、沙籠著裝，以及冲涼解決酷熱：

終歲無分春與秋，薰蒸暑氣汗常流。五陵公子居此地，縱然冬天不用裘。

女郎著屐漢穿裙，每日街頭攘往紛。見慣司空不經意，隨波逐流可同群。

家家屋裡築涼房，每日房中冲水涼。細拭肌膚清潔淨，拖鞋橐橐步幽廊。7 

從木屐、沙籠到冲涼房，作為熱帶氣候下的生活物象，進而關注女人著屐，男

人穿裙、每日冲涼的一種生活習俗，南洋人隨著外在單調的自然炎熱環境而產

生的相應變化，著馬來人服飾、木屐，也可視為一種起居意義上的身體律動。

當寫入竹枝詞，進入南來者在異地生活眼光，「見慣司空」和「隨波逐流」成為

對異地熟悉化的存在體驗，種種勾勒的南洋風貌，何嘗不是「風」土下，行旅

者意圖融入異地而在竹枝詞裡組合、捕獲的一種節奏。

    1950 年代，南來文人蕭遙天面對馬來半島的暑熱，曾以散文〈食風與冲涼〉
8強調「好風有價」，「南洋人視風如食般重要」，這裡已是異域存在感的具體體

現。他甚至將書齋以食風樓命名。食風，因此引出了一種風俗和風物下對生存

的認知。無論是竹枝詞、歌謠、粵謳或散文，這值得我們注意，南來文人以混

雜方言與土語的華語語彙再現這一套生活風土之際，其實已是作為漢語流動下

的實踐。語言離不開人的主體，無論自我表述、溝通與交際。風，一種身體的

存在感與體驗，主體座標的確立和推移。華／夷意味著一種裏外的對望與張望。 
    王德威教授曾對 Sinophone 的譯法，從習用的「華語語系」，改變或倡導更

有文學表述意義的「華夷風」。9當王德威進一步論述 Sino「phone／風」總是在

華語非華－夷－之間來回擺盪的聲納、風向、風潮、風物、風勢。10 這恰恰對

應了 Sinophone 的思考預設，宣稱「phone」／聲音在華語語系文化實踐的重要

7 不磨：〈南洋竹枝詞〉，收入李慶年編：《南洋竹枝詞彙編》，頁 110。又見《南洋商報》之〈商

餘雜誌〉（1925 年 9 月 26、29 日）。 
8 蕭遙天：〈食風與冲涼〉，《食風樓隨筆》（新加坡：蕉風出版社，1957），頁 16-26。 
9 王德威除了有專文討論「華夷風」，另外聯合胡金倫和筆者共同主編讀本《華夷風：華語語系

文學讀本》，以「地與景」、「聲與象」、「根與徑」、「史與勢」幾組概念閱讀相關文本。參見王德

威：〈華夷風起〉，氏著：《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2015），
頁 36。 
10 王德威，〈華夷風起〉，氏著：《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 
2015），頁 36。王德威同時在《華夷風：華語語系文學讀本》的序言，進一步申論：「風」是氣

流振動（風向、風勢）；是聲音、音樂、修辭（《詩經．國風》）；是現象（風潮、風物、風景）；

是教化、文明（風教、風俗、風土）；是節操、氣性（風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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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從一個移民社群的聲音表現而言，語言的駁雜、表述型態的歧異、溝通／

交際的權力和資本、語言政策的實施與制訂，背後強調的認同與身份意識，處

處涉及「聲音的政治」。因而史書美觀照華語語系議題，其中一個核心面向，提

及華語因移民的流動擴散形成「多音(polyphonic)」、「多字(polyscriptic)」的混

雜與在地化現象，強調了「語系」特質，藉此批判了漢語中心主義。11華夷風，

或「華語語系的「風」來回擺盪在中原與海外，原鄉與異域之間」12，這是我們

可以勾勒的「華夷風景」。王德威的申論，顯然要更貼近一種文學與歷史的想像，

恰如其分描述各種跨洋出境的風土。

從中國和東亞的歷史脈絡來看，華夷之辨由來已久，牽涉的是政治、外交、

文化意義上的差序格局。但明清交替以降構成的「華夷變態」，卻提示了華夷秩

序觀的裂變與轉換。因而強調華夷風，象徵著我們在思考華語文學與文化生成

之際，境內境外的相遇與接觸，都混雜著身份、位階、主體的異動和游移。我

們並非重申歷史／政治意義上的中國中心的內外之別，探索的焦點也不是單向

的「認同」議題，而是從「外部」的視點與張力，審視各個華語語系社群文化

生產的重層脈絡。

在竹枝詞和粵謳的文學視界裡，藉由韻文形式表現的風土，往往是部分視

角的呈露，以及景觀的剪裁。這是寫作者捕捉的目光，恰恰這又是生活其間，

發生意義的風景。但地理學者不斷提醒我們，風景確實又存在於事物的現實中，

我們與環境之間的關係。13因此，我們注意到竹枝詞和粵謳幾個寫作的特質：

自然或生活物像的輪番呈現、方言語音的流轉，介於一個經驗到另一經驗「之

間」往返。換言之，我們不能忽視其中呈現的細節、情境、脈絡，恰如一幅構

圖、景觀，甚至風景。言下之意，由物像／聲音組成的文學風景，不僅僅揭示

看到什麼，而是同時是推敲觀看的意義。我們捕捉一個風景，同時呼喚風景下

的風土。

    在十九世紀末的下南洋群體中，廣府人是新加坡第二大方言群。14隨著而

來的粵音說唱文學形式----粵謳，成為報刊裡相當活絡的諧趣文體，進入到知識

與勞動移民群體的生活，遊走於鴉片、賭博、嫖妓、政治、經濟等生活的脈絡

和思維。粵謳偏重吟唱型態，著重口語表述，突出的「聲音」，恰恰也看做廣大

移民群體的生存「聲音」。因而粵謳表徵的風土特質（風土性），卻容易被定調

於風景文化的思考。我們視粵謳的「聲音」為風土的輪廓，粵謳的風景重心，

不在擬真的呈現外部現實，而是在筆下文字與聲音腔調之間，製造一個活力的

11 史書美對華語語系文學概念的定義，參見史書美：〈華語語系的概念〉，《反離散》（台北：聯經，

2017），頁 5-25。 
12 見王德威在《華夷風：華語語系文學讀本》的序言。 
13 邊留久（Augustin Berque）：《風景文化》（南京：江蘇鳳凰科學技術，2017），頁 52。 
14 根據麥留芳提供的數據觀察，從 1891-1941 年廣府人在檳城與新加坡都是第二大方言群。而最

大宗的方言群始終是福建人。參氏著《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台北：中央研

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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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動與往返，那是下南洋的苦力貿易與異地移居脈絡裡，一種涉入情色、感官、

身體、勞動所相互交織的「生活」樂趣。「聲音」迴盪於粵謳體，以及外部現實

之間（作者的往返對話），比起漢詩的酬唱，更貼近於一種可居的處境。粵謳呈

現的風景，恰恰是離散華人生活其間的一幅風景，可看、可聽，並且感受。

因而，粵謳世界裡的「聲音」與「風土」，促使我們可以集中思考一組問題：

新馬粵謳處處回應的中原局勢和事件，以及殖民地的環境變遷，而外在的資訊

與知識，卻又相當程度嵌入了華人的生存感受，以及民族認同。若漢詩寫作代

表精粹的文人寫作，呈現更繁複的生存經驗和精神內涵，那麼粵謳反映的民間

社會，又觸及到了那一部份離散華人的經驗結構？從粵謳形式裡，我們如何勾

勒和理解離散者對異地生存經驗的形式把握？粵謳在南洋，見證了粵語書寫的

跨境傳釋，以及文人的流動經驗。更為關鍵的是，粵謳在勞動階層為主體的南

洋移民社會，訴諸「聲音」的傳播和魅力，那是介入殖民地和中國時局變遷的

「聲音」，也是各派華人政治立場的「異聲」，更屬於遊走於華人移民底層的

聲貌描繪。換言之，我們試圖探問，粵謳不僅被視為民間韻文體的通俗類型，

同時體現了華人社會內部的粵語政治。

二、粵音下南洋：《叻報》的粵謳風景

    1877 年《叻報》（1877-1932）創刊，是新馬兩地第一份華文報刊。《叻報》

刊載粵謳，始於 1906 年，隔年加編《叻報》附張，增加了粵謳的刊載，當中作

者又屬該報主筆何漁古（兼用珠海逸漁、逸漁、漁等筆名）的作品最多。該報

粵謳特色，反映報刊編輯風格，以忠清的保守政治姿態為主，因而粵謳內容，

也以教化意義的戒賭、戒煙、戒嫖等主題為要，批評華人社會陋習。表面上是

近似新粵謳的啟蒙與新民風格。然而，在乍看八股教條的概念中，卻有著迥然

不同諧趣風格表現。恰恰在這等以保守姿態，接近底層勞動與被剝削的群眾的

粵謳型態裡，我們看到一種難以在漢詩世界呈現的華工、移民的市井世界。

我們在討論粵謳內涵的同時，其實著眼其「聲音」。不論是粵音口語的靈動

活現，抑或作者呈現的書寫及其發聲位置。離散群體的眾「聲」喧「華」，最能

體現在華人方言群體在聚居、職業、宗教風俗、宗親組織，甚至葬身埋骨之地

的聚集性。15每個方言群形成以「幫」為概念，延伸而成的生活與認同空間，

對應多種族的殖民地語境，語言疆界的滑動，形成的「雜糅性」（hybridity），
更是值得觀照的語言風景。土生華人（Peranakan）的語言「克里奧耳化」（creole）
就是顯著的例子。這是南洋華人的生存習性，凸顯「華」的多元性，無論是語

言、書寫和生活互動。在此意義而言，「聲音」不僅是單一漢語，或方言鄉音的

強調，而是凸顯「多音」現象的觀察，及其異質面向的辯證。

15 關於南洋華人的方言體社會組成的觀察，參考顏清湟：《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中國華僑，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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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3 年，曾流寓印尼群島和新加坡的蕭雅堂發表〈新嘉坡竹枝詞十首〉，

刊載於《叻報》，被認為是目前可見第一首的當地竹枝詞。其中兩首詩著墨了殖

民地的華人風月場所，「聲音」的交織語境。

搖錢樹子一枝枝，鴃舌方言恰費詞。安得花開能解語，夜來含笑話相思。

碧玉瓜破人已去，瓣香哀奠復披麻。郎今既死儂焉守，從此身同薄命花。16 

詩描述了南來新客在異地聲色場所的冶遊經驗，歡快後卻客死異鄉。妓院的相

好為其披麻祭奠，卻想起彼此身世都是飄零的薄命花。有趣的是，這裡凸顯了

「鴃舌方言」作為移民社會妓院裡遭遇的特殊體驗。面對異地異族妓女，言語

難以交流，身體語言反成了唯一的溝通手段，最終還是「夜來含笑話相思」。這

是詩人在竹枝詞著眼的趣味，卻同時揭示了一個多音的風土。無論妓女是當地

土生婦女，抑或同屬南來的淪落廣東女子，「鴃舌方言」不僅僅是化用南蠻鴃舌

的傳統觀念，而是一個當地土語（馬來語）、殖民語言（英語），以及中國南方

各種方言，並存於新馬華人移民社會的現象。

因此，當我們談論南洋的風土性，難以忽視一個異地語言與華人方言群交

際混合形成的多音語境和語用脈絡。從竹枝詞到粵謳呈現的語言表現型態，就

是流寓和移居者對此語言環境與生態的介入和表達，故而形成獨特的風景文

化。十九世紀在廣東地區興起了民間新歌體——粵謳，這類以花艇歌女與文人

情感故事為主線，譜樂填詞的歌謠形式，流行於妓女、歌女之間，跟木魚歌、

南音、龍舟同屬歌謠系統。

  粵謳，又稱「解心」或「解心事」，本質是抒情為主調的風月詠唱，這一文

體傳為招子庸（銘山，1793－1846)）所創，其創作的《粵謳》（1828）被視為

典範。招子庸是嘉慶丙子科舉人，招子庸《粵謳》（1828）可視為粵謳形諸文本

的濫觴。代表作〈弔秋喜〉最能彰顯其音節諧婉，言淺意深，低回欲絕的情歌藝

術，可謂粵謳的最初型態。因而熟稔粵語的香港總督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
將《粵謳》譯作英文，取名Cantonese Love Songs (1904)於牛津出版，推介到英語

世界。17這凸顯了粵謳的民間風格，帶來的魅力和想像，也印證了民間歌謠作為

改造資源的文體活力。其時，新加坡的流寓文人邱菽園曾就粵謳的曲調概括為： 

淒音緊韻，同于秦聲，而無其鄙。哀思逸趣，媲於崑曲，而節其勞，雅

志未忘，鄭聲不亂，識者方以元詞北曲而后，能開一代生面推之，此言

允矣。18 

16 蕭雅堂：〈新嘉坡竹枝詞十首〉，收入李慶年編：《南洋竹枝詞彙編》，頁 9。又見《叻報》（1894
年 1 月 25 日）。關於這是第一首當地竹枝詞，參見李慶年在序文的解讀。 
17 相關研究可參考姚達兌：〈《粵謳》的英譯、接受和敘事〉，《文化遺產》（2011 年第 3 期），頁

66-73。 
18 邱菽園，《揮麈拾遺》（卷之一），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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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粵謳的基本文體特色，以抒情哀婉見長。

然而，邁入廿世紀，新興思潮風起雲湧，梁啟超認為「不能不用各省之方

言，以開各省之民智」19，大有藉助粵謳的風行普及，取民間形式，擔負啟迪

民智的功能。尤其粵謳以口語見長，生動辛辣，直接觸動現實經驗。改造粵謳

的題詠內容和精神，遂有「新粵謳」的誕生。1902 年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辦《新

小說》，內有「雜歌謠」欄目，以歌謠談文體改革和啟蒙，刊載的粵謳，直指家

國啟蒙議題，文辭洗脫俚俗，展現新民效果。外交官出身的廖恩燾，於《新小

說》上連載的新粵謳，揭示了粵謳介入批判現實，貫徹啟蒙思想的特質，是成

功且典型的實踐。20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粵謳，或肩負傳播新思潮任務的新

粵謳，這類粵語文體寫作的普及，帶動的不僅是新一國之民的重責大任，還提

醒我們新知新聲在方言譜系的傳播與推廣，甚至可以放在離散華人群體的整體

意義加以觀照。其時日本、嶺南、港澳，以及新馬地區的報刊，皆可看到粵謳

的發表，尤其在二十世紀上半業成為新馬報刊頗具活力的粵語書寫。21 
  這不僅觸及到一套新興知識藉由方言口語與書面寫作，如何有效轉化為文學

的表述，同時更深入到幾個跨境的廣府方言使用群體。他們在接收、傳播新知識

的同時，如何生產和消費一套粵語的維新、革命話語，如何描述家國與境外移民

社會生存空間，甚至形塑了粵語界面的民族想像與地方形式。在粵語跨境流動的

脈絡裡，粵謳在我們熟悉的漢詩體系之外，成了一個值得關注的文類。22 
    事實上，在《叻報》之前，《天南新報》（1898-1905）是最早刊登粵謳的報

刊。1901 年 1 月 25 日《天南新報》刊登了新馬第一首粵謳〈粵謳解心〉23，印

證了創辦人邱菽園最初關注星洲粵謳的努力。邱菽園在當年南來文人群體中，

屬最具才華與文學動員能力者。1896 年南來繼承父親龐大遺產，辦詩文社、辦

報不在話下，他的詩文著述裡，對粵謳源流的爬梳、倡導和觀察甚為熱心。他

熟稔粵語，1898 年在麗澤社的每月課題中，徵集竹枝詞和粵謳題，當時梁啟超

的《新小說》尚未創刊。他對民間文學形式的呼籲，擷取當地題材，邱在南來

初期已建立自己的在地視域和眼光，試圖回應一個眼前的星洲風土。24 

19 梁啟超對粵謳的看法，見於狄葆賢：〈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

第 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237。 
20 近年對新粵謳的討論不少，包括夏曉虹、陳方、李婉薇等人。最新研究可參考姚達兌：〈離散、

方言與啟蒙：《新小說》雜誌上廖恩燾的新粵謳〉，《中國現代文學》第 31 期（2017 年 6 月），頁

59-74。 
21 目前相關研究有李成鋼：《廿世紀初馬來亞粵謳研究 1904-1920》（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

與社會科學院碩士論文，2012）。但主要集中於前期的粵謳作品。 
22 關於粵謳源流、發展和性質的研究，可參考《南音與粵謳之研究》（舊金山：舊金山州立大學

亞美研究系，1988）。最新研究可參考朱少璋：〈鴃舌蠻音話粵謳〉，收入朱少璋編校：《粵謳采輯》

（廣州：廣東人民，2016），頁 3-39。 
23請參李慶年前揭書，頁 31。 
24 關於邱菽園對粵謳的觀察和討論，參見拙作：〈流寓者與詩的風土：邱菽園與星洲風雅〉，《遺

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頁

41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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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同時在新馬報刊登場的粵謳，題材涉及移民社會的勞動階層體

驗，亦涉及保皇、革命的家國想像。但不純然僅是強調「尚武、英雄作為新國民

的前提」、「宣揚立憲、推崇議會，以體現自由民主的價值」的新民精神。25尤其

新馬報刊登載粵謳有近40 年的歷史，結束於二戰期間新馬淪陷之前。時距相對

長的南洋華人的粵謳創作、轉載和閱讀過程，促使我們思考粵語書寫跨境出洋，

在異地廣府華人社群傳播的意義。華人透過粵謳響應中原時勢的更迭發展，亦改

造粵謳介入當地生存感受。數量龐大的粵謳流通於當地報刊，在馬華文學的民間

文學與傳統文學類型裡，實屬罕見。從粵語書寫或方言文學的角度而言，粵謳引

導了我們思辨華人世界的文化與精神內涵。

當時《叻報》附張（1907年1月16日）開張之際，主筆葉季允的發刊辭就聲

明：

況夫欲正俗者先求於俗，畢竟村謳里唱，最易感人。善進言者，每婉其言， 
是知妙句青詞，亦堪風世。26 

重諧趣，那是清末以降中國報刊流行的編輯立場。放置南洋的移民社會，更多了

一層貼近底層勞動群體的寫作意圖，將華人陋俗包裹在輕鬆的譏諷與挖苦敘事，

在諧趣之間，創造語言流動與互通的語境。同一時間，《叻報》附張刊載了何漁

古的粵謳〈多的筆墨·設附張也〉，粵音腔調裡複頌了發刊詞的言論： 

多的筆墨·設附張也 

雖系多的筆墨，亦要費煞心神。我地賣文為活點比得自由身？想我嫁線日

忙好似貧女受困，總系閱者歡迎我又未敢吝文，作到解心與共諧談亦系詞

令妙品，不過游戲文章咪太認真！有陣嬉笑怒罵俱齊人就火滾，但系我本

無成見豈敢下筆傷人至怕偶然關合就噲招人恨，重望海量涵汪恕我冇心，

所以創設附張就要明講嚇本分，祗為便於流俗致造淺白新聞，若系唱野就

唱到出年我都唔使著緊。嘻真有癮，帶歇睇家唔使眼瞓，但得眾人原諒咯

就好去日日敷陳。27 

作者強調「解心與共諧談」不失妙品，卻有讓人「火滾」（生氣、暴怒）和「招

人恨」的特質。因而定調「游戲文章咪太認真」，粵謳的文體特質就在言語、聲

25 趙雨樂：〈粵謳歌頌的清末新民：梁啟超編《新小說。雜歌謠》的幾種觀察〉，《國家建設與地

域關懷》（香港：中華書局，2013），頁 21-37。 
26 原刊載於《叻報》附張（1907 年 1 月 16 日）。但報刊的電子版似有缺頁，相關發刊詞又見於

陳育崧：《南洋第一報人》（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1958），頁 10。 
27 逸漁：〈多的筆墨·設附張也〉，收入李慶年編：《馬來亞粵謳大全》，頁 56。又見《叻報》（1907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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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往返的活力。於是，寫作和閱讀粵謳，「嘻真有癮，帶歇睇家唔使眼瞓」(真過

癮，關照觀眾帶來不必打瞌睡的好處），「帶歇」（有提攜、關照意思）的靈活轉

化，粵謳透顯其民間魅力之所在，主要在其語言之靈動，且深入生活經驗。相對

舊體詩的典雅與安穩，粵謳提醒了流寓文人面對的語言在地化問題與其應對策

略。語言的「便於流俗」，在於爭取群眾，也在爭取一個語言的發聲位置。

移民社會裡方言群體的內部之爭，除了攸關民生和集團利益，往往也在語言

層面交鋒。這指出了跨國遷徙的方言群背後的身份意識和文化表徵，那種群體凝

聚，群際競爭的現象。《叻報》附張出刊以後，《南洋總匯報》與之展開了粵謳罵

戰。罵戰僅剩《叻報》的篇章存留28，但已大致浮現語言交鋒的實際意義。 

冇譜

臘月三夜，鷺江游客酒酣大噱，旋謳此曲於砭舫軒中。

真系冇譜，你曉得佢嘅土音冇，閩言粵語好似說共油撈，落筆就話千釵你

唔系福建佬。話聲唔計帶都重有的皮毛，況且唱野曉得尖沉弦索正合路。

你個的鄉音唔改咯點免得調啞音高，我雖系鷺島游人亦知道大套。

為著珠江紅粉致噲辱在歧途，今日夢醒天涯嗟怨已暮，只為聞歌忍俊致

去學嚇操刀，不過偶發狂言勸你唔使氣怒。唉，唔好再造，多錯防難補，

祗好閉門思過認一句自己嘅糊塗！29 

粵謳裡對罵內容聚焦於「土音」、「閩言」、「粵語」，甚至揶揄「落筆就話千釵

你唔系福建佬」，點出「千釵」的語用習慣，以此證成「閩言粵語好似說共油撈」，

兩種方言、籍貫之間的油水不相容。粵謳訴諸口語情境，「真系冇谱，你曉得佢

嘅土音冇」的誇張口吻，開篇已是對語音堅壁清野的調侃，以致「你個的鄉音

唔改咯點免得調啞音高」。一再強調的「土音」、「鄉音」，預設了方言內部爭取

正統、正宗的群際矛盾。

若說移居的方言群體內尚有「正宗」概念的宣揚，那已不純然是語言、語音

概念的議題，往往涉及一個多種語言的學習、溝通、使用的紛雜環境。同屬中國

南方的方言群體，在英國殖民地的新馬地域，語言的使用意義來自參照與轉化。

以下這首粵謳，恰恰在俗言俚語的直白、率真構成的批判、嘲諷張力裡，窺見移

民群體遭遇的語言風土。

乜得咁吽

28 《南洋總匯新報》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僅存的檔案始於 1908 年 6 月 29 日，已無從回顧

未改組前《南洋總匯報》幾期刊載的粵謳。對此粵謳罵戰議題的討論，參見李慶年《馬來亞華人

舊體詩演進史》（頁 15）的簡要說明 
29 鷺江游客：〈冇譜〉，收入李慶年編：《馬來亞粵謳大全》，頁 57。又見《叻報》（1907 年 1 月

17 日）。 



赤道線上的風土：論新馬粵謳與粵語政治 

29 

乜生的你咁吽，發到咁嘅老鄉頭，附張個的詞曲整到亂啾啾，廣嗓講到唔

通把鄉話搭彀。甚至無端牽扯講到穆拉油，馬孻話馬因廣東人叫反鬥。客

途秋恨調出揚州，你話系舊日南音站長差到外埠，況且不分平仄好似聽琴

牛。古樂唔通今樂又亂奏，似極一池蛙唱與共鳥語鈎舟，枉費你八字烏須

癡口正上，重講乜京腔官話去共領事交游？你日日抄書都冇咁醜！須則系

舊，知你技窮人重恕宥，只怕你蠄蜍番話學撚個鶯喉！30 

    粵謳張羅的叫罵）——「乜生的你咁吽」（為何生得如此愚蠢遲鈍），預告了

對語言、條理的魯鈍。進而調侃對粵謳文體的語言、語音使用不通，以致「鄉話」

冒現。甚至認為創作粵謳牽扯「穆拉油」（Melayu，馬來語），批評粵謳調度馬來

語入話，顯然是詞窮，進而指陳「馬孻話馬因廣東人叫反鬥」（馬來話的馬因

【main，遊戲】，廣東話叫反鬥【調皮、搗蛋的意思】）。然而，帶有指導和糾正

的說明，反而突出了語意轉換過程的歧異和趣味。「馬因」是否等同「反鬥」，尚

有殊異，恰恰暴露了雙方語感的不足。無論是強調詠唱粵謳體的平仄不分、古樂

不通，還是攻擊其「好似聽琴牛」、「似極一池蛙唱與共鳥語鈎舟」，甚至揶揄「抄

書都冇咁醜」，「蠄蜍番話學撚個鶯喉」。連串諧音的謾罵，高潮迭起，竭盡尖酸

刻薄之能事。但這首粵謳卻提醒了一個外部「夷語」的作用。粵音可能辯證的

「夷」，到底是「穆拉油」，還是清帝國駐外領事館的「京腔官話」，抑或就是粵

音出外埠的異化，夷化？

在南洋生產與流傳的粵謳，不僅繼承固有的粵語形式和風格（三及第文體，

融合文言、白話、粵方言），甚至混入當地馬來語形成獨具南洋特色的新馬粵謳。

事實上，語言的混雜確實構成一個有效理解境外寫作與交際的要點。尤其早在

1890 年新加坡的粵語方言群就編輯出版了《馬拉語粵音譯義》一書 31，以粵語

音譯馬來語，進行一種語言句式的「翻譯」。這種不甚精確的「翻譯」，調動兩

種語音的碰撞，那是以粵音介入馬來語音組成的語感，透過語感確立一套生活

語言，漸進帶出殖民地多語情境的自我。這就不難想像這種語言的交雜、混用

造成的影響，體現了移民社會現實的需要，以及「聲音」流轉的風土性。

在這個意義上談粵謳的語言風景，「華」與「夷」可以放在一個語言的內外

跨境與文學生態議題上理解。從華人遷徙的歷程而言，廣義華語概念的生成，

以及隨之而來的文學生產，彼此碰撞帶來的思辨是：我們如何認識這些方言文

體的內部跨越，抑或跨越疆界之外的華語寫作特質，其對寫作的在地與中原本

土的意義？國境之內與跨境在外，這裏談的不止是設邊立界的疆域之隔，而是

疆界之間的滑動——文／體的辯證。 
粵謳的聲音帶出了風土的輪廓，那麼粵謳反映的民間社會，又觸及到了哪

30 當頭下棒人：〈乜得咁吽〉，收入李慶年編：《馬來亞粵謳大全》，頁 57。又見《叻報》（1907
年 1 月 17 日）。 
31 （新會）馮穗滋：《馬拉語粵音譯義》（星架波：石叻兆興隆，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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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份離散華人的經驗結構？從十九世紀末以降，新加坡的煙花聚集地牛車水

一帶，見證了勞動移民和婦女移民的歷史現實。除了南來的華裔妓女，尚有稱

為南洋姐（Karayuki-San）的日本妓女。這些煙花女恰恰還原了殖民地與移民

社會底層的性、金錢與身體的交易與交換。基本以廣東人構成的新加坡華裔妓

女，又稱廣東阿姑，在粵謳風行的廿世紀初成了獨特風景。戒嫖與戒色固然是

社會教化的一環，但粵謳裡的妓女與嫖客、老鴇與妓女之間的生活形態和對話，

卻在粵謳裡寄存了一個風土語境。32粵謳的聲音、方言與「地方形式」，成為我

們討論馬華民間文學／通俗文學系統，不能忽略的文體與地方意識連結的案例。 

三、華人認同與粵語政治

二十世紀初期的新馬華人移民社會，響應著中國政局的維新與革命風潮，

報刊的立場，往往反映在社論，以及文藝作品的刊載。其時流亡中的康有為接

受了邱菽園的邀請，從香港來到新加坡避難，開始他在新馬地區的流亡生活。

作為戊戌政變的出亡者，他前後出入新馬的次數要比晚清其他流寓南洋的文人

更多，留居時間相對也長 33。他在南洋創作生產的漢詩，足以組成他已出版詩

集的三卷。這階段的漢詩內涵，基本籠罩著一種深沈的創傷意識與帝國想像。

戊戌變法時他走在帝國前端，變法失敗後他走在帝國境外，他自詡為帝國維新

之師，卻又只能在絕域流離喟嘆。他驚恐無奈與忐忑不安的壯志抱負，常在詩

裡化成一股鬱結的氣象。康有為的放逐詩學甚為可觀，而保皇旗幟隨著康有為

的流亡足跡，也紮根於華人社群，形成政治與文教集於一身的康有為形象。

在此期間，康有為作為中國孔教運動創始者的光環，自然對南洋的華人興

學產生巨大效應。他在各地宣揚中華文化，鼓勵華僑興學，卻成功推動新馬和

印尼新式華人教育的誕生。這是南來知識份子浪漫的詩學想像，也含有傳播孔

教的使命與熱情。他們作為華人文化教育的精神指導，建設了南洋早期華教的

格局和規模。可以確認的是，康有為親身參與了新加坡華人女子學校和馬來亞

尊孔中學的設立，如同他在詩裡的激昂表述：「與君北灑堯台涕，剩我南題孔廟

碑」34。因為戊戌出亡，讓他有了在南洋的建樹文教的機會。箇中悲涼的情調，

藏有流亡心思，卻精確描述了華僑社會文化教育的現實。

但康有為的保皇姿態看在忠清立場鮮明的《叻報》眼裡， 卻另有一番形象。

32 關於風月題材的粵謳寫作，將於後續的補充章節舉例說明。 
33 根據最新研究成果考證，康有為前後進出新馬地區的次數高達 7 次。主要停留據點是新加坡

和檳榔嶼。他分別在 1900、1903、1904、1908、1909、1910、1911 年多次停留，時間長短不一，

停留時間最久的長達一年半以上。詳張克宏製作的年表，氏著《亡命天南的歲月：康有為在新馬》，

(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06 年)，頁 101。 
34 這首詩有康有為的小注：「君與仙根再三創孔廟學堂於南中，後余貽書陸祐卒成之，今為尊孔

學堂」。這也是目前矗立吉隆坡的獨立中學「尊孔中學」的前身。該詩題為〈庚子正月二日避地

星坡，菽園為東道主。二月廿六遷出他宅，於架上乃讀菽園所著贅談，全錄余《公車上書》，而

加跋語，過承存嘆，滄桑易感，亡人多傷，得三絕句，示菽園並邱仙根〉其三，頁 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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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叻報》以粵謳挖口嘲諷康有為，模擬勸誡老妓女的口吻，風月語言的諧

趣，恐怕對出身廣東的康聖人而言，就多了一層面對廣東華人移民，必須咀嚼

的聲音政治。

勸某老妓 漁

讀本報聖人干遇層層錄謳此寄諷。

勸你唔好咁下作，重望你掉轉心腸，睇你近日的行為都重賤過老糠。大

抵你舊客已自推完新客又唔肯探望，好似花殘春暮就噲心忙。獨惜你平日

講得唔馨香舊肴除卻了妄想，點好話四圍拉佬整到耳目彰彰。你重拉到個

位欽差想佢攜帶你上岸，點估佢總唔秋采話你系過氣嘅秋娘，流落呢處天

涯你又唔使怨唱，只為你少年唔顧面又試品性乖張，撚客進到紅丸真正系

勉強。呢陣人人唔會面都系怕你手段淒涼。今日運動系唔靈你就須要自量， 
唔好咁混帳，醒後庚丁唔上當，不若你疊埋心事去保住你個悭囊！

（一九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粵謳以擅長風月描述的妓女形象，著墨於康聖人，強調其乃「過氣嘅秋娘」，

偏偏又「流落呢處天涯」，甚至勸誡其「唔使怨唱」。這種將康有為形象陰柔

化的調侃，流轉於粵音的律動，訴諸直率昂揚，又不失在粵方言群宣揚或左右

其政治認同。

我們關注粵謳具備的方言與聲腔特質，在語言大眾化的表述意義上，卻同

時凝聚了族群的接受與認同。新馬粵謳在回應清末民初的政治語境，確實反映

了華人移民社會的另一類「聲音」政治。長於呈現嘲謔與詼諧語言特色的粵謳，

不僅僅介入了保皇與革命脈絡，卻又投射了微妙又弔詭的粵方言立場。在中國

南方的赤道線上的，延續著移民傳統的華人，在方言的語音裡，印照著他們參

與遙遠的國族想像和建構工程。當時序來到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新馬華人以

粵謳和竹枝詞形式加入的抗戰文藝，率先以通俗化與大眾化的形式，在新馬地

區回應了救亡的現實需求。回到華僑抗戰動員的脈絡，星洲的粵語人口，藉由

粵謳的歌詠吟唱、靈活語彙，帶有警世諷諭、嘲謔笑罵的題詠形式，準確並立

即回應了抗戰的「現場」。這是將南洋華僑引入中國抗戰序列，產生共鳴的民間

文體。我們恰恰透過粵謳的生產型態──素樸的方言群認同、口語見長，生動辛

辣、直接觸動現實經驗，呈現了南洋華人面對抗戰的時代感覺。

    1939 年 5 月至 7 月的《南洋總匯新報》陸續刊載了多篇廖俠懷的抗戰粵謳。

該報是《南洋總匯報》於 1908 年歷經改組後的新面貌，在二十世紀初期具有濃

厚的保皇色彩，與主張革命立場的《中興日報》壁壘分明。最能具體展現粵謳

「戰鬥」特質的語言表現，當屬《南洋總匯新報》以連篇累牘的粵謳對《中興

日報》社論的攻擊和回應 35。該報不但是新馬兩地在戰前最後刊載粵謳，也是

35 參見李慶年：〈馬來亞粵謳的起源與概況〉，李慶年編：《馬來亞粵謳大全》，頁 1-29。本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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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來刊載粵謳最多的報刊。廖俠懷的抗戰粵謳是最終見報的作品，體現了熱血

抗戰之外，帶有諧趣、嘲諷、批判的一面。這是投向華人社會，聲情交織的戰

場見聞和現形記。

    廖俠懷（1903—1952）祖籍廣東新會，出生於南海西樵。曾在廣州當鞋店

學徒、報童，在上夜校期間熱愛粵劇，後到新加坡工廠當工人。由於業餘參加

當地的工人劇社演戲活動，被粵劇名小武靚元亨到新加坡演出時意外發掘，才

華受到肯定，收為徒後， 改藝名「新蛇仔」，從此踏上專業演戲之路。1920 年

代後期，廖俠懷回廣州先後在梨園樂、大羅天、新景象、鈞天樂等戲班演出，

領導廣州的「日月星」和「大利年」劇團，成為粵劇廖派藝術創始人，為四大

名丑之首。

事實上，廖俠懷的經歷頗為有趣。曾在新加坡當勞動工人，爾後在廣州、

香港成為粵劇名伶，寫作的粵謳卻刊載於新加坡報刊，反映了他的抗戰粵謳，

有其熟悉和掌握的南洋華人世界。面對抗戰需要投入的物力與人力，〈退一步想〉

和〈君你有本事〉標題直指人心。

退一步想

勸僑胞努力輸財拯救難民。

退一步想，就海闊天空，將人比己未必我系真窮。錢無帶入棺材其實有用。

知否哀鴻遍地宿露餐風！你睇天人交逼系咁災情重，重有難民衣食無虧唔

受苦痛！咁就要盡力維持積嚇陰功。見義不為，就系真無勇。宜自訟，浮

生都若夢，情願節衣縮食都要善與人間。（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九日），頁

242。 

君你有本事

君你有本事，不若返去唐山，唐山世界冇咁艱難。投筆從戎，我話勝過異

鄉長嗟歎，因為政府正在招羅賢士去保護江山，為國宣勞至得人稱讚。倘

與草木同腐未免太平凡。若果無意還鄉要把實業辦，後方生產亦共救國有

關。飽食終日容易大食懶，一盤散沙咁散，悔時悔晚重怕水剩山殘。（一

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一日），頁 242。 

〈退一步想〉既勸人要「積嚇陰功」，又不忘開解人生「浮生都若夢」，甚至

讚揚華僑「情願節衣縮食都要善與人間」，文字淺白生動，朗唱之間，對華人

移民社會養成的性格和習性，非常熟悉。〈君你有本事〉則語帶挑釁：「君你有

用的廖俠懷粵謳，均出自此書。引文僅標示頁碼，不另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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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不若返去唐山」，鼓勵華僑北返從軍，又不忘提醒投入實業生產。但激

勵的基礎，在於看穿華人移民社會「一盤散沙咁散」的特質。替慣以謀生賺錢

的華人，注入一股民族想像，「殘山剩水」的亡國意象，化為口語動詞「悔」、

「剩」「殘」，俐落、直率，指向戰火實況。

    1939 年戰爭有擴大趨勢，廖俠懷關注南洋局勢的變化，對英軍統帥蒞臨星

洲頗有期許。試觀以下文辭：

東風有力

英軍駐馬來總帥抵星後。

東風有力，花事賴你扶持，莫使摧花人仔折剩殘枝。因謂綠瘦紅肥正愁秋

又至，恐怕護花無日咯正在皺住雙眉，得你此來自是偷歡喜，花叢呢陣一

定有生機，怕乜佢蕭索秋風帶住的嚴肅氣，咁就花欄築起唔駛葬在春泥。

東風你又切莫好似往年霎眼隨春去，就算一年四季可否好似今日咁依依， 
更莫使綠葉成陰子滿枝。人人都向你指意，指意你東皇有力保得花好到長

期！（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六日）頁 250。 

〈東風有力〉化用「東風無力百花殘」，借花託喻，花叢的生機賴於總帥駐

守，可以穩住星洲局勢，自然「咁就花欄築起唔駛葬在春泥」。潛藏的落花意象

貫穿全詞，似有預感新馬有陷落之虞。因此，「人人都向你指意，指意你」，家

常口語，卻簡潔有力。期許「東風有力」，花草依依，「保得花好到長期」。譬喻

淺白生動，「東風有力」雖帶諧趣，卻又難掩落花的危機。此闕粵謳恰似讖語。

兩年後英軍面對日本攻擊，僅抵抗十五天就棄守，新加坡淪陷。

同樣在華僑世界容易引起共鳴的抗戰議題，還包括汪精衛自重慶政府出走

及和平運動。汪精衛早年追隨孫中山在新馬宣揚革命，娶檳城女子陳璧君為妻，

在南洋有地緣關係，名聲響亮。1940 年汪政權在南京登場，汪精衛從此惹上歷

史罵名。廖俠懷狀寫汪的醜角形象，多少受到其時重慶政府主導發行的各種批

判汪的書籍和雜誌的影響。試看粵謳裡批判汪的形象：

唔到你賴

聞汪傀儡登場。

唔到你賴，監硬話清白無瑕，可惜你成身花債個底子已差。相好咁多真系

得人怕。而家居然出局咯有案可查，咁樣子嘅女人唔愛就罷，一任佢飄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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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梗墮落煙花。事到如今我亦無口話。世情都睇化，講乜野舊時恩愛與共

當日繁華。（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六日），頁 246。  

從影射汪的水性楊花，批判其投入日人懷抱另組政權。但此粵謳同時回應了汪

精衛蟄居河內後寫成，寄給重慶的黨國要人的詞作〈憶舊遊  落葉〉。該詞寫來

迂迴婉轉，茲錄於此：

憶舊遊  落葉

歎護林心事，付與東流，一往淒清。無限留連意。奈驚飆不管，催化青

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經。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訴漂零。

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摵摵蕭蕭裏，要滄桑換了，秋始無

     聲。伴得落紅歸去，流水有餘馨。只極目煙蕪，寒螿夜月，愁秣陵。36 

汪的原作帶有滄桑情調，以落葉破題，經營蕭瑟景象，寄寓抗戰前途黯淡，而

個人毅然投身和平運動，招引的誤解詆毀，只能託付落紅流水，希望自己的情

操與胸懷，可以留下餘馨。不過，這番陳述，顯然未獲過往的同志的善意解讀。

吳稚暉的點評與唱和，刻意置換其中關鍵意象，指出「恨少貞堅質，受嚴霜小

逼，墮作漂萍」。因此原本落葉的無奈，成了自甘墮落的象徵。廖俠懷的表述更

直接：「一任佢飄萍斷梗墮落煙花」，以墮落為煙花女子，影射汪的投敵。

汪的事蹟在南洋無人不知，粵謳標題「唔到你賴」，對照汪精衛詞作的迂迴，

直率有力，拆穿其「成身花債」的底細。汪出身廣東，自然看懂粵謳。此作刊

於星洲自有深意，既揭穿他在南洋擁有良好革命形象，也回應了華僑抗戰的心

理建設。其時汪出走河內，新馬的討汪活動激烈，陳嘉庚為首的僑領甚至積極

拍電報給蔣介石、林森，要求國民黨對汪發出通緝。可見汪的另組政權，對華

僑投身抗戰的熱血情感造成的傷害。因此，「講乜野舊時恩愛與共當日繁華」，

已是分道揚鑣後，對汪的背叛一種帶有情傷的指控。看在南洋讀者眼裡，自然

多了一分複雜滋味。

抗戰粵謳在新馬報刊的出現，凸顯了舊形式帶動的華人民族情懷的投入和

想像。這不僅是通俗或大眾化的形式，而是積極介入現實，以口語朗讀的趣味、

詼諧和共鳴取勝的文體形式，將戰時見聞訴諸筆墨。

綜合而言，當新馬成為淪陷區，粵謳這類舊形式的重啟活力，不該只純粹

36 詞作最初轉載於 1939 報刊，第二闕的末句，原為「只極目煙蕪，寒螿夜月，愁秣陵」。除了

逸，〈汪精衛賣國付「東流」，吳穉老塡詞掃「落葉」〉，《雜志》第 4 卷第 5 期（1939 年），頁 23，
又見逸：〈汪逆賣國付「東流」  吳老填詞掃「落葉」〉，《文獻》第 8 期，1939 年，頁 158。刊載

於《同聲月刊》的版本，除了箇別用字有異，末句已改為「儘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見

《同聲月刊》第 1 卷創刊號（1940 年 12 月），頁 116。又見汪精衛著，汪夢川註釋，《雙照樓詩

詞稿》（香港：天地圖書，2012），頁 30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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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為救亡文學下的通俗化或大眾化策略，甚至變成「為舊形式『服務』，被舊

形式所『俘虜』」的憂慮 37。舊體文學從華僑投入對日抗戰的動員，到新馬陷入

大東亞戰爭的烽火中，其生生不息，潛藏著內蘊的活力，反而預示了一種文體

的必然實踐與轉化──詩與史的滑動。新馬粵謳因而值得重新檢視，觀察其在救

亡的中日抗戰文學，與紀史的新馬戰時文學脈絡下，如何有效發展為一種帶有

民族形式的認同，甚至帶有一種華人共同體性質的社會現實的賦形。換言之，

二十世紀上半葉浮現於新馬報刊裡的粵謳，無論是在場的文人創作，抑或從嶺

南、港澳的投寄或轉載，粵謳跟南洋風土的辯證，恰恰提示了一種粵音風土，

同時可視為文學與文化意義下，華人社群的粵語政治。

37 雲端：〈通俗化在馬來亞〉，收入方修：《馬華新文學大系：理論批評二集》，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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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政治與國族想像： 
新華作家英培安的身體書寫

張松建

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新加坡國立大學哲學博士，現為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曾在北京清華

大學中文系、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

現當代文學、海外華語文學、比較文學與批評理論。重要著作包括《後殖民時

代的文化政治：新馬文學六論》（2017）、《文心的異同：新馬華文文學與中國現

代文學論集》（2013）、《抒情主義與中國現代詩學》 （2012）、《現代詩的再出

發：中國四十年代現代主義詩潮新探》（2009）。 

摘要

有關新加坡作家英培安的研究論著，大多集中在他的敘事技藝、現代主義實驗

與雜文寫作的魯迅風。本文希望另闢蹊徑，把他的包括小說、詩歌、劇本、雜

文和評論在內的全部作品，視為一個完整開放的結構和系統，展開跨文類閱讀，

以身體書寫作為切入點，採用性別研究、道德哲學、政治哲學與後殖民研究的

理論框架，研討文學文本與社會-文化語境之間的張力對話，考察身體論述如何

變成英氏寫作時的支配性框架，他如何講述身體與自我、與情欲、與疾病、與

權力相互糾葛的故事，並且評價其洞見和盲點的所在。

關鍵字：英培安 身體 自我 情欲 疾病 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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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從“身體”出發 

新加坡作家英培安 1（1947-）出版了二十六本著作，被王德威教授譽為南

洋華語文學之“越界創作”的典範。2關於他的研究，大多強調其小說敘事的創

新、現代主義實驗與雜文寫作的魯迅風，業已產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論著。3但

是，關於他的文學寫作，仍有批評探索的空間。英培安的文學作品之精神氣質

是怎樣的呢？我覺得，借用詹明信對本雅明的評論來概括，也很恰當：

於是，從本雅明文章的字裡行間流露出來的那種憂鬱——個人的消沉、 職
業的挫折、局外人的沮喪、面臨政治和歷史夢魘的苦惱等等——便在過去

之中搜索，想找到一個適當的客體，某種象徵或意象，如同在宗教冥想裡

一樣，心靈能讓自己向外凝視著它，在裡面覓到短暫的哪怕是審美的慰藉。
4

英培安的作品敘述奮鬥與失敗、孤獨與憂鬱、憤怒與哀傷、放逐與回歸、愛欲

冒險、疾病與死亡的故事，這甚至構成了他的情感結構。他聚焦於個體生命中

的生存情景，追尋道德空間中的方向感，朝向懺悔與救贖的問題倫理，所有這

些東西彌散在他的身體書寫當中。本文希望另闢蹊徑，把英氏的全部作品視為

一個完整、開放的結構和系統，以“身體書寫”作為切入點，研討文學文本與社

會—文化語境之間的張力對話，研討身體論述如何變成英氏寫作時的支配性框

架，他如何經由身體故事的講述，表達自我認同與國族敘事，並且評價其洞見

1 英培安，筆名孔大山。祖籍廣東新會，1947 年生於新加坡，義安學院中文系畢業。1970 年，

創辦《茶座》。1978 年起在新加坡《南洋商報》寫專欄。1978 年在內安法令下被拘捕，三個月後

被釋放。199 年，創辦《接觸》。1993 年移居香港，擔任專欄作家，一年後歸來，創辦草根書室。

2013 年任南洋理工大學首屆駐校作家。出版二十六種作品集，涉及小說、詩歌、劇本、雜文、

評論。作品被譯成英文、義大利文、荷蘭文、馬來文。獲新加坡書籍獎、文化獎、東南亞文學獎、

《亞洲週刊》十大小說獎、新加坡文學獎。參看劉燕燕：《辦雜誌與開書店奇遇記——英培安訪

問錄》，新加坡《圓切線》第 6 期（2003 年 4 月）。 
2 王德威：《華語語系的人文視野與新加坡經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

2014），頁 54。 
3 吳耀宗：《滅殺踵武者：英培安與希尼爾小說的孤島屬性》，收入吳耀宗編：《當代文學與人文

生態》（臺北：萬卷樓出版社，2003 年），頁 47-70；朱崇科：《面具敘事與主體遊移：高行健、

英培安小說敘事人稱比較論》，收入朱崇科：《華語比較文學：問題意識及批評實踐》（上海：上

海三聯書店，2012 年）；朱崇科：《新加坡中心：鏡像再現、敘事策略及其外：解讀英培安的一

種向度》，收入朱崇科：《南洋糾葛與本土中國性》（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 年）；劉碧娟：

《新華文學中的現代主義》第九章，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博士學位論文，2014 年；林高：《看得

見的我找看不見的我：談英培安<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的敘事技巧》，新加坡《不為什麼》創刊

號（2013 年 10 月），頁 68-73。 
4 詹姆遜著，錢佼汝 李自修譯：《語言的牢籠 馬克思主義與形式》（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1995 年），頁 4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B4%8B%E5%95%86%E6%8A%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B4%8B%E7%90%86%E5%B7%A5%E5%A4%A7%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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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盲點的所在。

一、“照鏡”：身體、自我認同與男性氣質 

身體研究在東西方學術界有許多論著。法國學者維加埃羅（Georges 

Vigarello）從宗教學、醫學、文學、體育鍛煉等角度，研究文藝復興到啟蒙運

動時期西方文明中的身體論述，認為集體的規訓和個體的解放預示現代身體之

出現的特徵。5在中國古人的身體論述中，醫學的緯度不是大宗，而是交織著倫

理學、宗教和神秘哲學的涵義。有學者發現，在文學與文化研究中，身體概念

有三個面向常被提及。其一，早期文學作品中出現的“國王身體”，與政體、天

體彼此呼應，形成政權合法性之基礎和印證關係。其二，在人類學和後起的文

學表達上，身體的種種特徵與疾病常是社會病症發生的徵兆。其三，在福柯與

女性主義的性別研究中，身體與性別角色的調教，以及性別訓練的機制，都和“性

別認同”的形成有密切關係。6需要補充，身體的發現和審視在現代文學中還有

其他涵義。譬如，“五四”作家出於人道主義、啟蒙主義的關懷，由身體發現而

產生“自我認同”的承諾，以及對於中國現代性的追尋。 

在英文中，“鏡子”(mirror)和“奇跡”(miracle)有相同的詞根。西方人常用鏡

子比喻作品，強調逼真性。中國人用鏡子比喻人心，強調純正和無偏。印度佛

教用鏡子比喻世界的空虛無限。7法國哲學家拉康認為，“鏡像階段”確立人類在

幼兒階段的自我意識。在英培安的許多作品中，“照鏡”語象反復出現，小說敘

事者或現代詩的抒情自我，經常凝視自己的鏡中身體，若有所思。這個動作與

自我認同到底是一種什麼關係呢？紀登斯從社會學角度論述身體與自我的關

係：“自我當然是由其肉體實現的。對身體的輪廓和特性的覺知，是對世界的創

造性探索的真正起源。借助這種探索，兒童瞭解客體和他人的特徵。身體因此

不僅僅是一種實體，而且被體驗為應對外在情景和事件的實踐模式。”8在英氏

的短詩《手術臺上》最先出現“照鏡”的動作—— 

我們在鏡中找不到自己的顏臉

純黑的陽光照滿這貧窮的土地上

5 維加埃羅著，張竝 趙濟譯：《身體的歷史：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三卷本（上海：華東師範

大學出版社，2013 年）。 
6 廖秉惠編著：《關鍵字 200》最新修訂版（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 年），頁 30-31。 
7 樂黛雲：《中西詩學中的鏡子隱喻》，載北京《文藝研究》1991 年第 5 期。 
8 紀登斯著，趙旭東 方文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臺北：左岸文化，2005 年），頁 92。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5%BC%A0%E7%AB%9D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8%B5%B5%E6%B5%8E%E9%B8%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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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雨不停的下，而河床枯竭

我們盲目地耕耘，撒下短命的種子

有人瘋狂地蹂躪一根幼苗

有人拼命地抓緊腐朽的樹幹

像螳螂一樣地啃盡嘴邊殘餘的文化 9

本詩拼湊一系列悖論語言和濃烈迫人的意象，造成瘂弦式的張力感，抒情自我

攬鏡自照，發現自己的臉面竟然消失了。這個令人不安的“奇跡”暴露了現代人

的自我不存、道德淪喪以及對於現代文明的幻滅感。

在英氏隨後出版的小說中，男主角經常照鏡子，自我凝視，顧影自憐，或

喃喃獨語，或內心獨白，自述一己的身形相貌，不但見出孤寂蕭條的心情，而

且展開自我反思，甚或朝向終極關懷。在《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的第一章，“建

生”回顧自己與“子君”的交往經過，提到女方喜歡自己的不修邊幅—— 

我的一頭亂髮，沒想到我這頭亂髮會吸引人。我在鏡子前，仔細端詳自

己 的樣子：高額頭，尖削的臉，眼睛有點凸，大鼻子下，嘴巴微微地往上翹。

我的五官不算好看，但湊在臉上還算順眼。我對著鏡子，擠眉弄眼地做了

幾個表情，越看就越覺得自己果然有點器宇不凡。於是立刻回信給她。10 

身體的發現意味著主體性的覺醒和自我認同的追尋。艾爾曼發現，在西方文化

的各個層次上，都充斥著性別類比(sexual analogy)的現象：我們傾向於以最原

始也最簡化的生理性差異解釋所有現象，不管世間現象如何改變，我們習慣以

性別類型的方式將各種經驗分類，外在世界不但被強行加上性別區分，還被賦

予性別偏見。11在基本的流俗看法中，身體強健、肌肉發達的男性例如運動員、

士兵甚至恐怖分子被認為具男性氣質(masculinity)，相關性格是剛強、有攻擊

性、直率、有領袖欲。12有學者指出，男性氣質作為社會性別身份是文化建構

的產物，而且是男人創造的意識形態，藉以維護男人對權力、資源和社會地位

的壟斷。13這種男性氣質不同于世人對詩人的刻板印象。在上述段落中，建生

9 英培安：《手術臺上》，收入詩集《手術臺上》（新加坡：草根書室，1988 年再版），頁 61。 
10 英培安：《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臺北：唐山出版社，2004 年版），頁 4。 
11 莫爾著，王奕婷譯：《性/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5 年），

頁 37。 
12 曼斯費爾德著，劉緯譯：《男性氣概》（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 年），頁 34-35。 
13 麥克因斯著，黃菡 周麗華譯：《男性的終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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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修邊幅、睥睨世俗的書生形象，滿足了子君心目中對詩人的定見，這反過來

又強化了建生的“器宇軒昂”的自我感覺。在其他章節，主人公說自己的理想是

當一名“作家”，聲稱“詩人是不需要文憑的”，不屑於像同儕那樣升入大學。從

主人公對自己的身體形塑來看，他看重的是內與外的一致性，以及對自我認同

的承諾與確認，挑戰了流俗看法中的所謂“男性氣質”。14

在後殖民時代的新加坡，現代性摧毀了性別壓迫與歧視，根據理性、計算

和效率為尺度；現代性是科層化、理性化、規章統治人、效率與利潤優先，這

些歷史性變化成功瓦解了父權制，男女平等有了制度化保障。新加坡只有都市

而沒有鄉村的地理特徵，也削弱了性別歧視的社會基礎，男女平等的觀念深入

人心，女性在教育和職場上具較多的發展機會，提高了自身的生活水準和社會

地位，也對父權制的男性尊嚴、權威感和優越感構成威脅。這些社會背景對於

理解英氏的小說很有幫助。在表現男性氣質的失落方面，中篇小說《孤寂的臉》

有精彩表現，它彌漫著沉重的孤獨無助感，表達倫理和情欲的主題。第一章和

第十一章，描寫一個失敗的中年華族男子的身體。小說一開篇，第二人稱敘事

者坐在梳妝桌前，寫下淩亂的內心感觸，表達對父親的懺悔，他向鏡中望去，

看到如下的身體—— 

你放下筆，注視著梳妝桌前鏡子裡的自己。鏡子裡是一張蒼白陰鬱的長臉；

深陷的眼眶，藏著一雙疲憊失神的大眼睛；渾濁的眼白，微微地散著蜘蛛

網似的血絲。眼睛底下，是青黑色的眼袋，皺紋像田陌般地在眼袋下縱橫

著；粗糙的皮膚，冒著小小的顆粒。你把臉湊近鏡子。你的眼睛立刻成了

個大特寫；眼袋的皮囊，粗得像鱷魚的皮革。你注意到你眼袋下面有粒暗

瘡。真奇怪，快四十歲的人了，還生暗瘡。你用指甲輕輕地挑了它一下，

有點刺痛；你移開手指，不再去碰它。然後，你把手指移向額頭，緩緩地

撥起垂在額前的頭髮。你剛洗過頭，頭髮還沒幹，所以顯得有點稀薄。你

看見你發腳下白色的頭皮，你已開始脫髮了；發腳正往上移。尤其是額頭

的兩旁，脫了發的頭皮，像海灣的沙灘似的蝕進發叢，而且越蝕越深。15 

這段話先聲奪人，布下懸念，透過此後的情節佈局，謎題終於揭開。這位無名

14 在小說結尾，主人公經歷事業破產和情感危機，從“邊緣性”男性氣質掙脫而出，朝向“霸權性”
男性氣質轉變。彼處的身體描寫——凝視遠處、背上弓箭、短刀插在腰間、挺起胸膛、向森林走

去——塑造出一個崇高的“獵人”形象，它突出的不是一個不修邊幅的文人形象而是一個有理性、

勇氣和道德責任感的男人形象，主人公終於找到了道德空間中的方向感。有學者指出，身份認同

也需要經過敘述而得以建構，這篇小說通過情節展開和身體描寫，見證主人公的自我認同的變化。 
15 英培安：《孤寂的臉》（新加坡：草根書室，1989 年），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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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男子，出身下層家庭，華校畢業後，一事無成。後來，他失業在家，嫉妒

妻子的高收入，猜疑其逢場作戲的職場工作，導致感情破裂。此外，他對老病

的父親缺乏孝心，疏於照顧，導致老人淒慘死去。事後，他四處遊蕩，百無聊

賴，懷著痛苦憂傷的心情，向亡父和前妻暗中懺悔。這裡描繪一個中年男人睡

眠不足，心情壓抑，未老先衰，健康惡化。生理的種種變化暗示心理和精神的

病症，這一切透過身體形象而展示出來，正如吉登斯所說：“身體聽起來是個簡

單的觀念，尤其在把與自我或自我認同等概念相比較的時候更是如此。身體是

一種客體，在其中，我們都被賦予或被註定去佔據這個充滿健康和快樂的感受

的源泉，但它也是疾病和緊張的溫床。然而正如已被強調的，身體不僅僅是我

們擁有的物理實體，它也是一個行動系統，一種實踐模式，並且，在日常生活

的互動中，身體的實際嵌入，是維持連貫的自我認同感的基本途徑。可以辨識

出身體與自我和自我認同有特殊關聯的幾個方面。”16上面的身體書寫導向自我

認同的危機：“我”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究竟應該付出怎樣的行動才能維持連貫

的自我認同？對於自我認同的關心其實是起源於一個問題倫理: 我們應該怎樣

生活? 什麼才是真正有意義的生活? 在這篇小說的第十一章，出現“我”沐浴後

照鏡的場景—— 

我用手掌抹去鏡子上的霧氣，鏡前顯出我赤裸裸的身體。稀薄的頭髮，

濕 漉漉地貼在我的頭皮上；水珠從頭髮淌下來，如一條條急著尋找出口的河

流，經過我陰暗的臉頰，直奔向我的下頜。因為洗了個熱水澡，嘴唇看起

來還算紅潤，但身上的皮膚卻是灰青蒼白的。我胸部和手臂的肌肉松而且

軟；一看就知道，這是個四體不動、暮氣沉沉的人。我用毛巾出力地擦拭

我的濕頭髮，從鏡裡看到自己微微突起的小肚腩，肚腩下有幾道細細的皺

紋；醜陋的生殖器，猥瑣地藏在濕漉漉的恥毛下，隨著我擦拭頭髮時雙臂

的運動，滑稽地顫動著。17 

稀薄的頭髮，陰暗的臉頰，灰白的皮膚，鬆弛的肌肉，醜陋的肚腩，猥瑣的性

器官，渲染喪失活力後的病態身體。這個被剝掉衣服的赤裸男體表明男性的體

面威嚴的喪失，暗示小說表現的世界是禮法不存、人性泯滅、暴露出原始的狠

毒。接下來的段落，小說描寫父親的衰老醜陋的身體，以及兒子對於身患老年

癡呆的父親的虐待。人的身體外貌、行為舉止，以及身體的感性、生活制度，

16 紀登斯著，趙旭東 方文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頁 147-148。 
17 英培安：《孤寂的臉》，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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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密切的關係，關乎自我認同。按照加拿大哲學家泰勒的研究，“自我認同”

使個人主體獲得一個看待自我的框架和視界：“知道我是誰，就是知道我站在何

處。我的認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視界的承諾和身份確認所規定的，在這種框架和

視界內我能夠嘗試在不同情況下決定什麼是好的或有價值的，或者什麼應當

做，或者我應贊同或反對什麼。換句話說，這是我能夠在其中採取一種立場的

視界。”18英培安在訪談錄中坦陳：“小說的男主角是個華校生，所以也可以說

是描述一個受華文教育的本地男人面對的困境。”19或者換言之，主人公找不到

道德空間中的方向感，他以“身體書寫”見證自我認同的迷失和男性氣質的毀滅。 

   “照鏡”的語象也出現在長篇小說《騷動》中，成為激發情欲的媒介。離開新

加坡三十年後，“子勤”與“國良”在香港重逢，兩人很快發生了一夜情。翌日，

她獨自呆在臥室中，習慣性地照鏡子，對自己的裸體突然有了新發現，情欲蠢

動之下，她開始手淫，很快達到了高潮。20在英培安的長篇小說《我與我自己

的二三事》當中，“鏡子”意象出現了六次。這是一位出身于華校的失敗男人在

暮年寫作的“懺悔錄”，作家觀察和診斷主人公的身體狀況，重申自我認同的古

老寓言，接續《孤寂的臉》的主題，充滿家庭倫理和道德訓誡。《舊唐書·魏徵

傳》有雲：“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

以明得失”，因此，照鏡與中國人的衛生習慣、道德修身、國家治理發生了隱喻

性的關聯。照鏡在小說中有兩層涵義：其一是發現肉身衰敗、疾病叢生、大限

來臨的生理性的事實；其二是追尋自我認同，期待人格的完整性。題目中的“我”

指現實自我，“我自己”指理想自我，兩者經常互相辯駁，神魔交鋒，肉身受難，

不知伊于胡底。老年的“阿輝”在組屋區的理髮店裡，發現鏡中的自己儼然一個

老男人的形象：雙眼疲憊無神，眼袋黑而發皺，皺紋密佈的臉上點綴著老年斑，

頭髮灰白而稀少，宛若醜陋的脫毛老鼠（頁 190）。然而，“照鏡”的真正目的是

找尋“我自己”，亦即理想自我和完整人格，具有一種重建自我認同的倫理學意

義。中年阿輝發現，“我”決心拋棄“我自己”，雙方水火不容，鬥得天翻地覆。

這是一場極為劇烈的內心衝突—— 

他形銷骨立地站在盥洗間一面破裂的鏡子後面，扭曲著破碎的臉，與我

怒 目相視。盥洗間的地上灑滿砸破的碎玻璃。我們互相凝視對方，似乎要以

憤怒的目光把對方鎮壓下來。但是，我真的沒有氣力與自己鬥下去了，我

18 泰勒著，韓震譯：《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年），頁 37-38。 
19 其欣：《現代男人的困境——英培安談<孤寂的臉>》，收入《孤寂的臉》附錄，頁 136。 
20 英培安：《騷動》（臺北：爾雅出版社，2002 年），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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頹然地掩著臉，用沙啞的聲音哀求他：我不想操縱你，但也不願意你操縱

我，我們分手罷，唯有這樣，我與你才會自由。求求你離開我，永遠離開

我。他淚盈滿眶，默不作聲。21 

阿輝出生于貧苦華人家庭，性格孤僻，自卑軟弱，常在內心進行神經質的自我

分析，愛好文藝，有創作才華。中小學就讀于華校，在南洋大學中文系畢業後，

就職于一家華文報館，事業無成。後來轉行到商界，奮力拼搏，發家致富，不

免得意忘形。這段引文透過“照鏡”的細節和身體描繪，見證中年阿輝在事業輝

煌之際的內心掙扎。那麼，老年的阿輝是怎樣的形象呢—— 

鏡子裡出現的是一張憔悴、焦慮的臉，的確很像他，那張臉比我想像中

老 得多，而且顯得有些浮腫，這是身體不健康的徵兆。是他嗎？我呼喚他的

名字。是你嗎？我問。他也這樣問我。是你嗎？是的，是我。我自己沒有

從鏡子裡走出來。那是我的臉孔，那張苦心經營多年的，自負、傲慢的臉

孔不見了，取代它的就是這張憔悴的，充滿病容的臉孔。但是我仍對著它

說話，就像對著我自己說話一樣。我們很久沒見了，我說，你回來罷，我

們很久沒談話了。鏡子裡面的臉哀傷地望著我，默默不語。22 

阿輝被事業成功沖昏了頭腦，開始追名逐利，花天酒地，導致夫妻離異、父子

反目，經歷多次情場失意，遇上經濟危機，公司破產，一貧如洗，債臺高築。

這段引文表現阿輝拋棄道德原則後的內心緊張。他的心理危機加重，往鏡子裡

頻繁張望“我自己”，然而，千呼萬喚不出來。阿輝眾叛親離，垂暮之年身患絕

症，搬進組屋區的出租房內，過起離群索居、與世隔絕的生活。他在自己的房

間裡到處裝上鏡子，希望找到“我自己”。他形影相弔，喃喃獨語，經常在電腦

上給“我自己”寫信，表達愧疚和懊悔，然而無濟於事，終於在貧病交加中淒然

死去。在小說的結尾，彌留之際的主人公神志不清，還向去世的母親叫嚷，索

要一面“鏡子”！英培安在小說中常用回溯（flashback）手法，透過時間的凍結

和片段的記憶，讓主人公歸回生命史的源頭，在往日和現實之際往返，企圖恢

復自我認同的承諾與確認——准此，“照鏡”在此具備多重意義：身體的發現，

情欲的啟動，自我認同的追尋，男性氣質的重構，以及道德觀念的重整與回歸。 

21 英培安：《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臺北：唐山出版社，2006 年），頁 83-84。 
22 英培安：《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頁 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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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憂傷的情欲：身體書寫與性/別政治 

    福柯指出，性經驗是權力關係中來往特別密集的通道，“在權力關係中，性

經驗不是最沉悶的要素，而是手段最高強的要素之一：適用面最廣，而且對於

各種最具變化性的策略，它也能夠提供支撐點和連結點。”23以性隱喻政治是許

多作家的志趣。例如，多恩的《上床》，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高

行健的《一個人的聖經》，李昂的《北港香爐人人插》，路翎的《饑餓的郭素娥》，

張愛玲的《色戒》，無非犖犖大端。一九八零年代，英培安主編《接觸》月刊，

創刊號上有“性學專輯”，連續登載與性相關的文章，他還鄭重指出：“在本地出

版的華文嚴肅刊物裡，《接觸》可能是第一份長篇累牘談性的雜誌，但也是一份

少有的、用嚴肅的態度介紹性哲學的雜誌。”他補充說：“對一個並不十分開放

的社會，性哲學的介紹，就像政治哲學的介紹一樣，是迫切而且必要的。多瞭

解我們的性狀態與性道德，也就多瞭解許多欺人的假道學，避免許多不必要的

性壓抑與迫害；政治，也是一樣。”24英氏寫過一篇短文《瞭解性道德之必要》，

其中談到福柯的名著《性史》；還談到藝術與色情的區別，關注電影中的性暴力

的問題，提及女權主義者抵制色情文化是起因於後者侮辱了女性尊嚴。25英氏

熟悉佛洛德的性心理學和米利特的《性政治》。26他對女性主義表達堅定的支

持，反對盲目的性解放。27英氏小說中有關情欲的文字，那種內心分析、自我

反思、散漫游離、喃喃自語的文風，很可能受益于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的

影響。28 

英氏不但坐而論性，而且起而行之，他的六部中長篇小說少不了對身體情

欲的描繪，或汪洋恣肆，或適可而止，構成一道醒目的性別景觀。《孤寂的臉》

出現男主人公對妻子的性幻想。《畫室》涉及婉貞與顏沛的愛欲，思賢對寧芳的

情愛，繼宗的性幻想，美鳳對繼宗的勾引，素蘭丈夫的放蕩生活。《戲服》涉及

如秀與家安、劭華的情感糾葛，梁劍秋與林孟雄、張荔麗的三角關係——但這

些都不是小說的重點。應該說，對情欲的重視是從《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開

始的。下面這段引文，描述主人公“周建生”與同居女友“張美芬”的性經驗—— 

23 福柯著，佘碧平譯：《性經驗史》增訂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67。 
24  英培安：《瞭解性道德之必要》，收入《螞蟻唱歌》，頁 108-109。 
25 英培安：《藝術與色情》，收入《螞蟻唱歌》，頁 38-41。 
26 英培安：《女人與邏輯》，收入《翻身碰頭集》，頁 15-16。 
27 英培安：《性解放》，收入《翻身碰頭集》，頁 25-26。 
28 英培安：《戀人絮語或者紅樓隨想》，收入《閱讀旅程》（香港：普普出版社，1997 年），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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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饑似渴地吮著他濕潤她濕潤的嘴唇，她發燙的臉頰不斷在我臉上廝

磨，我的手指，小心地在她身上探索著，開始的時候，她有點羞怯，但不

久便完全放鬆自己，任由我擺佈了。……她的被單和枕頭散發著一種像爽

身粉與她體香混合的氣味。漿洗過的新被單，觸著我裸露的肌膚，刺激著

我每一個毛孔與每一根血管。我們像兩隻受傷的困獸，在黑暗中靜靜地喘

息、呻吟、扭動。……美芬咬著我的耳朵，輕聲地喘息，然後緊按著我的

尻骨，讓我進入她體內。……啊，是的，現在我就是激流，她就是激流中

的小魚，快樂地在我的懷裡衝刺、扭動。建生，建生。美芬呻吟著，喃喃

地喊我的名字。我撫著她微濕的背脊，心裡有點忐忑不安，卻怎樣也捨不

得從這歡愉的肉欲中抽身出來。29 

根據英氏的自述，這部小說的寫作意圖是：“描述一個男人的心路歷程，不是講

性，性只是期中很少的部分，小說裡也有政治。在座談會上我曾這麼說：在封

閉的社會裡，性和政治是一種禁忌，一個社會對性和政治的反應，就可以看出

它開放的程度。” 30這段引文刻畫建生在性道德上的搖擺不定。他主動出擊，擺

佈美芬，享受歡愉，欲罷不能，又暗念子君，愧疚不安。接下來的內心獨白是

他的反思，談到由男人制定的貞操觀是針對女性的壓迫，而後者一旦覺醒，這

種觀念就會把前者折騰得痛苦不堪，他後悔地說：“如果我能夠重新來看待兩性

的性關係，我就不會陷入許多無謂的痛苦與煩惱裡了。”31這種對男性的虛榮、

霸道、自私、怯弱的心理分析，是對於父權制的無情嘲弄，因為在上述段落中，

性活動中的權力結構非常刺目，建生被刻畫為“主動者”，美芬是“被動者”，正

如一位法國學者的精闢概括：“男性中心主義或陽具中心主義的結構，總是與其

他有層級差別、界定並強化了男/女性對立的概念相關。”32 

鮑爾多針對男性特質有精闢的分析，她的主要觀點是：陽物崇拜在人類文

化中源遠流長。我們生活的文化環境促使男人把自己看作陰莖，這種文化仍然

把男性性徵和我們所謂的“性能力”混為一談，不能激發男人去探究身體的其他

部位。我們對於陰莖的許多觀點顯然不是來自於身體構造的科學事實，而是源

于我們的文化想像。“性能力”意味著權力。“性無能”這個詞語充滿了可恥和羞

辱，不像其他的機能失調，性無能關係到男人的全部，而不僅僅是某個身體器

29 英培安：《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頁 81-82。按：引文中的省略號為筆者添加。 
30 英培安：《談作家的責任》，收入《螞蟻歌唱》，頁 34-35。 
31 英培安：《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頁 83。 
32 愛嘉辛斯基著，吳靜宜譯：《性別政治》（臺北：桂冠圖書出版公司，2005 年），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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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勃起的陰莖時常被賦予一種膨脹的意識——大膽、無畏、蓄勢待發；如果

陰莖不能勃起，它就暗示其脆弱性和慵懶性。33這些論述有助於理解英培安小

說的身體情欲。在《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當中，主人公與多位女性有愛欲糾

葛。當他飛黃騰達之後，開始沉迷於肉欲。請看這段帶有恐怖喜劇色彩的描

寫—— 

他發現，他的陰莖原來可以像螺栓那樣從胯下拆下來，所以，偶爾他會

拆下他的陰莖，握在手上把玩。但是他又怕別人看到他手上握著自己的陰

莖，於是他把它放進褲袋裡。陰莖放在褲袋裡，他有點不放心，怕不小心

壓壞或撞壞了。於是，他又從褲袋裡把陰莖掏出來。他感覺到它萎縮了，

變得像一小節豬腸那樣又小又軟。他慌了起來，趕緊把它裝回兩腿間，由

於它變得又小又軟，裝上去的時候一直轉不緊，他又慌又急，他越急，就

越不能把陰莖裝回原處。他曾經把它拆下來好幾次，都沒遇過這情形，這

回他真的慌了。34 

米列特分析過支配與權力概念在性活動中扮演的角色，認為：“交媾不可能發生

在真空中。雖然它本身是一種生物的和肉體的行為，但它深深地植根於人類事

務的大環境中，它是文化所認可的各式各樣之態度與價值的縮影。”35基本的流

俗看法認為，男性氣質與男人的消費能力相關。成功的男商人除了要顯示良好

的經濟能力，也需要維持陰莖的勃起以表示性能力的強大，因為它代表著男人

的威嚴和對於女人的統治權。年過半百的阿輝與多位女性有染，從性事中樂此

不疲。他小心呵護自己的陰莖，私下把玩，自我陶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

他發現陰莖萎縮時，就疑神疑鬼，患上了陽痿恐懼症，心理防線幾乎崩潰了。

陰莖宛如一個可以被隨意拆裝的“螺栓”，既顯示了主人公的性能力的強大，也

暗示陰莖與整體的肉身脫節了，不再是有機的組成部分，而是喪失了生物性的

以及人性的內涵，變成了一個空洞的、冷冰冰的小配件而已。

情欲書寫是《騷動》的大宗內容。此書學習昆德拉的寫作志趣，挑戰新馬

社會中“性與政治”的禁忌。36一九五零年代的新加坡，處在殖民地時代，達明、

子勤、偉康、國良這些華校生，參加政治活動，反抗英國殖民統治，追求國家

33 鮑爾多著，朱萍 胡斐譯：《男性特質》（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30-94。 
34 英培安：《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頁 121-122。 
35 米利特著，宋文偉 張慧芝譯：《性政治》（臺北：桂冠圖書出版公司，2003 年），頁 37。 
36 英培安：《訪談：從政治到情欲的一場騷動》，吉隆坡《蕉風》第 489 期（200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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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後來遭到當局鎮壓，他們風流雲散。達明和子勤流亡香港，後來結為夫

妻；偉康被遣送出境，返歸社會主義中國；國良繼續待在新加坡生活。三十年

後，這些熱血青年已是人到中年，亞洲的社會形勢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獨

立後的新加坡成為全球城市，中國迎來改革開放，香港即將回歸。在這部小說

中，英培安以“性事”表現這些人的身世命運以及東南亞的歷史變遷，然而，“性

政治”的重點不在於譴責父權制，而在於解構左翼政治理想。國良是成功的商

人，結婚生子，過的是新馬小市民的循規蹈矩的生活，性格上帶點娘娘腔。偉

康在廣州深受文革暴力的迫害，“當政治上的挫折與壓迫令他恐懼頹喪時，他渴

望的，就是回到他所愛的人體內，希望在那兒得到安全感與慰安。”（頁 152）

達明巧言令色，精明詭詐，早年從事政治投機，認識了子勤。當他成功誘姦子

勤之後（頁 165-168），就開始肆無忌憚地玩弄對方的肉體—— 

當他的性器官第一次獲准進入子勤的體內時，他小心翼翼地操作它，這時

他所得到的快感不僅是性欲上的，而且是鬥爭上的。他知道自己已徹底把

子勤的母親擊垮，他已把子勤從這個囂張的女人手中奪過來了。他亢奮地

抽動堅挺的性器，堅毅的目光注視著遠方，有如一個率領著一支勝利軍的

將領，猛力地夾著他的坐騎，直搗敵人的城堡。37 

男女在床上的肉搏猶如一幕行軍打仗的場景，達明在性活動中報復性地掌握著

支配地位，維持著他的威嚴和體面，這形象化地帶出了權力關係的存在。後來，

達明在商界翻雲覆雨，獲得成功，開始背叛理想，追名逐利，瘋狂玩弄女性，

鞏固了男性中心主義思維或者陽具崇拜症。諷刺的是，達明後來遇到一個名叫

“茱莉亞”的香港女子，此人以女權分子的姿態與達明做愛，花樣百出，咄咄逼

人，達明被她肆意操縱，完全喪失了主動權，灰溜溜地敗下陣來。達明在父權

制下形成的虛榮心和自負性格，徹底被摧毀了，他後來受到茱莉亞的百般糾纏，

苦惱不堪，乾脆移民加拿大，一走了之。在這裡，性政治中的權力關係完全顛

倒過來了，變成了一出不折不扣的滑稽劇。

子勤移居香港後，目睹達明的腐敗墮落，憤怒哀傷，徒喚奈何。三十年後，

她聽聞國良過境香港，於是主動誘惑之，遂成好事—— 

她感覺到他膨脹的器官充塞著她，他激烈的抽動，一股令她亢奮的熱流

從她的小腹擴散到她身體每一根渴望歡愉的神經。她緊抓住他的臀部，竭

37 英培安：《騷動》，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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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挺起身子貼近他，渴望他深深地進入她的體內，填滿她，充實她。而他

卻開始萎縮、消退，變得軟弱無力。她仍不放棄，竭力扭動身體，像一隻

章魚那樣地緊纏住他，並大聲地呻吟，希望他能振作起來；而他卻繼續萎

縮，消退，最後是滑出她的體外。她的呻吟遂變成一種可笑、痛苦的哀求，

而他並不知道，以為他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功成身退。他緊抱著她，激

情地吻他，濕粘粘的口水沾滿她的嘴，汗水糊滿她的臉。38 

子勤與國良的媾和只是肉體接觸，沒有感情交流和靈魂融合，不是所謂的“愛

情”，因為她從來沒有愛過對方。她的出軌，除了發洩對於丈夫的委屈和怨恨之

外，還因為自己精神空虛、百無聊賴。國良也沒有她性幻想中的性感浪漫，這

也令她感到失望、頹喪和哀傷。在她腦子清醒的時候，不但沒有滿足的性快感，

還有羞恥感和挫敗感，感到愧對國良的妻子。進而言之，這場騷動不但關乎“情

感倫理學”，更起因于主人公對左翼政治理想的幻滅，以及精英人物的庸俗化，

所以堪稱“情感政治學”。三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一九八零年代是新加坡和

香港的後殖民時代，中國的後革命、後社會主義時代，也是一個“去政治化”的

時代，更是跨國資本主義和消費文化的時代。達明、子勤、國良，偉康，他們

的青春熱血不再，理想幻滅，生活沒有了英雄緯度和崇高感，他們縱橫捭闔於

商場，追名逐利，人欲橫流，喪失了道德空間中的方向感。因為幻滅，所以騷

動，激情過後，唯有空虛。准此，英培安渲染“憂傷的情欲”之主要目的，不是

表達父權文化的罪惡、身體解放的狂歡、或者為抗爭政治招魂；而是針對理想

主義、英雄主義、浪漫主義的左翼政治理想，唱出一曲無盡的挽歌，如是而已。 

三、身體的終結：疾病、孤獨與死亡

對於生命、健康、疾病、衛生、死亡、壽命、出生率等人口因素實施的治

理技藝，屬於福柯所謂的“生命政治”。39桑塔格認為，疾病是生命的暗面，一

個幽暗的公民身份，從西方文化史來看，人們對肺結核、愛滋病、癌症等疾病，

產生種種想像和隱喻。好學深思的英培安早在 1993 年就熟悉桑塔格的名著《疾

病的隱喻》，還發表過一篇見解敏銳的書評。40在他的六部中長篇小說中，除了

《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和《騷動》之外，其他四部都有疾病的描繪，這當然

38 英培安：《騷動》，頁 27-28。 
39 福柯著，莫偉民 趙偉譯：《生命政治的誕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 
40 英培安：《〈疾病隱喻〉與〈哀悼乳房〉》，收入《閱讀旅程》（香港：普普出版社 ，1997 年），

頁 4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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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患癌的經歷有關。《孤寂的臉》的父親患上老年癡呆，生活無法自理，受到

家人嫌棄。《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的阿輝身患老年病，在沙斯肆虐期間撒手塵

寰。《戲服》的主人公梁炳德晚年病魔纏身，雖有孫女的細心照顧，仍然顏面盡

失，痛苦死去。更有代表性的是《畫室》。據英氏自述，兩大主題是死亡與孤獨。

41男主角顏沛出身貧寒，從南洋大學中文系畢業，在中學擔任華文教師，後來

成了一名全職畫家。顏沛因為經濟貧困和堅持藝術追求，與妻子婉貞發生衝突，

不久離異，後來就一直獨身。六十歲時，他發現自己的身體出了問題—— 

他夜間頻尿，晚上起床上廁所至少三次，而且小便緩慢。每次小便，都得

等好一陣子才能尿出來，尿完之後，總覺得尿管裡還有殘滴。他懷疑自己

的前列腺有問題。注意健康的人都說，男人五十歲開始，就應該要檢查前

列腺了，尤其像他這種缺乏運動的人，前列腺更容易出毛病。他已快六十

了，以前從來沒檢查身體，前兩年檢查血壓和膽固醇，才發現血壓和膽固

醇都過高，都需要吃藥。看來，他應該檢查一下前列腺了。42 

隨後，顏沛去參加體檢，被醫生確診為患了前列腺癌，他感到震驚而無奈。這

種致死的疾病，首先摧毀了這位畫家的容貌，鏡子中的他是這樣一幅形象—— 

我現在的樣子是不是很難看呢？他避開鏡中的臉，卻注意到自己的手臂瘦

得宛如兩根乾枯的木柴。藏青色的靜脈，像山脊一樣散佈在他的手背上，

手背上皮膚的皺紋，有如山脈下幹瘠的土地。……他有個預感，自己可能

時日無多了，死神已經伏在他肩上，隨時準備為他奏哀歌。43

顏沛經歷了漫長的治療，忍受身心折磨。醫生護士把他的身體當作一架出了故

障的機器來對待，敷衍了事，缺乏人文關懷，只是“治理技藝”（福柯）的一端

而已。在治療上花費不少費用，他的經濟更拮据了。雖然學生向他伸出援手，

但是不可否認，公共世界向他關閉了，人際關係也出現疏離。按照桑塔格的說

法，與肺結核給人的浪漫形象不同，癌症具隱私性、致命性，讓患者倍感恐懼、

尷尬和不體面，癌症被視為二十世紀的神秘、邪惡的疾病和無情的身體入侵者，

41 張曦娜：《英培安〈畫室〉入選亞洲週刊“十大小說”》，新加坡《聯合早報》2012 年 1 月 20 日

第七版。
42 英培安：《畫室》（臺北：唐山出版社，2011 年），頁 219。 
43 英培安：《畫室》，頁 26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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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被汙名化，讓人產生一種卑污的、難堪的隱喻。44柄谷行人進而指出：“問

題不在於如桑塔格所言病被用於隱喻，問題在於把疾病當做純粹的病而物件化

的現代醫學知識制度。只要不對這種知識制度提出質疑，現代越發展，人們就

只能越感到難以從疾病，因此也難以從病的隱喻用法中解放出來。”45患病後的

顏沛，心情複雜之極。有時他自我安慰，相信現代醫學知識發達，前列腺癌不

是絕症，他開始注意飲食，鍛煉身體（頁 235-237）。當癌細胞擴散後，他憤怒

哀傷，怨天尤人：“為什麼是他？為什麼是這個時候？他能怪誰呢？能向誰發

怒？他只能怪自己，怪自己沒有儘早檢查身體。”（頁 249）。有時他覺得自己

像托爾斯泰筆下的伊凡伊裡奇，本來可以過上平凡單純的生活，突然間變成了

一個垂死的病人（頁 248）。有時他承認自己有平凡人的虛榮心，希望在有生之

年讓人們看到自己的成就，尋回婉貞對他的愛情（頁 250）。有時他自感因為專

注於繪畫，缺乏家庭責任，沒有照顧好父母妻子，感到羞愧不安（頁 258）。顏

沛這位“饑餓藝術家”，領悟到存在主義哲學的宗旨，對於恐懼、孤獨和死亡，

他決心自我承擔—— 

他一直在享受孤獨的自由，一種自私的自由。他喜歡孤獨的滋味，至少，

之前他一直是這樣告訴他的朋友，他的學生。現在他才真正瞭解到，孤獨

的滋味不僅只是自由的滋味而已，他患了這致命的疾病，才體會到孤獨的

另一面。他要孤獨地和病魔作戰，孤獨地與死亡對峙，沒有人能幫助他，

只有他自己一人應付病魔，應付死亡。死亡，是最徹底的孤獨。46  

這悲壯的生命倫理在實踐時候又遭遇挑戰。當顏沛的生活無法自理，癱倒在病

床上，感到尊嚴盡失，淪為“趨向死亡的存在”，他自知來日無多，萬念俱灰—— 

   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說不定今晚他就離開這人間了，但是他

覺得心安理得嗎？他已認識了什麼道理呢？他這一生努力追求的人生意

義是什麼？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一個真摯的、決不欺世盜名的藝術家？

那又如何呢？在繪畫藝術上他有什麼成績？他不知道。不過，至少他曾經

努力不懈地追求他的理想。他怕死嗎？他自己也不清楚，無論怕不怕，他

44 桑塔格著，刁筱華譯：《疾病的隱喻》（臺北：大田出版公司，2008 年），頁 15。 
45 柄谷行人著，趙京華譯：《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北京：三聯書店，2006 年第 2 版），頁 104。 
46 英培安：《畫室》，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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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快要面對它了。47 

當婉貞從香港匆忙趕到新加坡，打算捐棄前嫌、開始新生活時，她在醫院裡見

到的，卻是彌留之際的顏沛了。需要追問：顏沛的病從何而來？他究竟為何而

死？應該說，英氏小說的主人公的悲劇，指向新加坡的作為後殖民現象的語言

政治：語言、權力、主體性的交織。英文作為第一語言，直接導致華人社群的

內部殖民和相互撕裂，在經濟狀況導致的階級分化的基礎上出現再分化。作為

華校生，英培安說：“英語不但是新加坡主要的語言，而且多半是中產階級，或

者是社會的既得利益者的語言。”48他指出，中產階級的精英們想出來的政策自

然傾向於中產階級憧憬的美景，很容易忽略了中下層階級的感受與生活水準，

所以英校生與華校生的矛盾其實就是“治人者”與“治於人者”的矛盾。華校生與

工人的政治意識和鬥志為執政黨贏得了政權，但是後來被視為共產主義的同情

者而受到壓制，他們的憤懣與頹喪，只有自己最清楚。49英氏批評華人社群的

這種怪現狀—— 

本地的華人，只要精通英語，即使完全不懂華文（包括方言），也不會有什

麼羞愧痛苦的感覺，而且還可以活得挺舒適快活，許多望子成龍的父母，

為了使兒女的英文更純正，甚至還刻意使他們和母語完全斷絕關係，務去

‘根’而後快。因為，英語在本地的華人社會裡，是非常重要的。‘華人講華

語’，雖然是‘合情又合理’，但只會講華語，並不保證你能飛黃騰達，升官

發財。而華人講英語，不僅‘合情又合理’，還可以顯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只會講英語與只會講華語的華人，身份是不同的。50

英培安小說的主人公都是清一色的小知識份子、華校生、失敗男人、畸零人、

反英雄，他們處在社會邊緣和下層，飽受非議、歧視和壓迫，為生活辛苦打拼，

理想破滅，抑鬱寡歡。他們雖然生活貧困，但是保持著高貴的尊嚴感，包括《一

個像我這樣的男人》中的周建生，《孤寂的臉》當中的“我”與父親，《我與我自

己的二三事》中的阿輝，《畫室》中的顏沛、思賢，《戲服》中的梁劍秋、陳劭

華。那些病死的主人公，職業多是華文報記者、中學教師、藝術家。“更多的人

47 英培安：《畫室》，頁 271-272。 
48 英培安：《生活化與低俗》，收入《螞蟻唱歌》（新加坡：草根書室，1992 年），頁 26。 
49 英培安：《華校生與華文教育》，收入《螞蟻唱歌》，頁 121-122。 
50 英培安：《英語》，收入《翻身碰頭集》（新加坡：草根書室，1985 年第 2 版），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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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於心碎”，與其說他們是死于各種生理性的疾病，不如說是死於這種文化創

傷。51 
四、權力的眼睛：身體的囚禁與變形

英培安的身體書寫除了自我認同、情欲與疾病的主題之外，還訴諸身體的

變形與囚禁，表達他對權力關係、威權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批評。短篇小說《白

鳥》寫一位中年漢被公司裁員，一直賦閑在家，抑鬱寡歡。他外出散步，發現

灌木叢中的一隻白鳥，歡喜之下帶回家，每天與其交流，樂在其中。這讓妻子

感到煩惱，她在早晨偷偷把白鳥扔到窗外。丈夫起床後不見白鳥，憤怒哀傷，

沖出家門。妻子遍尋丈夫，無果。女兒放學回家，發現窗外有兩隻白鳥，就指

給媽媽看—— 

是的，窗戶外面的晾衣架上，正棲著兩隻白鳥，他們依偎在一起，親密地

啁啾著。她認得其中一隻，那就是她丈夫最鍾愛的那只白鳥；但是，另一

隻——她也認得。它身上的白羽毛就像丈夫身上睡衣的顏色一樣，隱約地

呈現著幾條淺灰色的斑紋，它的頭也像丈夫一樣，微微地禿著，她還認得

它望著她時哀傷的眼神。啊，她驚叫起來，然後便哭了。那只白鳥就是爸

爸呀！但是，教她怎麼告訴女兒呢？52 

《白鳥》向如卡夫卡的《變形記》致敬的痕跡明顯，採用荒誕派和魔幻寫實的

手法，通過身體的變形異化，揭示現代社會中小人物的孤獨失意、人與人之間

無法溝通的悲哀。多年以來，失業男子遭受妻子的語言暴力和女兒的冷遇，經

濟能力的喪失和家庭溫情的匱乏，徹底剝奪了他的陽剛氣質和語言能力，他如

同被軟禁在家中的囚犯，終日失魂落魄，沉默寡言。這篇小說顛倒了父權制權

力關係，再次回到了《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所表達的“男性困境”的思想主題。 

劇本《人與銅像》中的中年人，對於空虛忙碌、單調乏味的日常生活，感

到厭倦，他由於地位低下而受到欺壓，憤憤不平。當他目睹“銅像”的高大威猛

和驚人本領後，羡慕之下，希望自己也能變為銅像，翻身做主人，去報復和奴

役他人。“銅像”應允他的請求，但是要求他簽訂契約，中年人欣然照辦。事後，

51 關於新加坡的教育政策的發展變化，參看 Saravanan Gopinathan, Towards a Na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 in Singapore, 1945-1973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H. E. Wilson, Social 
Engineering in Singapore: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Social Change, 1819-1972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8). 
52 英培安：《白鳥》，收入《不存在的情人》（臺北：唐山出版社，2007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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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發現，契約上面有一個字跡細小的附加條件，即，完全聽命於“銅像”！結果，

戲劇出現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 

中年人從舞臺右邊出場。他的頸項拴著一條長繩子，觀眾看不到握繩子的

人，但他的行動，顯然是受舞臺幕後的人操縱著。中年人張著八字腳，高

視闊步地走路，胸膛挺得高高的，他自以為很神氣，其實樣子十分滑稽。

他發現年輕人獨坐在石凳上，非常驚喜，忙上前與他搭腔。年輕人的眼裡，

看不見中年人脖子上的繩子。53 

中年人對銅像敬畏而且崇拜，他患有人類普遍存在的“權力崇拜”症。為了獲得

奴役他人的權力，結果中了“銅像”的詭計，失去了自由意志、個人尊嚴和主體

性，脖頸上被套上一條無形的繩索，變成任人操縱的傀儡。中年人就像患了“精

神勝利法”的阿 Q 那樣，相信自己變成了法力無邊的銅像，可是，當他向一位“年

輕人”炫耀和表演時，卻輕易露出了馬腳。當他繼續絮聒的時候，背後卻傳來了

皮鞭的抽打聲和銅像的發號施令。可怕的是，像這樣上當受騙的愚妄之徒越來

越多了。戲劇結尾出現諷刺性的一幕：“一群被繩子套著脖子的銅像，像環索一

樣連在一起。每個銅像都拉著前面銅像的繩子，手執長鞭，鞭打辱駡。他們在

鞭打辱駡與被鞭打辱駡中不斷地兜著圈。”顯然，《人與銅像》是一個身體被權

力所塑造和規訓的故事，其中的簽訂契約的情節，似乎也隱喻國家的起源、公

共治理和權力的再分配，不但令人想到浮士德與魔鬼靡菲斯特訂約的古老傳

說，而且也與西方政治哲學家霍布斯、盧梭與羅爾斯的論述有暗合之處。54 

英培安的小說和劇本《寄錯的郵件》，重寫魯迅的《狂人日記》和卡夫卡的

《變形記》，寫兩個瘋子的身體被囚禁、自由被剝奪的故事。“我”是一個收入微

薄的小職員，覺得本地空氣沉悶，不適合居住，為了避免自己發瘋，決定奔向

自由的美國。由於付不起旅行費用，他去銀行借錢，結果被趕了出來；又去郵

局買了一張郵票，貼在自己的額頭上，要求工作人員把他以包裹的方式郵寄到

美國。結果，雙方發生爭執，“我”在混亂中被打昏過去，想來後發現自己身在

瘋人院裡。被關押一年多後，“我”參加一個心理測試，結果，被荒唐的醫生認

為恢復了健康，於是安然出院了。整篇小說都是這位瘋子的獨白，不僅條理清

53 英培安：《人與銅像》（新加坡：草根書室，2002 年），頁 52。 
54 霍布斯著，黎思複 黎廷弼譯：《利維坦》（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年），頁 131-132；盧梭著，

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第五章；羅爾斯著，何懷宏等譯：《正

義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年），頁 1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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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合乎邏輯，而且顯露出主人公在敘述、描寫、分析和判斷上的思維能力，

甚至洋溢著反諷幽默的智慧。這正如福柯指出的那樣—— 

雖然瘋癲是無意義的混亂，但是當我們考察它時，它所顯示的是完全有序

的分類，靈魂和肉體的嚴格機制，遵循某種明顯邏輯而表達出來的語言。

雖然瘋癲本身是對理性的否定，但是它能自行表述出來的一切僅僅是一種

理性。簡言之，雖然瘋癲是無理性，但是對瘋癲的理性把握永遠是可能的

和必要的。55 

小說寫到一個有趣的情節：“我”在醫院中遇到舊日同事“陳君”，後者認為自己

是一隻熱愛自由、喜歡唱歌的畫眉鳥，後來被心理醫生推薦到瘋人院—— 

陳君以為，做一隻畫眉鳥其實是沒有錯的。他是只很清醒的鳥，不應該

把他關在這兒。他本來應該是很快樂的，可惜只是只關在籠子裡的畫眉鳥， 

這倒是件悲哀的事。他說到這裡，不禁耿耿於懷，大聲地唱起他的歌來：

“我是一隻畫眉鳥！”更悲哀的是，陳君真的只是一畫眉鳥，只適合關在

籠子裡。

有一次，我們房子的視窗開著，陳君以為飛向自由的時刻來了，他興高采

烈地展開翅膀，飛出窗外。結果是因為他的翅膀沒有長羽毛，一出視窗就

掉在地上，跌斷了脊骨。陳君埋怨他關在籠子裡太久，連飛的能力都喪失

了。56 

盧納察爾斯基指出：“在文化和生活方面都失去平衡的時代，在一個分崩離析的

時代，一切正常的人都在為種種矛盾所苦惱，都在尋找對矛盾特別敏感並且能

夠特別外露、極富感染力地表現負面感受的代言人，——在這樣的時代，歷史

正好以其高明的藝術家的雙手，敲擊著病理學的琴鍵。”57一九七零年代的新加

坡正是一個經濟開始騰飛、威權政治被鞏固、文化與生活不平衡的年代。這篇

小說寫於 1979 年 12 月，恰好在英培安出獄一年後，顯然有自傳因素，採用諷

55 福柯著，劉北成 楊遠嬰譯：《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北京：三聯書店，2007 年），

頁 97。 
56 英培安：《寄錯的郵件》，收入《不存在的情人》，頁 43。按，這篇小說後來被英培安改編成劇

本，收入他的戲劇集《人與銅像》，頁 71-100，其中增加了陳君啄食蚱蜢、撲打翅膀、蹦蹦跳跳

的鳥類特徵。
57 盧納察爾斯基著，郭家申譯：《藝術及其最新形式》（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 年），頁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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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寓言為新加坡造像。吊詭的是，一方面看，主人公和陳君的言行暴露出他們

是典型的頭腦瘋癲、邏輯混亂的臆想症患者；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健康的正常

的人，他們重視自由尊嚴，蔑視權威，堅持獨立思考，嘲弄鸚鵡學舌，與現實

格格不入，結果被送進瘋人院，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喪失了最基本的免於阻

礙和干涉的“消極自由”。58這是德勒茲和瓜塔利的《反俄底浦斯》描繪的現代

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徵：純粹個人被社會孤立所導致的精神分裂，政府、媒體、

經濟學原則利用個人不情願與集體割裂而導致了個體的精神混亂，那些遭受精

神混亂的其實不是精神病者，而是最純粹意義上的個人，他們在本性上與社會

隔絕。

結語：朝向“晚期風格” 

大體而言，英培安的這些描繪身體的作品，表現主體性被建構的物質基礎

和體制結構，例如經濟貧困和威權政治，至少呈現出四個方面的意義。其一，

是以身體書寫表現自我認同的承諾，以性別政治批判父權制文化。例如，《一個

像我這樣的男人》中的周建生，《孤寂的臉》中的無名主人公，《騷動》中的達

明，《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中的阿輝，《戲服》中的家安，他們有道德瑕疵，

淪為作家批判的靶子。其二，是以意志自由和生命自主的原則，表現他對左翼

思潮和革命政治的否定，渲染憂傷的情欲，例如《騷動》。其三，英培安看到權

力和資本的結構性強力運作是當代資本主義的核心，他描繪了身體主體輾轉於

市場邏輯和商業法則之下，見證資本主義對於文化藝術的摧殘，例如《一個像

我這樣的男人》、《畫室》、《戲服》。59其四，是對於威權政治的無情嘲弄，憧憬

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和自由人權，例如《寄錯的郵件》、《人與銅像》。

當然，英培安的身體書寫，在展示了洞察力和批評思考之外，也存在着一些盲

點、誤區和失敗。例如，他對身體的歷史性的描寫大大縮減了，歷史內容被壓

縮了，人物從外在世界退縮，固守內心孤島的靜態風景。現代小說的變化是：

從事件的序列性轉向共存性，從歷史性轉向空間性，從時段轉向區域，從傳記

58 關於消極自由，參看柏林著，胡傳勝譯：《自由論》（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年），頁 170-183。 
59  英培安並不是左翼知識份子，但是他博覽群書，瞭解西方馬克思主義。他在一篇短文中談到

盧森堡、盧卡奇、法蘭克福學派、阿爾杜塞，參看《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收入《螞蟻唱歌》，

頁 110-115。他介紹美國女權運動對資本主義文化的批判，提到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參看

《資本主義文化的批判》，收入《螞蟻唱歌》，頁 124-125。不過，他最終拒絕了左翼思潮，參看

《活學活用毛語錄》，收入《安先生的世界》（新加坡：草根書室，1987 年），頁 23-26。他的雜

文提到海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流露出對自由主義的讚賞，參看《睜開眼望望夢外》，收入《敝

帚集》（新加坡：草根書室，1987 年），頁 48-50。他批評本地青年人當中彌漫的政治冷漠症、政

治恐懼症，他抗議無法自由發表和接觸各種政治理論，無法自由結社、組織小組、學習研究政治、

認識政治，參看《政治》，收入《翻身碰頭集》，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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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地理學。為追求現代主義，英培安的小說打破直線性敘事模式，致力於敘

事的空間化、身體的情色化，結果出現歷史的空洞化。《騷動》涉及新加坡、香

港、中國大陸的一系列歷史事件，但是不強調流動的時間而是專注於靜態的空

間，不致力於表現人物命運和身份認同的敘事結構，而是專注於靜態瑣碎的細

節描寫，尤其是情欲渲染，因此缺乏生機勃勃的東西，充滿憂鬱感傷和孤獨頹

廢。究其原因，這位作家是資本主義商業社會中的職業作家，不是社會運動的

積極參與者而是一位局外人和觀察者。一些身體情欲的描寫純屬多餘，造成情

節枝蔓拉雜，不夠緊湊。例如，《騷動》中的國良妻子的精神出軌。《我與我自

己的二三事》中的阿輝的混亂的男女關係。《畫室》中的美鳳勾引繼宗，素蘭丈

夫的放浪生活，繼宗在香港電影院中的性經歷，中年思賢漫遊法國、西班牙時

對於寧芳的性幻想。《戲服》中的如秀與家安的情欲遊戲。这些氾濫的情欲有游

離於主題之外的嫌疑。

儘管如此，自我認同、男性氣質、情欲書寫、疾病與死亡的情景、無所不

在的權力結構，所有這些顯著的批評向度，無疑構成了英培安之“身體書寫”的

最核心的內容。吉登斯指出：“與自我一樣，身體也不再能夠被當成是一種固定

的生理學上的實體，而是已經深深地具有現代性的反思性的那種複雜難懂性。

過去曾是自然的一個方面的身體，卻要受僅僅是勉強服從於人的干涉過程那種

根本性的統治。身體是一種‘給定的東西’，它常常是自我的不方便與不充分的

落腳點。隨著身體日益為抽象系統而侵入，所有這些都發生了改變。與自我一

樣，身體變成了一個互動、佔有與再佔有以及將反思性的組織過程與系統化的

有序的專家知識聯結起來的場所。”60身體在英培安那裡，不僅是生理性的構造

和主導性的寫作題材而已，它也是一個道德空間，一個行為模式，一個表達抗

爭政治的話語實踐，最終指向一個重大的社會現象：“作為後殖民現象的語言政

治”。因此，身體書寫展示為一種文化景觀，一種充滿想像力和批評思考的國族

敘事。

 行文至此，我想起由阿多諾發明、由薩義德所發揮的“晚期風格”(late style)

的概念。薩義德認為，晚期風格不是媚俗、輕鬆的消遣，不是和諧與解決、非

塵世的寧靜，而是不合時宜與反常，內心的自我放逐，批判性的想像，深刻的

衝突和幾乎難以理解的複雜性，不妥協、艱難和無法解決的矛盾。61英培安的

小說描述個人在現代社會中的極端情景：失敗、獨孤、緊張、流離、疾病、死

60 紀登斯著，趙旭東 方文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頁 306。 
61 薩義德著，閻嘉譯：《論晚期風格——反本質的音樂與文學》（北京：三聯書店，2009 年），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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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以及他在這些情景中的反抗和內省。這些失敗者的故事都有歷史根源和社

會語境的制約，以及它們與作家生命史的互動。這些身體敘事講述的是歷史、

社會變革、權力、政治、意識形態、階級和性別的意味深長的故事，毫無疑問

地，這些身體書寫呈現出道地的“晚期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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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潘受的詩書到新加坡詩歌節的多元詩作
──一種華語語系詩歌的繼承與開拓 

陳志銳

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新加坡華文教研中心副教授

劉鳴寰

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國際漢語教學碩士生

陳志銳  劍橋大學漢學博士，現為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新加坡華文教研中

心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現當代文學、新加坡華文文學及其教學等。曾獲新加

坡傑出青年獎、新加坡金筆獎、國家青年藝術家獎等榮譽。著作包括 Constructing a 
System of Irregularities: The Poetry of Bei Dao, Yang Lian, and Duoduo (2016)、《新加

坡華文及文學教學》(2011)、《習之微刻書》(2014)、《打嗝的親情》(2013) 等。 
劉鳴寰  中國蘇州科技大學中文系學士，校優秀畢業生，現為南洋理工大學國

立教育學院國際漢語教學碩士在讀，並任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中文系研

究助理。

摘要

新加坡國寶級詩人與書法家潘受（1911-1999）在二十世紀末的新加坡以生命譜

寫極具南洋風的古典詩詞，也以獨具一格的“潘受體”撰寫為書法作品，詩書兩

藝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其中有古典詩藝書藝的傳承，也有詩歌與書法語言的

革新。而新加坡詩歌節發起於二十一世紀初的島國，以多語翻譯、跨界跨領域

為標誌，同樣有傳承有開創。本文以潘受的多元化詩歌以及新加坡詩歌節的多

語多媒介詩作為探討文本，嘗試淺析一種屬於新加坡華語語系詩歌中多元主義

的繼承與開拓。

關鍵詞：潘受 、潘受體詩書、新加坡詩歌節、華語語系、多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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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一）跌宕起伏、不離文藝：有關潘受

 潘受（1911-1999）被譽為新加坡“國寶文化人”，是當代教育界與文學界的

泰鬥，也是一位天賦異凜的詩人及書法家。其原名潘國渠，字虛之，號虛舟，

筆名衣虹、虹，福建南安人，自幼愛好寫作及詩歌創作，曾於 1928 年參加中國

“全國拒毒論文比賽”榮獲第一名（北大蔡元培校長為主任評選）。1930 年 19

歲南渡新加坡，初任《叻報》編輯，1934 年起執教於華僑中學、道南學校及馬

來亞麻坡中華中學，後擔任道南學校校長（1935-1940）。他未受過正統的大學

教育，但在 1953 年參加籌辦南洋大學，任南大執行委員會委員。1955 年南大

校長林語堂離校，潘受臨危受委出任大學秘書長，度過沒有校長的 4 年，直至

1959 年第一批學生畢業才辭去職務。間中的 1958 年，潘受被英國殖民政府褫

奪公民權。他在 1960 年退休後潛心從事文化藝術研究及創作，給自己的住所命

名為“海外廬”。潘受曾出版《海外廬詩》（1960、1985、1986）、《潘受行書

南園詩冊》（1980）、《潘受近書三跡》及《墨跡大觀》（1983）、《潘受詩

書回顧》（1995）。曾獲“法國藝術沙龍”金質獎、新加坡文化獎、法國最高文

學藝術勛章、新加坡政府最高勛績獎章（第一位詩人書法家獲獎）、亞細安文

化獎等。1995 年新加坡政府宣布其為“國寶”，1998 年南洋理工大學頒名譽文學

博士榮銜，1998 年任中國福建泉州黎明大學榮譽校長。1999 年 2 月逝世，享年

89 歲，骨灰移靈至澳大利亞柏斯。1 

在其跌宕起伏的一生裏，潘受憑著博聞強識的文化素養與洞察世事的敏銳

筆觸，留下了豐富的文學作品和歷史資料，初中時期喜寫白話詩和散文（可惜

大多都已經散佚），青年之後才致力於古典詩詞的創作，已出版《海外廬詩》

（1970）、《雲南園詩集》（1984）、及厚八百頁的《潘受詩選》（1997），

其中有詩詞 1300 余首。因此，潘受被譽為新加坡“華人理想的文人雅士”。然而

潘受雖在文化藝術方面的貢獻非凡，但無論是在新加坡國內還是海外學術界，

都甚少有學者深入研究潘受其人其文，對他作品的全面解析和評介更是極為缺

乏，更遑論系統化的專著論述。與潘受這位國寶級詩人的身份尚不吻合的正是

對其作品研究所得成果的數量與視角。本文嘗試從潘受詩歌的多元特性，以及

1 參考王潤華、唐愛文主編，《潘受詩書藝術論文集》（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出版社，1998）。
同時，參考潘受兒子潘思穎醫生《父親的故事：一個書法家詩人的形成》裏對潘受的家世和其早

年聰慧的涉及，為潘詩風格的形成提供了珍貴的背景資料。



從潘受的詩書到新加坡詩歌節的多元詩作──一種華語語系詩歌的繼承與開拓 

61 

其與書法結合的角度進行初步梳理，並和 2015 年發跡的新加坡詩歌節進行初步

對照，嘗試探討新加坡詩歌和藝術形式多元結合的幾種形式，看其詩書創作對

後代新加坡文壇產生的啟發與影響，提升後人對潘受關註的同時放眼當下，展

望未來。

二 潘受詩詞：融會古今，兼收中外

 出版於潘受過世前兩年的《潘受詩集》（1997）除了收錄其一千三百首詩

作，還有作者墨跡、生活照片、文友書信詩墨等，既是作者一生經歷的凝結，

更是詩人詩藝和書法的重要展現。2然而雖然有了這寶貴的原始資料，研究與評

論文章卻未見相應增加。以目前極為有限的評論資料來看，國大前圖書館館長

許統義先生在〈我讀潘受抗戰前後十年詩〉一文中按照時間的順序，將潘受的

詩歌進行了頗為清晰的梳理與歸納，提出潘受的七絕詩寫得最是得心應手，同

時其集杜詩五十首更是凸顯其才思。最後許統義得出了潘受詩作的基調是“對自

己所處的時代所遭所遇所聞所見的感受與反應”，同時也以潘受自引蘇東坡評吳

道子畫語來衡量其詩歌成就：“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3另外，

對於潘受詩歌內容的深入解讀和內容闡述，復旦大學潘旭瀾教授的〈《潘受詩

集》的文化意蘊〉就總結出潘詩在對西方文藝的興趣、新科技的贊許和對世界

局勢的關註等方面是具有別於傳統文化領域先輩們作品的獨到之處的。4  

從以上兩位學者對潘受詩詞的分析與總結——無論是與畫評相提並論或者與西

方文藝的關聯性，我們不難發現存在於潘受詩歌中的多元特色。多元性，其實

就是潘受詩歌的一大內在精神。首先，潘受在文學體裁上跨度極大，他曾經在

五四時期熱衷白話詩文，後專註古典文言詩詞，更有趣的是他也偶作白話歌詞。

例如武漢合唱團到星馬演出籌募抗日基金期間，團長夏之秋邀時任陳嘉庚秘書

的潘受為合唱團寫歌詞。於是，有感於當時星馬一帶滿街救亡募捐的賣花聲，

潘受寫下了朗朗上口的白話歌詞——《賣花詞》： 

先生，買一朵花罷，

先生，買一朵花罷，

這是自由之花呀！

這是勝利之花呀！

買了花，救了國家。

2 潘受，《潘受詩集》（新加坡：新加坡文化學術協會，1997）。 
3 許統義，〈我讀潘受抗戰前後十年詩〉，同 1，頁 7-22。 
4 潘旭瀾，〈《潘受詩集》的文化意蘊〉，同 1，頁 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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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買一朵花罷，

先生，買一朵花罷，

不是要你愛花，

不是要你賞花，

買了花．救了自家。5 

其次是語言風格的多元性。潘受除了有大量的文言近體詩之外，其白話文

學也很了得。從以上歌詞就可以見到潘受的白話文風確實受到五四時期聞一

多、郭沫若等的影響，屬於正面積極的肺腑之聲，充滿了呼籲救亡的正能量。

其寫給新加坡同時期著名畫家鍾泗賓的〈美的存在——贈鍾泗賓〉就是精彩的

白話詩，詩中皆是對繪畫和藝術的哲學性思考、高亢的語氣，甚至還有 13 個充

滿力度的感嘆號，宛若聞一多和郭沫若的汪洋恣肆的浪漫詩風：

跟著皮卡索，

瞭望世界；

抖擻畫筆，

劃一道光彩。

“可制服了醜？ 
可救活了愛？

可，可證明了

美的存在？” 

線的戰鬥，

色的伸張；

意匠的號令，

靈感的鋒芒。

神與鬼之舞蹈，

生與死之宮商。

苦悶！苦悶！

瘋狂！瘋狂！

詛咒！詛咒！

頌揚！頌揚！

一盤發酵的夢！

一鍋煮熟的謊！

5 同 2，頁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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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世紀成為昨天，

原始成為今日。

文明與野蠻的和諧，

時間與空間的統一。

開半縫兒宇宙的窗，

同半絲兒上帝的呼吸。

“告訴我，什麼是形？ 
告訴我，什麼是質？

或者幹脆的告訴我，

  什麼是真實？” 

“快制服了醜！ 
快救活了愛！

快，快鞏固了

  美的存在！” 
跟著皮卡索，

巡邏世界；

抖擻畫筆，

化一道光彩！6 

雖然不常寫白話文，然而我們看到潘受的白話文字質感非常好，想象豐沛，

手法也純熟，例如“制服了醜”、“救活了愛”、“證明／鞏固了美的存在”、“發酵

的夢”、“煮熟的謊”——不僅擬人擬物的想象大膽豐富，詩意更是層層遞進、一

氣呵成。另外，“線的戰鬥”、“色的伸張”、“意匠的號令”、“靈感的鋒芒”，既

有擬人手法、排比的句式，又有摩形的修辭，可見用字老辣果斷。至於“神與鬼”、

“生與死”、“現世紀”與“昨天”、“原始”與“今日”、“文明和野蠻”、“時間與空間”，

都是兩極的對比，卻在詩中或共同化為“舞蹈”、“宮商”，或變得“和諧”與“統

一”，充分顯現了美學中對比的協調、沖突的統一。 

第三，我們看到潘受詩歌中多元典故的部分。潘詩可以上溯詩經、楚辭、

漢魏六朝詩賦、唐宋詩詞，其中的典故更以先秦兩漢魏晉為多，集中在莊子、

世說新語、馬班二史和六朝文集等。裏頭更是包括文學的、哲學的，甚至神話

的典故，不一而足，而且交織運用得非常巧妙。針對潘詩善用典故的特點，同

為前南大歷史系的講師林肇剛先生在〈才難不覺九州寬〉中就曾嘆服於潘受吸

6 同 1，頁 15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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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古人精華為己用的妙法， 7例如我們看到潘受〈春到南園〉（賦別經月，重

來南園，觀南洋大學第一屆畢業典禮。是夜，微雨旋晴，笙歌達旦，文學院有

雅集，余未與會，亦作一詩。）：

春到南園蔚大觀。嘯歌未與夜俱闌。

衣沾雨潤清明近。筆掃雲開碧落寬。

多士龍門同鯉躍。一時鯤海待鵬搏。

無人知有河陽令。來對千桃袖手看。8 

 最後一聯乃指晉朝的潘岳在擔任河陽令的時候，於該地種滿桃李，故有“河

陽一縣花”之說，此處用來既合潘受的姓氏，又符其前南大秘書長的身份，同時

又有畢業學子如滿園桃李的象征意義，確實是典故與時事多處巧合，使用得精

妙非常。又如在<癸巳囈辭二十首>中，潘受就曾寫道： 

廣廈將圖萬事歡。要憑一木獨難支。

雖然此事非秦楚。也有諸侯壁上觀。9 

彼時，正值南洋大學建立之時，各方的壓力讓潘受作出了此詩。其中“廣廈”出

自唐朝詩聖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詩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

俱歡顏”。而“壁上觀”則出自戰國時期，秦楚爭霸，各路諸侯都因為自己的利益

糾紛在秦楚之間搖擺不定，作“壁上觀”。在引用典故的同時形象地說明了自己

的處境，足見潘受的文學底蘊和詩歌造詣。

再者，與典故的古典性形成有趣的對照的是潘詩內容的現代性。如前所述，

其詩歌都是“對自己所處的時代所遭所遇所聞所見的感受與反應”，多寫今人時

事，如新加坡讀者熟悉的南洋大學事跡、新加坡日常風土民情、世界各國旅遊

所見所聞、名人應酬交往，甚至現代科技發展等。其中的語言古雅，事件寓意

卻新穎，可說是語言與內容的巧妙結合。例如有記錄名人時事的〈新加坡國家

藝術理事會主席許通美教授與蘇格蘭藝術理事會主席艾倫皮科爵士簽訂雙方間

文化合作計劃共識備忘錄屬題楹帖為贈〉之楹聯（以藝交流。以道聯誼。相觀

7 林肇剛，〈才難不覺九州寬〉，同 1，頁 36-38。 
8 同 2，頁 191-192。 
9 同 2，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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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善。相得益彰。），10 也有記載現代科技的《新加坡國立大學參觀網際網絡

之設備及操作導余參觀者為該院院長教授及工作人員數人》：

天涯何止似芳鄰

萬裏今同一室親

聲影大千歸電掣

本來世界亦微塵 11 

 當然，潘受的文學創作不乏有自己的生活情懷，其“所遇所聞所見”入詩自

然有許多是與文友相關。在郁達夫感情受挫的時候，潘受曾作詩<次韻贈郁達

夫先輩，時君賦毀家詩後，復偕映霞女士出國南來>安慰好友： 

小劫神仙亦可嗟，最難家毀又成家。

愁邊詩酒皆新淚，夢裏關河有亂笳。

看到波生方愛水，折來刺在更憐花。

何當一笑忘陳跡，重結鴛盟寄海涯。12 

就看其中的“看到波生方愛水，折來刺在更憐花”，足見潘受的文學底蘊及意象

經營：用水波來隱喻郁達夫目前的感情波折，同時告訴郁達夫在感情上遇到挫

折就像碰到了花的刺，不應該去怨恨，而是應該去欣賞這美好的花朵。正是這

種胸襟、底蘊以及對生活的深刻理解讓潘受的創作博采眾長，終自成一家。

 前南大歷史系學者韓淑玲女士以女性特有的敏感視角體察潘受“詩人合一”

的特點，認為詩人的性靈契合天機，無論亂世還是太平，潘受都是一個詩人。

我們甚至還可以說潘受也是以一個視覺藝術家的身份來寫詩。在潘受留存的一

千多首詩詞中，根據統計，有超過 14.3%的作品是題畫作品。13“題畫文學”，

根據研究圖文學的衣若芬之定義，狹義指直接題寫在畫上的詩詞散文等文學作

品，而廣義則包括凡以畫為題或命意，包括贊賞、寄興、議論、諷諭，出之以

詩詞歌賦及散文等體裁的文學作品。潘受的題畫作品不一定書寫於畫中，所以

符合衣氏廣義的定義。14題畫文學甚至有文學、社會、歷史、美學、藝術、時

間、空間以及人際關系等多方面的意義與價值，用今天流行的通用語為“跨學

10 同 2，頁 403-404。 
11 同 2，頁 520。 
12 同 2，頁 15。 
13 徐持慶，《新加坡國寶詩人潘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7 年），第 60 頁。 
14 衣若芬，〈海內存知己——新加坡“國寶”潘受〉，《華文文學》（2016.3）：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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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多領域”（multidisciplinary），充分體現了潘詩的多元精神。例如其在 1940

年為司徒喬畫的油畫《放下你的鞭子》寫的著名的題畫詩——〈擲鞭圖歌並序〉

（序：趙洵王瑩合演《放下你的鞭子》一劇述九一八沈陽陷寇一老翁與其女流

離鬻技故事酸楚感人司徒喬為制巨幅油畫命曰擲鞭圖屬賦長歌記之。）：

老翁擲鞭忽掖女，張口無聲淚如雨。女欲有言意更悲，翻身轉就老翁撫。

此翁此女家沈陽，世世耕田足稻粱。但問歲豐還歲歉，不知何物是他鄉。

海鯨一夜掀波吼，十萬雄師竟棄守。從此白山黑水非，可憐翁女匆匆走。

走南走北走東西，晝覓饑糧夜覓樓。翁女相依同賣技，向人歌笑背人啼。

歌聲宛轉歌喉好，琴韻悠揚琴手老。妙舞輕盈乍欲仙，低昂天地亦傾倒。

此時女倦不能支，萎地梨花春失姿。風暴雨狂鞭影疾，逢翁之怒遭翁笞。

旁觀少年憤投袂，揮拳向翁聲色厲。汝胡不仁汝胡欺，汝不停鞭吾汝斃。

倉皇女起急陳情，此身元是此翁生。世間父無不愛子，父自教子君毋驚。

昨日今日未得食，我歌無氣舞無力。不舞不歌安得錢，無錢明日活不得。

阿母當年避賊難，義不受辱懸梁間。阿弟慘作刀邊鬼，至今熱血不曾寒。

只剩淒涼爹與我，天相保庇免罹禍。天相保庇天何心，不如一命同結果。

少年聞語淚沾衣，翁女相持哽咽微。鑼聲忽啞鼓聲死，滿場屏息皆歔欷。

歔欷屏息幕亦閉，適間所見豈夢寐。無復翁女無少年，恍然始悟戲中戲。

戲中之戲何逼真，使人哭笑不由人。卻問演戲者誰某，女是王瑩翁趙洵。

趙王才本向天借，馳騁藝壇早並駕。更有畫師司徒喬，畫筆亦堪參造化。

畫成翁女泣抱頭，淚痕濕濕幾時收。室中疑在戲臺下，空氣為之凝不流。

畫師畫師何畫此，我來讀畫惟切齒。會看黑水白山重插漢家旗，願與畫師

共送此翁此女歸鄉里。15  

以上歌謠體的詩除了在形式方面展現上述潘受文體和語言藝術的多元性，

在內容上除了與圖畫背後的故事/劇情緊密結合（此翁此女家沈陽，世世耕田足

稻粱），也寫演員趙洵、王瑩的演技精湛（趙王才本向天借，馳騁藝壇早並駕），

寫觀戲者的揪心（鑼聲忽啞鼓聲死，滿場屏息皆歔欷），還有畫家的出神入化

（更有畫師司徒喬，畫筆亦堪參造化），甚至還有觀畫者詩人自己的無限唏噓

（畫師畫師何畫此，我來讀畫惟切齒），多重角度相互交織，讓戲劇、繪畫和

詩歌三種媒體有了互文、互補、互相對照的藝術效果，使得讀者都有了更深入、

多元的感官感受及藝術想象。

15 潘受，《擲鞭圖歌並序》，《潘受詩集》，新加坡文化藝術學會 2004 年版，第 15-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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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潘受詩歌的精妙之處不僅局限於其形式和語言的多元性，更是其詩

藝的精湛。中國北京大學的袁行霈教授以《簡論虛之詩歌的構思藝術》一文闡

述了潘受是打破律詩最後兩句慣然疲弱的弊性而獨出新意，喻小於大、構思奇

絕的典範。16我們可以說潘受是一位真正的詩人，畢生追求的就是詩歌外部形

式和內部詩藝的多重創新。同時，他個性鮮明，堅持有感而發和直抒性情的獨

立寫作，詩歌靈感來自其獅城的生活，作品感情充沛，沒有追隨人云亦云，不

是時代的弄潮兒，沒有拉幫結派的歸屬，對後代的新加坡詩人和讀者來說甚至

堪稱一種典範。

三 獨具一格的潘受詩書：“潘受體”書法與詩詞的巧妙結合 

中國書法自殷商萌芽時期，經歷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

行書、真書等階段，依次演進。歷朝歷代，研習書法者層出不窮，而能獨成一

家，絕非易事。除卻王羲之、顏真卿、柳公權等一批書法造詣極高並廣為流傳

的名家，能夠在當代書法界脫穎而出的賢人雅士非但需要深厚的書法功底，更

需要有所創新，寫出自己的特色與精彩。

潘受無疑是這條道路上的佼佼者，因他在臨摹與創造的關系上早已有清醒

的認知：“書法不先事模仿，終不能有所創造。舍先模仿而奢談創造，非俗必

怪。”17這是對他樸素的歷史觀和創作觀的總結：潘受註重對傳統經典的模仿學

習，反對沒有根基的創造，認為昨日是今日的基礎，打牢根基並無捷徑可走，

必須善於學習、謙於臨摹。他本人也正是遵循此理，幼時先從顏真卿、虞世南

開始，臨其墨跡並以此建立書法根基。稍長便開始專註於禮器，從漢、魏、六

朝的名家作品中汲取精華，潘受在臨摹過程中還很善於總結，並形成詩文，如“張

猛龍碑絕世姿，北朝此石最權奇”就是他在仿張帖時由衷嘆服的真實寫照。18之

後潘受又在鐘鼎、石鼓、草書等書體上潛心鉆研，在行書的模仿臨寫中還參照

過清代名家錢南園、翁方剛、何紹基等，所以在潘受的書法作品中我們幾乎無

法確指他的筆法、行文是出自哪一家，因他將前人各家的精辟集為一體，同時

又融入了自己揣度分析的體悟，於是真正做到了學古而不落前人窠臼，變新而

不為風氣所囿。

16 袁行霈，〈簡論虛之詩歌的構思藝術〉，同 1，頁 81-85。 
17 夏湘平，〈懸鋒飄落 翰逸神飛——評新加坡書法家潘受先生〉，中國書法 2 (1987): 48-49。 
18 中國書法 7（20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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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受書作受顏真卿影響最深。顏體鏗鏘浩然，潘受的作品也多寬大端正，

呈磅礴之勢。潘受擅長中鋒行筆，同時也線條靈活，意氣連貫自如，又有別於

顏體，故歷來稱為“潘受體”。潘老以獨創的“潘受體”揮毫潑墨，撰寫的書法作

品，西安交通大學的鍾明善教授用八字作為總結，並以此定為論文標題《沈雄

豪宕 風翥龍翔》。作者從潘老的贈詩入手，歸納出“潘受體”集顏真卿、懷素、

虞世南等多位名家之筆法而逐漸深研，化為胸中素養筆底波瀾。19上文提及的

林肇剛《才難不覺九州寬》中，作者對潘受書作的特點概括為四點，即中鋒用

筆、章法精美、神采適洽以及內容充實。文中也提及相較於他的詩作，評論其

書法的文字可謂寥寥無幾。一方面是書法因缺少標準而不易評，另一方面也因

潘受本人更專意於詩，以詩鳴，所以在新加坡，潘受的詩名勝於其書名。

然而，潘受的書法和詩詞其實常常一起呈現，事因潘受的很多作品都是親

筆題寫。執筆寫所思，所呈現出的作品無論是詩詞還是書法都必定會有別於一

般意義上的簡單臨摹，正可以從其詩作與書法的關聯性中探討“潘受體”所獨有

的特點。“潘受體詩書”的形成非一朝一夕，長年累月的研究只有輔以獨創的元

素才是潘受自成一家的原因，這種“獨創性”可以從他書寫的內容窺知一二。 

就潘受書跡而言，他所寫的內容主要是自創的詩詞、對聯等，可以說是詩

書兩藝均屬原創，兩者相輔相成。這一點與歷代名家如蘇東坡等文人有異曲同

工之妙。眾所周知，宋朝文人如東坡、黃庭堅等並不拘泥於法度，他們敢於在

詩作中表現自己的率真性格，追求自然流露。作為“宋人尚意”的典型代表，並

開創宋代行書新風貌的蘇軾曾因“烏臺詩案”而被貶黃州，以他蒼涼惆悵的筆觸

寫下了被譽為“三大行書”之一的《黃州寒食詩帖》。其書法作品也是在那份失

意落寞中有感而出的，通篇可謂“起伏跌宕，迅疾而穩健，痛快淋漓，一氣呵

成。”20同時，作品中可見某些字形由大至小，個別字體特別放大突出，另一些

則尤為縮小，不難看出作者的心境完全由其筆法得以酣暢展現，謀篇布局的安

排也好似渾然天成，這種信手寫意的追求正促成了蘇軾形成兼具蒼勁有力而又

豐腴飽滿的“蘇體”特色。同樣的，潘受的書法能夠做到獨樹一幟也與他創作時

的心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潘受體”正是孕育於他的詩作，是他的詩詞成就

了他的書法，他的書法輔佐了他的詩詞。如他在絕句《丙寅冬至後二日重過南

園七絕八首》中所寫：

19 鍾明善，〈沈雄豪宕 風翥龍翔——論潘受先生的書法藝術〉，《鍾明善書法論集》，（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2008）。 
20 劉虹.，〈淺析蘇東坡書法藝術〉，科協論壇: 下半月 6 (2007): 23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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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貌南園判昨今

舊蹤路斷已難尋

孑遺一樹相思在

更與何人展綠陰？21 

（摘錄自互聯網）

當時正值南大牌坊拆遷風波，身為南洋大學創辦人之一的潘受內心頹然，

感嘆今非昔比，南大校園的牌坊都無法保住，沿襲舊路更是無法找到過去千萬

心血凝結成的一磚一瓦了！這其中的無奈心酸對比蘇軾當年被貶黃州的境況可

說有過之而無不及，現於其書作，可見其中橫筆都似一波三折，或許是潘受心

中義憤難平；捺的筆畫又格外修長，似有未盡之言；“尋”字筆畫繁多更顯其

“難”，尤其是兩個橫筆更是幾經波瀾。“路”和“斷”字可說只由匆匆數筆完成，

似虬龍騰舞、一氣呵成。若想重回南園舊路，道阻且長，潘老深知難以力挽狂

瀾，只能在他的詩書作品中展現其愴然悲憫的情懷，即便是尋常一筆，也是娓

娓道來，再加上書法中的的小字題跋把事件的前因後果清楚交待，使得此幅書

法有了視覺和文學的藝術美、歷史感、社會和個人的意義，確實是多元藝術的

21 同 2，頁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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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呈現。正因詩作出自詩人之手，情感充沛，飄逸之余不失節奏感，書法進

而顯得運筆飽滿，自成一格。

總體而言，潘受詩書兩藝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其中有古典詩藝書藝的傳

承，也有詩歌與書法語言的開拓，完全可以稱為獨具一格的“潘受體詩書”了。

然而，在二十世紀末年的新加坡，書法已經失去實用功能，白話文學也已經取

代文言文，潘受所擅長的書法和舊體詩詞，都堪稱“不合時宜”了，但他仍樂此

不疲。這給後世的新加坡詩人與讀者的啟示又是什麼？

四 新加坡詩歌節的多元性

 我們把時間往後推進至二十一世紀。時值 2015 年，新加坡第一個詩歌節由

四種語文的詩人在民間發起。這個以多語翻譯、跨界跨領域為標誌，有傳承有

開拓的詩歌節包含了新加坡四大官方語言的詩歌——華文、英文、馬來文、淡

米爾文。過去的一個世紀，四種語文的文學在新加坡平行發展多年，各有起伏，

各自耕耘，但交流和理解非常不足，鮮少有四語匯流舉辦活動，更遑論四語跨

源流創作。2015 年初，淡米爾文詩人拉塔（L.Kanagalatha）、英文詩人丁宜瑞

（Eric Tinsay Valles）、馬來文詩人阿紮爾（Azhar Ibrahim）與華文詩人陳志銳，

在本地最著名的英文詩人學者唐愛文教授（Edwin Thumboo）的推動和倡導下，

策劃了第一屆新加坡詩歌節（National Poetry Festival），趁新加坡獨立 50 年之

際，為四語文詩壇提供交流合作的平臺。四位不同語言的詩人策劃活動，各自

召集各語文詩人參與，讓詩歌走出書面，進入人群。22  

首先，我們看到新加坡詩歌節的主辦人提出並在開幕禮上朗誦了他們多語

文跨界的創作，其實這就反映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現狀。現下學子在多語文環境

成長，寫作時自然面臨選擇語文的問題——是選擇比較“現代”甚至“功能性”的

英文來創作，還是比較“傳統”甚至“過時”的母語（當然，這裏指的是一般學子

對母語較為片面的認知）來寫詩。這其實與潘受當年在面對白話文與文言文寫

詩的抉擇似乎遙相呼應。同樣是新與舊的兩極，同樣是對創作語言的選擇。潘

受選擇了文言和近體詩的形式，充分顯現了其不隨波逐流，不跟隨時代和社會

潮流的文人堅持。這份堅持對新加坡詩人進行母語書寫的啟發是很大的。浸濡

在兩種或多種語言的文學傳統之中，新加坡詩人可以在工作和正式場合使用英

22 陳宇昕，〈第一屆新加坡詩歌節 四語文詩人 合作一首新加坡詩〉，《聯合早報•現在》2015 年 7
月 21 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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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但依舊使用母語或更進一步，以多語來表達自己內心的文學聲音。新加坡

知名華文詩人英培安、希尼爾等大部分都用華文創作，卻也在一些作品中嘗試

加入英文元素，而更早一輩的作家如林方，也已經將馬來文放置到詩中。本地

英文詩壇的鄭竹文（Eddie Tay）教授，更是雙語詩創作的努力實踐者。23  

其次，新加坡詩歌節主辦人馬來詩人學者阿紮爾也提出投入創作的年輕人

大多缺乏上一代詩人的社會使命感，作品雖帶有城市氣息，但往往自哀自憐，

張揚個人主義但缺乏更廣泛的社會與人類關懷。24潘受詩作中隨處可見的今人

時事、大小歷史、社會與個人相結合、相交流的內容除了可以作為今日詩人的

啟發，更可以成為借鑒。正式秉持這種精神，新加坡詩歌節的四種語言詩歌基

本上都有英文的翻譯，主要是為了促進不同語文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理解。詩

歌以多過一種語文呈現，在意義上就已經凸顯了跨語言的交流，以及多元性的

呈現，不停留在個人或者單個族群的層面，而是開始提升到更為普世的價值和

高度了。

  最重要的是受到潘受體詩書的啟發的感召，新加坡詩歌節也提倡為詩提供

視覺感官的新體驗，讓詩歌與其它藝術形式相結合進行多媒體的創作和展出。

例如 2015 年第一屆詩歌節舉辦了“＼詩＼書｜畫／影／：新華詩歌暨多元藝術

展"，主辦人就在開幕禮上提到深受潘受詩書合一的啟發與影響，故由熱愛藝術

的華文詩人將個人的詩歌結合書法、繪畫、海報、攝影等多元藝術形式進行多

元創作，為詩提供視覺感官的新體驗。25例如周德成以傳統書法的形式書寫新

詩〈泅泳傷口〉 ：

23 同上。參考陳志銳，〈從雙語到雙文化:新加坡的華英雙語詩歌〉，《中國現代文學半年刊》23
（2015）：111-131。 
24 同上。 
25 陳誌銳，“＼詩＼書｜畫／影／：新華詩歌暨多元藝術展"開幕致詞，新加坡顏氏公會，2015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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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第二屆的主題則是“在真實與夢想之間：詩畫展”，就讓各種語言的

詩人針對兩位特邀既是畫家又是作家的繪畫作品進行詩歌創作，形成多元藝術

的結合。2017 年的新加坡詩歌節則是讓攝影與詩文相配合展出，同時為現代詩

譜上曲並以傳統華樂形式演奏。三年下來，跨媒體、多元藝術、不同語言文化

在展覽和表演中一次次展現屬於新加坡的多語環境，多種族、多文化的現象，

不啻為潘受多元藝術形式的繼承，更是跨媒體的進一步發揚與變化。

六 結語：從潘受到新加坡詩歌節的多元主義

多元主義之於新加坡並不是一個新概念，因新加坡本身就是一個多元種族

的社會。這方小小土地聚集了各種不同的民族和文化，每個人都有平等的地位，

每個人也都能使用不同的語言自由發聲。新加坡的獨特性也正體現在其多元性

中，它包容且公正，為文藝工作者們提供了百花齊放的平臺，老一輩的詩人、

作家們仍筆耕不輟，新一代的文字工作者也力求突破，隨著日益豐富的文化活

動的開展以及本地行業的支持，努力期盼島國的文壇再次熠熠生輝。

 學者史書美在華語語系論壇上提出了將“新加坡華文文學”改為“華語語系

新加坡文學”的提議，26從政治層面看，這種重新命名的方式能夠有效解決“中

國中心”的問題；從文學層面看，該定義也更清晰的展示了新加坡文學是一種融

入了多元文化的獨特的文學體系。再者，多元化的民族政策也是新加坡官方和

學者的目標，雖然在這個社會中，華人數量占大多數，但是這並不影響新加坡

26 陳宇昕，〈從一種華語語系的角度出發〉，《聯合早報》2016 年 5 月 29 日。 

詩人安詩一的〈等〉則以詩歌結合海報設計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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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多元化的發展道路，也同樣體現了新加坡的包容性。這種包容性也影響著華

文文學從純華文到新加坡華語語系文學的轉變。

上述的潘受與新加坡詩歌節所體現的多元性就是新加坡華語語系文學的重

要特征。潘受的多元主義就體現在他的詩和書法的結合中——他的書法吸取百

家之長，融合了顏真卿，虞世南等中國書家後終自成一家，而潘詩中大量運用

古今中外的典故，在新詩盛行的時代他仍然選擇舊的詩體和語言——最終形成

的“潘受體”詩書，正是集大成的書法和文學藝術的體現。繼承了潘受多元藝術

相結合的新加坡詩歌節，將多元主義進一步發揚光大。自 2015 年以來，我們看

到了四種官方語文共同譜寫詩歌的盛況。這種盛況發生在島國新加坡絕非易

事。究其背後根因正是多元文化的強大包容性推動了新加坡本土文學的發展，

它支持雙語甚至多語共同參與的創作，將來肯定會進一步發展。潘受是藝術多

元主義的經典代表人物，而詩歌節是目前更多元文化相織相輔的時代結晶。從

潘受體詩書到新加坡詩歌節的多元文化以及多語文詩歌的包容發展，多元主義

將在未來新加坡的詩歌文藝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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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王潤華的南洋新馬人文山水景物書寫

Memory, Landscape and Humanity: Wong Yoon Wah's 
Nanyang Writing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李樹枝 

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系助理教授

馬來西亞柔佛州昔加末縣三合港新村人，祖籍廣西容縣。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英語學系、南京大學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專業以及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

系。現為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系助理教授暨中華研究中心現代華文文學研

究組組長。曾獲 2010 年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與廣東汕頭大學《華文文學》之

「華文文學學術新人獎」。著有《余光中對馬華作家的影響研究》（2014），與多

篇學術期刊論文，包括〈論馬華新生代微型小說的書寫技藝— —以陳翠梅、吳

鑫霖、劉育龍、週天派以及張依蘋為研究對象〉（2016）、〈「來回」馬來半島與

中國大陸：杜運燮詩作之馬來半島空間書寫與蘊涵〉（2015）、〈“重回”萬嶺熱帶

膠林的邊緣地帶：論王潤華現代詩的邊緣性書寫〉（2013）、等，並與辛金順合

編《時代、典律、本土性：馬華現代詩論述》（2015）。 

（會議論文初稿、待修訂、請勿引用）

摘要

新（馬）著名作家王潤華（1941—）生於英國殖民地時期的馬來亞（Malaya）
霹靂（Perak ）近打區（Kinta Valley）地摩（Temoh）鎮，其祖父於清末遷徙

南洋馬來半島，至成為第三代的王潤華經歷了英國殖民時期、馬共反殖抗爭階

段、抗日、馬來亞聯合邦獨立、馬來西亞成立、新馬分家等重大的社會歷史進

程。循此，對於王潤華而言，南洋馬來（西）亞近打區與新加坡的記憶與風景

乃具有意義的。新馬兩地除了是王所目睹世間事物的區位外，兩地亦是王觀看、

認識和理解其所親歷的殖民與後殖民世界之場域與方式。是以，王除了多番調

動殖民時期記憶裡彼時彼地或此時此地後殖民的南洋新馬兩地熱帶雨林裡之

花、草、樹、木、蔬、果、魚、蟲、雨、新村（new Village）意象外，他亦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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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魚尾獅塑像、鋼鐵大樹、金屬花草以及港口起重機等意象，再現了其對南洋

新馬兩地從殖民至後殖民的社會、政治、文化、歷史乃至民族等之人文批判與

思考，跡露其所構建的人文山水景物之人文意識。職是，本文擬探問兩個問題：

第一、嘗試探究王潤華上述意象群書寫與其本身從殖民至後殖民的經驗關照下

之南洋新馬書寫鏈接關係：即如何/怎樣透過前述的意象群再現其（後）殖民人

文（反殖民、反壓迫、反剝削、反戰、人道、環保、生態平衡等主要人性（尊

嚴）失衡）批判與思考意識；第二、嘗試梳理王潤華從殖民到後殖民的南洋新

馬人文山水景物書寫於華語語系文學整體版圖之書寫技藝特點、成就、價值乃

至定位。

關鍵詞：王潤華、記憶、山水風景、人文意識、南洋新馬人文山水景物書寫

Key Words：Wong Yoon Wah, memory, landscape, humanity, Nanyang Writing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一、前言

 筆者的〈「重回」萬嶺熱帶膠林的邊緣地帶——論王潤華現代詩的邊緣性書

寫〉1初步探究了王潤華「雙重透視」詩思程式思的塑形過程，並據此視角分析

其英殖民時期 、馬共反殖民抗争 、大馬緊急法令下的萬嶺（Banir/Beniany）

新村（new village）熱帶膠林邊緣歷史現場的放逐/被放逐（exile and being 

exiled）、疏离/被疏离（alienate and being alienated）及剝奪/被剝奪（deprive and 

being deprived）的邊緣性書寫。 循此初步探究成果，本文嘗試從前文的橡膠樹

與熱帶膠林邊緣擴大至周遭更多的山水景物意象，以進一步討論其南洋 2新馬

人文山水景物書寫及與內含的人文意識（humanity，humanistic consciousness）。

確切而言，即是探勘王如何/怎樣多番地調動殖民時期記憶裡彼時彼地與此時此

地後殖民的南洋新馬兩地，橡膠園/熱帶雨林/森林裡之花、草、樹、木、蔬、

果、魚、蟲、雨、新村（new Village）物象意象，後殖民此時此地的魚尾獅塑

像、鋼鐵大樹、金屬花草以及港口起重機金屬鳥 14 個主要意象，如何/怎樣再

現（represent）王對南洋新馬兩地從殖民至後殖民的社會、政治、文化、歷史

乃至民族等之人文批判與思考。又，本文亦嘗試梳理王潤華從殖民到後殖民的

1 李樹枝，〈「重回」萬嶺熱帶膠林的邊緣地帶——論王潤華現代詩的邊緣性書寫〉，王儀君等编，

《遷徙与記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13），頁 113-132 
2 華族南移南洋的背景與動向，參閱曾松華，〈華族南移的背景與動向〉，林水檺、駱靜山合編：

《馬來西亞華人史》（八打靈：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1984），頁 13-49。 



記憶、風景、人文：論王潤華的南洋新馬人文山水景物書寫

77 

南洋新馬人文山水景物書寫（Nanyang landscape writing from humanistic 

perspective）於華語語系文學整體版圖之書寫技藝特點、成就、價值乃至定位。 

誠然， 文學與歷史不可分割；文學的歷史背景並不是固定不變的，一切歷

史都有可能是產生文學作品的「前景」。3 1941 年英殖民時期出生的王潤華經

歷了新馬若干重大的歷史進程：即「出生不到三個月後，整個英屬海峽殖民地

（新馬），在微弱的一陣防守砲身中，輕易淪陷在日本侵略大軍之手」，4在橡膠

園裡渡過三年八個月的日據時期；1962 年王赴台留學前，見證了英軍重返新

馬、馬共重燃反殖抗爭、緊急狀態（1948 年）、國家獨立（1957 年）階段；王

1962 年至 1966 年間證了新馬分家等重大的社會歷史進程；1966 年短暫重返舊

故土準備赴美留學；1973 年再重返新故土新加坡任教大學；2012 年再次（最後）

重返新加坡，擔任馬來半島（舊）故土南端南方大學學院的資深副校長一職，

繼續在（新舊）新馬故土開展他的人文山水景物書寫。若我們細究王潤華的書

寫脈絡，其殖民/後殖民人文批判與思考似約萌芽於 1976 年，並持續勃發書寫

至 2014 年《重返詩鈔》。5王多次「重回」新馬新舊故土「地方」（place）的記

憶（memory）與風景/地景（landscape），地方與地景不僅僅是世間人事景物的

區位而已，它們還是（王潤華）觀看、認識和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6是以文學

作為再現社會歷史的媒介與方法，王潤華以其南洋新馬兩地人文景物意象群書

寫策略裡的自身小我複數歷史（histories），拒絕「消音」，嘗試發聲（speak）、

再次呈現（re-presentation）與代言（speaking for）7其對南洋新馬兩地，從殖民

至後殖民的社會、政治、文化、歷史乃至民族等的大我的複數历史（Histories）；

因此基於此意義，其人文景物書寫文本堪为新馬（社會、政治、文化、歷史、

3 Raman Selden,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9), pp.162-163. 
4 王潤華，〈天天流血的橡膠樹〉，《南洋鄉土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1），頁 75。 
5就詩集而言， 1966《患病的太陽》、1970《高潮》、1978 年《內外集》、1980 年《橡膠樹：南洋

鄉土詩集》、1984 年 Beyond Symbols（象外象）（英文詩集）、1988《山水詩》、2000 年《熱帶雨

林與殖民地》、2000 年《地球村神話》、2003 年《榴蓮滋味》、2005 年《人文山水詩集》、2012
年 The New Village 新村、2014 年《重返詩鈔》。要說明的是，有的詩作重複收錄或翻成英文出版。

王潤華殖民/後殖民的人文批判與思考觀點可見王潤華，《重返詩鈔》（士古來：南方大學學院/馬
華文學館，2014），頁 I-IV。2017 年 9 月底王潤華出版了《重返馬來西亞》詩集，本詩集的詩文

本因本文撰稿的時間限制，留待將來繼續討論之。
6 Tim Cress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2006），頁 20、21、39。 
7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 
edited,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pp.6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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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國家寓言文本。8 

 承上，細翫其记述文字，王潤華的人文山水诗書寫脈絡似始于其 1973 年的

第一次重返（1966 年結束台灣學業短暫重返預備赴美國留學的「重返」不算真

正「重返」）南洋（新加坡）的時間節點並於之後 1976 年開始的書寫思考，王

述及了：

大約在一九七六年開始，我常常回去南洋翠綠的夢土上，我看見南洋的一

切，仍然像我小時後那樣神秘的活著。雖然南洋這名詞，早在地圖上消失

了。9 

王上述第一次重返任職的南洋大學的校園亦稱雲南園，它的地景原為英國殖民

政府砍伐熱帶雨林後改種植橡膠樹的林地。南大創辦後，校園種有熱帶相思樹，

然而隨著新加坡的工業化/城市化經濟逐步發展的進程，四周樹膠樹逐漸被砍伐

殆盡。正是這片沒有橡膠樹林的熱帶雨林地景誘發了他重返兒時熱帶膠林的記

憶與風景，以獲致其書寫的靈感、啟發、思考及想像。檢視王潤華於 1976 年前

後、1996 年至 1997 年间在美國書寫的詩文本，以及 2012 年或之後至今的一系

列詩文集如 1980 年《橡膠樹》詩集、1981 年《南洋鄉土集》詩文集、1999 年

《地球村神話》詩集、1999 年《熱帶雨林與殖民地》、乃至 2012 年的《The New 

Village 新村》等書寫脈絡，王似乎一直將自身的生存狀態及書寫位置或設定於

美國與台灣的中間地帶（median state），置身邊緣，拒絕被同化，以保持飄移、

流動、離散的狀態，能入能出，多次重返，以使詩思攖取能出能入，更整全的

人文視界。

關於本文的「記憶」、「風景」、「人文」三個關鍵詞定義方面，本文「 殖民

地的記憶」與「 後殖民的風景」的探討起點來自王潤華〈人文山水詩的新定義〉

裡的文句，王提及了：「我出生的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當時還是馬來亞），那熱

帶雨林永遠是英國的殖民地的回憶或後殖民地的風景，不是純粹馬來本土的風

景，因為它已受過英國殖民主義的侵略、統治與剝削，英國殖民主義壓迫本土

人的真相，曾被壓抑的民族的本土記憶，都是景點，……」。10循此文意，王潤

8 此觀點啟發自王潤華，〈橡膠園內被歷史遺棄的人民記憶：反殖民主義的民族寓言解讀〉，江洺

輝主編，《馬華文學的新解讀》（八打靈：來西亞留台校友聯合總會，1997），頁 107-114。亦參

見詹明信著、陳清僑等譯，〈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

邏輯：詹明信批評理論文選》（北京：三聯書店，1997），頁 523。 
9 王潤華，《橡膠樹：南洋鄉土詩集》（新加坡：汎亞事業公司，1980），頁 II。 
10 王潤華，《人文山水詩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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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對於其殖民地的記憶、後殖民的風景之歷史意識與意義是由殖民/後殖民的記

憶與風景而來。11透過其援引人文山水景物書寫作為策略以建立個人的主體意

義（書寫）過程中，歷史與地方的記憶與風景扮演了重要的核心途徑，此類的

銘刻書寫綻露了王潤華從個人主體擴充至與同種族、族群間的關係，並推演至

普遍性的人文意識關懷。職是誠如立帕德（Lucy R. Lippard ）所指出的，地方

和人類的關係不只是社會互動與身份認同的關係，成長的地方以及充滿回憶的

地方，常常被小說用來一種熟悉的感覺以及情感認同。地方除了具有感情的深

度外，它與彼時此時時間刻度存著交錯的關係。因此地方是一個堆疊人類歷史

和記憶的區位，帶有它的廣度與深度；地方覆蓋著各種關係：與周圍的關係，

怎樣形成的，在那兒發生過的事，即將在那裡發生的事。12是以王潤華在《熱

帶雨林與殖民地》詩集述及了其後殖民記憶：「……這本詩集的六輯的作品，都

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創作這些詩是數十年來的心願，……當我走進新馬熱帶叢

林，走進新馬的歷史，感覺總算對得起這片土地。……作為一位作家，怎能對

殖民地時期的歷史毫不關心？」13 

    在本文 「人文山水景物書寫」的 「人文」（The Pattern of People）14的意

义认定方面，《易經》賁卦的象辭上如是寫道：「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

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5本文句主要指出了「人

文」乃社會人倫，旨在把握現實社會中的人倫秩序，以明人伦等級關係；使人

們的行為合乎文明禮儀，並由此而推及天下，以成「大化」的目標。由此擴而

言之，「人文」具有人倫之意、精神教化之義、文雅之義以及有文治教化之義；

它是非野蠻的，是文明的；因此「人文」標誌著人類文明時代與野蠻時代的區

別，標誌著人之所以為人的人性。在歐洲，十四世紀中葉伊始潛心研究古代經

典的人通常被稱為人文主義者。當時「人文」意指人文學科，為希臘文與拉丁

文二科。「人文」涉及了文藝復興與中古時代的「人的尊嚴」思索，詩人志在稱

11 啟發自張松建的論述觀點，見張松建，〈詩史之際：楊牧「歷史意識」與「歷史詩學」〉，蕭立

俊總編輯，《中外文學》456.46.1（2017.3）：113-115。 
12中文譯文參見江美萱，〈後現代時空與歷史記憶：《海角七號》中的懷舊與歸鄉〉，蕭立俊總編

輯，《中外文學》454.45.3（2016.9）：113。 Lucy R. Lippard, The Lure of the Local: Senses of Place 
in Multicentred Society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p.7. 
13 王潤華，《熱帶雨林與殖民地》（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協會，1999），頁 9。 
14 “The Pattern of People ”英文译文取自郑毓瑜，〈「文」的發展——從「天文」與「人文」的類比

談起〉，《政大中文學報》15（2011.6）：114。 
15﹝魏﹞ 王弼、﹝晉﹞ 韓康伯注，﹝唐﹞ 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卷 3（臺北：藝文印書

館，《十三經注疏》，1979 ），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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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高尚的行為，是「把榮譽發揚光大的人」，肯定人類的才智與體力方面的「才

能」，也肯定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16因此從「人的尊嚴」（Any attitude to exalt the 

human element or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interests, as opposed to the 

supernatural, divine elements or as opposed to the grosser, animal elements）17至近

現代意義的人文定義認定進程中，在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所謂的「一

個理智主義理性化」與「業已除魅了」的世界，「人文」似具有了「完美的人」

18的意義。綜前，無論中西，「人文」均聚焦於「人」。承前，王潤華定義人文

山水詩的兩個文段寫道：「我出生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當時還是馬來亞』，那

熱帶雨林永遠是英國的殖民地的回憶或後殖民的風景，不是純粹馬來本土的風

景，因為它已受過英國殖民主義的侵略、統治與剝削，英國殖民主義壓迫本土

人的真相，曾被壓抑的本土記憶，都是景點，如『集中營的檢查站』、『新村印

象』。殖民主義留下的戰爭的證據如『聖淘沙堡』也是人文風景。」；「土地被異

族侵落後，經過長期的殖民，變成為被殖民的山水或後殖民的山水。被壓迫、

剝削的記憶也是風景，山水都染上政治的色彩。人文進入土地之後，山水會變

成人文……山水風景浸在文化中，時間久了，會被人文化，甚至被國際化，所

以我稱我的詩為人文山水詩」。19此外，基於王潤華對後殖民的界定：「後殖民

文學或後殖民文學理論（post-colonial literary theory）中的『後殖民』的定義，

與獨立後（post-independence）或殖民主義之後（after colonialism）不同，它是

指殖民主義從開始那一刻到獨立之後的今日的殖民主義與帝國霸權」20，是以

援引並輔以鄭毓瑜所指的「文」（從天地、動植到人）21之觀點，王潤華對殖民

記憶與後殖民風景的即殖民地的山水或後殖民的山水景物，壓迫或剝削的記

憶，經「人文」化的自然景物意象書寫後，山水記憶凝成了「人文」山水詩。

職是，若我們結合王潤華前述的觀點，其「人文」批判與思考意識透過殖民與

後殖民自身小我複數歷史（histories）意象群書寫策略，再現了社會、政治、文

化、歷史乃至民族等大我的複數歷史（Histories）。從小我自身記憶風景推展至

16 呂健忠、李奭學編譯，《西洋文學概論：上古迄文藝復興》（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88），頁

145-152。 
17 見 C. Hugh Holman, William Harmon, A Handbook To Literature (New York: Macmilliam 
Publishing Company,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 1986), p.242. 
18 張旺山：〈人文教育的意義〉，《政治與社會科學評論》14（2005.9）：65-93。 
19 王潤華，《人文山水詩集》，頁 1-3。 
20 王潤華， 《華文後殖民文學——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頁 77、
頁 137。 
21 參見鄭毓瑜，〈「文」的發展——從「天文」與「人文」的類比談起〉，《政大中文學報》15（2011.6）：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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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我的人文意識指涉了王對於「文」（從天地/山水自然環境、動植物到人）風

土景物反殖民 22、反壓迫、反剝削、反戰、人道、環保、生態平衡等主要人性

（尊嚴）失衡的批判與思考。

二、記憶、風景、人文：殖民地南洋新馬人文山水景物書寫、人文意識

 若我們從 1976 年前後的時間點再往回溯源，王潤華的人文山水景物書寫從

其高中時期於 1959 年 9 月 14 日星洲日報《星洲日報•新青年》裡的〈紅毛丹

成熟時〉與 1961 年 8 月香港《文藝世紀》的〈旋轉的琉瑯〉兩首詩已略見端倪。

其中，王〈紅毛丹成熟時〉擇取植物意象「紅毛丹」植物特徵以譬喻「熱帶人」

的性格 23；而〈旋轉的琉瑯〉則稍露「人文」微末的詩思詩想，詩句寫道：「在

近打平原/沉靜的河沿與坲瑯塘邊，/的紅頭軍——琉瑯婆。/沉默的工作者呵，/

我看見你們裹着紅頭巾/和雙手托著的鍋子似的琉瑯，/我似乎看見你們/熱忱的

心和完整的靈魂！//妳們慘痛到黃昏/下半身浸在水里/上半身熬著驕陽，/……你

們的苦難，/像琉瑯激起的水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貧困糾纏妳們，像

砂石一樣難洗去；/洗到的錫沙雖沉重，/但你們的心比它沉重/——當錫價慘

跌……//——琉瑯婆/人們粗俗的呼喚你們，/雖然你們有的是年輕的姑娘，/但，

也都笑哈哈不計較！/汗水滲透了你們的衣服，但我深深知道/你們潔淨如溪水」

24。綜觀全詩，王聚焦「琉瑯婆」，輔以礦場景物與生活艱辛的環境描摹，歌頌

了「琉瑯婆」的辛勤勞動與「潔淨如溪水」樸實個性。全詩以現實的手法，流

露了人文意識，但整體而言，其詩思詩想還未達致王後來所述及此兩首詩所謂

的「充滿反殖的主調」書寫。25 

王潤華上述記憶與風景裡的南洋新馬熱帶動植物物象與地景意象的組織聯

繫書寫策略延續至 1980 年出版《橡膠樹：南洋鄉土詩集》的書寫技藝。詩集裡

的野草（黏人草、茅草、地氈草、豬籠草）、「含羞」類植物（相思樹、含羞草、

雨樹、合歡樹）、熱帶水果（榴蓮、山竹、紅毛丹、波羅蜜、鳳梨、尖美娜、人

心果、木瓜、西瓜、楊桃）、礦場「風物」（噴筒、魚、網、礦場）、新加坡地景

（聖淘沙戰堡、貴賓園、烏節路、伊麗莎白人行道、塔）、裕廊地區的鳥類（山

22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89), p.2. 
23 王潤華，《王潤華詩精選集》（臺北：新地文化藝術有限公司，2005），頁 7。 
24 王潤華，《王潤華詩精選集》，頁 8-9。 
25 王潤華，《王潤華詩精選集》，頁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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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兀鷹、貓頭鷹、駝鳥、火鳥）、「落葉」類植物（木麻黃、常綠樹、橡膠樹）

不一而足，冒現了眾多「文」的意象群，它們或以「童趣化」、「擬人化」26的

手法呈現其等的物性與王潤華生活經驗之間的鏈接。要注意的是，《橡膠樹：南

洋鄉土詩集》詩集裡 40 首詩文本裡，似乎只有〈聖淘沙戰堡〉這一首詩開始較

多地跡露了殖民/後殖民的人文批判與思考，該詩句寫道：「……只有野生的胡

姬花/似乎不願嗅聞彈藥的味道/從碉堡的裂縫/探出頭/迷惘張望中/看見遠遠山

頭的受降館內/戰爭已經是一張的照片和幾個獵人/在免費供人欣賞」27，然而，

若將它放到整部詩集的詩思詩想佈置結構中，其他 39 首詩的意象只是表層地狀

描它們在「熱帶的陽光與風雨中萌芽，茁壯，而且深深地根植於南洋的泥土中」

28的動物、植物以及地景的物性，以期許他此時期的書寫能夠「將會更多南洋

的景物生長起來」29。因此，〈聖淘沙戰堡〉這首詩的人文山水山水景物書寫似

開啟了王潤華後面，即特別是 1996/1997 年之後至 2012 年間，更較為深入「人

文」的殖民/後殖民人文山水景物書寫與內含的人文（反殖/反壓迫/反剝削/反戰

/人道/環保/生態平衡/人性尊嚴失衡）意識。 

 1996 年 1997 年間，王潤華由新加坡赴美研修時段，相對於其新故土新加

坡作為書寫位置的第一地帶，在記憶風景第三地帶與書寫位置的第二地帶之

間，王藉著美國加州的中間地帶（median state），置身邊緣，拒絕被同化，以

保持飄移，流動，離散狀態，掙脫了前述較平實的擬人化與趣味化書寫技藝，

以我/我們的第二身/假面（persona）更深入地開展第三地帶殖民地記憶與地景

裡的人文山水景物書寫。據文獻資料，約於 1996 年 10 月 14 日前後，王閱讀英

國作家 David Attenborough 的《植物的私生活》並引起其諸多熱帶雨林與殖民

地記憶與風景，王循着其記憶與風景寫下了〈熱帶雨林與殖民地：豬龍草—把

美麗的陷阱懸掛在天空•5〉與〈熱帶雨林與殖民地：豬龍草—把美麗的陷阱懸

掛在天空•8〉，茲臚列這兩首詩的詩句如下以資說明： 

熱帶雨林與殖民地：豬龍草—把美麗的陷阱懸掛在天空•5 

26 關於「擬人化」與「童趣化」兩個手法的視角分析王潤華 1981 年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版《南

洋鄉土詩集》詩文的相關討論，見黃錦樹，〈內/外：錯位的歸返者王潤華和他的（鄉土）山水〉，

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增訂版）》（臺北：麥田出版、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頁 286-291。 
27 王潤華，《橡膠樹：南洋鄉土詩集》，頁 57。 
28 王潤華，《橡膠樹：南洋鄉土詩集》，頁 I。 
29 王潤華，《橡膠樹：南洋鄉土詩集》，頁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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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沙地上的

是酋長大肚子酒杯

掛在樹枝上的

是一盞一盞未點燃的神燈

懸掛天空，朝向遠方山嶺的

是獵人得號角

樹根上血跡斑斑的

    是英國殖民者丟棄的萊佛士酒杯 30 

熱帶雨林與殖民地：豬龍草—把美麗的陷阱懸掛在天空•8 

英國殖民者的大羅哩車

運走錫礦與橡膠園以後

掀起滿天的塵埃

我的根在泥土下找不到礦物質

我的葉子捕捉不到陽光

貧困使我的葉子典當給杯子或豬籠

飢餓強迫我的酒杯變成陷阱

死亡驅使我捕殺昆蟲與小動物

不知不覺

我成為熱帶植物中

    唯一的肉食罪犯 31 

《橡膠樹：南洋鄉土詩集》詩集裡的「豬龍草」意象再次出現於王此時期的書

寫文本。如前所述，王不再表層平實地將之擬人、童趣以及陌生化而已，王進

而摳搜「豬龍草」意象作為自己/我的假面以進行對（英）殖民主義暴力的發聲、

再現以及代言。於上引文本的例證，我們可看出王機敏地援引在地/本土歷史素

材地，即將發現新加坡並把它發展成的（大）商港的英國軍官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 1781-1826）與正是由他首次發現且命名的「豬龍草」（Raffles’ Pitcher，

Pitcher Plant）為素材，構成並置/對位/對立/對抗的句構，再輔以「豬龍草」由

植物物性異化成肉食物性，精確地隱喻了我的第一個家/華人/變異的「豬龍草」

30 王潤華，《王潤華詩精選集》，頁 199-200。 
31 王潤華，《王潤華詩精選集》，頁 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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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艱辛生存在英國殖民者與華人資本家開礦後滿目瘡痍的砂石地上。英國殖

民的暴力剝削、生態破壞及失衡題旨滿溢本詩的詩句，極具張力。32 

 除了植物物象、礦場及家屋地景外，王寫於 1996 年 11 月 24 日的〈殖民地

的記憶•三、吃風樓前的麻包沙袋•1. 吃風樓前的麻包沙袋〉亦綻露了其人文

山水景物書寫技藝特點與內含的人文批判與思考，該詩寫道：

一個苦旱的季節

灌木草叢常出現的野火

森林邊緣日夜爆發的槍聲

驚動了一隻蒼蠅

它飛到橡膠園外

紅毛人的吃風樓

驚訝的發現

四周高高堆疊起的麻包沙袋

防止洪水的

蒼蠅不明白紅毛人

    旱季裏對洪水的恐懼 33 

我們知曉，1948 年 6 月英國殖民地政府宣布新加坡馬來亞海峽殖民地進入緊急

狀態並頒布緊急法令。 34上引詩句的場景設置即來自王潤華青少年時期與怡

保、金保、地摩、打巴近打地區的英殖民時期之風景與記憶。王潤華於詩佈置

了一位在馬來亞 1948 年至 1960 年緊急法令時期的一位英國籍橡膠園主的生活

小記，纖細巧思地以「蒼蠅」蟲類的複眼（後殖民）視界進行檔案式的觀察。

王亦擰取該英國籍園主居住的吃風樓（白人的高級住宅）與膠林邊緣邊沿的自

然景物：「野火」、「槍聲」、「旱季」、「四周高高堆疊起的麻包沙袋」、「洪水」，

透過「蒼蠅」小/具體/微觀複眼視界，嘗試以小見大，再現馬共反殖/反壓迫/衝

擊反抗殖民政權/的宏大歷史敘事（master narrative）。 

32 見詩的後記，王潤華，《王潤華詩精選集》，頁 201。 
33 王潤華，《人文山水詩集》，頁 16。 
34 緊急法令：緊急法令於 1948 年宣布，1951 年開始施行強迫搬遷進新村裡住，下午六時至早上

六時半，村民不准外出鐵蒺藜以外的禁區。在新村內，晚間十時至早上五點半施行戒嚴令，任何

人不准踏出家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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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的蒼蠅物象繼續出現在其寫於 1996 年 11 月 24 日〈殖民地的記憶•三、

英國殖民者的吃風樓•2.熱帶水果籃中的手榴彈〉的詩裡；然而，詩裡的熱帶

水果意象群卻被機敏地轉喻成炸彈，它們隱喻了馬共反殖/反壓迫/衝擊反抗/抗

爭的歷史事件，該詩句細膩地寫道：

陽台上的紅毛人

神情緊張的讀著海峽時報

餐桌上的水果籃裏

堆放著木瓜、紅毛丹、山竹

還有幾粒褐色的小鳳梨

蒼蠅嗅到陌生炸藥味道

    才醒悟這不是熱帶水果 35 

不若前文述及《橡膠樹：南洋鄉土詩集》的〈熱帶水果皇族的家譜〉與〈熱帶

水果誌〉水果意象群 36如榴蓮、山竹、紅毛丹、波羅蜜、鳳梨、尖美娜、人心

果、木瓜、西瓜、楊桃書寫僅較為停留在植物屬性方面與新馬生活的寫實表層

意象鏈接層面，上引詩句卻深入探刺了人文批判與思考，以熱帶水果「木瓜」、

「山竹」、「紅毛丹」巧思地表徵手榴彈以隱喻馬共的反殖/衝擊/抗爭，其突兀

的隱喻轉換技藝，極為成功。此類書寫技藝與人文意識的另一個例證可見其〈砲

彈樹：將甜蜜的果實變成土製炸彈〉一詩，該詩句為：「表面上/像赤道的樹木/

我熱情的開花結果/誘惑蜜蜂與小鳥歌唱/還有夜間飛行的蝙蝠//當海盜與殖民

者/從新加坡河登陸/企圖砍伐熱帶雨林/我就憤怒地/將甜蜜的果實變成土製砲

彈/綁在身體上//請別靠近我/我隨時爆炸/與侵略者同歸於盡」。37詩中的「砲彈

樹」（學名 Couroupita Guianensis，俗稱 Ayahuma 或 Canon Ball tree），花果長在

主幹上，圓形果實像砲彈，成熟掉下，發出爆炸聲與臭味，王依其植物物性，

並以之組織聯立，闡明對殖民主義的反殖/反壓迫的衝擊抗爭人文意識題旨。 

除了上述較小型的自然動植物物象外，王潤華亦援引較大的自然地景物象

如熱帶雨林/橡膠園以隱喻馬共分子/馬共游擊隊的反殖抗爭題旨。王寫於後殖

民 1996 年 11 月 24 日的〈殖民地的記憶•3.風景都是白人的敵人〉即是其中的

35 王潤華，《人文山水詩集》，頁 17。 
36 王潤華，《橡膠樹：南洋鄉土詩集》，頁 23-40。 
37 王潤華，《重返詩鈔》，頁 14。 



華語語系與南洋書寫：臺灣、馬華、新華文學與文化

86 

顯例，其詩句如下：

殖民地的記憶•3.風景都是白人的敵人 

汽車亮麗的玻璃

都裝上褐色的鋼板

遮擋赤道上陽光的滲透

緊急法令宣布

熱帶雨林風景都是敵人

公路兩旁他們自己種植的橡膠園

黃昏後

    都是狙擊白人的游擊隊員 38 

詩中的「赤道陽光」已經初步暗喻了殖民者遭受了敵人的威脅；而熱帶雨林與

原本主要由殖民者大園主/殖民主義跨國大資本集團所經營的橡膠園，也因馬共

在其中活動與策劃抗爭，竟成了「敵人」與「狙擊白人的游擊隊員」。

在其他較大的地景如亞答屋、新村以及故鄉地摩，與環繞其等的植物、動

物物象的鏈接意象方面，寫於 1996 年 11 月 24 日前的〈殖民地的記憶•四、新

村印象—一個小孩記憶中的緊急法令•1.亞答屋故居〉則細緻地以「亞答屋」、

「貓狗」、「紅毛丹」3 個物象隱喻王潤華童年記憶裡，被逼遷的王個人/華人/

華族所承載的社會、政治、文化以及歷史境遇，該詩句寫道：

殖民地的記憶•四、新村印象—一個小孩記憶中的緊急法令•1.亞答屋故居 

沙屎壩上

高大純樸的亞答屋

聽到英軍逼遷的命令

又嗅到槍彈味

便暈倒泥地上

強行拉上大卡車

載進集中營

38 王潤華，《人文山水詩集》，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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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居

已嚇得

只剩下半車的柱子與木板

我家的貓狗

與河邊的紅毛丹樹

都拒絕乘軍車

移居鐵藜包圍的新村

寧願野生在禁區裏 39 

王在詩句裡透過詩敘事者的「殖民地的記憶」的微觀具體景物描繪，清晰

照見了華族被逼遷的宏大社會/政治/文化/歷史文本。1948 年 6 月，英殖民政府

宣布新加坡馬來亞海峽殖民地進入緊急狀態，展開對付馬共的武裝鬥爭。宣布

緊急法令後，1948 年 12 月決定施行移民計劃（Resettlement），全馬住在市鎮以

外的人（約一百萬人，主要是華人，印度人與馬來人可豁免的原因乃英殖民政

府刻板印象地認為華人等同為同情/支援馬共分子的群體）移位到鐵蒺藜內的

「集中營」，名為「新村」。1951 年開始施行強迫遷進新村，規定村民下午六時

至早上六點半，一律不准外出「鐵蒺藜」以外的「禁區」。這些鄉居居民被迫放

棄原本的家園，離開多年賴以為生的農耕地、礦場以及橡膠園，被強迫遷入「新

村」，以粗木及亞答屋重建其等簡陋家園。實際上，「在這段時期，大多數華人

生活在水深火熱中」。40 于詩，王潤華重返其一家/華族逼遷以後的家園記憶與

風景，透過了蝙蝠的視界，開展「新村」記憶與風景及內含的人文敘事，猶如

其〈 殖民地的記憶•五、逼遷以後的家園•2.香蕉樹上倒吊的蝙蝠 〉所寫道

的：「我們被迫送進集中營以後/紅毛丹、山竹、榴蓮、蓮霧/依舊殷勤守時的/

每年二季/以美麗的花朵與果實/呼喚故人回來/倒吊在野草叢中香蕉樹上的蝙蝠

/只見小孩偶然出現/成年的男女永遠的失了踪」， 41凸顯了「鐵蒺藜」內「新村」

與「鐵蒺藜」外「禁區」「水深火熱的生活」。因此〈 殖民地的記憶•四、新村

印象—一個小孩記憶中的緊急法令•3.新村〉展示與再現了彼時彼地新村華人

困厄的生活，詩敘事者所揭示的：「牽牛花/企圖攀越鐵蒺藜/潛進集中營/探訪殘

39 王潤華，《人文山水詩集》，頁 19。 
40 林廷輝、宋婉瑩：〈獨立前華人新村〉，林水檺、何啟良、何國忠、賴觀福主編，《馬來西亞華

人史新編（第二冊）》（吉隆坡：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1998），頁 347-363。 
41 王潤華，《人文山水詩集》，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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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橡膠樹/先後被軍刀砍死/只有熱帶的陣雨/月光/ 能自由/進出鐵蒺藜圍困的

新村/不必攜帶身份證/也不必通過檢查站」， 42新村村民的心願像「拒絕乘軍

車」、「移居鐵藜包圍的新村」的動植物「貓狗」與「紅毛丹」，「寧願野生在禁

區裡」。其他相似的「心願」亦如以下詩句所提及般：

殖民地的記憶•四、新村印象—一個小孩記憶中的緊急法令•3.心願〉 

我祈禱

但願自己

是一間回教堂

或牛羊

宵禁時

不必回到鐵絲網中

的集中營

繼續住在熱帶雨林

像野胡姬花

還可爬上相思樹

好奇的

    向曠野瞭望 43 

詩裡透過小我敘事者/（華人）小孩個人隱喻著大我華人族群的「心願」，即在

受緊急法令困囿的新村裡，除了祈願自己能像隱喻著馬來人/印度人的「回教

堂」、「牛羊」，「不必回到鐵絲網中」的新村外，他亦企望能像「胡姬花」「還可

爬上相思樹」瞭望不被拘限困囿的曠野。承上象徵着拒絕殖民的「貓狗」、「紅

毛丹」以及「胡姬花」意象，王潤華機智地調動其他地方想像的植物物象如「紅

毛榴蓮樹」、「山竹」、「番石榴」、「榴蓮」、「蓮霧」進行反殖民（抗爭）的人文

批判與思考，是以其〈 殖民地的記憶•五、逼遷以後的家園•1.拒絕殖民的紅

毛丹樹 〉寫道：

因為我家的紅毛丹與紅毛榴蓮樹

敢在紅毛人的槍砲下

42 王潤華，《人文山水詩集》，頁 20。 
43 王潤華，《人文山水詩集》，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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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殖民政府的賠償

不肯被連根拔起

像房屋被拆除後的柱子

粗暴的被拖上軍車

移置到鐵蒺藜包圍的集中營

由於他們堅持生長在河邊

結果山竹、番石榴、榴蓮、蓮霧

都為了自由的山居生活

留在荒蕪的故居遺址

    與蕉風椰雨一起生長 44 

圍繞故鄉地摩小鎮殖民時期的新村故居之「黑夜」意象亦隱喻華人遭受馬共與

殖民政府軍警兩相的壓迫，是以馬共與殖民政府軍警兩者共同成為華人的雙重

逼迫者：

殖民地的記憶•六、地摩

軍警與馬共游擊隊

都偽裝成黑夜

包圍著我們的新村

七點後

我們就關緊門窗

仍然聽到

大剪刀咬斷鐵刺與電線

滴滴答答在響

鐵錘敲破頭顱的慘叫聲

焚燒警察局、火車站的火光

也從木板的縫隙進來

映紅了我空白的習題簿子

遙遠處

雞啼狗吠聲

    還斷斷續續有人砍伐橡膠樹……45 

44 王潤華，《人文山水詩集》，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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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王潤華的記憶文字，在 1947 年至 1952 年間的故鄉風土景物記憶述及 1949

年的雨夜事件，幾十人馬共小隊用大刀砍傷英國人所經營的橡膠園的橡膠樹表

皮，破壞其生產，本詩記錄了馬共殺人放火事件與軍警英殖民政府的剿共軍事

行動，雙方「都偽裝成黑夜」，「包圍著我們的新村」，共同成為華人的逼迫者象

徵。

此外，地摩小鎮周圍的橡膠樹、森林的大樹物景及地景亦成了反抗殖民的

隱喻。其〈山中歲月：馬來西亞叢林中及殖民戰爭詩抄• 友情與埋伏——記一

位馬共區委書記阿光之死〉再現了殖民/反殖民戰役的歷史：「當我發現/失踪後

的同志/用真誠友情引誘我/ 白天的約會/竟是一排埋伏已久的自動來福槍/他對

我的懷念/馬上變成五顆子彈/在我的胸膛裡爆炸//我奔跑回森林處/變成一棵樹/

因為深山中千千萬萬大樹/樹身都彈痕累累/英軍搜尋到黃昏/無法辨認出我就是

彈傷的馬共//軍警偽裝成黑夜/包圍著叢林/當我想起/沒有一顆樹曾經投降/當我

計算到/我身上已有十五顆子彈/比山中任何樹木還要多/我便用槍膛裡最後一顆

子彈/叫醒整座森林」。46又，於〈山中歲月：馬來西亞叢林中及殖民戰爭詩抄•

馬來亞叢林裡的埋伏：一位英國軍官在馬來亞叢林與馬共作戰的回憶•馬共〉

一詩，王透過一位英國軍官的記憶記敘了殖民地軍警與馬共在膠林與膠林邊緣

地接壤的森林之慘烈戰鬥景象：

他們

就像深山裡的大樹

帶着子彈生長

讓啄木鳥與風雨

醫治傷口

所以在馬來亞的山中

我們懷疑每一顆會搖動的樹木

    都是敵人 47 

又及，在雨意象運用方面，〈新村• 六、英國殖民地詩抄•福隆港的驟雨 〉熱

帶雨林的「雨」意象再現了英殖民政府剿共歷史緣由及之後的新村計劃壓迫措

45 王潤華，《人文山水詩集》，頁 25。 
46 王潤華，《The New Village 新村》（新加坡：Ethos Books，2012），頁 196-197。 
47 王潤華，《The New Village 新村》，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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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王潤華以彼時英國駐馬來亞欽差大臣亨利•古尼爵士（Sir Henry Gurney）

夫人為第二身，記敘其丈夫遭馬共伏擊遇害經過，詩最後兩節記敘了：「……突

然/一陣熱帶驟雨/打落在欽差大臣的座車上/我丈夫興奮的推開門/去迎接雨水//

雲雨飄過後/福隆港山上/瀰漫著炸藥的氣味/我丈夫倒斃在路旁/溝渠流着的/不

是他最喜愛的過雲雨/而是他自己的鮮血」，48詩句細膩描摹了 1951 年 10 月一個

週末的歷史事件及英國殖民政府之後傾全力，圍剿馬共並強迫華人遷入新村的

歷史大幕。

 最後，筆者以王潤華極具想像力地援用蕨菜/過溝菜新葉曲卷如問號的形狀

書寫例證，鮮活地再現王潤華自身/華人在鐵蒺藜內新村與鐵蒺藜外禁區「水深

火熱的生活」，〈熱帶雨林與殖民地•過溝菜 2 〉詩句如下寫道： 

晚飯時

一大盤炒熟的蕨菜

仍然從泥濘般的馬來醬裡神出手

高高舉起巨大的問號

而我們全家人

在眾多的菜肴中

最喜愛用筷子夾起問號

吃進肚子裡

因為在英國殖民地或日軍佔領時期

南洋的市鎮和森林裡

    有太多悲劇找不到答案 49 

詩句中「蕨菜/過溝菜」意象暗示了馬共與殖民政府軍警鬥爭夾攻下，馬來半島

發生了多起諸多如馬來西亞峇當加里鎮的樹膠園發生了英軍開鎗屠殺手無寸鐵

的平民的事件，共有 24 名華裔膠工無辜喪命在鎗口下；日軍當年在巴力峇九屠

殺大批華裔同胞等等的（華族）殖民歷史悲劇。

三、記憶、風景、人文：後殖民地南洋新馬人文山水景物書寫、人文意識

48 王潤華，《The New Village 新村》，頁 227。 
49 王潤華，《王潤華詩精選集》，頁 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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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王於 2012 年結束其台灣教學工作，該次為其第二次（最後）重

返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熱帶雨林。相對來說，2012 年後至今的書寫多了增多了

突兀的鋼鐵大樹、金屬打造的花草、金屬鳥等人造鋼鐵金屬意象，似乎喻示非

「人文」的它們業已代替了原生態的熱帶雨林景觀。承前，王約於 1976 年 1980

年間完成的〈新加坡的後殖民風景•裕廊外傳〉與〈聖淘沙戰堡〉啟露了其後

殖民的人文批判與思考；1992 年寫就的〈新加坡的後殖民風景•寶塔街〉與〈新

加坡的後殖民風景•虎豹別墅〉亦再現殖民/後殖民「記憶」與「風景」，然要

至其約 2012 年（最後）重返之後書寫/出版文本裡，方能更全面地深刻且兼顧

了此時此地後殖民的「記憶」、「風景」以及「人文」三者環結的南洋新馬人文

山水景物書寫。前文的天/人「文」（從天地/山水自然環境、動植物到人）生動

自然的風景物象在新加坡高度經濟發展下，業已被工商業資本、極端徹底理性

主義、工具理性等鑄造的鋼鐵大樹與金屬打造的花草等替換。因此此時王潤華

的人文景物書寫技藝的特點為：將原本自然人文風景與被「去魅」的，非自然

的人文器物並置/對讀/對位/模仿，進而產生了極具張力的人文意識詩想詩意。 

 首先，茲舉王潤華在 1973 年 2012 年之間，分別在美國研修時期寫於 1996

年 10 月 11 日的〈破碎山河•一、吞噬青山綠水的恐龍—記大馬華人開採錫礦

的金山溝〉與 1996 年 11 月 23 日的〈破碎山河•一、吞吃雨林的怪獸—鐵船寫

真集〉為例，嘗試說明其 1980 年代重返故土的後殖民人文山水景物書寫與內含

其中的人文批判與思考，〈破碎山河•一、吞噬青山綠水的恐龍—記大馬華人開

採錫礦的金山溝〉細膩地指出後殖民人文視界下，其殖民地故土記憶/風景轉換

成殖民之後 80 年代至今的破碎地景/風景，該詩句寫道如下： 

一群千尺長的恐龍

在南北主幹山脈的叢林緩慢爬行

吞吃玩綠色的丘陵

又飲盡熱帶清澈的河流

龍頭噴著雲霧

深深的鑽進地心深處

尋找黑色的錫米

受傷後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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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黃的鮮血

從我家的門前的小河流過

恐龍在噬咬住一個綠色的山頭時

弓起身體

如一座拱形大吊橋

午夜鱗甲閃爍著

我清晰聽見

青山綠色在它肚子內消化的聲音

當恐龍又尋找新的叢林

它吐一口唾沫

成一個大湖泊

尾巴排洩出不能消化的山水殘骸

    成了一片植物不能植物不能生長的沙漠 50 

而〈破碎山河•一、吞吃雨林的怪獸—鐵船寫真集〉則敘及了： 

    1. 

我小時候

爸爸帶我到河邊撒網捕魚

我喜歡了望近打平原上

低頭拼命翻動泥土

尋找地下的食物

它鋼鐵尖銳的口齒

每咬一口

土地便出現一個又深又大的洞

爸爸說：

「藏在地心的錫米

是它唯一的糧食」

2. 

50 王潤華，《人文山水詩集》，頁 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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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學地理課本上

我終於找到這些英國來的野獸

在殖民者的驅趕下

踐踏著馬來半島

飢餓的吞吃著熱帶雨林

橡膠園、椰林、橡膠和稻田

有時也把南北公路也咬斷

小鎮、火車站整個吞噬肚裡

吐出的

一個一個巨大的沙丘和湖泊

    3. 

一九五七馬來西亞獨立後

英國官員乘飛機回國

偶然往下了望

傷痕累累

而那群被拋棄的野獸

還繼續噬咬著殘遺的橡膠林

    4.  

在八十年代

我沿著雪蘭莪和近打流域的公路北上

那群野獸已棄屍野外

凡它經過之處

都留下一個個巨大的腳印

    像湖泊一樣大一樣深 51 

據文獻，王潤華（舊）故土馬來半島霹靂州近打河流域的地摩、金寶、督亞冷、

務邊、怡保等近打區域彼時彼地的「豐饒的土地」乃半島錫礦最豐富的出產地。

52經過殖民主義的經濟剝削後，王潤華指出了其家的第二個橡膠園即是被開採

51 王潤華，《人文山水詩集》，頁 143。 
52 關於馬來半島華人錫礦業歷史，參見駱靜山，〈大馬半島華人經濟的發展〉，林水檺、駱靜山

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八打靈：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1984），頁 24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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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礦的鐵船吃掉，53 成了一片的「苦難的風景」。因此台灣學者李瑞騰嘗於王

《人文山水詩集》封底推薦詞提出了王的書寫為「豐饒的土地、苦難的風景」54

的精闢概括。若我們遵循李的觀點，在上引兩首的詩句裡，王潤華將殖民時期

開採錫礦的「金山溝」55、「鐵船」獸化成殘酷的「野獸」與「怪獸」，它/牠們

隱喻著英國殖民者與華商礦家對其故土「豐饒的土地」的殘暴剝削。在其後殖

民對殖民剝削的人文批判與思考意識的照見下，「受傷後的大地」、「山水殘骸」、

「一片植物不能植物不能生長的沙漠」、「一個一個巨大的沙丘和湖泊」、「傷痕

累累」「殘遺的橡膠林」的等一系列記憶與風景交織「破碎山河」「苦難的風景」

創傷（scar）書寫與負面（negative）意象的經營策略極為成功，它們亦成功凸

顯環保、生態平衡等人文意識批判與思考。

其次，受傷的不只是（舊）故土馬來半島霹靂州近打河流域而已，王潤華

在後殖民的 2009 年 5 月 31 日寫下之〈 重返殖民地的河流•重返新加坡河—受

傷的河流〉探刺了新加坡的殖民歷史序幕，王仍以受傷書寫策略來敘寫其第二

個（新）故土之新加坡河之受傷緣由。在後殖民此時此地的王，「重返」1819

年的中午殖民統治序幕之前的新加坡河的人事景物，其詩句寫道：

一八一九年的中午

一條巨大眼鏡蛇

從群山中蜿蜒爬行

穿過茂密的叢林之後

嗅到甘密荳蔻濃濃的香料

還有感染彈藥味的東北季候風

弄著籠罩着海灣的沼澤地

憤怒的眼鏡蛇

將脖頭伸展起來瞭望

如潮起潮落的海灣

不遠的海面

53 有關鐵船意象的殖民剝削等蘊含，可參見王潤華，《越界跨國文學解讀》（臺北：文史哲出版

社，2001），頁 435-438。 
54 王潤華，《人文山水詩集》，封底推薦詞。 
55 有關王潤華故土地摩與金寶周圍附近的採礦業歷史，可參見丘思東編著，《錫日輝煌：砂泵採

礦工業的歷程終結》（金寶：近打錫礦工業（砂泵）博物館，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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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泊着七艘東印度公司的遠征艦隊

七顆椰子樹的陰影下

天猛公與萊佛士悄悄走上

馬來高腳屋

手持長槍的英軍守在門外

聽不見他們秘密的談話

北岸的馬來村莊與叢林裏的華人

默默的祈禱與燒香

晚上英國軍官

帶領孟加拉步兵登錄

營火在河邊閃爍

法跨爾少校的狗狂吠後

被鱷魚拖下河裡吞噬掉

第二天

島上第一次響起槍聲

被擊斃的鱷魚

被吊在錫米街邊的榕樹上示眾

海盜不在上岸夜宿

眼鏡蛇再也沒有脖起頭部

如潮起潮落的海灣

    威吓侵略的敵人 56 

王潤華以當地人、外來人的「事」為書寫的主軸，並調動了河里內外的山水、

風景、地景、動植物物象物景開展「事」。詩句的「憤怒的眼鏡蛇」象徵殖民主

義的抵抗，王又以「魚」意象的「被擊斃的鱷魚」，結合「再也沒有脖起頭部」

的眼鏡蛇隱喻了當地人無力抵禦「七艘東印度公司的遠征艦隊」殖民主義的衝

擊。須指出的是，當地人並沒有展開如眼鏡蛇與鱷魚般所隱喻的反殖民的抗爭

行動；我們於詩的敘事得知，英軍聽不見天猛公與萊佛士「秘密的談話」，而「北

56 王潤華，《重返詩鈔》，頁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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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的馬來村莊與叢林裏的華人」只能進行「默默的祈禱與燒香」的「文化」祈

求神明護佑行動，他們與外來殖民者之間的互動似乎較沉靜，最終妥協地接受

了殖民的事實。整體而言，本詩的傍觀者，透過眼鏡蛇與鱷魚兩個重要意象，

鮮活深刻地鳥瞰並敘述殖民序幕前的「事」。

最後，筆者以〈重返新加坡•重返星洲〉、〈重返新加坡•重返淡馬錫〉兩

首詩裡的人造鋼鐵大樹/山水景物與賭場意象；〈 重返高速公路•電燈柱上的小

鳥〉與〈重返新加坡•重返新加坡港口〉裡的人造金屬/鋼鐵鳥意象，論述其等

的景物書寫與內含對新加坡後殖民經濟等高度發展的人文意識批判與思考。茲

列舉鋼鐵大樹/山水景物、賭場意象以及金屬鳥意象的詩句如下說明： 

重返新加坡•重返星洲

重返星洲

我的船無法

進入紅燈碼頭

海浮起異國偷運進口的沙灘

樹木與花朵美化了賭場

當年漁村四周的

熱帶雨林

居然被一顆顆

擎天鋼鐵大樹佔領

遊客高興的仰望

只有綠色得植物

勇敢的爬上鋼鐵的樹幹

在陽光下哭泣

企圖遮蓋金屬

    醜陋面具 57 

重返新加坡•重返淡馬錫

重返淡馬錫

魚尾獅還蹲在河口

57 王潤華，《重返詩鈔》，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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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驚訝的、興奮的攝影

沒有人會問

它為何拼命吐苦水

我看見魚尾獅

很敵視對岸

浮出水面

水泥雕塑的大蓮花下

豪華的賭場

進進出出

    酒鬼與賭徒 58 

重返新加坡的王潤華，在目睹了新加坡後殖民建國以來的高度經濟效益效率行

政措施而打造的地景與風景後，逐萌生了對原生態熱帶雨林土地鄉愁的人文關

懷。詩中，人工填土/沙灘堵住「重返」的船，在亞洲的花園城市的國家政策打

造下，原本鮮活的漁村與河口的熱帶雨林植物園，竟異變成鋼鐵大樹佔領的人

工植物園，漁村與熱帶雨林不復存在，它們讓路給宏大國家經濟的發展洪流。

更甚的是，人文「大化」的精神教化、文雅、文治教化之基石，全然被完全以

經濟效益考量而設的「賭場」沖刷崩解；而國家精神圖騰象徵的「魚尾獅」，只

能「拼命吐苦水」，「敵視」前方「水泥雕塑的大蓮花下」，「進進出出」的「酒

鬼與賭徒」。

在後殖民此時此地的金屬鳥意象方面，其〈重返新加坡•重返新加坡港口〉則

提及了：

無論深黑的烏鴉、灰白的八哥、

藍藍釣魚郎、金嘴的啄木鳥

因為海邊沒有漁村

我們國家的小鳥

變成起重機

整齊的站在海邊

58 王潤華，《重返詩鈔》，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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飢餓的啄吃

停泊後的船上

集裝箱的食物

我們的漁村與公園逐漸廢棄

改建成碼頭

為了餵飽

我們國家保護的小鳥

    這些跨國集團喜歡的小鳥 59 

而 2014 年 3 月 23 日書寫的〈 重返高速公路•電燈柱上的小鳥〉亦寫道： 

棲息在電燈柱上

不再是唱歌的燕子、百媚鳥

都是銀色的攝像機

二十四小時監視錄影

來去匆匆的車輛

懷疑每個人

都是恐怖分子

都是酒醉、超速駕車

搶劫、殺人後的逃犯

每一支電燈柱上銀色的鳥

不會飛翔

忠心守在電燈上

貪心的啄吃

汽車的牌號

英文字母與數目字

    是他唯一的糧食 60 

59 王潤華，《重返詩鈔》，頁 5。 
60 王潤華，《重返詩鈔》，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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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新加坡從殖民至後殖民歷史發展進程，由一個荒島迅速發展成港口轉口

貿易大港，漁村與公園讓路給賭場與港口的發展。於是原本「深黑的烏鴉」、「灰

白的八哥」、「金嘴的啄木鳥」逐被鑄煉成港口的起重機，以「啄吃」集裝箱為

生，隱微地暗示了國家經濟發展策略對山水景物的厄傷與破壞。而在民生層面

的交通管理方面，高速公路兩旁高燈柱裝置像鳥的攝像機，是執法當局用以監

控交通流量情況與拍攝超速行駛的車輛的監視器。這些從遠處看似小鳥的攝像

機，被王擬人/物化，專門以「啄吃」「汽車的牌號、英文字母與數目字」為生。

因此二十世紀後半段至二十一世紀初新加坡（經濟都市）文明疾速擴大，人物

景的空間與賴於為生的空間受到壓縮，基此，王潤華以高度發展的經濟都市/

港口物景地景外觀的前述意象群進行充滿想像力另類的展示。上述詩句精確描

摹了人事物的生命/生存的境態，凸出了新加坡後殖民高度發展，享受經濟成長

與科技成就中的人文衝突與矛盾，批判與思考環保、生態平衡以及人性（尊嚴）

失衡與崩落人文議題，堪為王潤華探刺土地與個人乃至人類普遍心靈的人文鄉

愁。

四、王潤華南洋新馬人文景物書寫技藝特點、成就、價值及定位

逝去的歷史永遠不可能重現和復原，而人們所能發現的，只能是關於歷史

的敘述、記憶、複述、闡釋，即對歷史事件的主觀重構（不管主觀上會如何忠

實於客觀歷史事實）。因此王潤華上述重新串聯記憶、風景再現一系列歷史事件

或對這些歷史事件的人文批判/說明，是一段經過編輯或者編輯過的歷史。王潤

華創意與機敏地對它們的描述，是經過語言文字上的凝聚、置換、象徵、修改

及組織聯立過程的產物。61承上約 25 首詩文本的分析，歷史裡的記憶與風景是

一個書寫文本，王潤華多番調動彼時彼地殖民時期記憶裡或此時此地後殖民的

南洋新馬兩地共同熱帶雨林裡之花、草、樹、木、蔬、果、魚、蟲、雨、新村

（new Village）意象群外，他亦藉著魚尾獅塑像、鋼鐵大樹、金屬花草以及港

口起重機金屬鳥等叉枝旁騖的區域瑣碎的 14 個山水景物意象群，成功再現了其

對南洋新馬兩地從殖民至後殖民的社會、政治、文化、歷史乃至民族等之人文

批判與思考，綻露其所構建的人文山水景物之人文意識。

在此，讓我們先檢視王潤華的書寫歷程以研判王潤華從殖民到後殖民的南

61 H. Adam Veeser edited, The New Historicism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89), p.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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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新馬人文山水景物書寫之於華語語系文學整體版圖之書寫技藝特點、成就、

價值乃至定位。王從如前文述及的青少年時期現實主義手法開始起步，之後汲

取了西方的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 的詩永遠停留在謎語裡，

靈視、幻想/「暗示」/從不「直說」詩觀；62梵樂希（Paul Valery 1871-1945）的

詩人應該為我們製造謎語，象徵手法，表現對人生與世界的哲理思考；63佛洛

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瑣碎區域詩學，區域性的農村題材開始，昇華

到象徵的境界，達致全人類的主題與智慧之詩觀。64一般認為，王潤華亦將其

所汲取的西方文學詩觀與書寫技藝匯溶了王維（701-761）與司空圖（837-908）

的詩歌與理論；誠然，《詩經》草木賦比興的書寫是其重要的書寫參照泉源。明

乎此，筆者嘗試結合李瑞騰、黃錦樹以及張森林三位學者有關的王潤華詩文研

究成果，以探究王潤華描摹殖民時期與後殖民時期的南洋人文景物書寫技藝特

點、成就、價值乃至定位。李瑞騰精確指出王潤華於 1962 年至 1973 年間的現

代主義（戰爭與死亡等主題）、中國性—現代主義（神話、傳說、小說）、文化

中國、自然山水書寫無論是在漢字的形音意、詩語言運用、意象、謀篇佈局、

結構章法、豐富情思與想像轉化至個己的經驗等綿密的詩質皆臻上乘 65，奠定

且確立相當高的文學位置。循著李瑞騰觀點的思路，我們細究王於 1973 年第一

次重返舊/新故土的熱帶雨林書寫熱帶叢林後至今的山水景物書寫，可看出其敏

銳地汲取了王維對空間與景物的分解與重組， 66是以王維與司空圖個人的語

言、感性、通過田野山水的詩學經驗提升了王潤華書寫熱帶雨林與文化中國之

語言技巧 67。1973 開始，王《南洋鄉土集》呈現了擬人化與童趣化南洋人事景

物書寫與內含其中初起的人文批判與思考意識。而從 1996 年至 2014 年的殖民/

後殖民南洋新馬人文山水景物書寫技藝除了宣示了王走出文化中國的人文山

水，此書寫技藝亦已不若黃錦樹探究王約 1991 年書寫的文本時，細膩地認為的

「快樂的遊客：異國山水觀光客」之「山水意識」，對記憶的壓抑迴避的「政治

態度」。是以筆者以為，王 1991 年之後，1996 年至 2014 年的大部分殖民/後殖

62 呂建忠、李奭學編譯：《近代西洋文學：新古典主義迄現代》（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80），
頁 145。 
63 高偉光，《「前」現代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頁 69。 
64 見王潤華自序，王潤華，《王維詩學》（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0），頁序 1-序 3。佛洛

斯特的詩觀與書寫亦參見 Nina Baym and etc edit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1989 ),pp.1081-1083. 
65 李瑞騰（1989）〈入乎其內，出乎其外—論王潤華早期的詩（1962-1973）〉， 《東南亞華文文

學》（新加坡：歌德學院與新加坡作家協會，1989），頁 328-347。 
66 王潤華，〈自序〉，王潤華，《王維詩學》（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0），頁序 1-序 3。 
67 王潤華 2005  《王潤華詩精選集》，臺北：新地文化藝術有限公司，頁 i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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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南洋新馬人文山水景物書寫，雖然少部分不可否認地，文本因尤重敘事而降

低了詩質與句構經營，但就整體而言，它們恰已不是黃所謂的「錯位的歸返」

觀點，68而是展現了王「入乎其內」主觀的投入，「出乎其外」客觀的人文關照，

69緊密地與殖民/後殖民新馬的社會、政治、文化、歷史乃至民族等現實貼合有

涉。

又，新華學者張森林除了清晰指出了王潤華後殖民主義文學創作組詩〈山

雨 〉的豐富想像力和情感元素的隱喻能力外，他亦點出了王于詩的反戰情緒與

人道主義情懷。張肯定王潤華構建後殖民時代新馬華文後殖民文學的努力與實

踐。70若我們循張於論文中援引王潤華關於黃孟文短篇小說運用新馬殖民地的

產品如鋅板屋、移植區、香蕉等物象觀點，認為王潤華運用本土素材的〈山雨〉

文本為新華作家起了示範意義。依循張的觀點，若我們再將王潤華的人文山水

景物書寫與 1937 的年雷三車反殖民主義詩〈鐵船的腳跛了 〉裡頗為具有豐富

想像力的鐵船意象書寫 71，或與新華左翼文學如杜紅〈橡膠花開 〉詩句裡的「獅

子」與「椰樹」較為平實的反殖民暗示書寫 72進行對讀的話，筆者認為王潤華

比雷杜二人較能成功地連類同類域與不同類域（correlative realm）的人文山水

景物物象群，並能成功將其等較好落實他对殖民/後殖民歷史時刻的記憶、遭

遇、經驗以及对（人文）世界的回應。此外，在王的人文意識關懷與書寫方面，

若我們採取台灣著詩人羅門的第一自然（「日月星辰、江河大海、風雨雲霧、花

樹鳥獸及春夏秋冬交錯成的田園與山水型的大自然景物」）與第二自然（「現實

生活環境與社會形態」）73的觀點，上引論及的第一自然物象（花、草、樹、木、

蔬、果、魚、蟲、雨、新村）与第二自然的物象（魚尾獅塑像、鋼鐵大樹、金

屬花草以及港口起重機）/破碎山水、廢礦湖、人造沙灘、賭場等相互關聯，彼

68 黃錦樹， 〈內/外：錯位的歸返者王潤華和他的（鄉土）山水〉，《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增訂版）》

（台北：麥田出版、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 263-296。 
69 王國維，《人間詞話》（濟南：齊魯書社，1981），頁 100。 
70 張森林，〈王潤華反殖民主義文學創作的解讀——以組詩《山雨》為例〉， 《中教學報》40
（2015.8）：81-86。 
71 方修編，《馬華新文學大系•第六冊》（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1971），頁 198-200。王潤華極

為欣賞雷三車的詩〈鐵船的腳跛了 〉，其最新的分析見王潤華，〈東南亞華人作家文學寫作策略：

多種語言、多元的聲音的建構〉，蔡志禮主編，《一方風土一方詩：南洋新詩學的建構》（新加坡：

新加坡五月詩社，2017），頁 19-20。 
72 杜紅，《杜紅詩選》（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協會，1997），頁 68。有關多元視野下的新加坡左翼

文學之反帝國主義與反殖民主義書寫與方式，參見張森林，〈多元視野下的新華左翼文學〉，《華

文文學》115.2（2013.2）：94-101。 
73 羅門，《羅門自選集》（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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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應和（they echo in correlative frames of reference）74，對位/對讀/對立/模仿，

亦突出了其強烈的人文意識關懷。又，王立基本土在地想像的花、草、樹、木、

蔬、果、魚、蟲、雨、新村、魚尾獅塑像、鋼鐵大樹、金屬花草以及港口起重

機金屬鳥約 14 個的意象，透過前述約 8 個書寫技藝：童趣化、擬人化、陌生化，

我/我們的第二身/假面（persona）、並置/對位/對讀/對立、創傷/負面書寫、抵抗

的模仿書寫以及「人文化」，被殖民者的主體性出發的自我敘事的意象群不再僅

僅只是襯托與吟詠的對象，它們與人文思考與批判的在地背景相契合，得以群

體發聲、再次呈現與代言，較深刻地參與歷史也參與歷史敘事。概言之，王潤

華從 1996 年至 2014 年間的約 20 年的書寫裡，透過上述意象群的對位/對讀/對

立/模仿、地方想像以及抵抗的模仿書寫 75模式與策略作為落實其南洋新馬人文

山水景物書寫的方法，將自身殖民/後殖民的經驗訴諸山水景物意象群，有效地

表達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細膩地成功彰顯了殖民暴力「發生過的事」，

或殖民暴力依然在後殖民「發生（過）的事」。王潤華將本土山水景物之人文現

象加以選景、剪接、排列、組合以及想像的書寫技藝，殖民地的山水或後殖民

的山水記憶與地景凝成了其「人文」山水詩，詩文本裡的「人文」批判與思考

意識指涉了對於「文」（從天地/山水自然環境、動植物到人）風土景物反殖民、

反壓迫、反剝削、反戰、人道、環保、生態平衡等非人性（尊嚴）與失衡的批

判與思考。

 承上，王的人文景物書寫技藝之成就、價值以及定位體現在其奠基於殖民/

後殖民記憶與風景的本土/在地經驗視界，既能承先翻新，又能啟後落實，並綻

露豐富的人文意識批判與思考，對於 90 年代至今在地的馬華與新華詩歌書寫，

有著正面示範作用的意義。若我們援引林建國的觀點：「馬華文學的發生，不能

只從中國新文學的影響的角度看待，也須從中國以外被殖民的第三世界角度審

視」；76並將之結合朱崇科指出的南洋本土性、熱帶雨林的南洋特色挖掘和書

寫，77王潤華上述的人文景物書寫與內含的其人文意識體現了南洋馬/新華兩地

文學的「發生」與書寫的價值可能。王承襲與呼應 30 年代雷三車（反）殖民書

74 鄭毓瑜，〈「文」的發展——從「天文」與「人文」的類比談起〉，頁 117。 
75 見紀大偉，〈殖民現代性的餘震：論劉亮雅《遲來的後殖民：再論戒嚴以來台灣小說》〉，蕭立

俊總編輯，《中外文學》455.45.48（2016.12）：243-249。 
76 林建國，〈為什麼馬華文學？〉，陳大為、鍾怡雯、胡金倫主編，《赤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Ⅱ》
（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 17。 
77 朱崇科，《考古文學「南洋」——新馬華文文學與本土性》（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頁

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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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擴大」了 50 與 60 年代新華左翼反殖書寫；因此對於馬華（《馬華文學大

系詩歌（一）1965-1980》收錄了王潤華 1974 年及之前的三首詩；《馬華文學大

系詩歌（二）1981-1996》沒有收錄王潤華 1981 年至 1996 的詩作；《馬華新詩

史讀本 1957-2007》沒有收錄王潤華 1957 年至 2007 年的詩作 78）與新華後殖

民詩歌書寫脈絡（史），其此類的書寫技藝特點、價值以及定位尤為清晰且重大。

從馬華/新華文學疆界至華語語系文學疆界，若我們以王德威等編的《華夷風：

華語語系文學讀本》之導言所提及的華語語系文學四個的風向：「地與景」、「聲

與象」、「根與徑」以及「史與勢」觀點來審讀王潤華的南洋人文景物書寫之於

華語語系文學的定位，王潤華前述建基於本土（南洋）歷史的書寫和想像開展

的人文景物書寫文本與內含的人文（後）殖民人文意識批判與思考，它們與「地

與景」的「地理空間」和「民情風土的敏銳感知」；「聲與象」的「在地風土、

人物風貌的中介過程」和「千變萬化的物象」；「根與徑」的「主體」 的「動態

路線」和「身份和認同的政治 」；「史與勢」的「文學銘刻」、「參與歷史的種種

方法」、「從顛覆國家大敘述到挖掘個人記憶」及「詩學政治」79亦多有探及、

涵攝及書寫實踐，是以其人文景物書寫與內含的人文意識批判與思考之於華語

語系書寫脈絡的定位亦是相當清晰與值得重視的。

五、結語

綜上，筆者以三點作為本文的小結。首先，王潤華是一位具有強烈人文與

歷史意識自覺的詩人，其後殖民文學的批判理論、詩觀以及書寫實踐亦自覺地

相互發明發見，齊頭並進落實；他多次「重返」，進入彼時彼地殖民時期及此時

此地後殖民的記憶與風景，攖取前述記憶與風景裡的花、草、樹、木、蔬、果、

魚、蟲、雨、新村、魚尾獅塑像、鋼鐵大樹、金屬花草以及港口起重機金屬鳥

約 14 個綿密的意象群，再透過約 8 個書寫技藝：童趣化、擬人化、陌生化，我

/我們的第二身/假面、並置/對位/對讀/對立、創傷/負面書寫、抵抗的模仿書寫

以及「人文化」，成功落實其人文山水景物書寫與內含的人文意識。其次，其南

洋新馬人文山水景物書寫成功地導出其念茲在茲的其對南洋新馬兩地從殖民至

78 何乃健主編，《馬華文學大系詩歌（一）1965-1980》（新山/吉隆坡：彩虹出版有限公司、馬來

西亞華文作家協會，2004）；沈鈞庭主編，《馬華文學大系詩歌（二）1981-1996》（新山/吉隆坡：

彩虹出版有限公司、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2004）；鍾怡雯、陳大為主編，《馬華新詩史讀本

1957-2007》（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 
79 王德威，〈導言〉，王德威、高嘉謙、胡金倫編，《華夷風：華語語系文學讀本》（臺北：聯經

出版公司，2016），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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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殖民的社會、政治、文化、歷史乃至民族等「人文」批判與思考，再現了社

會、政治、文化、歷史乃至民族等大我的複數历史；從小我記憶風景推展至大

我人文意識，指涉並綻露了王對於「文」（從天地/山水自然環境、動植物到人）

風土景物反殖民、反壓迫、反剝削、反戰、人道、環保、生態平衡等非人性（尊

嚴）與失衡的批判與思考。因此王潤華前述建基於本土/在地（南洋）歷史的書

寫和想像，從其現實手法、現代主義、中國性—現代主義、文化中國，回歸南

洋本土所開展的人文景物書寫文本與內含的人文（後）殖民人文意識批判與思

考書寫類型與人文意識凸顯了其書寫技藝特點、成功及價值，並對於 80 年代至

今的馬華/新華（殖民到後殖民）詩歌書寫具有重大示範作用。最後，王的人文

景物書寫與內含的人文意識之于華語語系書寫脈絡的定位，清晰可見且值得重

視。筆者僅以其在後殖民新故土的語境中依然持續「人文」意識批判與思考的

〈 過溝菜•3 〉詩句：「是遺傳還是仇恨/今天新加坡植物園裡的蕨菜/還是用

像問號的手掌/捕捉陽光與月亮/逼它見證許多屠殺的秘密」結束本文。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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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世的杜撰与建构：白垚再南洋

林春美 

博特拉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生於馬來西亞檳城，祖籍福建福州。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現任博特拉

大學外文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現代中國文學與馬華文學。曾任文學雜誌《蕉

風》主編。編著有《性別與本土：在地的馬華文學論述》（2009）、《辣味馬華文

學：90 年代馬華文學論證性課題文選》（2002）、《給古人寫信：給現代寫詩》

（1994）等書。 

讨论像白垚一般在马来西亚建国前后南来、尔后复又离去的作家的定位问

题，国籍似乎是难以回避的一个重点。1白垚早在 80 年代初即已移居美国，并

且日后居美的时间远胜于当年在马的日子，然而 2016 年当他的遗作《缕云前书》

获选为《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小说时，他普遍被各地文化界界定为“马来西亚华

文作家”。2拥有美国国籍的白垚可算是马华作家吗？他的作品可算是马华文学

吗？ 

一、“我混龙蛇浊水边”3 

白垚 1934 年生于中国广东一个国民党官僚权贵之家，1949 年因中国政局

动荡而举家流亡香港。因遇船难，从此家道逐渐败落。在兄弟众多的贫困家庭

中，他幸为长子，得享较多资源，终能在弟妹或失学、或寄养于亲戚处的拮据

境况中，顺利完成在台湾大学的学业。然而此后的责任与负担亦相应的大。1957

年台大历史系毕业后，他应聘南下新加坡参与友联机构以反共为目标的文化工

作，一方面固然因为自身理想志趣与之相契，另一方面也有养家重担、谋事艰

难的经济考量。离乡背井、孤身飘泊，因而既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别无选择。

这让白垚某种程度上仿似萨伊德（Edward Said）的放逐者：被切断根源、故土、

过往，而成一种断裂的存在状态。对萨伊德而言，这种因断裂而生的心理创伤，

1 详黄锦树〈别一个盗火者〉，载于白垚《缕云前书》下册（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2016），

页 464-470。 
2 齊頌恩、杜偉〈亞洲週刊 2016 年十大小說揭曉〉，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 483003121126&docissue=2017-02.  
3 白垚〈旧诗纪事·五屿光景〉，《缕云起于绿草》（八打灵再也：大梦书房，2007），页 176。 



華語語系與南洋書寫：臺灣、馬華、新華文學與文化 

110 

是无可治愈的。4然而难以解释的是，在白垚前半生的作品里，上述的创伤却淡

得近乎难觅痕迹。 

作为飘泊者，白垚与其同代人极为不同的是：笔下少有故国之思。引荐他

进入友联、同时亦与他一样有着大陆-香港-南洋的飘泊经历的姚拓，在南下未

几即已在小说中回顾在大陆时的从军生涯，而后更有系列散文书写“美丽的童年

回忆”。然而在白垚同一时期的作品中，（故）国与家却俱皆缺席。家人，作为

与“根源”最直接、最有具体血缘关系的存在，大概只能见于遗作《缕云前书》

——而这已是距他离家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事了。在这本前后共十三卷、厚八百

页的自传体小说中，以家人为核心的只有寥寥两小节，而写得最多的竟是贫困：

父亲失业，母亲持家，弟妹们辍学工作，谁谁谁赚取多少钱，又拿多少回家；

父亲对即将远行的他说：“去咁远，手表都冇个。” 5尤为令他无言以对。家庭

生活的沉重，多少也是他不堪回首的原因之一吧？这也许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

在他以抒情见长的现代诗中，情诗是其中为数最多的。 

作为居留者，负责《学生周报》通讯部以及较后学友会活动的白垚，虽然

跑遍了马来亚南北二城三村六镇，然而其文字却始终不曾真正“到民间去”。其

友联先行者，比如方天，虽然在此地只停留了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但小说集《烂

泥河的呜咽》所录十多篇小说，却向读者揭示他对不同层面的“民间”——码头、

矿场、工厂、胶林、甘榜等等——的关怀。他 1956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一个大

问题〉，讲述公民权法令对华人的不公平，矛头更是尖锐的指向本土现实根源：

族群政治，与马来民族主义。其他友联中人，如被认为像商人多过文人的申青，

与常被评为谨小慎微的姚拓，亦多少曾曲笔探向诸如此类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前者借本地三大族群对一块〈无字天碑〉之争夺，批判各族图以先辈移民之先

来后到作为拥有国家主权之判准的荒谬性；后者借〈七个世纪以后〉国家、民

族、语言、宗教等尽将归无之事，讥讽眼前族群纠纷之了无意义。6 

 “从民间来，到民间去”，是揭竿自由文化的香港友联努力的目标。7随友联之

移师马来亚，“到民间去”之具体化，自然就是《蕉风》创刊初期的文学主张：“马

来亚化”。从其自传体小说看来，白垚对此有充分的认知，也曾对第 37 期提出“新

菜单”之后的《蕉风》不再标举“马来亚化”作过委婉批判。然而，相较于其上述

几名友联同仁，他以作品落实的“民间”或“马来亚化”，却未免显得浪漫有余。 

白垚 50、60 年代在马来西亚发表的诗作，以情诗占多数，此外则是写人、 

咏怀之类。他那时最为“马来亚化”的诗歌，可能就只是触及现实之地表——地

貌勾勒。比如描绘八打灵城郊景象的〈八达岭的早晨〉：“听圣堂的钟声幽幽/ 

4 Edward Said, “Reflections on Exile,” in Said,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173-186. 
5 白垚《缕云前书》上册（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2016），页 159。 
6 我在别处曾对上述三篇作过具体分析，请见拙作〈非左翼的本邦：《蕉风》及其“马来亚化”主

张〉，《世界华文文学论坛》94 （2016.1）：71-77。 
7 白垚〈微觉歌尘摇大气〉，《缕云起于绿草》，页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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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修女们浅浅的白/日子这般美好/太阳在风向针和十字架上发光/姑娘你不来啦

/有人戚戚走进拱门/歌声四起思潮遂决堤而奔了”，以异域色彩反显南洋，“呈现

了一个过去马华文学里从未展现过的”、“殖民史改变了的街景城貌”8。又如〈长

堤路〉：“而此刻很静，很悠长/北行的星隆快车刚进站/铃声正响起/我见新山碉

楼的灯亮了，而你我正在桥上”，以新柔长堤的本土景观构建情人物语。再有如

〈麻河静立〉：“捡蚌的老妇人在石滩上走去/不理会岸上的人/如我  她笑/却不

属于这世界//我爱此一日静/风在树梢  风在水流/我的手巾飘落了/再乘浪花归

去/一个回旋//没有谁在岸上  我也不在/这个世界不属于我/那老妇人  那笑  

那浪花/第八次在外过年了/而时间不属于我/日落了呢  就算元宵又如何”。此诗

如《马华新诗选读本 1957-2007》编者所言，“似乎不一定要思考太深刻的东西”，
9但其中亦不免有“我”在时间之流（体现为风、水流、浪花，以及日落、元宵）

里，与空间/现实（体现为老妇人、麻河、世界）之间的关系的隐约思索，但更

多的却是对时光流变的些微悲凉无奈的意绪。 

〈麻河静立〉向被认为是马华现代主义诗歌的肇始之作。从白垚作于〈麻

河静立〉前后的诗歌来看，作者自言自此诗而始的“诗心突变”，其实更体现在

诗歌形式方面，而诗人之情感基调却显然未有变异。比如发表于其前的〈变〉

与〈老屋〉，不论是男女情爱抑或是人世繁华，都有沧海桑田之叹。而作于其后

的〈酋长之夜〉哀酋长须发成灰、权威不再；〈古战场〉则写与日月争辉的刀光

剑影，在千百年后都难逃复归尘土的命运。时年二十四、五岁、曾经离散的白

垚，对如流岁月中诸般人世变幻，自是难免有所谓叹。 

同样在其“诗心突变”的 1959 年，白垚以笔名凌冷发表了〈新诗的再革命〉，这

是日后极为论者所重视的“马华现代诗宣言”。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首先如此标

识自己的身份： 

我不会忘记自己是华人，我也知道我是马来亚的华人。什么样的土地，什

么样的阳光和水分，就结什么样的果子。放眼纵观以往诗的路线，横视今

日马来亚华文的环境，我愿意提出五点再革命的意见……（略）10 

张锦忠以此为“突显马来亚华人与华文的主体性以倡导新诗再革命运动的宣

言”，并认为白垚当时“已以‘我是马来亚的华人’自居”。11可是，尽管这个

8 贺淑芳〈现代主义的白垩纪：白垚的反叛，局限和未完待续〉，「2016 年文学、传播与影响：《蕉

风》与马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八打灵再也：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留

台联总，2016.8.20-21） 
9 钟怡雯、陈大为〈白垚诗选导读〉，《马华新诗史读本 1957-2007》（台北，万卷楼出版社，2010），

页 26。 
10 凌冷〈新诗的再革命〉，见《蕉风》第 78 期（1959.4），页 19。 
11 张锦忠〈亚洲现代主义的离散路径：白垚与马华文学的第一波现代主义风潮〉，载于郭莲花、

林春美编《江湖、家国与中文文学》（沙登：博特拉大学现代语文暨传播学院，2010），页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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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宣言充分显示青年白垚怀抱着“中国新诗运动的历史，完结于马来亚华人的

手里”之豪情壮志，12 “马来亚华人与华文的主体性”云云，体现的却恐怕还是友

联的集体政治主张。白垚此处身为马来亚华人的“我”，与马来亚友联先驱人物

陈思明〈马来亚的黎明〉一诗中的“主体”其实殊无二致。无论作者是以个体的

“我”（〈新诗的再革命〉）抑或群体化的“我们”（〈马来亚的黎明〉）为能指，都

无有所异的乃为久居此地的华人共同体之代言，而非本身真实经验之自况。这

毋宁可视为有美援背景的友联在冷战年代的政治氛围中，为防止马来亚之“自由

世界”向共产中国倾斜的文化策略。这一点我曾在别处提过，此不赘言。13我们

不妨可以白垚作于 1964 年的四首诗作/歌词，为他本身立场作进一步参照。在

他以刘戈、林间这两个常用的笔名分身发表的作品里，他高调欢呼“我们是马来

西亚的儿女”，“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我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

大”，（就算是）“最傻的人，/也会保护他的家。”“我们要尽忠，/作个没有名字

的英雄。” 14这些诗以生长于斯作为“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尽忠于新生

国家的必然前提，因此杜撰“身世”变成不得不然的手段。这与《蕉风》创刊词

中编者所说的“我们华族后裔”“生于斯，居于斯”，甚至还预设了将来的“葬于斯”

是相同的，15都是以落地生根为考量的政治呼吁。而类似的劝喻性修辞，刊登

于以学生为主要阅读对象的刊物《学生周报》上，其教育意图，更是不言而喻。 

然而，这并不表示白垚寓居吉隆坡的二十余年间，不曾对自身——作为离

散华人——在南洋-马来亚-马来西亚的归属性，作过真实的思索。我以为，这

种关切自身的思索，或不存在于上述规劝意图甚为彰显的议论性文章抑或“爱

国”歌曲中，而是迂回出现在以他人身世敷演的戏剧里。 

写于 60 年代中期的歌剧〈汉丽宝〉与〈中国寡妇山〉，所述故事皆有所本。前

者改写自马来文学历史著作《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中明朝公主远嫁马

六甲苏丹的故事片段，后者则改写自以民间传说为蓝本的说唱故事〈龙舟三十

六拍〉。 

《马来纪年》中汉丽宝的故事始于中国与马六甲两国统治者的国力比试与

权力对峙。在双方势力不相伯仲的情况下，中国皇帝即想招马六甲苏丹为婿，

以换取后者对他的称臣纳贡。就这样，汉丽宝公主在一百艘船舰的护送下，远

嫁马六甲。苏丹惊艳于公主之美貌，赐她与五百名陪嫁的大臣之子及五百宫娥

同住于一座山岗，那座山岗后来被称为中国山。做了中国皇帝女婿的苏丹于是 

12 凌冷〈新诗的再革命〉，页 19。 
13 详拙作〈非左翼的本邦：《蕉风》及其“马来亚化”主张〉。我在同篇文章中亦对陈思明以薛洛为

笔名发表的〈马来亚的黎明〉进行具体分析。 
14 所引诗句分别出自〈不要以为我们怕〉和〈马来西亚的儿女〉；另两首题为〈国花颂〉、〈我的

古城〉。这些作品应《学生周报》于 1964 年所办“马来西亚歌曲创作比赛”而作，皆刊于《学生周

报》第 428 期（1964.9.30），页 6。多少带有“全集”意味的《绿云起于绿草》一书，收录了白垚

居留马来（西）亚期间所发表的几乎所有诗作，被排除在外的只有极为少数的几首。上述这四首

诗/词皆不在被收录之例，不知会否与其过于外显而露骨的意识形态相关？ 
15 〈蕉风吹遍绿洲〉，《蕉风》第 1 期（1955.11.10），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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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者称臣纳贡。不料就因为接受苏丹的称臣纳贡，中国皇帝竟患上了奇怪的

皮肤病，必须喝下苏丹的洗脚水方能痊愈。痊愈后的皇帝从此不再要求苏丹称

臣纳贡，两国永结亲善。歌剧〈汉丽宝〉彻底摒弃了掩盖在和亲的友善烟幕之

下的、两个男性统治者之间权力斗争的叙述，而把重点放在和亲主角汉丽宝身

上。它以一幕戏的篇幅书写汉丽宝航向南洋途中既彷徨迷惘，又对那“海外桃源”

满怀憧憬的情绪；又以整一幕戏敷演公主和苏丹婚后的琴瑟和谐。更重要的是，

它赋予历史书写中无结局的汉丽宝一个结局：在波流陆人偷袭中国山的事件中，

公主误以为苏丹已殉国，遂以苏丹所赠短剑扑杀敌人，为苏丹报仇，最终自己

不幸牺牲，以身殉了苏丹。 

〈龙舟三十六拍〉固然由白垚“忆写人物情节”，“从头补回全部唱词”，“几

番渲染”而得，但故事及其叙事方式大抵还是已经规定在民间讲古艺人龙舟德据

以说唱的两页旧稿中。16据此改写的〈中国寡妇山〉虽然延续了相同的背景与

故事框架——渤泥神山脚下杜顺国的汉化文明、落难的明建文帝与杜顺公主二

娃的爱情、郑和南下寻访建文帝的故事——但却在更大程度上呈现了与它之间

的断裂关系。从简处理诸如郑和认主、建文订策、君臣携手与海上诸国结盟，

以堵铁木儿汗国南侵中原等在龙舟演义中有较详细描述的历史大叙事，17反之

铺陈应文（即建文）与二娃的情意缠绵，以及杜顺儿女卜大婉、唐小郎等人的

纯朴开朗，是其一。完全删除建文二娃的后代“凤立天南”“龙返中原”的情节，

对源文本中续统、正统等世俗观点与愿望不作点染，是其二。改写建文二娃“回

驾金陵”、“终隐神山”的团圆美满，使结局回归 Kinabalu 贞身化石的本土传说，

是其三。 

对历史传说的改写（adaptation），在此不仅涉及文体的转置，还涉及从新

的叙事角度切入旧有文本的处理策略，可以视作为源文本（source text）作出评

注，或为所谓“原创”（the ‘original’）提供修正的视角。18这种对旧文本的回顾，

既是对过去的一种重新审视（re-vision），亦是一种修订（revision）。这正是

Adrienne Rich 所主张的，以迥异的方式重新掌握旧文本，其目的不是为了要延

续传统，而是为了要与之断裂。19 

纵观上述两部歌剧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一个有趣的共同点，也是

它们与源文本之间极富意义的“断裂”：它们皆始于海上，又皆终于死亡。开启

〈汉丽宝〉歌剧第一幕的“烟波黯”，整个背景就设在远航的船楼上，起始的几

首诗〈去国吟〉〈烟波黯〉〈海怨〉唱出远嫁公主与随行宫娥的无边愁绪，以及

16 白垚曾在几篇文章中提及龙舟德在鲤鱼门授稿之事。详〈天涯飘泊，唱在风中的史诗——文

本《龙舟三十六拍》前言〉，《缕云起于绿草》，页 384-387。 
17 除了可见于〈龙舟三十六拍〉的唱词与旁白之外，我们也可从白垚按语中得知，龙舟演义对

建文帝远赴锡兰山国途中情况，“也有详细的描述”。见《缕云起于绿草》，页 406。 
18 Julie Sanders, Adaptation and Appropri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18-19. 
19 Adrienne Rich, “When We Dead Awaken: Writing as Re-Vision,” College English, 34. 1 (1972.10):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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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即将前往的异地的迷惘彷徨。中间经引述真实史录歌唱“有国于此民俗雍，/

王好善意思朝宗，/愿比内郡依华风”的〈满剌加赞歌〉，20其后遂有“不怕风如剑

呀冲破浪如山”的〈海荒行〉。21而〈中国寡妇山〉序幕第一首诗〈在浩荡的天

地之间〉，亦从“海上”开始进行叙事：“已在海上，海上生明月，/天涯真的若比

邻吗？”疑惑中本以为远方迷人的渤泥遥不可达，然而，“骤然雾散十里，舟楫

蓦近，/惊见岸上林下，水仙错彩，/非华非夏，亦夏亦华，/许是一颗千年种子，

/飘零海上，遇土即芽，/初为兰芷，传之为胡姬，/出尘遗世，色香迥异，/亭亭

玉立，不知有宋有唐。”22 

讨论改写理论的学者许多都会参照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所有的

文本都是互文本”，以及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一切文本都有“互文性”

的说法，来申述文本在创作过程中对其他文本的回应，抑或既有的文化材料交

织渗透于所有文化产物的可能，以廓清改写著作的“原创性”及其对于原著的“忠

实性”的问题。23然而，就上述两部歌剧的开端而言，极为相近的叙述角度与寓

意的重复出现，倒并非出于对各自源文本的回应，而是出于对白垚诗作的“互

文”，在一定程度上不无指涉作者本身情感经验的“忠实”： 

沉默中船驶出了黑暗的海港， 

扬起帆向远处的云山启航， 

回首看来处已沉入浪渚， 

海水又有力地激在船旁。 

厚厚的黑云遮住了星星和月亮， 

只有桅灯上微弱的光， 

天冥远处有雷声震响， 

黑暗海洋中有汹涌的浪。 

我怕深沉的夜里会加上风雨， 

我担心明天早上醒来仍看不到阳光， 

我听人说过海上折毁的船桅， 

又听说过船只怎样在雾里迷航。 

虽然起锚后一切都如此令人失望， 

20 白垚〈汉丽宝〉，《缕云起于绿草》，页 334。 
21 白垚〈汉丽宝〉，页 336-337。 
22 白垚〈中国寡妇山〉，《缕云起于绿草》，页 427。 
23 可参考 Julie Sanders, “Introduction,” in Adaptation and Appropriation, pp.1-14; Daniel Fischlin and 

Mark Fortier,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Fischlin and Fortier, eds., Adaptations of Shakespeare: A 

Critical Anthology of Plays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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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请听我诉说那要去的地方， 

那晴空下美丽雄伟的海港， 

那进港时欢跃跳动的心房。24 

这首发表于 1958 年 5 月的诗，题为〈夜航〉，是编排于《缕云起于绿草》卷二

诗集中的第一首诗，也是白垚南来后的第一首诗。25《缕云起于绿草》之前，

白垚未曾出版过任何单行本。作者在此书跋中自言“半个世纪的文字沧桑，今由

大梦书房结扎成书”，多少不也有将此视为“全集”之意。然而，令人好奇的是，

白垚南来之前并非没有创作——他至少在香港《中国学生周报》发表过好一些

诗，26一篇小说还曾经获过奖，27可是为什么这些都不被收录在“全集”之中？如

此的编辑考量于是让〈夜航〉产生一种象征意义——它是起始，是史诗的“第一

幕”。如果远航海上，是汉丽宝、建文二娃及杜顺儿女“史诗”的起点，那么，夜

航南洋，不也隐喻着作家白垚个人“文学史”的起点。当然，这种“互文”无须等

到 2007 年白垚“50 年文学功业”的面世才能成立。如果我们同意 Fischlin and 

Fortier 所说，“所有的生产常常都是复制” ，28那么，60 年代中期两部歌剧无独

有偶的“始于海上”，已未尝不是作者 50 年代末“夜航”的感怀情思的复制。他人

的故事与自己的身世，因此也不免有相错交融之处。 

白垚有一首志〈中国寡妇山〉的七绝，曰：“寡妇山中痴说梦，妄从杜顺写

炎方。涂鸦枉负春秋笔，戏借琴台说凤凰。” 前面提到此剧省略源文本之历史

叙述而铺陈儿女之情，但若此诗道出的是隐于歌剧之后的作者真实意图，则我

们可说，儿女情长非其史诗之本意，他借琴台意欲诉说的，其实是炎方之春秋。

既是意在历史，却省减龙舟演义中既有之大历史场景，那是否更有意突显由建

文、二娃等一众杜顺儿女所象征的另外一种历史——飘泊者的历史？飘泊者，

不也正是扬帆入海的诗人？ 

而由于诗人对“那要去的地方，/那晴空下美丽雄伟的海港，/那进港时欢跃

跳动的心房”的无限憧憬，飘泊者对未来命运的迷惘与迷惑，于是总轻易在低吟

浅唱中烟消云散。舞台上的清和佳气，歌舞升平，‘海上江南’之景致，一方面

固然折射天涯飘泊者的愿望与梦想，一方面不也是和亲的历史与流亡的传说的

24 白垚〈夜航〉，《缕云起于绿草》，页 189。 
25 其实，〈夜航〉并非该书里志期最早的“诗”。具有诗的“形式”的〈阳光与你相依——记《学生

周报》金马仑高原生活营〉，在发表时间上比它早了三个月。然而，在《缕云起于绿草》中，后

者是被收录在散文卷追忆《蕉风》《学报》往事的一辑中，显然其“纪念价值”高于它之作为“诗”。

这似乎也可以说明〈夜航〉才是作者本身认可的“第一首诗”。而且，该书自序透露，〈夜航〉实

乃作于 1957 秋冬之交的船上（见页 5-6），因此确乎是白垚“南来后的第一首诗”。 
26 《缕云前书》几处提及他曾被力匡誉为“最有潜质的诗人”，见该书上册，页 84。 
27 小说〈篮球场上〉曾获《中国学生周报》第五届征文赛大学组第八名。该文以本名刘国坚发

表于《中国学生周报》第 124 期（1954.12.3），第 7 版。 
28 Daniel Fischlin and Mark Fortier, “General Introduction,”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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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sation）的结果。291960 年代中期，联合邦脱离殖民统

治，马来西亚建国，五一三事件尚未发生，族群政治问题尚未表面化，欣欣向

荣的开国景象大致还随处可见。这就是白垚日后念念不忘的“新邦初建，元神充

沛，佳气盈城”的氛围。30更何况，在这个地方，“人文的唐姿番彩，邂逅初逢，

街头惊艳，几许今古幽思，饭店叫玉壶轩、双英斋，食肆叫金莲记，戏院叫柏

屏，大道叫安邦律，街区叫莲藕塘。印象最深的是陈氏书院，宗祠而称书院，

格局内涵，皆典雅渊深。光听这些名字，会误以为说的是清明上河图中、宋代

汴京的酒家饭肆与庠序学堂。”31 异国他乡，于是就容易被想像成五胡乱华时

代士人奔赴的南方——“海上江南”。即使有巫族印裔杂处的异地风情，也会因

眼界所及丰富的中国性符号，而被想像成“回疆风土”、“天竺人情”。32更何况，

对“新邦”的美好想象，也足以淡化一切的现实艰难。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清真寺

召唤祈祷的声音——宗教符号，异族表征——在方天的小说里象征着族群隔阂，

听在白垚的汉丽宝耳里，却是“一声声清音，/一回回超脱，/仿佛带来一份神秘

的希望”的原因。33 

由此，我们来到二剧的结局：死亡。不论是汉丽宝身殉苏丹，抑或二娃望

夫成石，都是以死亡表示了无可更易、无可置疑的忠贞。中国古典文学以男女

关系比附君臣关系，自屈原以来皆然。对源文本结局的改写，诚然显见白垚对

此传统的继承，不过传统的君臣关系在现代的语境中则被替换成了“国-民”关

系。以移民族群命名的“中国山”，在《马来纪年》的记载中原本无名，而白垚

将之命名为“凤凰山”，显然别有深意。凤凰重生之异能，唯有通过死亡的考验

方能予以证明。一如也唯有死亡，方可验证“我们的盟誓，/像沉默的山，/静静

地，静静地，/不可夺，不能移。”34在飘泊者的语境里，逝于斯，结束再飘泊之

可能，是生命最后归向的终极说明，也是“落地生根”的最佳诠释。飘泊者后裔

方之“新生”，也唯有从漂泊者之死亡中开始。 

然而，以形体的落地生根来表达地方认同，在白垚上个世纪的南洋之旅中

并未实现。1981 年，白垚举家移美。1957 年南来之时“徘徊在舟上沉吟你遗世

的爱情”的那个“作梦的诗人”，寓居马来西亚二十四年之后，始终并未变成那块

“玉立在婆罗洲众峰的绝顶”的化石。35凤凰传说与贞身化石，毕竟只是浪漫的

想望。 

29 Daniel Fischlin and Mark Fortier, “General Introduction,” p.3. 
30 白垚〈京华旧事梦依稀〉，《缕云起于绿草》，页 40。 
31 白垚〈京华旧事梦依稀〉，页 39。 
32 白垚〈京华旧事梦依稀〉，页 39。 
33 白垚〈汉丽宝〉，页 352。 
34 白垚〈中国寡妇山〉，页 474。 
35 白垚〈贞山〉，《缕云起于绿草》，页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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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天如墨我今还”36 

夜来幽梦忽还乡。梦到的不是中国南方的巷陌，不是祖居的堂前大屋，不

是儿时的灯前旧事。却是《蕉风》《学生周报》的编辑室，是八打灵再也的 

早晨，是麻河静静的水流，是马六甲中国山上的夕阳，是怡保街头的黄昏， 

是槟城沙滩上的月明，是歌乐节的混声四部大合唱，是舞台上飘忽的歌声，

是学友会的年轻笑语，是金马仑高原的山中夜雨、泪影烛光。 

横流顾影千寻远，何处江山不故人。域外斜阳，烟波万里，问乡关何处，

想的念的，正是那二十四载的居停。37 

离开马来西亚，对白垚而言，等于告别文坛。此去经年，他几乎不再有任何文

章发表。38直至世纪之末，可能出于对南洋岁月的怀念，可能因为发表的机缘，

也可能是上述二者皆有的原因以及其中种种复杂的因素，离马已近二十年的白

垚，开始借文字回航。1998 年，白垚的忆旧小品初现于《蕉风》。2001 年，《南

洋文艺》“国际诗人节特辑”刊登他系列纪事旧诗。然而，较有系统与企图的回

忆记叙，则出现在之后的专栏散文中。2003 年，应相同编辑张永修之约，白垚

以专栏“海路花雨”追忆他自己浮槎南下，以及友联诸子如陈思明、燕归来、申

青、方天、姚拓等人在新邦初建的马来亚“播早春的种子”的前尘往事。这是目

前马华文坛有关友联的叙述中，绝少的来自“内部”的声音。2004 年，专栏“千

诗举火”，回顾 50 年代末他所掀起的马华新诗再革命，以及后续在《蕉风》开

展的现代文学运动。2007 年，白垚出版第一本个人专著《缕云起于绿草》（以

下简称《缕云》），卷一的回忆录散文，大致都是 1990 年代末以后发表的新著；

上述两个专栏分别收录为第一、第二辑。卷一所录除了少数几篇刊于《蕉风》，

余者皆刊于《南洋商报》，算是白垚某种巧合上的复出于“南洋”。2016 年，长

篇小说《缕云前书》（以下简称《前书》）出版。这本以作者个人情感经历为经，

以友联在马的文化事业为纬的自传体小说，从 2009 年开始书写，至 2015 年白

垚骤逝，已成文稿约四十万字，仍有二章一卷未完留白。39 

《缕云》卷一与《前书》，一是回忆录散文，一是自传体小说。自传学者

Karl J. Weintraub 曾以作者意图呈现内部经验抑或外部事实来区别自传与回忆

录。尽管如此，他亦承认二者其实并无法严格分割，因为在文体之光谱上，回

36 白垚〈中国寡妇山〉，页 473。 
37 白垚〈犹记当年入海初〉，《缕云起于绿草》，页 26。 
38 实际上白垚在 70 年代已罕有作品发表，但因他至 70 年代中期依然执编蕉风，且在移居之前

一直任职于友联，故与文学/文化界依旧保持一定关系。以他自己的话说，至迁美之前，是“亦编

亦商十年”，见〈旧诗纪事〉，《缕云起于绿草》，页 182。 
39 关于《缕云前书》的成书大略，可见梅淑贞〈情知此后来无计〉和刘谛〈《缕云前书》补遗〉，

分别收录于该书上册，页 2-13，及下册 406-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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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录与自传的混种（hybrids）是常有所见的。40缕云二书确乎如此。《缕云》卷

一虽以记叙与友联、蕉风相关的人文往事为主，然亦多诉诸个人情感经验，即

连冷战时期一代南来文人的“浮槎继往”，亦以自己的“当年入海初”掀开叙事。

《前书》则虽以“他”为叙述主体，然“他”不在场的时空中之“外部事实”依然得

以展示。二书在叙述形式上或有少许分别，但在内容上却纠结一体。《缕云》——

尤其是卷一第一、第二辑，其实是《前书》许多故事的原材料。我们可以说，

同为生命书写文类的二书，其特质都在于与“过去”对话。作者通过回忆与书写，

把过去召唤到现在。换言之，即在书写时试图捕捉过去在当下的存在。因此，

书写“记忆”（memory），尽管无意混淆以往与现今，然而在“记忆”（remembering）

之时，过去已通过书写侵入现在的空间，迫使现在从前景后退，以致淡化。过

去与现在之间的界线因此变得模糊不清，二者在某种意义上变成并存、同在。41

有鉴于此，我们或可说，从 1990 年代末至他骤逝为止，继回忆录散文之后又沉

浸于自传体小说书写的十余年间，持续的回顾使白垚在一定程度上把过去带回

到现在，因而也将梦——他的“夜来幽梦”——变成了生活/现实。因此，尽管南

洋已远，白垚生命最后十多年的时光，却可说是他“再南洋”的一次经历。 

南洋往事，不论可堪追忆抑或可供入梦，其实都是富选择性的。体现在回

忆录抑或自传体的书写中，那是从作者生平无数事实中所择取的材料之呈现，

亦是作者对其记忆进行诠释之结果。42白垚晚年著作最核心的“材料”，莫过于

花果飘零之哀痛，与灵根自植之追求。 

“九州铁铸，四海沸腾”是这些作品的常见词，43亦是开启其回忆录故事的

大背景。“海路花雨”启航之作〈犹记当年入海初〉，即以永嘉之乱，喻中共掌权

之后的局面；而以“焚书的秦火”喻专制政权对中华文化的摧残破坏，在《缕云》

卷一诸篇中绝不少见。《前书》则对此有更多的渲染。燕婕（燕归来）说“红旗

下的大学生活”、方天讲王实味 “野百合花”被当作毒草的悲剧等诸多情节，都

在论证共产主义暴力下自由民主的沦亡。其结果或可以《学生周报》第一届生

活营带有总结意味的最后一个讲座上的一句话概括之：“自由教育和民族文化是

共产主义的最大敌人，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何以会不遗余力地，铲除大陆上一切

中国传统文化和自由教育。”这个以“谁出卖了中华文化？”为题的讲座答案甚

明：“信仰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人，对中华文化背负历史的原罪，把列祖列宗的中

华文化卖给了马克思。”44友联诸子之认知，同时可证于同时代其他有识之士。

比如，被主角“他”赞许为“谔谔一士”的学者罗南穆在一场演说上说：“一般人在 

40 Karl J. Weintraub, “Autobiograph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Trev Lynn Broughton, ed., 

Autobiography: 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Vol. I. (London & New YorkL 

Rouledge, 2007), pp.238-239. 
41 Gunnthórunn Gudmundsdóttir, Borderlines: Autobiography and Fiction in Postmodern Life Writing 

(New York: Rodopi, 2003), p. 16. 
42 请参考李有成〈自传与文学系统〉，《在理论的年代》（台北：允晨，2006），页 24-53。 
43 最初见于白垚〈犹记当年入海初〉，页 25。 
44 白垚《缕云前书》下册，页 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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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爱国的狂热下，把焚书的秦火，误作导航的灯塔，并不知道中国文化在唐

山正饱受摧残，还以为拥护中国的新政权，就等同为中华文化奋斗”45；而被视

为“头脑开放”的马华副部长朱运兴，则在另一场演说上表示：“马共利用维护中

华文化，制造敌我矛盾，共产党人只认马克思，在中国早已将中华文化破坏殆

尽，何曾尊重中华文化？”46同一感怀的反复书写，更其渲染了书写者文化沦亡

的哀痛——迟来的放逐者的悲哀。 

对花果飘零的回忆，是“海路花雨”的缘起。数年后收录于《缕云》卷首，“海

路花雨” 易名“浮槎继往”，则显示了作者对花果飘零沉淀思索之后的回应。其

散文所言“大道可行浮海去”，47多年后在小说中有更淋漓的发挥；燕婕所言尤

能解释他们集体的“浮槎” 之因：“作为中国人，从来没有文化认同的危机，鲁

国不能容纳孔子，令他无法把思想在鲁国传播，他想返回他的国家，但龟山阻

隔。孔子认为宣扬教化，不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48“大道”与“国家”，正是

《前书》屡屡辨析的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文化中国是 1990 年代出现的新儒家

命题，白垚早期作品自是无此概念。然而，从国家霸权手中攫取“大道”的火种、

在政治中国的铁幕之外点燃文化中国的香火的意图，却已然可见于 1961 年的新

诗〈火盗〉： 

我是贼，可怕的天谴之石围 

无法困我心之矛戟意之刺箭 

遂以铁笔摇铜铸的天库 

流火缤纷，晚年的黄金城堡遂破 

云涌泉跃龙腾凤怯冰山溶蛇蛟俱惊 

而听者，我手中有火，我是盗，我不惧天谴 

我叛众神 

怒投光之乾坤于崖下，文明自我指际溢出 

以火想，我感智慧的白热 

跃时间的巨流，放思而下 

鼓声起处，浓雾沸腾 

集尘沙万里的哀号 

我见二十世纪的蕈状云 

以火想，我将不朽 

我咯咯而笑，我举烽火 

45 白垚《缕云前书》上册，页 299。 
46 白垚《缕云前书》下册，页 74。 
47 白垚〈微觉歌尘摇大气〉，《缕云起于绿草》，页 35。 
48 白垚《缕云前书》上册，页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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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岂真是摇撼天宇的狂徒49 

此类作品在白垚早期著作中数量其实不多，而且也表达得甚为隐晦，不意却有

“草蛇灰线”之效，伏延数十年，其“遗绪”复得在他晚年著作放大书写、重

新体验。这遗“绪”，不也可与王德威《后遗民写作》里所说的遗“失”，同

时也是“残”遗与遗“留”同为一意？50正因为“一个世代的完了”，所以有浮

槎南奔的必要；也正因为“一个世代的完而不了”，51所以有重新体验、再度发

挥的必要。而由于盗火者在众神淫威面前“咯咯而笑”、“摇撼天宇”的个人

特质，其选择性的记忆材料最终凸显的，倒非政治文化遗民的悼亡感伤，而是

对左翼势力的激愤。“再南洋”的白垚，正是藉此重塑了他的“南洋”。 

彼时南洋，是一座政治狂热的城堡。自传体小说的主角抵达南洋之后所遇

到一切人事与话题，“无一不涉及政治”。“他心中的文化中国，微不足道，

在燠热中一经蒸化，即为政治，任何文化活动，都与政治划上等号，非左即右，

没有中道。”52“狂热的城堡”虽为卷四之题，却也无疑是建构全书的基石。白

垚 1957 年底抵达吉隆坡之时，马来亚固已建国，然而却独立“未竟”。英国的

殖民政权虽已终结，但另一股帝国势力却霸气逼人。“他”初识的少年朋友如

此告诉他： 

无论在新加坡或马来亚，英国和中国皆为外来势力，我们既要摆脱英国的

管辖，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自然不能接受另一种殖民地意识的君临，马

共是另一种武装力量，直接受中国共产党指挥。53 

以文化的手段抵制武装暴力，不仅显现了反共即反殖的正义追求，也呼应“继

往”之目的。《友联文选》的编撰，不只“为中华文化在海上点火传灯”，而且

也掀开“马来亚化华校教科书的第一章”，54 正是飘泊者在狂热的城堡中灵根

自植的体现。教科书之外，与《学生周报》相关的活动是另一项影响深远的事

业。写第一届生活营的“梦的峰峦”一卷，最可集中说明此点。此卷通过各个

讲座让友联的开路先锋们对自由民主与文化传承的认知作了集中的展现，同时

也藉一场检讨会，通过友联灵魂人物对学员提问的回应，一一驳斥马来亚社会

对于友联与《周报》的误解/指责。在自传体小说中如此周详追溯自己并不在场 

的生活营，55一方面固然可为友联在马来亚的文化事业之纯洁性与重要性作一 

49 白垚《缕云起于绿草》，页 221-222。 
50 王德威《后遗民写作》（台北：麦田，2007），页 25。 
51 王德威《后遗民写作》（台北：麦田，2007），页 25。 
52 白垚《缕云前书》上册，页 282。 
53 白垚《缕云前书》上册，页 237。 
54 白垚《缕云前书》下册，页 302。 
55 这可能多少出自对所错过的盛会的补偿心理，毕竟这是最多他所景仰的“传奇人物”齐聚的一

次、而且也是具开创性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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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历史声明”，廓清友联是美帝代理的疑云，另一方面也奠定了“他” 日后在通

讯部里的工作的正当性与正义性。这些种种，今日回顾，也正是白垚（及其友

联同侪们）的“50 年文学功业”了。56 

《前书》随作者骤逝嘎然而止于 1959 年的马来亚，其后“水墨留白”。可谁

料白垚其实早已在《缕云》卷一为我们预留了其后的故事，那就是“千诗举火”

的系列文章。“千诗举火”写 50 年代末及其后现代主义文学在《蕉风》的发展，

白垚将此文学的发展界定为“反叛文学运动”。回顾之际，千诗所举之“火”，遥

遥呼应背叛众神的盗火者手中之“火”。火，因此不仅隐喻文化薪传，更是自由

与文明的表征。文化（中国）固然是盗火者最终的依归，然而如此的追求里，

同时又必然寄托对自由与文明的坚持。无论是回忆录中写燕归来的“在她心里，

理想如种子，飘泊与散播同义，唯其飘泊，才可散播，而散播又等同成长”，57

又或者自传体中“他”所说的“云，因风的向往而飘泊”，58“花果飘零”都因而有了

新的意义。 

白垚尝自言自己“对普希金反抗本国的权威统治、拜伦投身异国的独立斗

争，充满英雄式浪漫的幻想”，故“当年南渡，有我亦应如是的春秋大梦”。59不

料及抵吉隆坡，新邦已建，他错过了为马来亚独立做出“反抗”、“斗争”的机缘。

然而，半个世纪后他“再南洋”的经历中，狂热的城堡的建构，对殖民势力的重

新诠释，却给了他“斗争”的可能。以诗/文化之举火对抗焚书的秦火，以“满城

焕发的青春”傲视“隐隐风雷曾昨夜”，当过去被巨大的篇幅召唤到现在，早年诗

里“我桀骜而笑”、“杀天国专制的王”60的青春盛气自其指尖流溢而出，以数倍于

当年的声势激荡在狂热城堡的上空，回响不已。这就是他的南洋。如此的南洋

经验/“生平”使他怀念，竟至成了他的“乡愁”。南洋不再是他工作的地方

（location）。南洋由此变成了故乡（homeland）。也许出于对白垚“乡愁”的理解，

2016 年，白垚长子将他的部分骨灰从美国带回来，撒入马六甲海湾——汉丽宝

航程的终点。“海天如墨我今还”，当年没能做到的落地生根，最后，终究落实

了。 

南来者白垚固也曾像其他南来者一样，杜撰过“我们”“马来西亚华人”的集

体身世，然而他更多的著作，却是致力于他自己的身世建构——他的“马华身

56 张锦忠在〈二一七路十号，ENCORE〉里说道，这些飘泊者南来之后，“筚路蓝缕，办报出刊

（而且是文学刊物），出版华文教科书、开设书店，为华社立下文化基石文学功业，此后大半辈

子在斯土打拼传灯。缕云起于绿草，五十余年后，芳草早已碧连天。学友会与《学报》对文艺青

年的养成，已成了马华文学的文化记忆。而今《蕉风》迈向 500 期，更为马华文学史立下丰碑。” 
57 白垚〈当年云燕知何处〉，《缕云起于绿草》，页 59。 
58 白垚《缕云前书》上册，页 351。 
59 白垚〈隐隐风雷曾昨夜〉，《缕云起于绿草》，页 49。 
60 白垚〈新生的力〉，《缕云起于绿草》，页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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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他晚年埋首其中的生命书写，更是一趟长长的回乡的旅程。《缕云》二书

选择在马出版，亦无异于一种归返，一种文学上的入籍。而在作家漫长而不懈

的回乡之旅面前，以国籍作为文学属性的绝对切割，毋宁将显得鲁莽而且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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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殖民時期在東北亞与東南亞
的文藝流動：以戴隱郎為例

Literary Migration Between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Era of Imperial and Colonization: The Case of Dai Yinlang 

莊華興

博特拉大學外語系高級講師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博士，現任博特拉大學外文系中文學程高級講師兼博碩指

導。研究方向為馬華文學、馬華—馬來比較文學、馬華文化與教育，兼事華馬

雙向翻譯與寫作。已出版中文、馬來文學術著作與華—馬譯著多種。最新譯著

《夜行及其他：台灣—馬來西亞小说翻譯選》（2017）。馬來文著作 Sastera Mahua 

dalam Kritikan dan Pensejarahan (文學批評∕史中的馬華文學)獲2016年度馬來西

亞學術書籍理事會—高教部人文科最佳好書奬。 

提要

太平洋戰爭前後的東南亞華僑始終處於一種特殊的境地，在中華老帝國崩解之

後，新政權的崛起並未帶給他們任何實質性的好處。英帝國在戰後瀕臨解體的

前夕，東南亞華僑居住地的洶湧民族主義浪潮带給他們不小的打擊。在這新舊

時代交替的契機中，為中國文人的複雜心路歷程——從出走、放逐到回歸，從

飄散到認同，從故鄉到他鄉——指出了一條並不順遂的道路。出生於東南亞的

華僑作家、文人的情况亦然。他們在出生地的新興國家與“祖國”新政權建立起

來以前，已在東北亞和東南亞之間流動，體現了帝國-殖民主義語境下的跨界意

義與文人的特殊心態。

本文討論的人物是戰前出生於馬來亞的左翼文人戴隱郎。他在上海接受美術教

育，畢業後返回馬來亞，再輾轉到新加坡，繼而活動於香港、臺灣與大陸。本

文嘗試探討的是，作為一個作家和美術家（涉及漫畫、水彩畫、木刻版畫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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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東西方帝國-殖民方起方崩的年代，他如何擅用手上的兩枝筆和雕刻刀遊

走於東南亞與東北亞之間，為他的政治信仰服務與尋找個人的精神家園。

關键詞：帝國—殖民主義、戰爭、跨境、文藝流動、戴隱郎 

前言

 20 世紀上半葉，頻密的戰事對人類文明造成了重大的破壞。令人意料不到

的是，這時刻恰也是人們尋求新秩序的契機。新舊傳統與秩序從頡頏到交替，

都脫離不了建立現代國家的目標，二戰爆發進一步推動了這個進程。這個年代

離我們並不遠，除了史冊中記載的殺戮、逃難與流亡，這一代人所瞭解的似乎

並不多。在那個新舊秩序交替的時代氛圍中，造就了第三世界知識者與文人的

流動与流亡現象。其中無法排除他們因面對權力迫害（如白色恐怖）而不得不

跨境出走，但也不無戰略性的考量。然而，流亡知識者與文人在跨境流動投射

出的精神色彩，以及個人身份的變化與隱喻，始終不被人留意。三、四十年代

抗戰時期的東北亞與東南亞（時稱南洋）的知識者與文人的流動現象是最佳的

例子。其中的三項因素——主體（知識者—文化人）、空間/場域（大後方）、

時間（從帝國-殖民主義至戰後冷戰），構成了上世紀前半葉的特殊人文景觀。

知識者-文人在跨境流動中被賦予新的身份，因而有了「南來文人」與「歸僑作

家」的稱謂。這兩種左翼文人的流亡/離散（與再流亡/再離散）把大陸——香

港——南洋——臺灣聯繫起來，形成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一個意義網絡。在理

想失落的今日回顧那個烏托邦色彩特別濃厚的年代，一些問題值得再審視，包

括跨境出走與時代的關係，跨境者身份的轉變，知識者與文人因跨境而产生的

身份變異等現象。本文嘗試探討左翼文人/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跨境流動

引起的如上幾個問題。

 知識者—文人的跨界流動与流亡——導致中國現代文學「大後方」版圗的

擴大，从武汉—桂林—香港而至南洋，稱之為「南洋大後方」。這是帝國、殖

民主義崩潰前的前國家時代的特殊現象與心理認知。因此南洋大後方成為流亡

者追尋「現代國家」的滥觞之地或起點，連帶的促成了戰前左翼南來文人和在

地文人的交滙，以及他們在兩岸三地（大陸—台港—新馬）游走的文藝寫作与

藝術呈現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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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跨界流動與流亡也促成左翼歸僑作家的出現，他們的寫作或藝術

活動顯示了另外一種特色和精神狀態。其藝術創作媒介因時因地制宜，身份也

随之變換。他們在追求建立祖國新社會的理想上，往往無法跳脱身份限制的宿

命。他們甚麽都是，甚麽都不是，隱匿成為他們的身份與符号。下文討論的戴

隱郎就是這樣一位文人。

跨境歸程與寫作

戴隱郎是抗戰時期出現的一位出色的馬共作家，他和其他馬共作家如王炎

之、吳天、黄耶鲁等同一個時候活躍於新馬兩地。跟他們不同的是，他是地道

的馬來亞人，在戰前東方日本帝國主義與西方英帝國勢力方起方崩的時代，配

合個人的意識形態，跨界游走於南洋與東北亞之間，追求建立一個跨國主義 1的

無產階級社會。

 戴隱郎于 1906 年出生於英屬馬來亞雪蘭莪州沙戥（馬來語稱 Serdang）2，

祖籍廣東惠陽。曾用筆名戴英浪、英浪、戴隱郎、隠郎、戴逸浪、戴旭峰、英、

朗、朗朗、Inlong、殷沫、馬康、疾流等。他的出生地沙戥座落於吉隆坡郊外

十餘英里之遙，是一個典型的客家聚落或新村，以惠州客籍人士為主。早年村

民以割膠、採錫和務農為生。他青年時代在馬來亞怡保南洋美術研究所學習，

1931 年到上海國立藝專學習西洋美術。 

 戴隱郎擅長繪畫與木刻版畫，1935 年，返回南洋之前，他聯合幾位青年藝

術家舉行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巡回北平、天津、濟南、漢口、太原、上海等

地 3，此次展覽共展出木刻作品 414 件，戴隱郎展出的作品是〈瞠目〉。唐弢參

觀了上海的展出後，於 10 月 17 日發表一篇文章《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印象記》，

對這批青年語多勉勵，且特別提到戴隱郎的作品：“都很剛健，而且富有意義，

不失為上好的作品。通過這些木刻，最成功的，我以為是人物的臉部表情，差

不多每一個作家都很注意。且不說《瞠目》、《一樣的面孔》等，便是幾幅人

1 左翼語言稱“國際主義”。 
2 今冩作“沙登”，音譯自馬來-印尼文 Serdang，森美蘭州仁保縣和吉打州南部另有兩個同名馬來

村落或小鎮，皆與蘇門答臘西部一個叫 Serdang 的地方同名，可見馬來人在馬來半島和群島之間

的跨境流動有一定的歷史與地缘因素，那是在東南亞新興國家未建立起來之前。戴隠郎回朱緖的

信中，把出生地冩作”沙汀“，地名冩法之殊异，呼應著特殊的時代。（朱緖，〈關於戴英浪〉，《星

洲日報》1980.01.27，14 版〈文化〉。 
3 主編《南洋商報.文漫界》期間，他嘗以筆名英浪撰文報導國内藝術動態，如附録所收四篇〈木

漫情報〉和一篇〈木運请報〉。文章分别報導了“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輪流次序的三條路

線、南昌木刻研究會的成立與展覽會，以及大陸各地木刻研究會的最新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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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都很逼真、傳神。”4魯迅在更早前為《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專輯》做

的序中也肯定了這些木刻青年的努力與表現：“近五年來遽驟然興起的木刻，雖

然不能說和古文化無關，但決不是葬中枯骨，換了新裝……它所表現的是藝術

學徒的熱誠，因此也常常是現代社會的魂魄。”5 

這更加堅定了一個青年以美術救國的信念與決心。大約在這時候，他已收

拾行裝，準備經香港返回南洋。在港期間，他與劉火子，以及上海國立藝專的

同學溫濤 6在香港成立深刻木刻社，以戴英浪為名發表美術作品，由此初見其

理想。這期間，他曾任教南粵中學，並和劉火子、李育中合編出版《今日詩歌》，

收有他的評論〈論象徵主義詩歌〉及詩作〈黃昏裏的歸隊〉。此外，他也在《南

華日報.勁草》、《時代風景》等副刊、雜誌發表詩作和評論。以下是他在《今

日詩歌》創刊號（1934 年 9 月）7 發表的詩作《黃昏裏的歸隊》8，當時他用的

筆名是隱郎：

赤金的/天外/夕陽/把歡呼活躍的波濤/染上點點殷紅的顏色 

粉綠的/廣漠/長空/披上火樣的輕綃/露出歡欣熾熱的微笑 

葬在蒼茫暮色的/遠處/歸舟/一艘一艘/抖擻起疲勞的瘦影/沈靜地向著堤岸

邁進

郁悶空氣/緊壓下的/艙中/爬上許多全身黝黑的人們/一艙一艙/一群一群/煤

炭油漿汙泥/把它們造成了鐵的隊伍 

隊中/突出了/長的鍬/短的鎚/粗大的竹槓/閃爍著殷紅的光輝/壯起炫人的行

色/CH  CHE  CH  CHE/旋律似的/群的步武/一陣一陣/湧動著高度的音

波/散播到廣汎的空間/湊成了/力的和諧/群的交響樂 

進   進   進/是一致的心情/是集體的呼聲/逝了  逝了/給黑暗之魔吞去

了/然而當力的群/鐵的隊伍/重新出動的時候/許是陽光普惠大地的黎明 

4 唐弢，《唐弢雜文集——海天集》（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225。 
5 毛曉平，〈魯迅與民間美術〉，《魯迅研究月刊》9(2000): 38。 
6 温濤是戴隱郎在上海學美術時的同學兼好友，戴隱郎在新加坡南洋商報編《文漫界》時，温濤

从香港寄来作品，1936 年 10 月 25 日曾刊出温的木刻版畫〈現代教育與街头兒童〉，1937 年 1
月 10 日《南洋商報.今日藝術》刊有温濤木刻版畫〈發軔之前〉。 
7 《今日詩歌》只出了一期，為二十四開本二十多頁。封面印上刻的“今日詩歌”四個大木刻字。

侯汝華、林英强等現代詩人也有詩作，後者後來也成為馬華作家。
8 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香港：天地圖書，1998）: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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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象徵主義詩歌》一文，戴隱郎分析了象徵主義詩歌的產生背景和技

法之後，便對中國象徵主義詩歌的前路提出批判。他點名批判在《現代》發表

詩作的幾位詩人，包括李金發、施蟄存、侯汝華、林英強 9 、鷗外鷗、林庚等。

對於中國象徵主義詩歌的存在與前路，他認為“象徵主義詩歌是以靈境的幻象為

出發點的，取材已回避現實，表現技法更主張用純暗示，和不可思議的詞句。

這麽一來，它底本身特征對目前的統治者是萬分適合的，所以自然是應時而存

在了。”10。作為左翼詩人、藝術家，他的現實主義觀點強調文藝作品對現實社

會的針對性，並指出當前現實問題之所在：“必須先把握到中國目前的社會現

狀。中國目前的社會現狀，誰都曉得是異常混亂的。農村經濟的日益崩潰，都

市的工商業給外來經濟侵襲的影響，和自身的過量發展底雙重矛盾，於是也跟

著世界現狀不景氣起來；社會隨地充滿了失業群，社會的各階層亦日益尖銳化，

矛盾地對立。因此罷工運動，社會運動的謀整個變革的現象時有發生，統治者

為欲維持社會安寧和自身穩健計，對於這些現象底發生，便不惜施予酷辣的政

治手段去彈壓、解決。”11香港學者陳智德教授指出戴隱郎的詩“隱約可透見三

十年代香港的都市生活”12，對於後文，則指出它“因應當時中國文學界既有的

討論而發”，故認為《今日詩歌》是珍貴的香港文學史料，同時也是研究三十年

代中國新詩的重要刊物。13 1935 年，他在香港《時代風景》發表〈抬頭、舉目、

開步走〉。

再跨境與藝術媒介的轉換

戴隱郎返馬後寓居怡保，以繪畫為生，並與畫友創辦南洋藝術研究社。抗

日戰爭爆發前，他移居星島，不久即積極參與該地美術活動。戴隱郎在新加坡

美術界活躍的時期介於 1936-38 年之間，參加的團體主要是青年勵志社和星洲

華人美術研究會。

根据新聞資料的活動報導顯示，他初到不久即參加星洲青年勵志社，并獲

選為委員會代表。其他文化界人士有潘醒農、王哥空、胡守愚、陳岳書、胡偉

9 林英強當時熱衷於象徵主義詩歌的創作，作品獲得李金發的推崇。抗戰時期，在《新時代》、《現

代》、《矛盾》、《詩歌月報》、《新詩》等雜誌發表作品，在大陸曾出版詩集《蝙蝠屋》（1934）《麥

地謠》、《沙漠船之旅歌》和《驄馬驅》（1937），南渡後轉向民俗和歷史研究。1939 年下南洋，

1949 年開始任職於吉隆坡中國報副刊主編，擔任〈文戈〉、〈展望〉等文藝副刊主編時，栽培了

不少馬華青年作者。1975 年 12 月逝世於吉隆坡。 
10 同註 7，頁 301. 
11 同上註。 
12 陳智德，《論香港詩歌 1925-1949》（香港嶺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2004）。 
1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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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等 26 人 。14 在 1937 年 2 月 7 日的星島華人美術研究會的留坡會員大會中，

戴隱郎被推舉為臨時主席。會議達至三項議案，一、每月舉行會員作品研究與

討論；二、餐叙與寫生活動；三、作品展覽會。他和當時其他美術界人士的推

動下，獲得了一定的成果。譬如，星洲華人美術研究會於 1936 年 6 月 25 日在

老巴殺口婦女青年會舉行美展會，共展出作品 160 幅，戴隱郎參展的作品畫目

包括〈窗外〉、〈村〉、〈欲雨〉、〈灶前〉、〈後街〉、〈火後〉、〈掙扎〉、

〈逃荒〉、〈縫衣婦〉、〈清道夫〉等 12 幅。主題非常寫實，與當時的參展作

品風格大不相同。15 1938 年 7 月假萊佛士女青年會（3-6 日）和中華總商會（8-10

日）舉行第三届畫展。“此次畫展，分水彩、油畫、图畫、雕藝等，凡 230 幅，

作者凡 33 人，合吾僑畫家于一炉，集南藝国苑之大乘。……该會同人，如張汝

器，戴隱郎等君，親臨招待，…是次畫品，多具南国作風，如张汝器君之马来

女人及吉宁老人油畫，神氣維肖，定價二百元，各畫之冠，蔡竹贞君之漁村歸

晚油畫，戴隱郎君之馬來村落水彩畫，均系即地寫生，為躍然纸上。……”16 此

外，他也積極推行漫畫藝術，如 1937 年 3 月 22 日南洋商報即有他以青年勵志

社漫畫展覽會籌備委員會主席名義開會的新闻報導，會議中，他被推舉負責起

草展覽宣言。

 初抵新加坡時，他在民衆學校執教，1936 年 5 月 24 日，入南洋商報編副

刊《文漫界》。這個版位專門刊登木刻、漫畫作品與探討木漫理論的文章，並

於該刊第二期發表〈木、漫在南洋〉，呼籲副刊編者正確看待木刻与漫畫，容

納這些作品，不遺餘力提倡木漫，藝術眼光超前，是戰前少有的作家。他本身

雖然立場左倾，但《文漫界》的選稿是開放的，“任何一項文化工程，只靠一二

人的努力是不够的：他必須多數人共同工作，才能有所成就，所以本刊的場面，

主張绝對公開。我們也明白：只有在共同工作底下，才能產生正確的理論；豐

美的成績……”。17 1936 年，馬來亚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與民間非共

產黨人士合作，組織了一個統一陣線進行抗日闘爭。其時戴隱郎為共產黨外圍

組織效勞，而當時南洋的國共势力仍壁壘分明。《文漫界》的創刊以及園地的

公開，正符合抗戰統一陣線的策略性需要。

14 南洋商報，1937.1.9。 
15 南洋商報，1936.6.26。 
16 南洋商報，1938.7.4。 
17 南洋商報，1936.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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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漫界》創刊之初，他身體力行，一口氣創作了八幅單圖漫畫和一幅素

描。他的漫畫除了宣揚抗日，也把畫筆瞄准社會黑暗面，譬如他以筆名英浪在

1936 年 8 月 9 日《南洋商報.文漫界》的一幅漫畫配有兩句： 

鼻子指上天的人自忖著：非此不足以示己之身份。

眼睛釘著地的人高興著：啊！給我發現了半截菸頭！

圗文搭配，刻畫出當時南洋華人社會貧富懸殊的現象。接著，有〈一九三七年

世界展望〉十幅漫畫 18、〈住口與起來〉、〈斬斷了他的臂膊〉19、〈起來！粉

碎一切束縛我們的枷鎖〉20、〈妻哭兒貓啼叫〉21、〈吊膀子〉22，〈名言選繪：

郭沫若語〉23、〈為實現總理主張而奮闘〉24 則嘲諷與反對蔣介石提倡三民主

義思想。

作為土生土長的馬來亞之子，他也把畫筆瞄準在地素材，譬如在《文漫界》

創刊號有一幅素描〈kahcheamputeh〉，把兜售炒白豆的赤脚印度小販的形貌勾

勒得惟肖惟妙，第 2 期〈Sahte Tarik〉25 速寫馬來沙爹（一种烤肉串）小販的

營生，第 3 期〈司閽者〉26速冩旁遮普守門人（大馬華人俗稱孟加里人），第

11 期〈在人家的門前〉27描繪馬來人的休閒生活；還有針砭社會問題的〈望：

（一）升降車旁的赤足者〉28、〈望：（二）頭家還不會來〉29等等，充分概括

了南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與特有的民族風情。跟抗戰題材的作品比較，這類作

品即從某個側面刻畫一個時代，却也跨越時代，具有更持久的藝術魅力。

 鲁迅於 1936 年 10 月 19 日因病逝世於上海，他當即於 10 月 25 日《文漫界》

發表两篇紀念文章〈悼導師鲁迅先生〉和〈導師.鲁迅〉，前者署名戴隱郎，後

者署英浪。毫無疑問，他是鲁迅革命精神的追随者，可見左翼鲁迅對他影響之

一斑。

18 南洋商報新年特刊，1937.1.1。 
19 星島週報，1937.2.20。 
20 南洋商報.今日婦女，1937.3.7。 
21 南洋商報.今日藝術，1937.4.11。 
22 漫畫配有文字：法西姑娘向全世界的文化工作者说：“孩子們！都跟我一道玩吧。” 
23 南洋商報新年特刊，1938.1.1，頁 38。 
24 南洋商報.獅聲，1939.3.14。 
25 南洋商報.文漫界，1936.5.31。 
26 南洋商報.文漫界，1936.6.7。 
27 南洋商報.文漫界，1936.8.2。 
28 南洋商報.文漫界，1936.6.7。 
29 同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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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 年 1 月 10 日，《文漫界》改名《今日》，他以「今日」命名的副刊

有七種，即《今日婦女》（1937 年 1 月 8 日創刊）、《今日劇影》（1937 年 1

月 9 日）、《今日藝術》（1937 年 1 月 10 日）、《今日文化》（1937 年 1 月

11 日）、《今日學術》（1937 年 1 月 12 日）、《今日教育》（1937 年 1 月 13

日）、《今日青年》（1937 年 1 月 14 日），每日一刊，極重視華人社會文化

低落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美術問題，他也關心婦女參與馬華文化建設

問題，譬如在〈别怕寂寞——致光華日報檳風編者蔚槐先生〉一文中批評檳風

編者因文化事業不獲婦女界響應而輕言寂寞的態度。30 在提升文化水平方面，

他在《今日文化》第 2 期發表了〈木刻、漫畫、新文字〉一文 31，再次提醒文

化界對木刻與漫畫的重視，以及作為大眾化文字的新文字在掃除文盲的作用，

這對當時文化風氣未開的華僑草根社會意義尤其重大；《南洋周刊》24 期發表

〈向馬華美術工作者召告〉，呼籲美術工作者摒棄保守的、個人主義、功利主

義的傳統，並動員組織起來，投入美術救亡。在抗戰大潮當前，面對當時偏安

的馬華美術界，戴隱郎的召告是可以理解的。

 2 月中《南洋文藝》創刊，他擔任主編，於每星期日出刊。4 月中旬至 6

月底，他從李天游手中接編著名副刊《獅聲》，這兩個副刊刊登文藝作品，寫

作者大多是《今日》的班底，形成一定的陣容。

 一直到 1937 年 7 月 1 日，傅無悶接任南洋商報經理與編輯主任，即大事改

組編輯部，戴隱郎不久去職，自創辦《大眾周報》，兼寫兼畫漫畫。

他在這段期間開始倡議和成立了馬來亞抗敵後援會（抗援會）的重要宣傳

組織之一——星洲業餘話劇社，這是一個馬共抗日外圍組織。該年 7 月，他因

南洋商報改組而離開，進入業餘話劇社，曾在星洲日報“現代戲劇”寫稿，根據

發刊號編後所言，該刊側重於演劇理論的介紹和技術的建立。這時候，他在新

加坡《電影與文化》以戴隱郎筆名發表不少的詩、詩論和一些散文。詩有長詩

〈 六叔〉、〈夥伴〉、〈壯行曲〉、〈別了，未來時代的主人〉，詩論有〈詩

人的態度和動向〉、〈一個輪廓〉、〈抬頭、舉目、開步走〉、〈論象徵主義詩

歌〉，散文有〈海洋底話〉、〈偉大的贊美〉、〈生之插曲〉、〈孩子的心〉。

他的抒情散文的雜感文字散見於《南洋週刊》、星洲日報副刊《現代戲劇》、

新國民日報副刊《新流》、南洋商報副刊《文漫界》、《今日藝術》、《獅聲》、

30 英浪，《别怕寂寞——致光華日報檳風編者蔚槐先生》，南洋商報.今日妇女，1937.1.29。 
31 英浪，《木刻、漫画、新文字》，南洋商報.文漫界，1937.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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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年》、《今日文化》、《今日婦女》等 32。1938 年初，他參與「各僑

賢對馬華救亡統一戰線的意見」的座談會，記錄刊於《南潮半月刊》第 4 期，2

月 14 日。也積極參與新加坡業餘話劇社，被選為研究組委員。這時期，戴隱郎

開始突出他的左翼作家身份。

 同年，他加入馬來亞共產黨，是年 8 月領導馬來亞共產黨外圍組織——馬

來亞各界抗敵後援會，成為總務，積極投身抗日。他也在這一年，參加了英國

皇家畫家學會展獲銀質獎章，開始展露出色的繪畫天份。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戴隱郎的任務主要是抗戰。這時候，除了西方勢力

在東北亞與東南亞的擴張，東方的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亦侵佔了中國東北、朝鮮

半島以及東南亞區域。1938 年在星島的戴隱郎，以漫畫作為一種武器，領導群

眾進行抗日。譬如一則簡短新聞〈街頭群眾歡迎反侵掠漫畫：漫畫已成為一種

武器〉揭示了當時戴隱郎扮演的角色：“星華擁護國際和平宣傳委員會漫畫股，

由戴隱郎君負則推動之下，本坡各界漫畫作者，均热烈參加此次擁護和會之繪

作，連日以來，產生大批救亡及反法西斯蒂侵略主義之作品，多至千餘幅，内

容富於刺激性，尤能鼓舞群眾爱國之情緒，並由各界青年學生分頭張贴於各游

藝場，茶樓酒店，社團機關，或十字街頭等處，甚得群眾之熱烈歡迎，可见漫

畫作品，已成為反侵略主義者之前哨兵矣。”。33 在他主持《文漫界》期間，

刊登了不少他自己的漫畫作品，他留下的漫畫作品，大體都得自此处。在推动

漫畫創作上，他身體力行，不遺餘力，1936 年 2 月 14 日他受國語夜學院之邀，

公開主講〈甚麽是漫畫？〉，同年 2 月 17 日在國語夜學院講〈漫畫的時代價值〉。 

目前可搜集到的戴隱郎在新馬留下的作品見於附錄，主要出自他編《南洋

商報.文漫界》時發表在該刊的隨筆、漫畫和木刻版畫。 

流動於東北亞與身份的切換

 1940 年 2 月他被英殖民當局逮捕，同年 5 月被強制遣送出境，輾轉到達上

海，從此開啟了他在東北亞之間的流動旅程。到上海翌年（1941 年）的 2 月 8

日，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簡稱華中分院）在江蘇鹽城西北角的貧兒院舊址

成立，戴隱郎加入該校任教務科副科長，兼美術系教員，這是為新四軍提供美

32 楊松年，〈〈獅聲〉研究之六——編者戴隠郎〉，《聯合早報》1984.04.23，32 版。 
33 南洋商報， 《街頭群眾歡迎反侵掠漫畫：漫畫已成為一種武器》1938.2.15，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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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教育的學校。34 他於此時轉為中共黨員。後來，他也以八路軍的身份活動。

他在政治和藝術界的雙棲也使他更為謹慎處理自己的身份，因而行動也更為低

調與隱秘。

 1945 年，日本投降以後，中國派員接收臺灣。從 1945 到 1949 年間，除了

大批接收官員和部隊進駐臺灣外，文化界人士如劉海栗、馬思聰、田漢、歐陽

予倩、張正宇等均曾赴臺舉辦畫展和演出。同時期，也有部分木刻家赴臺，其

中有黃榮燦、楊漠因（1945），朱鳴岡、荒煙、黃永玉、麥非（1946）、章西

崖、王麥桿、汪刃鋒、劉侖河、陳庭詩（1948）等。1947 年 8 月，戴隱郎在朱

鳴岡的引薦下來臺，他是這批美術人士當中年紀最大者。

在臺北期間，他曾與大陸戲劇家歐陽予倩、方螢、田漢、安娥、劉厚生，

木刻家朱鳴岡、汪刃鋒、劉崙、章西崖、麥桿、荒煙、陳耀寰、吳忠翰、黃永

玉、吳乃光、雷石榆、曹澤雲等在原樺山北路北門町一座日式平房作客或常住

35 。當時，這個寓所是臺灣和大陸作家、藝術家交流的地方，楊逵和呂赫若都

曾到此作客。36 戴隱郎連同其他大陸來臺的木刻版畫家包括王麥稈、章西崖、

陸誌庠、黃榮燦等，曾在臺召開和臺畫家的聯誼會，極力推介木刻與漫畫。他

們跟臺灣畫家的接觸也頗為頻密，以他來自華僑籍貫雜居的南洋人背景，以及

他本人的客籍身份，估計他以客語和臺語（南洋稱福建話）與臺灣美術家和作

家溝通應無障礙。按照文獻記錄，他跟其他大陸左翼美術家與臺灣美術界常有

會面。朱鳴崗在他的回憶中指出，1947 年冬，他到淡水楊三郎家裏做客，戴隱

郎也在場，其他在場者有李石樵、藍蔭鼎、黃榮燦、陸誌庠等。37 

戴隱郎和兒子戴鐵郎抵臺後，二二八事件過了近半年，但社會環境充滿了

躁動與不安，大陸版刻家與畫家把這個現實都表達在作品中。論者認為：“他們

的作品，普遍受到魯迅”八一藝社“思想的影響，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意識。抗

戰時期，木刻版畫快速的印刷，配合以誇張的造形，正是激勵民心、打擊敵人

的最佳武器；然而戰爭結束後，對外敵的攻擊，便轉而成為對執政者的批判、

34 新四軍為南方湘、鄂、贛、豫、閩、粵、浙、皖八省的抗日遊擊隊合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

四軍的簡稱，軍部於 1938 年 1 月成立於南昌。跟戴隱郎共事的另一位馬來亞華僑是莊五洲，即

設計新四軍著名臂章“N4A”的設計者。莊五洲父親為臺灣人，母親是日本人，一家在南洋謀生。 
35 據說這是黃榮燦在臺北的住宅（見朱采屏，1998：104）。根據戴鐵郎致謝里法信中透露，當

年他和父親在臺北時居住在水道町水源地羅斯福路三段二百巷三弄底。
36 黃永玉初抵臺北第二天便在一個報社副刊編輯做東請客的場合中見到楊逵。從黃永玉的敘述

推測，這批大陸來臺作家/美術家和臺灣作家時有在一起喝茶聊天，有楊逵在的場合也有“普式庚

胡子”的編輯在場，說明有黨機關線眼監視。（參黃永玉，1949.08.25） 
37 謝里法，〈中國左翼美術在臺灣〉，《我的畫家朋友們》（臺北：自立晚報，1988）：24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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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貪污腐敗的不滿、對弱勢族群的同情。”38，他們正是抱著這樣的心情看待戰

後回歸“祖國”的臺灣現實。這些版刻家與畫家在臺的時間短者二三個月，長者

二三年。由於白色恐怖的日益加劇，警備處開始逮捕行動，戴隱郎警覺性高，

通報友儕轉移。赴臺大陸木刻家/畫家除了黃榮燦、陳廷詩留下以外，其餘匆匆

離去，或突然失蹤。39 

根據記錄，這些來臺的木刻版畫家在許多雜誌和報紙的副刊上活躍了一段

時間。初至臺期間，戴隱郎在臺北師範學校擔任圖畫、手工藝課教師。隨父來

臺的兒子戴鐵郎時年 18 歲 40 ，他近年接受訪問時稱，乃父於“1947 年奉組織

之命到臺灣工作，後遇突發情況轉移到香港，參加中共華南文委領導的人間畫

會......”41。時局緊迫時，戴隱郎無法出門。鐵郎以孩子的身份，出面傳遞過許

多情報。“我曾單獨回過上海，傳遞有關臺灣高雄沿岸的布防情報”42，“在一年

時間中，曾到過基隆、臺中、臺南、高雄等地”43，可謂足跡踏遍寶島南北。 

 如果上世紀 70 年代掀起的臺灣鄉土運動在美術上標榜鄉土寫實風格，可以

說戴隱郎的臺灣左翼美術畫作是鄉土寫實的前驅之一。他留下的水彩畫作不

多，所知包括〈北投山麓〉、〈高雄港口〉、〈赤崁城遠眺〉和〈雪霽〉，後者

曾入選 1947 年第二屆全省美展（也稱省展），當時他以戴逸浪的名字參展，於

臺北市中山堂展出十天。44 據資料顯示，翌年他曾應邀參加第十一屆臺陽美

38 劉益昌、高業榮、傅朝卿、蕭瓊瑞，《臺灣美術史綱》（臺北：藝術家，2007）：298。 
39 1948 年 2 月 18 日夜，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許壽裳在教員宿舍遇害。5 月 19 日，臺灣省政府

主席兼警備總司令最高司令官陳誠宣布全臺戒嚴。戴隱郎等大陸畫家不告而別，給臺灣美術屆留

下疑雲，若幹年後他們的名字出現在對岸香港的報紙，這宗美術屆懸案終於大白。戴隱郎於 1948
年底到了香港。謝里法在報導文學《變色的年代》有非常精彩的敘述。謝里法，《變色的年代》

（臺北：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2013） 
40 戴鐵郎 1930 年 10 月出生於新加坡，1940 年隨父親回到中國。內戰末期，他隨父親到臺灣，

被安排到公路局工作。1948 年底離臺，曾短暫逗留香港，參與香港人間畫會活動，並成為會員，

這是由黃新波領導的左翼文化組織。返回大陸後，入上海美專學習，1953 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

院，被分派到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後擔任美術片導演。動畫片作品《我的朋友小海豚》獲 1982
年意大利國際兒童和青年電影節總統銀質獎，《黑貓警長》（編導、美術設計）獲 1985 年首屆“金
牛獎”等。《黑貓警長》於 1984 年開播時，獲得中國社會廣大歡迎。戴鐵郎現已離休，為中國美

術家協會會員。
41 陳正卿整理，〈愛國畫家、抗日老戰士戴英浪的坎坷一生〉，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編（2012）《都

會遺蹤》（上海：學林出版社，2012）：8。 
42 張小葉，〈戴鐵郎：藝術是我余生的歸宿〉（《文匯》：

http://whb.news365.com.cn/jjl/201210/t20121023_737591.html，2012） 
43 戴鐵郎，「戴鐵郎復謝里法函」（國立臺灣美術館編號 A-7，民 73 年 1 月 26 日）。 
44 1946 年臺灣省政府教育廳開辦「臺灣省全省美術展覽會」（簡稱省展），以延續之前的「臺灣

美術展覽會」（臺展）和「臺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府展）。除了戴隱郎，同時入選的大陸來臺

美術家有黃榮燦（《彩色農村》）、麥非（《水碓》和朱鳴岡（《畫像》、《早晨》），本屆入選者共 58

http://whb.news365.com.cn/jjl/201210/t20121023_737591.html%EF%BC%8C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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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兒子鐵郎也留下畫作〈高山族織女〉、〈日出而作〉和木刻〈老百姓〉。在

臺期間，戴隱郎留下的作品不多，都是臺灣風景畫，一方面是因二二八事件以

後，省政府對大陸來臺木刻家開始起疑，他畫風景也許是出於掩護身份的考量，

另一方面，借著遊覽臺灣各地山水之便，考察臺灣形勢。當然，亞熱代臺灣景

色、人種、語言與多元社會色調，讓這位南洋馬來亞出生的華僑似曾相識。可

以這麽說，他對臺灣的親切與好感也並非完全出於政治原因。

 1955 年 2 月 23-24 日，他在上海文匯報連載《臺灣周圍的島嶼》，更早之

前（1955 年 1 月 31 日）寫成〈臺灣的美術界〉一文，全文四千字，介紹臺灣

狀況。臺灣美術界對他給予正面的評價：“他回到大陸後，孜孜不倦的介紹臺灣，

說他是大陸介紹臺灣美術情況的第一人，洵非過言”。45 根據謝里法，臺灣美

術裏的反抗精神“是中國大陸來臺的畫家以臺灣社會為題材而作的木刻版畫......

這同時還有一批從事文藝工作的年輕人，曾是中國抗日期間文宣隊的活躍人

物，也到臺灣到報社或雜誌社從事編輯工作，或在學校裏當教員，留下許多反

映臺灣社會的木刻版畫，其中不乏具有抗議精神的作品。”。46 這時候的戴隱

郎，與其說是一個左翼文化人，倒不如說是一個積極的抗戰救亡工作者。際此

日本帝國-殖民主義崩潰的時刻，給一個出生於英屬殖民地的南洋之子的莫大感

觸，他把臺灣和大陸視為一個整體，表面上是民族主義者的訴求，當這跟自己

的南洋經驗與潛意識作比較，何嘗沒有被遺棄的孤兒尋回娘親的激情？他對臺

灣的關懷，帶有一個自南洋越境、流亡的雙重邊緣者（相對於殖民統治者和文

化母國）對地方與鄉土特有的情感認知。易言之，結合他的南洋身份，以及被

殖民的成長經驗，以及在東南亞和東北亞之間的流徙，使他能從超越的角度看

待地方和鄉土。

 1940 年初，戴隱郎被英殖民政府強制遣送出境，從此告别了馬來亞；1948

年二二八事件不久，他在風聲鶴唳局勢中不知何時隱逸、潛逃離臺。兩個時間

兩種境遇，都是被迫離開。他的身份，因時而易，因地制宜。他是文人，也是

畫家/版畫家；是南洋華僑，也是中國歸僑；是馬共，也是中共；是左派，後來

人。展出日期為 1947.10.22 至 11.02。 
45 陳樹升、梁奕森，《世紀刻痕——臺灣木刻版畫展附錄，1945-2005》（臺中：臺灣美術館，2008）：
4。 
46 謝里法，〈中國左翼美術在臺灣〉，《我的畫家朋友們》（臺北：自立晚報，1988）：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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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被劃為右派。47 對於一個南洋左翼北歸文人，他什麽都是，什麽都不是，隱

匿就是他的身份，一如他的筆名——隱郎。 

在 1957 年大陸的反右闘爭中，戴隱郎與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的其他教師

被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盡折

磨。後獲平反，在浙江美術學院工作，至 1985 年 6 月 8 日在杭州病逝。他生前

是中國美術家協會浙江分會會員。 

小结：歸程何處？ 

戴隱郎的宿命身份代表著一定的隱匿性与隱喻。作為左翼文人，他的流亡

與流寓體現了特殊的意義與精神內涵。在抗戰時期，左翼知識者-文人共享一個

烏托邦理想，配合行動勇往直前。作為第三世界或東亞邊緣地區的左翼文人如

戴隱郎，他的機遇跟中國左翼文人的遭遇又略有不同。戴隱郎隨時面對殖民帝

國的搜捕與拘禁，遭受驅趕或被強制遞解出境。對於戴隱郎，縱使南洋是他的

生身之地，現實卻不允許他安顿下來。  當化外歸來的僑胞回到了老帝國的懷

抱裏，心靈上仍不得不繼續流離。因此，流亡、流寓以致放逐，成為東亞邊緣

左翼知識者-文人的宿命，一種生存姿勢和精神符號。他在 1936 年 11 月 22 日

刊登於《南洋商報.文漫界》的一幅木刻〈歸程何處〉，饒有意味。畫中一個戴

斗笠的男子帶著一個約莫八九歲的小男孩（可不是戴鐡郎？），佇立在街燈下，

而車流熙攘，車燈透亮。這幅版畫也許是作者的自况，畫中人似在張望與等待，

又似在猶豫著，也許父子倆渴望歸家，但家在哪？他最終選擇繼續旅程，在東

北亞之間流寓。 

對南洋左翼作家戴隱郎而言，藝術媒介的選擇與呈現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考

量。戴隱郎被英殖民政府驅逐出境以後，大部分時間從事漫畫和水彩畫。尤其

在 1947 年在臺時期，他留下了一些反映臺灣社會底層生活的畫作。但無論是美

術或其他藝術表現形式，終離不開表現社會現實，尤其是階級剝削以及下層階

級被壓迫的現實，還有揭發帝國-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的腐敗。可以這麽說，左

翼文化人的創作媒介對準未敢被正視的最黑暗、齷齪的社會與下層現實，圖引

起大眾的反應。在二戰後帝國面臨崩潰，殖民主義伺機反撲的前十年，左翼陣

營對此藝術理念取得了絕大的信心。 

47 後來在大陸反右運動中被拘捕，臺灣的畫友們方從媒體上獲知他的訊息。臺灣美術家楊英章

在一篇文章中披露戴隱郎等來臺左翼畫家在二二八事件之後神秘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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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隱郎這個名字，在馬華藝文界是個隱秘的符號，這不僅跟他的政治身份

與活動有關，他在文藝界也有多重身份，橫跨雜文、隨筆、詩歌和文藝評論、

電影評論、木刻版畫、漫畫、水彩畫等數個領域。換句話說，他拿鋼筆、畫筆、

雕刻刀，也握槍。在不同的歷史時間與不同的地域，他以不同的藝術媒介在不

同的地方與群眾交流，身份的轉換，隱隱透露了一個左翼知識分子-文化人在被

放逐、流亡的無奈中的選擇，同時也導致這種交流模式的困難。今人談論他的

時代時，他的身影偶爾閃現在熱火朝天的抗戰救亡運動裏，文藝的戴隱郎始终

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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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鐵郎  民 73 年 1 月 26 日「戴鐵郎復謝里法函」，國立臺灣美術館編號 A-7 

 （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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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戴隱郎發表在新馬報刊的作品（闕遺待補）

发表時间 笔名与作品名称 出处 備註

1935.12.21 戴隱郎〈多生一隻耳朵〉 《南洋風週刊》創

刊號

漫畫

1936.01.11 戴隱郎〈歲首感言〉 《南洋風》 隨筆

1936.02.17 戴隱郎〈“漫畫的時代價值”，
戴隱郎在國语夜學院之演讲〉

《南洋商報》 演講词

1936.05.24 隱郎〈發軔〉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 期 
創刊語

1936.05.24 隱郎〈推進〉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 期 
漫畫

1936.05.24 隱郎〈狩獵歸來〉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 期 
漫畫

1936.05.24 隱郎〈呼籲者〉 《南洋商報.文漫 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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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第 1 期 
1936.05.24 隱郎〈人上人〉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 期 
对话短文

1936.05.24 Inlong，無題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 期 
漫畫

1936.05.24 隱郎〈意識形態〉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 期 
對話短文

1936.05.24 Inlong，無題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 期 
漫畫

1936.05.24 Inlong，無題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 期 
漫畫

1936.05.24 Inlong，無題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 期 
漫畫

1936.05.24 Inlong，無題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 期 
漫畫

1936.05.24 隱〈Kahcheamputeh〉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 期 
漫畫

1936.05.31 隱郎〈木漫在南洋〉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 期 
短評

1936.05.31 戴隱郎〈曙光在前〉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 期 
短評

1936.05.31 戴隱郎〈漢奸之路〉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 期 
木刻版畫

1936.05.31 Inlong，無題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 期 
漫畫

1936.05.31 Inlong，無題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 期 
漫畫

1936.05.31 Inlong，無題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 期 
漫畫

1936.05.31 Inlong，無題 漫画

1936.05.31 戴隱郎〈Sahte Tarik〉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 期 
漫畫

1936.06.07 戴隱郎〈來一個堅牢的握手〉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3 期（南国

木运专号）

隨筆

1936.06.07 隱郎〈導火線〉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3 期 
漫畫

1936.06.07 Inlong〈望：（一）升降車旁的

赤足者〉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3 期 
漫畫

1936.06.07 Inlong〈望：（二）頭家還不會

來〉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3 期 
漫畫

1936.06.07 隱〈司閽者〉 《南洋商報.文漫 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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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第 3 期 
1936.06.07 隱郎〈逃荒〉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3 期 
木刻版畫

1936.06.14 戴隱郎〈我深信著〉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4 期 
隨筆

1936.06.14 隱郎〈生活〉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4 期 
漫畫

1936.06.14 戴隱郎〈伴〉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4 期 
漫畫

1936.06.14 Inlong，無題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4 期 
漫畫

1936.06.14 隱〈大眾語之一〉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4 期 
漫畫

1936.06.14 Inlong，無題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4 期 
漫畫

1936.06.14 隱〈街頭速寫之一〉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4 期 
漫畫

1936.06.21 戴隱郎〈作者的良心〉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5 期 
雜文

1936.06.21 隱郎〈兩個答覆：關於拓印木

刻的墨〉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5 期 
雜文

1936.06.21 英浪〈文化人的任務〉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5 期 
漫畫

1936.06.21 戴隱郎〈揮動〉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5 期 
木刻版畫

1936.06.28 戴隱郎〈靈感圈外〉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6 期 
隨筆

1936.06.28 戴隱郎〈多足獸的受困〉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6 期 
漫畫

1936.06.28 Inlong，無題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6 期 
漫畫

1936.06.28 Inlong〈調解者〉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6 期 
漫畫

1936.06.28 戴隱郎〈怒視 〉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6 期 
木刻版畫

1936.07.05 戴隱郎〈一個提供——獻給新

興的木刻作者〉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7 期（木刻

特輯）

介绍德国凯

特.珂尔维

支夫人木刻

1936.07.05 戴隱郎〈先驅〉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7 期 
木刻版畫

1936.07.12 戴隱郎〈工場速記〉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8 期 
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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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07.12 戴隱郎〈劃時代的買賣〉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8 期 
漫畫

1936.07.12 戴隱郎〈縫衣婦〉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8 期 
木刻版畫

1936.07.19 戴隱郎〈當心啊! 〉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9 期 
漫畫

1936.07.19 戴隱郎〈工場一角〉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9 期 
木刻版畫

1936.07.26 戴隱郎〈論題材〉（未完）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0 期 
評論

1936.07.26 戴隱郎〈酣睡剛醒的人〉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0 期 
漫畫

1936.07.26 英英輯〈關於讀書〉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0 期 
輯錄

1936.07.26 戴隱郎〈小憩〉 《南洋商报.文漫

界》第 10 期 
木刻版畫

1936.08.02 戴隱郎〈論題材〉（續）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1 期 
評論

1936.08.02 戴隱郎〈摩登悲喜劇〉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1 期 
六格漫畫

1936.08.02 浪浪輯〈付之一笑〉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1 期 
隨筆

1936.08.02 英浪〈在人家的門前〉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1 期 
漫畫

1936.08.02 戴隱郎〈抬頭 〉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1 期 
木刻版畫

1936.08.09 戴隱郎〈論題材〉（二續）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2 期 
評論

1936.08.09 英浪〈木漫情報〉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2 期 
輯錄

1936.08.09 英浪，無題 南洋商报.文漫界 漫畫 
1936.08.09 戴隱郎〈捉迷藏〉（又名點火

競賽）

《南洋商报.文漫

界》第 12 期 
漫畫

1936.08.09 戴隱郎〈起重者〉 《南洋商报.文漫

界》第 12 期 
漫畫

1936.08.09 英浪〈横豎朋友不是自己！〉 《南洋商报.文漫

界》第 12 期 
漫畫

1936.08.16 戴隱郎〈論題材（三續）〉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3 期 
評論

1936.08.16 英浪〈木漫情報〉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3 期 
輯錄

1936.08.16 隱郎〈民事徘徊〉 《南洋商報.文漫 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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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第 13 期 
1936.08.16 隱郎〈親善的典范〉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3 期 
六格漫畫

1936.08.16 戴隱郎〈國防作者在中國〉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3 期 
木刻版畫

1936.08.23 戴隱郎〈作家群像〉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4 期 
漫畫

1936.08.23 戴隱郎〈這一群〉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4 期 
木刻版畫

1936.08.30 戴隱郎〈論题材〉（續完）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5 期 
評論

1936.08.30 朗〈木漫情報〉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5 期 
輯錄

1936.08.30 戴隱郎〈艇上生涯〉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5 期 
木刻版畫

1936.08.30 隱郎〈英雄本色〉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5 期 
三格漫畫

1936.09.06 戴隱郎〈論木刻藝術：（一）

木刻的定義、（二）木刻的存

在條件〉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6 期 
藝評

1936.09.06 Inlong，無題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6 期 
速寫

1936.09.06 戴隱郎〈唯唯是命與不知所云〉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6 期 
四格漫畫

1936.09.06 戴隱郎〈把那骯髒惡濁的東西

都鏟出去!〉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6 期 
木刻版畫

1936.09.13 戴隱郎〈論木刻藝術：（三）

木刻作者應有的認識和决定〉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7 期 
藝評

1936.09.13 戴隱郎，無題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7 期 
漫畫

1936.09.13 戴隱郎〈生活線上〉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17 期 
木刻版畫

1936.09.20 戴隱郎〈論木刻藝术：（四）

該怎样着手，（五）材料的選

擇和工具的運用〉

《南洋商报.文漫

界》第 18 期 
藝評

1936.09.20 朗〈木漫情報〉 《南洋商报.文漫

界》第 18 期 
輯錄

1936.09.20 戴隱郎〈旅人〉 《南洋商报.文漫

界》第 18 期 
木刻版畫

1936.09.27 戴隱郎〈論木刻藝術：（六）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0 期 
藝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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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拓印〉（續完）

1936.09.27 英浪〈補〉（生活速寫）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0 期 
漫畫

1936.09.27 戴隱郎〈舉目〉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0 期 
木刻版畫

1936.10.04 英浪〈登記：工場生活之一〉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1 期 
漫畫

1936.10.04 英浪〈登記：工場生活之二〉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1 期 
漫畫

1936.10.18 戴隱郎〈簡論速寫〉（上）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3 期 
藝評

1936.10.18 英浪〈今代阿 Q“賂選” 〉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3 期 
四格漫畫

1936.10.18 戴隱郎〈拉夫在巷角〉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3 期 
木刻版畫

1936.10.25 戴隱郎〈致敬〉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4 期 
雜文

1936.10.25 戴隱郎〈悼導師鲁迅〉 《南洋商報.文漫

界》24 期 
诗歌

1936.10.25 朗〈木运情報〉 《南洋商報.文漫

界》24 期 
輯錄

1936.10.25 隱郎〈未完的路還得走啊! 〉 《南洋商報.文漫

界》24 期 
漫畫

1936.10.25 英浪〈導師鲁迅〉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4 期 
木刻版畫

1936.11.01 英〈蘇聯版畫集，鲁迅先生選

并序良友公司出版〉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5 期 
隨筆

1936.11.01 戴隱郎〈掙扎〉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5 期 
木刻版畫

1936.11.08 朗輯〈鲁迅先生遺教〉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6 期 
輯錄

1936.11.08 隱郎〈編餘隨筆〉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6 期 
隨筆

1936.11.08 Inlong，無題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6 期 
漫畫

1936.11.08 戴隱郎〈武装談判〉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6 期 
漫畫

1936.11.08 戴隱郎〈帶著光明來〉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6 期 
木刻版畫

1936.11.15 戴隱郎〈簡論速寫〉（中）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7 期 
藝評

1936.11.15 英浪〈从漫隨筆〉 《南洋商報.文漫 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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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第 27 期 
1936.11.15 隱郎〈速寫三家（三）？〉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7 期 
速描

1936.11.15 戴隱郎〈素描两種：（一）木

刻家温濤式〉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7 期 
素描

1936.11.15 戴隱郎〈破曉〉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7 期 
木刻版畫

1936.11.22 英浪〈每週漫筆〉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8 期 
隨筆

1936.11.22 戴隱郎〈歸程何處〉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8 期 
木刻版畫

1936.11.29 編者〈“全國漫畫展覽會”：馬

華作者的意見〉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9 期 
隨筆

1936.11.29 隱郎〈我們現在可以動手了〉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29 期 
漫畫

1936.12.13 戴隱郎〈政治漫畫和漫畫作者〉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31 期 
評論

1936.12.13 戴隱郎〈穿紙而過〉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31 期 
漫畫

1936.12.20 戴隱郎〈上海木刻作家協會成

立宣言〉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32 期 
剪輯

1936.12.20 戴隱郎〈大屠殺開始的前

夜——戰神與死神碰杯〉 
《南洋商報.文漫

界》第 32 期 
漫畫

1937.01.10 戴隱郎〈關於“今日”的開始〉 《南洋商報.今日

藝術》第 1 期 
隨筆

1937.01.11 英浪〈努力的目標〉 《南洋商報.今日

文化》第 1 期 
雜文

1937.01.12 英浪〈名家與名作〉 《南洋商報.今日

學術》第 1 期 
隨筆

1937.01.12 隱郎〈世界文化人的浩劫〉 《南洋商報.今日

學術》第 1 期 
漫畫

1937.01.13 英浪〈教育的意義〉 《南洋商報.今日

教育》第 1 期 
雜文

1937.01.13 隱郎〈不得亂進〉 《南洋商報.今日

教育》第 1 期 
漫畫

1937.01.14 英浪〈這一期〉 南洋商報.今日青

年》第 1 期 
隨筆

1937.01.15 英浪〈我們期待著〉 《南洋商報.今日

婦女》第 11 期 
雜文

1937.01.17 隱郎〈散工〉 《南洋商报.今日

藝术》第 2 期 
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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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01.18 英浪〈木刻.漫畫.新文字〉 《南洋商報.今日

文化》第 2 期 
評論

1937.01.20 英浪〈現代教育的特質〉 《南洋商報.今日

教育》第 2 期 
評論

1937.01.21 英浪〈從一張白紙説起〉 《南洋商報.今日

青年》第 2 期 
雜文

1937.01.26 英浪《只從片面看是不夠的》 《南洋商報.今日

學術》第 3 期 
評論

1937.01.27 戴隱郎《论兒童圖畫教育》 《南洋商報.今日

教育》第 3 期 
評論

1937.01.28 英浪〈青年的人格〉 《南洋商報.今日

青年》第 3 期 
雜文

1937.01.29 英浪〈别怕寂寞——致光華日

報檳風編者蔚槐先生〉

《南洋商報.今日

婦女》第 4 期 
評論

1937.01.30 英浪〈業餘劇團之必要組織〉 《南洋商報.今日

劇影》第 4 期 
雜文

1937.02.02 英浪〈真理的認識〉 《南洋商報.今日

學術》第 4 期 
雜文

1937.02.03 戴隱郎〈论兒童圖畫教育〉 《南洋商報.今日

教育》第四期

評論

1937.02.04 英浪〈打落門牙和血吞〉 《南洋商報.今日

青年》第 4 期 
雜文

1937.02.06 英浪〈我們需要的業餘劇團〉 《南洋商報.今日

劇影》第 5 期 
雜文

1937.02.07 英浪〈漫談漫畫國畫〉 《南洋商報.今日

藝術》第 5 期 
藝評

1937.02.10 戴隱郎〈论兒童圖畫教育（三

續〉

《南洋商報.今日

教育》第五期

評論

1937.02.16 英浪〈主觀和客觀的把握〉 《南洋商報.今日

學術》第 6 期 
雜文

1937.02.17 戴隱郎〈論兒童圖畫教育〉（四

續）

《南洋商報.今日

教育》第 6 期 
評論

1937.02.24 戴隱郎〈論兒童圖畫教育〉（五

續

《南洋商報.今日

教育》第 7 期 
評論

1937.02.25 英浪〈紙屑〉 《南洋商報.今日

青年》第 7 期 
杂感

1937.03.01 英浪〈嚴肅工程的開始〉 《南洋商報.今日

文化》第 8 期 
雜文

1937.03.03 英浪〈為民族生存而教育——
敬獻全馬教育工作者〉

《南洋商報.今日

教育》第 8 期 
雜文

1937.03.03 戴隱郎〈論兒童圖畫教育〉（六 《南洋商報.今日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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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教育》第 8 期 
1937.03.05 英浪〈今日的話〉 《南洋商報.今日

劇影》第 9 期 
隨筆

1937.03.10 戴隱郎〈論兒童圖畫教育〉（七

續）

《南洋商報.今日

教育》第九期

評論

1937.03.11 英浪〈我們在苦難中行進

著——敬獻馬來亞青年大衆〉 
《南洋商報.今日

青年》第 9 期 
雜文

1937.03.17 戴隱郎〈論兒童圖畫教育〉（八

續）

《南洋商報.今日

教育》第 10 期 
評論

1937.04.09 英浪〈也許〉 《南洋商報.獅聲》 诗歌 
1937.04.10 英浪〈伙伴〉 《南洋商報.獅聲》 诗歌 
1937.04.22 英浪〈别跨上模棱兩可的路〉 《南洋商報.今日

青年》第 15 期 
雜文

1938.07.30 耶鲁、吳天、洪濤、英浪、厭

之〈我們的態度〉

《南洋商報.獅聲》 隨筆 

1939 英浪〈向馬華美術工作者昭告〉 《南洋週刊》24 期 評論 
1939 疾流〈馬華美術工作者工作綱

領〉

《南洋週刊》33 期 評論 

1939 疾流〈1939 年救運中的馬華思

想總檢討〉

（待查） 評論



華語語系與南洋書寫：臺灣、馬華、新華文學與文化

146 



147 

（後）離散敘事、文化認同，及身份定位
的難題——當代馬華詩人的南洋書寫 

張光達

作 家

馬來西亞華人，祖籍福建同安。畢業於馬來亞大學。是詩人，也是文學評論家。

編著有《馬華現代試論——時代性質與文化屬性》（2009）、《馬華當代詩論──
政治性、後現代性與文化屬性》（2009）、《辣味馬華文學：90 年代馬華文學爭

論性課題文選》（2002）、《風雨中的一枝筆：當代馬華詩人作品評述》（2001），
等書。學術論文收錄於馬華作協編《馬華文學大系：評論卷》、陳大為等編《赤

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 II》、《海峽兩岸現當代文學論集》、《中國現代文學半年

刊》等。

摘要

本文擬討論當代馬華詩人書寫南洋的詩作，探究其歷史語境、文化身份與書寫

策略的糾葛關係。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馬華詩人持續書寫南洋，以主題的

方式記載呈現馬華文學的南洋書寫，這些廣義的「南洋詩」，爲馬華離散文學史，

或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值得關注的層面。從游以飄的詩

作〈南洋博物館〉談起，是當代馬華詩人書寫南洋的先聲，之後陸續有南洋詩

的寫作，至世紀末的陳大爲，以主題聚焦的組詩形式，透過十五首南洋史詩，

重寫南洋歷史，出版詩集《盡是魅影的城國》，敘述馬來半島華族文化身份與書

寫主體的錯綜複雜關係。新世紀前十年，林健文以一册《貓影偶爾出現在歷史

的五脚基》，以兩輯的組詩，透過編年史的方式，分别寫下了南洋歷史與家鄉馬

來西亞的觀感，進而抒發其對馬來半島斯土斯民與文化身份的認同。由於這些

南洋詩剖析詩人的寫作心路歷程，並處理南洋華人的離散歷史敘事、馬來西亞

半島的族群政治議題、文化身份定位的難題，詩中夾敘夾議的批評力道，嘗試

融入在地的後離散情境，强烈顯示馬華當代詩人的華語語系表述。本論文分爲

六個部份，前言闡明四個關鍵詞：當代馬華詩人、南洋詩、離散、華語語系，

内文三個部份各别以游以飄、陳大爲、林健文的南洋詩作爲例，分析南洋詩中

的族群離散歷史、文化認同與身份定位，如何透過大寫的歷史敘事與個人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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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小敘事，以跨界的視野或對抗記憶的方式，建構歷史認同、文化想像與書

寫主體的認同屬性。第四個部份則透過詩中的南洋書寫作爲南洋華語語系表述

之爲歷史和之爲理論的層面，討論歷史現實的駁雜多樣，以詩中的對抗記憶的

批判性、跨國視界的多維批評來提出一個初步的理論概念。結語部份嘗試跳脱

出在地-離散，反離散-再離散的二分法框架，爲當代華裔弱勢群體的重層脈絡、

身份定位、二重或多重的離合辯證的主體性，提出後離散的南洋／馬來西亞華

語語系表述。

關鍵詞： 當代馬華詩人、南洋詩、離散、後離散、文化認同、南洋華語語系

對任何國家或文化團員而言，認識地方或是認知他們的所在，不是附加條件，

而是必要條件。

——瑪格麗特•愛特伍德，《存活》，1972 

我將華語語系文學視爲存在於特定時間與地域的一種情境文學......每個華語語

系文學作品將其對特殊的時空想像（chronotope）自我表達成形，此特殊的時空

座標便是作品處理的公眾領域。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2017 (2011) 

前言

本文擬討論馬華當代詩人書寫南洋的詩作，探究其歷史語境、文化身份與

書寫策略的糾葛關係。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馬華當代詩人持續書寫南洋，

以主題的方式記載呈現馬華文學的南洋書寫，這些廣義的「南洋詩」，爲馬華離

散文學史，或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值得關注的層面。首

先從游以飄在花踪文學獎的首獎作品〈南洋博物館〉談起，是1990年代以來當

代馬華詩人書寫南洋的先聲，之後陸續有南洋詩的寫作，至1990年代末的陳大

爲，以主題聚焦的組詩形式，透過十五首南洋史詩，重寫南洋歷史，出版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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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是魅影的城國》，敘述馬來半島華族困境與書寫主體的錯綜複雜關係。邁入

21世紀前十年，林健文出版一部《貓影偶爾出現在歷史的五脚基》，詩集裏以兩

輯的詩作，分别寫下影響華人深遠的南洋歷史事件與家鄉馬來西亞的觀感，進

而抒發其對馬來半島斯土斯民與文化身份的認同。

由於這些南洋詩剖析詩人的寫作心路歷程，並處理南洋華人的離散歷史議

題、馬來西亞半島的族群政治議題、文化身份認同的難題，詩中夾敘夾議的批

評力道，表達南洋華人由於地方（place）與置換（displacement）所產生的身份

認同調整，必須重新指認「家鄉」或「家國」的歸屬感，一方面嘗試融入在地

的後離散情境，另一方面後殖民情境中存在的强勢族群和弱勢族群兩種不同的

歷史文化想像，造就弱勢族群在身體地理或精神心理上再離散現象，强烈顯示

馬華當代詩人的華語語系表述。其中族群的離散歷史敘事、文化想像與身份定

位的思考，在詩裏行間交錯纏繞，最爲可觀。本論文分爲六個部份，前言闡明

四個關鍵詞：當代馬華詩人、南洋詩、離散、華語語系，内文三個部份各别以

游以飄、陳大爲、林健文的南洋詩作爲例，分析南洋詩中的族群離散歷史、文

化認同與身份定位，如何透過大寫的歷史敘事與個人家族史的小敘事，以跨界

的視野或對抗記憶的方式，建構歷史認同、文化想像與書寫主體的認同屬性。

第四個部份則透過詩中的南洋書寫作爲南洋華語語系表述之爲歷史和之爲理論

的層面，討論歷史現實的駁雜多樣，以詩中的對抗記憶的批判性、跨國視界的

多維批評來提出一個初步的理論概念。結語部份嘗試跳脱出在地-離散，反離散

-再離散的二分法框架，爲當代華裔弱勢群體的重層脈絡、身份定位、二重或多

重的離合辯證的主體性，提出後離散的南洋／馬來西亞華語語系表述。

在進入論文對當代馬華詩人的南洋詩或南洋書寫的討論之前，文中幾個重

要的論述概念或術語的運用，有必要先作出釐清，以免造成讀者的困擾。首先

是「當代馬華詩人」的「當代」，我指的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以來活躍與持

續發表詩作或出版詩集的馬華詩人，以便區别於1990年代之前時期的作品。之

所以如此，是因爲馬華詩歌在進入1990年代後，普遍上呈現出多元化的表現方

式。這個時期，一方面中生代詩人（四、五字輩詩人，也包括一部份早出道的

前六字輩詩人）調和了現代主義的語言技巧與現實主義的生活視角，「寫實兼寫

意」是他們詩語言的普遍基調；一方面年輕詩作者或新生代詩人（特指六字輩

以降）在此時崛起，揉合現代與後現代的語言技巧，來表達對社會現實、日常

生活和政治情境的觀感和新感受，這個詩語言的特徵還延續到21世紀。馬華詩

歌在1990年代的時間點上經歷了一個鮮明和重大的語言轉折，因應馬來西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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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會演變，詩人們用一種嶄新的語言表達形式，呈現更具靈活性、多元的

面貌格局，對即將邁入新世紀的政治社會變遷作出了省思和回應。因此具體的

說，本文的「當代馬華詩人」限於1990年代過後這段時期發表詩或出版詩集的

詩人，包括在地和海外的馬華詩作者。1 

而這個時期的馬華詩人用詩的文類形式來書寫南洋，或以南洋作爲書寫主

題／題材的詩作，便是本文所謂的「南洋詩」，採取一個較爲寛鬆的定義，廣義

的南洋書寫的詩作。我發現到1990年代以來，南洋書寫，成爲詩人的寫作重心，

不少當代馬華詩人都以南洋詩來抒發自我身份屬性的感受和對書寫主體存有的

探問，更不乏以歷史敘事詩的文類角度來重建歷史記憶和藉此抗衡主流論述。

這個南洋書寫的現象在1990年代之前是完全看不到的。二戰以後，當時通稱爲

「南洋」的東南亞諸國民族主義興起，原屬西方殖民地的國家如菲律賓（1946）、

緬甸（1948）、柬埔寨（1953）、馬來亞（1957）、新加坡（1965）紛紛獨立建國，

這些新興國家採取較戰前嚴格的移民政策，改變了從前中國移民在南洋各地相

對自由流動的局面。留下來的華人離開原鄉日久，大部份入籍成爲新興國家的

國民，本土意識滋長，由戰前的漂泊異鄉當異客，轉而成爲落地生根的公民，

本土研究逐漸取代南洋研究。2這個時期，國家理念對於在地華人的衝擊，遠大

於區域概念所產生的影響，「南洋」概念逐漸模糊，「馬來西亞」體制益愈重要，

在地現實讓華族思考國家，更多於想像區域。3而在馬華文學方面，在1950年代

過後，作家文人筆下書寫的重心也從南洋色彩的提倡，轉向馬來亞／馬來西亞

地方性和現實社會的關注，從196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三十年間，南洋一詞鮮少

見於馬華文學作品，遑論以南洋作爲書寫主題的文類創作。然而在1990年代後，

無論是小說或詩歌，南洋書寫從冒現到大放異彩，令人刮目相看。當代馬華詩

人在詩中追憶緬懷南洋的人事物，透過個人私我的家族史—小敘事，以對位法

（contrapuntal）的表現形式，交織對照南洋華人的移民—離散歷史敘事，從小

我到大我，再從大我落實回小我身上，透過南洋書寫，詩人得以剖析自我的寫

作心路歷程、認據文化身份屬性和體會主體的情感效應。4本文底下以游以飄、

1 有關1990年代馬華詩歌語言的重大轉折和斷代的分析，以「當代詩」取代「現代詩」的倡議，

見張光達《馬華當代詩論：政治性、後現代性與文化屬性》（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9）。 
2 李金生〈一個南洋，各自界說：「南洋」概念的歷史演變〉，載《亞洲文化》30期，2006年6月，

頁113-123。 
3 游俊豪《移民軌跡和離散論述：新馬華人族群的重層脈絡》（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頁

161。 
4 對馬華當代詩的南洋書寫現象，一個脈絡化的描述，見我的論文〈後南洋寫作：重寫歷史與地

方記憶--以馬華文學的「南洋詩」爲例〉，「2010第一届亞太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主辦單位：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2010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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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大爲、林健文的南洋詩爲例子，試圖對此議題作出更深入的分析。

另外一組詞彙是「離散」與「華語語系表述」，兩者在當代的海外華人學術

研究上，既存有相輔相成的關聯，又含有相互拒斥的依違關係，也是下文所欲

探討的重點所在，這兩個詞彙對本文的論述，具有關鍵的作用，因此先在這裏

費些筆墨，交代本文對它的認識論的立場，由此展開我對南洋書寫論述的大方

向。上個世紀末，中文世界的論者曾借用猶太人的「離散」（diaspora）典故來

論述從中國散佈到世界各地如歐美、東南亞等地的華人移民族群及其後代，賦

予這些離散主體一個自我發聲的特殊位置。5對李有成來說，離散提供了寛廣的

批判空間，讓我們思考後殖民與全球化時代環繞着與國族國家、文化認同、公

民權等類别所開展的各種議題。6 但是那些以中國爲本位的學者在論述離散文

化時，往往强調「離散中國人」的本源面向，討論中國境外的華人移民社會文

化及其所在國的華文文學表現時，對中華文化和中國性觀念的永恒執著，往往

凌駕文本其他的表現面向之上，忽視這些地方的文學表現的異質性與複雜面

向，好像這些文本只是中國文學海外版的客觀存在，視其爲中華文化一脈相承

的文學傳統。事實上，離散或移民到歐美、東南亞的華人，出於種種不一樣的

歷史緣由，在各個不同的時空，遠則數百年前的中國帝國的政治社會動盪，近

則在新世紀裡全球資本的跨國移動，不同時期移居或跨境到這些國家的華人社

群及他們的後代，在歷史時空的流變中，對在地生活與文化屬性產生程度不一

的認同。尤其在東南亞如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菲律賓、印尼等國家，大

部份人已是這些國家的公民，他們的生活形態已經與早期的華人移民社會迥然

不同，心態上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實無法再以「離散中國人」的華人離散

史詩視角來概括。

 21世紀初，史書美的開創性著作《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

現》（Visual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提出華語語系的概念，以地方爲本位（place-based）的

理論視角，一個由在地主體自我發聲的特殊歷史位置，由此得以避免被大中國

本位的離散文化論述所收編或化約。7史書美提醒我們這個「離散中國人」概念

所隱含的漢族中心主義，指向一個以民族（漢族）爲本位的中國性建構和意識

形態，藉此她批判了離散中國人研究過度執迷强調原鄉的盲點，無法有效陳述

5 有關離散的歷史與當代華人、華語語系關係的概念，可參考李有成專書《離散》（台北：允晨

文化，2013）的〈緒論〉，頁11-31。 
6 李有成《離散》，頁48。 
7 對離散中國人研究的批判，見史書美的〈反離散：華語語系作爲文化生產的場域〉，《反離散：

華語語系研究論》（台北：聯經，2017），頁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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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語系族群散佈到世界各地的實際情況，也不能表達身份屬性日漸增加的文

化異質化與混雜化。

學者們對離散與華語語系的依存關係，存有分歧，李有成在《離散》一書

中說：「華語語系文學是百年來華人海外移民的產物，其根源與殖民主義無直接

關係。反而與離散經驗密切相關，是真正的離散文學。」8另一位馬華文學論述

的重要推手張錦忠也在其專書《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中把離散論述與華語

語系文學交相爲用，來論述馬華文學。9然而史書美在《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

論》一書中已經明確道出：「華語語系作爲一種方法與理論憑藉的是它在具體時

空内的歷史與實踐。當離散被視爲一種普遍價值時，華語語系替離散訂立了一

個截止日期；華語語系的概念排斥單一語言制，民族中心主義與殖民主義；它

呈現語言社群存在的開放性與流透性，並以具體普遍性作爲目標。」10兩者的

分歧在於對「離散」的不同認知，對李有成來說，除了把離散視爲歷史進程的

產物，更重要的是離散作爲當代的文化現象，也有其生產性、較爲積極的一面。

11史書美在意的是，當離散被視爲「一種普遍價值」，被挪用到離散中國人研究

時，中國性的本質主義與本源觀念，往往會無限上綱，形成霸權的論述。華語

語系重新省視離散華人與後殖民論述的侷限，並對中國性的霸權論述作出抵

抗。12 
馬華文學身爲一個小文學（或少數文學、弱勢文學，相對於馬來西亞官方

版本的國家文學，以及中國自居正統地位的漢語文學），離散作爲歷史進程的產

物，馬來亞獨立前後的馬華文學自不能不正視這個歷史脈絡，而馬華當代文學

身處一個多語言、多文化與混雜多音的文學場域，華語語系表述可以用來探索

這個文化與文學場域（或張錦忠的複系統、多元系統）的關係性思考。如同高

嘉謙在〈華語語系文學與文化的多面向觀察〉一文所言：「綜觀史書美的論述，

『華語語系文學』至少有三個核心的理論或立場：首先，華語語系文學必然是

從『離散』出發，無論移民最終落地生根（史書美强調離散有保鮮期，最終必

然在地化而形成反離散），或持續遷徙、移居構成不同階段的新移民。再者，華

語因移民的流動擴散形成『多音』（polyphonic）、『多字』（polyscriptic）的混雜

與在地化現象，强調了『語系』特質，同時批判了漢語中心主義。第三，早期

華人移民遷徙带有擴張的殖民特質，構成所謂的定居殖民（settler colonialism），

8 李有成《離散》，頁12-13。 
9 相關論點亦見張錦忠在35期的《中山人文學報》中〈「華語語系文學論述」專號前言〉，尤其是

内文第三段。（July 2013，頁 vii – ix。 
10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頁25。 
11 李有成《離散》，頁28-29。 
12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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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批判漢人中心主義，强調原住民性與在地化。」13本文藉離散的歷史進程

脈絡與華語語系表述，試圖打開一個處在離散中國人（血緣-中華性-四海一家）

與國家文學霸權（國族-本土性-單一語言）夾縫間（in-between）的發聲機會，

呈現馬來西亞華族文學書寫南洋的時空體（chronotope）想像 14，希望藉此可以

成爲學界理論建構與文本詮釋的重要一環。

一、游以飄的〈南洋博物館〉

後現代吉隆坡已漸矗立成型

古南洋在館裏苟延殘喘

——游以飄〈南洋博物館〉，1997 

上述詩句引自馬華詩人游以飄的詩作〈南洋博物館〉。游以飄，本名游俊豪，

1970年出生於馬來西亞北部的霹靂州，在馬來西亞檳城理科大學主修歷史，考

取榮譽學士和碩士學位，後留學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考取博士學位，

現爲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中華語言文化中心主任，學術研究領

域包括移民和離散族裔、離散華文文學、華人僑鄉關係、新移民等，著有論文

集《移民軌跡和離散論述：新馬華人族群的重層脈絡》等多種，創作以詩和散

文爲主，著有詩集《流線》。他的詩作思考和回應當代馬來西亞華人的政治現實、

社會困境，反思華人歷史文化的在地課題。尤其是詩人身處新加坡的地理位置，

貼近觀察當代新加坡現實生活，回頭審視1980年代以來馬來西亞的政治社會變

遷，與華族切身的文化身份展開對話、互動，「顯現出本土視維、文化身份與世

界觀的交錯融合。」15 

〈南洋博物館〉一詩是第四届星洲日報花踪文學獎的新詩獎首獎作品。在

那之前，游以飄以一首長詩<乘搭《快樂》號火車>獲第三届的花踪文學獎新詩

首獎，以及多届的馬來西亞全國大專文學獎。如同詩人在詩集的〈後記：流線〉

所言：「兩首詩獲得花踪獎，詩人的身份算是奠定下來。」16〈南洋博物館〉的

13 高嘉謙文見《臺灣東南亞學刊》，第11卷第1期，2016年4月，頁1-5。 
14 時空體一詞由希臘語的「時間」（chrono）與「空間」（tope）兩個詞拼合而成，源於愛因斯坦

的相對論，强調時間與空間的不可分割。在〈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一文中，俄國批

評家巴赫金首次借用這個術語來分析小說的時間空間關係，把文學中已經藝術地把握了的時間

關係和空間關係相互間的重要聯繫，稱爲時空體。巴赫金的時空體概念見錢中文編《巴赫金全

集》第三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頁274。 
15 見新加坡作家伍木在《流線》書背的評語。游以飄《流線》（新加坡：光觸媒，2016）。 
16 游以飄《流線》，頁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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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在個人的層面上，讓他確認自己的詩人的身份，在1990年代以來的馬華

詩歌寫作上，意義却遠甚於此，此詩是1990年代以來當代馬華詩人書寫南洋的

先聲，而且因爲獲得大獎，能見度很高，造成不少年輕詩作者效仿，紛紛以南

洋歷史的題材參賽文學獎。放在當代的馬華詩史，〈南洋博物館〉作爲南洋詩的

先聲，具有重大的指標意義，它在馬華當代詩的後現代語言轉向中，異軍突起，

讓馬華詩人的敘事想像和書寫關懷，從粘滯的政治現實轉向歷史反思的格局，

叩問書寫主體與歷史記憶的纏繞關係。可以說，無論是否受到〈南洋博物館〉

的啓發，或在書寫表現上超越了它，後來幾位出色的馬華新生代詩人如陳大爲、

翁弦尉、林健文17，都對南洋詩或南洋書寫，以主題聚焦的形式 投注了極大的

心力和興趣。

全詩共分七節。首節二句以今昔兩個時空對照：「後現代吉隆坡已漸矗立成

型／古南洋在館裏苟延殘喘」，破題點出南洋書寫在當代馬華文學的時空體想

像，由此引出下面六節的歷史敘事與文化想像。此詩作於1990年代中期，後現

代吉隆坡對比古南洋，既是寫實，也是託寓。從社會層面來說，其時馬來西亞

政府實行開放政策，種族關係的緊張程度有所舒緩，經濟建設成爲時代的主旋

律，電子資訊蓬勃發展，國家邁入全球化、後工商業階段，消費文化抬頭，吉

隆坡作爲馬來西亞的最大都市，自是無法置身於這股後現代潮流之外。相比之

下，古南洋作爲歷史與地理想像，指涉一個世紀前的中國南來移民的落脚地，

或是20世紀初源於各種理由造就大批華工和文人下南洋。「南洋」再現的是華商

與華工的移動與寓居地盤，其歷史意義指涉華僑中國國族主義傳播和成形的基

地。18時過境遷，以後現代吉隆坡的現實眼光來看，南洋早已是一個遠古的歷

史名詞，跟眼前的現實生活似乎關係不大，就連收藏在博物館裏供後人憑弔的

南洋事蹟，也没有多少人在乎它的存在。19作爲託寓，這二句可視爲對1990年

代馬華文學與文化場域的隱喻與評價，彼時馬華新生代作家書寫開始刮起後現

代風，各種嶄新的表現手法和新穎的書寫題材被開發，而寫實筆法被視爲陳舊

僵化，書寫題材逐漸向政治都市科幻題材靠攏，在1990年代前的馬華詩歌裏，

17 這裏所稱的「新生代詩人」，一般指的是在1990年代出道寫詩的七字輩以降的馬華詩作者。陳

大爲的出生年份爲1969年，比七字輩稍早一年，嚴格來說算是後六字輩，但證諸他出道寫詩的

年份，其詩語言糅合後設與歷史於一爐的表現手法，也可放在這個馬華新生代詩人的書寫脈絡。 
 18 游俊豪《移民軌跡和離散論述：新馬華人族群的重層脈絡》，頁160。 
19 類似對南洋的消失看法，例如黄錦樹：「在新馬華裔的書寫中，『南洋』一詞早已不具重要性，

很少人在用，已漸漸隱遁爲古典名詞。」但1990年代後的馬華文學發展趨勢，「南洋書寫」大放

異彩，黄錦樹是在1990年代初作出這個觀察。黄錦樹文見《馬華文學：内在中國、語言與文學

史》（吉隆坡：馬來西亞華社資料研究中心，1996），頁212。更早的例子見王潤華的感慨：「早

已在世界地圖上消失了。」，引言見王潤華《南洋鄉土集》（臺北：時報文化，1981），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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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書寫乏人問津，南洋歷史在詩人文本裏集體缺席。20詩人作家念兹在兹的

是政治現實中的馬來西亞—後現代吉隆坡，而古南洋早已經是過去式，被人遺

忘在歷史博物館的某個角落。21 

 游以飄在得獎感言有一番自我剖白，1990年代他在準備歷史碩士論文的階

段，另一個時空的聲音從桌上資料破紙而出，他聽到張金燕、曾聖提和陳煉青

呼喊「把南洋色彩放進文藝裏去」、「以血與汗鑄造南洋文藝的鐵塔」和「創造

南洋文化！」這些南洋文人作者的意識根鬚伸入厚實的本土。22那是1920年代

提倡南洋文藝的先聲，在70年後拍打敲擊後輩詩人的頭蓋骨與耳鼓，令他不得

不思考詩人在馬華文學發展過程中自我的定位。23在事隔70年後，無論是社會

群眾或是詩人作家，被遺忘淡出歷史舞台的南洋史蹟文化，有如擱淺在時間長

河遺棄在博物館角落，再度被詩人記取和重訪，有意在當代後現代的制式語言

中探索自我風格，由此嘗試進入一頁華族移民的離散歷史歲月。詩人如此描述

面對「南洋博物館」的歷史想像：「廿一世紀即將來臨之前／歷史留下一截跳騰

的斷尾，和餘味／引我跨入博物館裏，南洋／曾經雄霸一方，駐扎數島、數海

的／南洋，如今退守在幽黯的廳堂中央／吐納呼吸--／一種比夢更具體，接近

於鄉愁的氣息／迅速向我靠攏而來」24接著詩人由博物館裏幾個具有象徵意味

的事物，在第三節帶出南洋華族移民、西方資本家、殖民政府及日本南進等歷

史糾葛，再現那些幾乎被族群歷史遺忘的華工豬仔，以及他們蒙受的苦難：「可

憐數隻豬仔站在遠處，從故鄉的饑荒裏逃來的／肚腹依然乾瘪，蒼白著不成人

形的臉」25。然而華工的苦難不只是在移民離散的開端，還延續到定居南洋之

20 陳大爲有詩爲證：「民國八十四年 冥冥中的冬天／我試寫馬華詩人不寫的南洋／他們說：太

舊／又嫌它腐朽」，見〈在台北〉，《盡是魅影的城國》（臺北：時報文化，2001），頁196。 
21 反諷的是，南洋書寫在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蔚爲風潮，不再被詩人作家遺忘，却也遭人詰難，

如吕育陶這段話：「我們可不可以寫些比較現實的馬華的東西，來作爲一種身份的定位......我們

來來去去只能寫馬共或是一些陳舊的南洋。」參見許通元等人整理〈旅臺與本土作家跨世紀座

談會會議記錄〉，《星洲日報·新新時代》，1999年10月24日。根據許維賢的觀察，吕育陶的言外之

意是，「南洋」使得留臺作家無法處理到大馬華社當代尖銳的問題。許維賢文見〈在尋覓中的失

踪的（馬來西亞）人--「南洋圖像」與留臺作家的主體建構〉，收入吳耀宗編《當代文學與人文

生態》（臺北：萬卷樓，2003），頁267。南洋書寫與當代現實真的是毫無關係嗎？本文接下來論

述陳大爲與林健文的南洋詩時，會對此議題進一步探討。
22 例子如楊松年的戰前馬華文學史建構，採取中國意識與本土意識的混雜消長關係來分期，有

關1920年代的分期爲「僑民意識濃厚時期」（1919-1924）、「南洋色彩萌芽與提倡時期」

（1925-1933）、「馬來亞地方性提倡的時期」（1934-1936）。文中提到的張金燕、曾聖提和陳煉青，

都是在1920年代發出「南洋文藝」與「南洋色彩」的呼聲。楊松年的文學史分期見《新馬華文

現代文學史初编》（新加坡：教育出版社，2000）。對楊松年文學史分期的研究與評價，見許文

榮〈馬華新文學史著述的比較研究〉，載《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13期，2014年3月，頁81-96。 
23 見《星洲日報花踪文匯4》（吉隆坡：星洲日報，1997），頁210。此書無編者名字。 
24 游以飄《流線》，頁136。 
25 游以飄《流線》，頁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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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他們爲了生計遠渡重洋，費盡千辛萬苦，犠牲多少性命才落脚南洋，带著

「新客的新希望」26。然而迎接他们們的却是西方白人資本家的壓榨，殖民政

府的偏差政策，日本軍的殘酷暴行。漂洋過海，離散南洋諸島，在時間的流變

中，異鄉成了脚下厚實的土地，而歷史只是「睜開了萬隻千隻冷眼」。

詩開始第二節由走入博物館，到倒數第二節走出博物館：「歷史留下餘味，

和一截跳騰的斷尾／廿一世紀即將來臨之前／看過殖民政府如何殖民，移民如

何被移／走出館外／在高聳的鋼骨森林裏，各色衣服湧動／編結繁華圖景／我

的眼淚，忽然掉落下來／『是沙的緣故？』」27，從走入館内到走出館外，前後

經歷了一趟時空體的相會與想像中，由此呈現世紀末交替的吉隆坡與半個世紀

前的南洋的時空對照。走出館外，意味著詩人終究要面對現實，消失的南洋熱

帶雨林，由高聳的鋼骨森林取代，此森林遠非彼森林，暗示活在當代的華裔族

群後代對這段離散歷史的冷漠和疏離，如同詩句中所言：「殖民政府如何殖民，

移民如何被移」。在重出和回文的修辭詩句裏，語帶反諷和批判力道，進而突出

「歷史留下一截跳騰的斷尾」一句，斷尾意象在世紀末時空，具有强烈的象徵

示意作用，顯示族群歷史的斷裂已經發生，在在提醒我們此遺忘和漠視所彰顯

的族群歷史失憶和文化身份的集體創傷，但同時「跳騰」一語也暗示讀者，歷

史源頭雖已斷裂，但族裔文化在融入在地化所形成的混雜-異質性，却也充滿了

堅韌的生命力和盎然的生機。這是歷史留下的「餘味」，要我們讀者對歷史記憶

與身份屬性發揮想像之能事。

在今昔對照和反思之下，以古（南洋）鑒今（後現代吉隆坡），由參觀博物

館所引發，見微知著，雖然不作直接控訴，盡可能節制情感的外放，但一股强

烈的反諷力道貫穿其中。詩人面對族群文化歷史的失憶創傷，於詩末終究流露

内心深處的感傷。然而，詩人在這裏聲東擊西，不直接交代流淚感傷的原因，

却採取旁敲側擊的暗示手法，以一問一答的形式設計，引出詩人掉淚的原因，

並不是被沙塵刺痛眼睛，而是「是因爲一粒錫米」。如果單靠字面上來釋義，以

錫米取代沙粒，對不熟悉南洋華人離散史的讀者可能會造成困擾，並不易體會

詩人内心深處沉重的歷史意識。這因此也反證了以南洋華人的離散史角度來閱

讀〈南洋博物館〉與相關詩作之必要。十九世紀的馬來半島，出產世界半數的

錫礦，豐富的錫礦資源成爲吸引大量華人勞工下南洋的直接原因之一，在殖民

26 有關20世紀初在南洋被稱爲「新客華人」的新移民社群，參見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

李明歡譯《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尤其是該書

第四章〈大移民時代的社群〉（頁152-198）中的「老華僑與新移民：土生華人與新客華人」一節

（頁177-184）。 
27 游以飄《流線》，頁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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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華人資本家互惠互利的安排下，引進大量的華人勞工參與開發，錫礦業

因此也標誌著華人的開拓成果與企業精神。28華人在錫礦場工作，除了要面對

和適應惡劣的環境，又常常受到包括英國殖民者、白人資本家和華人資本家的

剥削，雖有一些華人因此而致富，但所付出的代價也何其慘重。以華人勞工的

離散身份觀之，詩句中「錫米」一詞具有詩眼的關鍵作用，以錫米換喻淚珠，

否决沙粒，可謂畫龍點睛，錫米與沙粒兩者的形體接近，却具有截然不同的歷

史意涵。沙粒讓人聯想到海、漂泊、移民，是離散中國人的典型象徵，而錫米

則具現了華人離散南洋之後、在馬來亞開採錫礦的生活縮影。作爲歷史的鑒照，

以小見大，除了帶動離散主體的文化身份想像與飽含的離散歷史意識，從沙粒

的換喻到錫米的轉喻，叩問一頁華人離散南洋的血淚史和辛酸史，讓整首詩的

結束充滿歷史感，顯得餘味無窮，引人深思。29 

南洋博物館作爲歷史敘事的時空體想像，選用具有南洋華人重大象徵意義

的「錫米」來結束全詩，正可以彰顯馬華當代詩的華語語系表述，離散華人的

本源或中國性本質觀念，在時空的推移中逐步移位給以地方爲本位

（place-based）的身份認同，中國性與本土性的混雜消長起到了作用。而詩末

詩人的落淚、對沙粒的否决與對錫米的體認，表達詩人身爲華裔族群的後代由

於地方（place）與置換（displacement）所產生的文化屬性與身份認同，顯示融

入在地的後離散情境。30 

詩人在詩中融合了抒情與敘事的書寫策略，利用幾個形象鮮明的歷史事

蹟，藉由詩歌語言藝術的表現手法，表達出强烈的族裔文化認同與自我情感，

同時也强化了詩文本的歷史意識。從敘事角度來看，這首詩依靠「大寫歷史」

或「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的主線故事／歷史，雖然成功建立起離散華人

的歷史存在感與文化身份想像，但因爲詩歌含蓄美學的語言經營，却也因此讓

這個主線的離散歷史敘事體現出濃烈的抒情懷舊情緒，一種接近於「想像性」

的族裔文化情懷。總而言之，〈南洋博物館〉可看作詩人游以飄在面對早期離散

南洋的華人移民史時，以手邊掌握收集到的史料，以身爲離散華人後裔的立場

發揮同理心，採取詩人擅長的文類，再現南洋華人的離散歷史與集體創傷，爲

28 19世紀馬來半島的錫礦業經濟發展與華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見文平强〈從空間的視角探

討馬來西亞華人經濟與社會的變動〉，收入何國忠編《百年回眸：馬華社會與政治》（吉隆坡：

華社研究中心，2005），頁19-45。 
29 由此類推，20世紀初離散南洋的華人心目中的中國原鄉，已經位移到當代馬華作家筆下的「南

洋」。換句話說，如果再採用離散中國人一詞來論述當代中國以外的華人身份，是不恰當的、必

須被問題化的。
30 而另一位馬華詩人陳大爲用了一首詩的篇幅來書寫南洋的錫礦業與華人開採錫礦的歷史事

蹟，「我的南洋」系列的第三首〈暴雨將至〉。陳大爲的南洋史詩詳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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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歷史上被後代遺忘或被官方歷史刻意忽略的歷史主體發聲，以期讀者能够

共鳴共感，感同身受。在1990年代的時間點上，馬華後現代詩漸成趨勢的年代，

這首創作於「後現代吉隆坡」，然而却很不後現代的〈南洋博物館〉，開啓了世

紀之交馬華南洋詩的書寫想像。

二、陳大爲的〈在南洋〉

在南洋 歷史餓得瘦瘦的野地方

天生長舌的話本 連半頁

也寫不滿

樹下呆坐十年

只見横撞山路的群象與猴黨

——陳大爲〈在南洋〉，1998 

上面〈在南洋〉的詩句引自在臺馬華詩人陳大爲膾炙人口的詩集《盡是魅

影的城國》。陳大爲，1969年出生於馬來西亞北部的霹靂州怡保市，臺灣師大國

文所畢業，現任臺北大學中文系教授，曾獲多項臺灣與馬來西亞的重要文學獎，

集多重身份於一身，是當代詩與散文最積極的創作者兼論述者，編著多部詩集、

散文集與學術論文集，尤其是在推動馬華文學方面，編了幾部具有代表性的馬

華文學讀本，成果有目共睹。關於陳大爲的詩集《治洪前書》、《再鴻門》、《盡

是魅影的城國》、《靠近 羅摩衍那》與《巫術掌紋》，論者已多有提及，所積累

下來的論述文字也相當可觀，尤其是陳詩中的敘事美學與歷史後設書寫，是各

家的論述焦點，本文無意在此重述相關論點。跟本文有關的是陳大爲的南洋詩，

或詩人指稱的「南洋史詩」，透過剖析「我的南洋」，得以窺見詩人的寫作心路

歷程，分析詩人書寫南洋的文本策略，如何建構寫作者個人的身份定位與認同

屬性。

在詩集《盡是魅影的城國》中，陳大爲以「外篇」（四首）、「序曲」（一首）

和「内篇」（十首），總共十五首詩作，展現了大手筆的南洋書寫。這十五首詩，

始於1995年12月而終於2000年9月，寫作時間横跨世紀末，敘事視野縱横六百年

的南洋歷史時空，建構出詩人的南洋史詩。這部詩集出版時已是2001年的事，

距離前述游以飄的〈南洋博物館〉的發表時間，足足遲了四年，但以如此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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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和用心來書寫南洋，這在1990年代以來的馬華當代詩中，陳大爲無疑是第

一人。套用羅智成爲詩集所寫的序言，南洋這一個豐富的「邊緣礦藏」，提供了

詩人開採、提煉，以創建一座中文詩裏的「南洋王國」。31在羅智成這篇很有見

地的序文裏，除了把南洋書寫與華人移民史重大意義關聯的開採錫礦掛鈎，也

令人信服地論證了「邊緣」在陳大爲的南洋書寫中具有多重的意義轉化，頗具

洞見的指出詩人的在臺馬來西亞華人身份，置身馬來社會與中華文化的邊緣，

在臺的僑生身份對臺灣學界來說又是另一個邊緣，而陳大爲面對與擁抱這個邊

緣所代表的「力量」和「意義」，並以這樣特殊的位置創造出詩人的獨有的創作

舞台。32事實上，陳大爲對南洋史詩的系列書寫，詩人自身文學書寫的雙重位

置／身份（在臺馬華文學）33，甚至多重的邊緣身份是具有相當自覺的，在南

洋史詩的「前言」中不忘宣示他的書寫策略和計劃：「我終於完成在心中密謀多

年的南洋」34。詩人的這份自覺，除了分别有詩題〈在南洋〉與〈在台北〉爲

證，也歷歷展現在諸多詩句中，南洋的歷史敘事與詩人寫作身份的心路歷程交

錯其中，從中得以窺見一個「本質上邊緣」35的創作主體身份形構。 

詩人在〈在南洋〉一詩開頭就說：「在南洋 歷史餓得瘦瘦的野地方」，這個

「天生長舌的話本 連半頁／也寫不滿」36的南洋歷史，在後輩的詩人眼中是那

般的空洞貧瘠，「空洞／絕非榴槤所能忍受的内容」，空洞與榴槤並置是一個反

差，因此遂有空洞絕非榴槤所能忍受一句，表示詩人認同有熱帶果王之稱的榴

槤，南洋歷史本應該像榴槤果肉般飽滿充實，對前輩詩人作家的南洋詩書寫，

未曾把南洋成功地詮釋，空洞内容而大表不滿。37詩人面對一頁空洞的南洋詩

／歷史書寫，因此决意要填補這個空位（empty），開拓南洋詩的新版圖，建構

「我的南洋」，而且他採取了一個非常適合的書寫策略—以一個當代的小我來和

歷史的大我對話，一個創作主體的邊緣定位。詩人採取這個當代的小我來和歷

史的大我對話，即是以個人的家族史和精神史來見證／建構大歷史，從敘事角

31 羅智成〈在「邊緣」開採創作的錫礦〉，陳大爲《盡是魅影的城國》（臺北：時報文化，2001），
頁11。 
32 羅智成〈在「邊緣」開採創作的錫礦〉，頁12。 
33 陳大爲曾提出馬華文學的「三大板塊論」--西馬、東馬、旅臺三足鼎立，旅臺或在臺馬華文學

正是詩人自身的認同屬性。相關論點見陳大爲〈序：鼎立〉，陳大爲、鍾怡雯、胡金倫編《赤道

回聲：馬華文學讀本 II》（臺北市：萬卷樓，2004），頁 I-XVIII。 
34 陳大爲《盡是魅影的城國》，頁121。 
35 羅智成的用語，見〈在「邊緣」開採創作的錫礦〉，頁14。 
36 陳大爲《盡是魅影的城國》，頁148。 
37 這裏陳大爲主要針對的是1920、1930年代的南洋色彩提倡、馬來亞地方性提倡時期的作家詩

人，他認爲所有前輩詩人未曾把南洋成功的詮釋過。相關討論可參考維賢〈在尋覓中的失踪的

（馬來西亞）人--「南洋圖像」與留臺作家的主體建構〉，頁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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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看，陳大爲的南洋史詩，或更準確看是「我的南洋」，其最大特色是在於「小

寫歷史」的角度，透過孩童的敘事視角，以及各個不同家族成員如曾祖父、爺

爺、父親的敘事角度，包括現在的我—作者—後設的敘事者現身說法，來再現

歷史事件片段。38透過小我（包括孩童的小我和當代的敘述者／詩人自身）眼

中的小寫歷史，這種特殊的處理家族史的方式質疑並挑戰了國家或主流的大歷

史書寫。有别於游以飄的〈南洋博物館〉一詩的大歷史敘事，有著一套完整性

和連貫性的正統歷史敘事，陳大爲的南洋史詩系列突出歷史書寫的文學性與想

像性，也解構了大寫歷史中所建立的懷舊情感。因爲時空的差距，詩人其生也

晚，無法親歷其事見證這些往事，但詩人／敘述者還是可以藉著參考史料，來

想像揣測，摹擬前代家族成員如爺爺、父親的經歷故事，跨越時代歷史的鴻溝，

以一個後來者—孩童或當代的我去想像填補這段空洞的歷史敘事。這些詩作著

重處理歷史與現實、生活與想像間的交錯揉混關係，其歷史書寫與當代現實的

雙重視野具有互補作用，使得南洋史詩打通讀者與作者（亦或隱藏作者、敘事

者）對話的空間。六百年的南洋歷史大事札記以編年形式一一臚列在後，供當

代讀者參考，也以此來印證詩人出入史料，後設的呈現出詩人或敘述者直接與

讀者對話的情形，或是詩人透露自己當代說書人的身份屬性與書寫位置，甚至

自我反思（self-reflexive）該敘事内容。39 

〈在南洋〉一詩中詩人如是宣示自己的說書人身份：「就在這片 英雄頭疼

的／野地方／我將重建那座會館 那棟茶樓／那條刀光劍影的街道／醒醒吧 英

語裏昏睡的後殖民太陽／給我一點點光 一點點／歲月不饒人的質感／我乃三

百年後遲來的說書人／門牙鬆動／勉强模仿老去的英雄 拿粗話打狗」40整首詩

就在詩人用一種宣示其書寫位置與召喚歷史想像的語氣中開始和結束，展現了

詩人對重建南洋歷史的强烈信心：「在南洋 務必啓動史詩的臼齒」、「出動詩的

箭簇 追捕鼠鹿」、「不要懷疑我和我纖細的筆尖」，後一句透露出詩人將用一種

不同於主流視域或大寫歷史的史詩筆法，能够展現個人特色與情感連結的小我

38 陳大爲的南洋史詩的敘事策略，見張光達〈陳大爲的南洋史詩與敘事策略〉，載《中國現代文

學半年刊》8期，2005年12月，頁167-188，張光達〈論陳大爲詩中的敘事與情感〉，載《中國現

代文學半年刊》27期，2015年6月，頁167-182。 
39 或許可以把陳大爲充滿濃厚的後設元素的南洋詩稱爲「史料後設詩」（historiographic 
metapoetry），以對應 Linda Hutcheon 在《後現代詩學》一書中提出的「史料後設小說」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見 Hutcheon, Linda.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然而這並不是說陳大爲的詩如何属於後現代之流，而是强調

他如何藉由後現代（後設）的某些技巧形式來呈現詩中歷史與現實的雙重視野，用來避開宏大

歷史的敘事。
40 陳大爲《盡是魅影的城國》，頁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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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模式，以避免書寫主體被大歷史的整體性與意識形態給消融的危機。「我的

南洋」的十首詩便是詩人「出動詩的箭簇」、「啓動史詩的臼齒」、「翻出必用及

備用的各種辭藻」的具體成果。

這十首詩作，以第一人稱「我」的家族史敘事與觀感，重述爺爺過去那個

時代的南洋事蹟，尤其是著墨於爺爺的生命故事，最爲可觀。第二首〈别讓海

螺吹瘦〉寫「豬仔」賣身的年代，第三首〈暴雨將至〉寫錫礦業與橡膠業輝煌

的年代，第八首〈八月，最後一天〉寫馬來亞獨立建國的年代，而提及爺爺的

是第四首〈歲在乙巳〉，寫爺爺童年的年代，第五首〈整個夏季，在河濱〉安排

爺爺的登場書寫計劃，第六首〈在詩的前線行走〉和第七首〈接下了掌紋〉寫

爺爺在南洋的事蹟，第一首〈我出没的籍貫〉、第九首〈簡寫的陳大爲〉和第十

首〈在台北〉寫詩人的成長歲月與心路歷程。這些詩作，家族史與大歷史平行

對照 展現了對位法（contrapuntal）的表現形式，交織出南洋華人的移民-離散

歷史敘事，書寫過去亦是書寫現在，藉家族史的邊緣敘事／歷史書寫想像，來

思考當前馬來西亞華族的文化定位與身份屬性。在南洋歷史敘事上，爺爺的身

世故事見證了離散生命書寫的文化内涵，而在敘事主體的屬性定位與心理想像

上，敘述者「我」的書寫主體經驗與空間定位（透過第一首、第九首和第十首

詩作），也在詩裏行間的自我形塑與自我反思中具體的呈現出來。

在處理馬來亞獨立前後華人族群的認同定位的轉換難題上，詩人在〈八月，

最後一天〉一詩中如此表達南洋華人由於地方（place）與置換（displacement）

所產生的身份認同問題，必須重新認知和意識到「家國」與「原鄉」的身份歸

屬調整：「一九五七／冒出兩個祖國兩位國父 在拉鋸／車鏈的噪音吃掉一座／

馬來語的村莊 一座華語的城邦／父親渾然不覺地踏過／一條黄泥鋪設的國族

小徑／他的神州確實遠去／雜草叢生／麒麟與鼠鹿 蹲在家門兩側」41，傳神的

表達出南洋華人從離散到國族身份的個人抉擇與心理變化，嘗試融入「蕉風椰

雨 照常呼吸」的在地生活，以及委婉道出政治現實演變所感受到的邊緣處境。

此詩末節的焦點人物由父親轉換成敘述者「我」，一九六九年九月敘述者來到這

個世界，時間和地點都符合詩人陳大爲的履歷身份：「父親定居在一九六九年的

怡保／别稱小桂林的城鎮／九月 母親在此使勁睜開／我張望世界的雙眼」42。

最後數行提到：「坐在台北的路邊」，爲第九首和第十首中詩人的登場鋪墊，披

露詩人成長與寫作的心路歷程和身份定位。

41 陳大爲《盡是魅影的城國》，頁186。 
42 陳大爲《盡是魅影的城國》，頁188。 



華語語系與南洋書寫：臺灣、馬華、新華文學與文化

162 

詩人在第一首〈我出没的籍貫〉中，追認其廣西桂林的身世籍貫，對於「素

未謀面的廣西」，在他青少年時代的記憶中，毫無認識，「廣西桂林」，只是「四

個無聊格子」，遂透過閱讀來認識與書寫個人的身世源頭和歷史想像：「回到書

房 我—翻閱／這些年來讀過的書 漏讀的雜誌／把時代壓縮到組詩可以承載的

byte 數」43。詩人的身世及其成長的階段，在第九首〈簡寫的陳大爲〉中，透

過詩句細緻描述其生活閱歷與心路歷程—流動的身世，勾勒了一種有别於離散

中國人文化回歸的文化身份認據模式，由此我們看到華族移民後代如何經歷自

我認同的難題與文化身份的移轉，衍生出重新反思馬來西亞華人的因應策略和

具體實踐。在另一首〈整個夏季，在河濱〉他如此寫道：「任由廣西在鄉愁的定

義上開一道門／爺爺跨不出去／父親不跨回來 我側身小立／門檻之上／讓目

擊的螞蟻相互猜疑」44爺爺是第一代遷移到南洋，對中國原鄉與廣西自是有所

惦念，但到了父親這一輩，已不作如是想，而到了陳大爲這一代，已經歷了文

化身份與認同屬性的轉移，「側身小立」的詩人思考著如何實踐的因應策略。身

份認同的改變和難題，化爲詩人筆下的書寫策略，透過思考簡寫的中國字，「退

還了各種古中國的意象／詞的運用萎縮」45簡寫的方塊字，隱喻了詞的萎縮，

或詞的流亡，中文節節敗退，「文化」僅有空洞的八劃，意味著華人文化被邊緣

化、華人身份被異化的集體困境。由詩人個人小我的生活體驗與文化想像，帶

出族群的文化認同、身份定位的難題，標示出語言文化的異化和邊緣化，同時

也透露出身處後離散或後殖民時期政治現實邊緣或弱勢的馬來西亞華人的百般

無奈。而此馬華人的心理狀態與文化認同，實在是大不同於中國中心（離散中

國人）與馬來中心（土著，Bumiputra）的國族思維。 

陳大爲的南洋史詩，從戰前南洋離散華人的移民史，到戰後至馬來亞獨立

初逐漸醞釀的本土意識，在這兩股身份屬性與文化認同的交纏到過渡之下，陳

大爲以關注在地的人情事故與族群的歷史變遷做爲邊緣書寫的思考起點，並適

切地運用自我成長的心路歷程，及其生活實踐—一個邊緣主體的概念，作爲詩

人的南洋書寫策略。詩人創作主體的邊緣位置，華人語言文化的中華性，相對

於馬來人主導的國家官方政策和民族主義修辭，自是處於邊緣的位置，詩人認

據這個邊緣位置，並據此追認和協商身份認同與族群文化定位。

在第十首〈在台北〉中，清楚揭示這些南洋史詩是詩人在臺北這個他鄉（或

43 陳大爲《盡是魅影的城國》，頁158。 
44 陳大爲《盡是魅影的城國》，頁175。 
45 陳大爲《盡是魅影的城國》，頁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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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故鄉）46書寫並完成的，是詩人透過臺北的地理位置，回望故鄉馬來西亞

的一次大規模書寫歷程。1990年代以來，一批馬華作家在臺灣的文學場域大放

異彩，透過臺灣兩大報的文學獎取得在臺文學身份，留學臺灣也等於是他／她

們的文學成長儀式之旅，被張錦忠稱爲「在臺馬華文學的第三種存在模式」。47

陳大爲無疑是這段時期在臺馬華作家中最令人矚目的名字，他在臺灣從讀書到

教學的生活成長歷程與文學書寫活動，提供了他一個特殊的觀照角度來書寫馬

來西亞，在馬來西亞境外經營和想像家鄉馬來西亞的人事物。如詩集《盡是魅

影的城國》與《靠近 羅摩衍那》中大部分的詩作都在臺灣回頭書寫並想像馬來

半島的生活記憶。48南洋史詩中的〈會館〉、〈在南洋〉、〈還原〉諸詩在臺灣的

大型文學獎獲獎，詩集《盡是魅影的城國》更入選2001年中國時報年度十大好

書。49他在臺灣生活已經超過二十年，因爲學術事業與作家身份，常常在臺北

與吉隆坡之間往返，對馬來西亞的國家局勢與時事發展應不會陌生，除了視爲

「在臺馬華作家」，也算是「跨國華文作家」或「華語語系作家」。〈在台北〉一

詩開頭就如此宣示其跨國或境外營運的特殊視角：「在台北 我的南洋註册了弔

詭的條碼」50，詩末再次出現詩人跨界視野的書寫位置：「弔詭的條碼／列印在

台北的第十二個盛夏／我一次啓動了十首／南洋的史詩 外加兩頭鹿部的獸／

像暴雨／氾濫所有馬華故事的上游」。51誠如洪淑苓所言：「臺北不僅透露他寫

作時的空間背景，也和南洋相互定義；因爲來到臺北，才促成他南洋意識的醒

覺。」52 

李有成在一篇訪談中提出他對此跨界書寫的看法，他認爲離散所提供的距

離是很重要的，李永平、張貴興、黄錦樹，若没離開本土，他們可能也寫不出

那些作品。這並不完全是政治的問題，還包括了社會與美學的距離，這種距離

能讓他們去思考、反省，提出批判，因此離散所提供的「第三空間」是屬於比

較批判性的空間。53正是站在跨界的距離上，離散空間同樣提供了陳大爲一個

46 陳大爲在〈回家〉一文中說：「當我決定定居下來，臺灣，遂成爲生命中第二個故鄉。」，參

見陳大爲《句號後面》（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03），頁135。 
47 張錦忠《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1），頁106-107。 
48 可參考洪淑苓的論文〈留學臺灣·尋找「中國」--論馬華詩人傅承得與陳大爲作品中的「中國

圖像」與臺灣經驗〉，載《臺灣文學學報》27期，2015年12月，頁29-68。 
49 可參考附錄表格，陳大爲、鍾怡雯、胡金倫編《赤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 II》，頁669-670。 
50 陳大爲《盡是魅影的城國》，頁195。 
51 陳大爲《盡是魅影的城國》，頁198。 
52 洪淑苓〈留學臺灣·尋找「中國」--論馬華詩人傅承得與陳大爲作品中的「中國圖像」與臺灣

經驗〉，載《臺灣文學學報》27期，2015年12月，頁55。 
53 卓思敏、許通元整理〈悠遊於學術與創作之間：李有成教授文學館座談會筆錄〉，載《蕉風》

504 期，2011 年 12 月，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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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角度，以後設的形式，去思考、反省、批判，表達他對南洋歷史的觀點。 

三、林健文的〈不再南洋〉

阿嬤阿公就是那樣說給我聽過的，南洋

好像五脚基，每個人都走過

活時留下脚印

死時帶走未亡人的記憶

——林健文〈不再南洋〉，2003 

    上述引詩來自馬華詩人林健文的〈不再南洋〉。林健文，1973年生於馬來西

亞霹靂州雙溪古月，畢業於馬來西亞工藝大學工業科學系，現任工程師。創作

以詩爲主，曾獲星洲日報花踪文學獎新詩推薦獎與佳作獎，著有兩本詩集《貓

住在一座熱帶原始森林》、《貓影偶爾出現在歷史的五脚基》。〈不再南洋〉一詩

收入詩集《貓影偶爾出現在歷史的五脚基》。在這本2010年由有人出版的詩集

中，有三輯詩與本文討論的南洋詩有關：「南洋·再見南洋」（八首）、「我的家鄉·

馬來西亞」（十一首）與「貓影偶爾出現在歷史的五脚基54」（七首），特别是前

兩輯的詩作，分别寫下了影響華人深遠的南洋歷史事件與家鄉馬來西亞的觀

感，進而抒發其對馬來半島斯土斯民與文化身份的認同。在詩集的後記中詩人

說這些詩作完成的時間都在十年前，即是約在2000年左右，如此看來林健文寫

下這些南洋詩時，也正是陳大爲的南洋史詩剛發表之際，兩位詩人書寫及發表

南洋詩的時間非常接近。55 

 「南洋·再見南洋」中第一首到第七首，第一首寫一九四二年日本在馬來亞

發動侵略戰爭的暴行，重現三年八個月的華族血淚史；第二首寫一九五七年的

英殖民者撤退馬來亞獨立，三大族群建立新興國家；第三首寫一九六五年的馬

新分家，族群政治的歷史恩怨，以及一座島國的誕生；第四首寫一九六九年的

馬來西亞爆發五一三種族政治衝突事件，影響華族政治權益深遠的導火線；第

54 「五脚基」，又稱爲「五脚起」，是新馬福建社群的混語。脚基譯自馬來語 kaki 一詞，kaki   
的本意是脚，這裏是指英尺，是馬來語對英語 feet 一詞的意譯，在新馬一帶意指店舖住宅臨街騎  
樓下的走廊，因法規規定，廊寛都是五英尺。參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五脚基。 
55 見詩集的〈後記：時間彷彿不曾改變〉，頁167。<不再南洋>收入更早的一部詩選集，龔萬輝

編《有本詩集：22詩人自選》（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3），頁62-65。這些詩更早之前已陸續

在《南洋商報》的文藝副刊《南洋文藝》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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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首寫一九七五年南洋大學的際遇，新國政府對南大進行徹底的改制，教學媒

介從中英雙語改爲單用英語；第六首寫一九八五年的馬來半島北端的島嶼政治

局勢與工商業發展，一座跨越半島與島嶼的橋樑，負載族群的歷史滄桑；第七

首寫一九九八年的安華政治風暴，當代馬來西亞最令人注目的政治事件，讓國

家政局重新洗牌。如果撇開詩歌的書寫模式與敘事策略不談，單以南洋的華人

離散題旨來看，這些斷代的歷史事件與陳大爲的南洋史詩有所重叠也有不同，

陳大爲的南洋詩把華人離散南洋的歷史格局拉得較大，書寫的年代更爲長遠，

而林健文的南洋詩除了第一首到第四首與陳詩有所重叠，相比之下，多出了馬

來亞獨立後的三個重大歷史事件，即第五、六、七三首。陳大爲的「我的南洋」

結束於1969年五一三政治事件，林健文則著力於經營1970年代過後馬來西亞（包

含新加坡）的歷史事件與政治社會變遷。值得注意的是林健文的南洋詩還包含

了馬來亞獨立建國後有一水之隔的新加坡。最後的第八首〈不再南洋〉帶有總

結的意味，提出對南洋詩與南洋書寫的反思，同時對現實政治與族群身份屬性

／困境的糾葛關係，顯露出詩人對族群歷史與主體認同的細膩思辨，在略帶感

傷的詩句中有著對歷史一份同情的理解。以上簡短的介紹，大致可勾勒出林健

文這八首以編年形式書寫的南洋詩，詩人重現族群歷史的意圖昭然若揭，以「我

方的歷史」56的角度來質疑馬來西亞官方歷史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將被壓抑或

被消音的人民記憶認知重新置入南洋詩的書寫核心，發掘自身族群被邊緣化的

過去，書寫族群之集體歷史，經由重大歷史年代爲題（既是詩的題目，也是詩

人書寫的題旨中心），以便喚起族群的集體意識。

詩人爲了喚起華裔族群的集體歷史意識，重現或重寫南洋歷史是其手段，

並希望族群以人民記憶（而非國家記憶、官方記憶）來認識自我。在〈南洋·1957〉

一詩中詩人說：「歷史不會一直沉淀／我們相信的，如同愛／必須去追尋」57因

此詩人要「重複寫祖父的辛酸史」，「我的祖上，在荒野泥地裡尋找／被狡猾如

鼠的參政司蠶食的錫米／在森林耕種，狩獵／被異族驅逐，被野獸獵食／正史

編寫時偏偏忘記」58如同陳大爲詩中的爺爺，林健文詩中的祖父，同樣身爲家

族第一代移民-離散南洋的人物，並非巧合，二位詩人都是家族第三代，彼此出

生年份接近，祖輩有著極爲相似的南洋離散路徑。上述引詩透露一些很豐富的

訊息，直接點出詩人的祖父輩參與了國家獨立前一段充滿辛酸磨難的移民史與

56 借用陳平的書名，陳平口述，伊恩沃德、諾瑪米拉佛洛爾著，方山等譯《我方的歷史》（新加

坡：Media Masters，2004）。 
57 林健文《貓影偶爾出現在歷史的五脚基》（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0），頁60。 
58 林健文《貓影偶爾出現在歷史的五脚基》，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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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荒史，三言兩語道出祖父那一代在這塊土地的參與付出，國家獨立前被殖民

官員剥削和打壓（殖民者對華人參與採錫的宰制），而在國家獨立後却遭到官方

體制邊緣化，被國家主流歷史刻意的遺漏和消音。如同詩人提出的警語：「南洋，

已變成民族註脚處最難堪的一個名詞」59詩人藉書寫南洋來重現族群離散南洋

的創傷歷史，不同於陳大爲想像修辭的敘事策略，林健文這些詩句的語調毋寧

是較直接而激越的，詩人的感受更加具體鮮明，形成一種對抗主流話語的批判

實踐。60 

詩人在這些南洋詩中「遊走歷史長廊」，「重複講述歷史」，「没有遺忘重複

細節」，「南洋·再見南洋」輯詩前二首主要呈現出華族從離散南洋到定居馬來半

島的歷史身份認同，後六首則著眼刻劃馬來西亞政治現實族群之間的衝突，國

家體制與强勢統治階層夾帶强大的政治資本與實行種族政治操作，制定各項不

公的政策，來打壓和邊緣化弱勢族群的基本權益。而詩人在這些詩作中企圖以

族群的歷史認同，來對質和戮破主流話語和國家論述的荒繆與不合理之處，同

時透過族群的人民記憶，從歷史文化發展的方向，試圖藉此了解和接受過去，

尋求在當代如何定位自我的身份認同，表達身份、政治與認同的建構／協商過

程（a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and negotiation）。我曾經以傅柯（Michel Foucault）

的「對抗記憶」（counter memory）來闡述林健文的南洋詩，透過人民記憶的日

常生活想像，喚起弱勢群體的歷史意識，抗拒主流話語的知識與意識形態，利

用重現歷史的書寫意圖，填補被壓抑、遺漏、扭曲、甚至被消音的身份属性，

由此建構或協商弱勢族群的身份認同與文化屬性。61傅柯的對抗記憶觀點深具

啓發性，它指出對抗記憶與身份認同息息相關。〈不再南洋〉一詩中，詩人深知

人民記憶的重要性，人民的歷史記憶可形成國家大論述的抗衡資本，因此把日

常生活寫進歷史敘事中，依靠「没有索引、根據、典故／就憑阿公阿嬤的口述

／寫成一部簡陋的家族史」62，所以整節〈南洋，寫成歷史的生活〉，把祖父母

的日常生活經歷寫入詩裏，以此人民記憶來抗衡官方版本的歷史課本，警醒「被

厚厚寫滿阿拉伯數字英文字母的紙張／壓 著／長久不醒」63的南洋（歷史)。 

縱觀〈不再南洋〉，敘述語調夾雜感傷兼具反諷的意味，充滿了複雜的心情，

59 林健文《貓影偶爾出現在歷史的五脚基》，頁59。 
60 部份觀點來自我爲林健文詩集所寫的序文，見張光達〈後南洋：重寫歷史與地方記憶〉，《貓

影偶爾出現在歷史的五脚基》（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0），頁3-22。 
61 見我爲詩集《貓影偶爾出現在歷史的五脚基》所寫的序文。傅柯的對抗記憶理論見 Foucault, 
Michel.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 Donald F. 
Bouchard. Trans.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Ithaca: Cornell UP, 1977. 
62 林健文《貓影偶爾出現在歷史的五脚基》，頁78。 
63 林健文《貓影偶爾出現在歷史的五脚基》，頁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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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如文字表面看來那般簡單。第三節的「經過的事實已經／（被）記錄在案

／鼓起的風帆被收進古老的鐵箱／舯舡被擱淺在河口供異族參觀／曬乾的鹹

魚，蒸熟的臘鴨，燒好的月餅／一一落户成爲／僑居的外來移民／南洋在落日

的映照下顯得格外悲涼」64前四句的景物，時過境遷，如今盡皆收錄存檔在歷

史的角落（或一座「南洋博物館」），後三句在落日餘暉裏顯示失落感傷的心境，

哀嘆南洋歷史的時不我予。這首詩在三節詩過後由另外三首詩組成，〈再南洋〉

與陳大爲的南洋史詩互文，戲謔嘲諷意味甚濃，思考歷史文本性的建構／虚構

特質，整首詩充斥「傳說」、「杜撰」、「編排」、「導演」、「虚構」、「小說情節」

等字眼，瓦解真實與虚構的界線／界限，詩人反諷地告知我們，南洋可以有數

個版本。另一首〈南洋，寫成歷史的生活〉抛開官方歷史，把日常生活寫進歷

史，讓它成爲人民記憶的集體歷史，人民生活的日常性與物質性，具體展現在

五脚基、結婚喜慶日、喪事、過年過節的日子裏。口述歷史的草根性與日常性，

没有索引、根據、典故的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意味著提出一個另類的

（alternative）非官方版本的南洋歷史。 

如果說第一首〈再南洋〉是南洋歷史的想像版，第二首〈南洋，寫成歷史

的生活〉是南洋歷史的生活版，那麽第三首〈不再南洋〉就是南洋歷史的當代

版。第三首同詩題的〈不再南洋〉，採取輕快流暢、口語化的語言來描述南洋歷

史的當代命運，暗合當代生活的輕快節奏：「原來許多事件會（刻意？）消失／

以多種方式，緩慢，快速／在輕快版的國歌奏起以前／我們更換新的國民身份

／忘記之前的納悶民族問題／忘記示威事件／不再相信古老流傳神話／不再提

起筷子進食／逐漸忘記鄉語／能書寫口操一流的統一國語／熟讀洋人的現代科

學高級數學」65這幾行詩句直白明朗，兩次重出「忘記」和「不再」，以當代日

常生活的口語化語言將讀者的注意力引入詩中，帶進南洋歷史和族群文化身份

在當代所面臨的境況。這種以輕快的語調來表達凝重的主題，製造一份極不協

調的對比與反差，具體反映在詩文體與族群的歷史主體上。有意思的是，在此

詩中，詩人／敘述者不僅認同了文化身份的轉換與步向同化的命運，而且還以

複數第一人稱「我們」重述了主流價值與官方意識形態，是用親身的經歷和體

驗來表達認同政治，顯示國家權力的公正平等。詩的反諷張力油然而生，一方

面警示在現實生活中不知不覺中就被主流價值所同化或異化的険惡處境，另一

方面也哀嘆即使認同主流價值，却依然是「二等國民」，當代華裔族群的身份認

64 林健文《貓影偶爾出現在歷史的五脚基》，頁76。 
65 林健文《貓影偶爾出現在歷史的五脚基》，頁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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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建立在華人對歷史的磨難和犠牲上，反諷地道出族群認同與自我情感在當

代主流體制的邊緣化命運。唯有不被此詩的字面義所困，才能讀出弦外之音，

理解詩人真正想批評的對象，正因爲詩人那種直接、輕快、看似毫無曖昧或矛

盾的語氣，更反諷地道出反諷的文字修辭力量，才得以表露出主流意識形態全

面滲透的象徵暴力。66 

 〈不再南洋〉是「南洋·再見南洋」輯詩的最後一首，因此具有雙重意義，

「再見南洋」既是不再南洋（goodbye Nanyang），同時也是重現／再探南洋

（revisit Nanyang)，这是詩題的奥妙有趣之處，一方面爲接續下一個詩輯「我

的家鄉·馬來西亞」鋪路，因此具有跨越／門檻（threshold）的意義；另一方面

讓讀者思考詩人重現／再探南洋歷史在當代華人性67（Chineseness）的用意。

在這裏我們不妨回顧游以飄〈南洋博物館〉的詩句，對游以飄來說，這是南洋

歷史在當代「留下的餘味」，「一截跳騰的斷尾」，如同在當代被遺棄的錫礦業，

已凝聚成華族集體意識的一頁血淚史／辛酸史，錫米與淚珠的巧妙轉喻或換

喻，從斷裂中尋找延續，或從斷裂中帶來衍異，標示出華族在後現代吉隆坡的

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68所面對的邊緣處境與身份定位的難題。而林健

文却要我們意識到，在「再」與「不再」的文字修辭的兩極之間，「再南洋」總

已是「不再南洋」的演繹，「不再南洋」也已是「再南洋」的演義，歷史文化身

份在時間長河裏會經歷衍異和造成斷裂，但從來不會完整遺失。南洋一方面被

看作已經消失、成為過去式，「早已在世界地圖上消失了」69，當代學者更指出：

「『馬來亞』 這個明確的地理概念，終於被提出來以取代向來稱為『南洋』 的

模糊概念。」70但另一方面南洋完而不了，新世紀的馬華詩人和作家却紛紛把

「消失不見」 或「模糊概念」的南洋歷史攤開來，在文字和史料中想像南洋、

66 在另一個脈絡裏，黄錦樹批判文學抵抗的政治退化爲文學消費的政治，象徵了官方意識形態

教育的成功--官方版的歷史、平等和正義--接受了，或不再有異議。他引用了此詩作爲例證。見

黄錦樹〈東南亞華人少數民族的華文文學--政治的馬來西亞個案：論大馬華人本地意識的限度〉，

載《香港文學》221期，2003年5月。頁62。 
67 我這裏採用劉宏的翻譯，把 Chineseness 譯爲華人性，而不是一般習用的「中國性」，主要原

因是他認爲 Chineseness「通常被譯爲『中國性』，由於中國所包含的强烈的政治和民族國家意蘊，

用於海外華人的場景似有不妥，故筆者將之譯爲『華人性』。」見劉宏《戰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

嬗變：本土情懷、區域網絡、全球視野》（厦門：厦門大學出版社，2003），頁35。運用「華人

性」來討論馬華電影的例子，見許維賢〈人民記憶、華人性和女性移民：以吳村的馬華電影爲

中心〉，載《文化研究》20期，2015年春季，頁103-148。 
68 「液態現代性」的觀點見飽曼（Zygmunt Baumun），飽曼認爲當代人在全球化的邊緣處境，

與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與政治糾結在一起，液態現代性的文化是「脱離、中斷和忘却的文化」。

語見飽曼著，谷蕾、胡欣譯《廢棄的生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127。 
69 王潤華《南洋鄉土集》，頁5。 
70 何國忠《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02)，頁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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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南洋，串連出一個可以追懷或恢復的歷史，進而認據族群歷史與自我的身

份定位。

四、南洋華語語系之爲歷史、之爲理論

史書美在《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一書中，把華語語系研究分成兩個

層面來談：華語語系之爲歷史與華語語系之爲理論。在華語語系之爲歷史方面，

她指出：「華語語系爲實存的社群，它是一個歷史現實，這是華語語系之爲歷史

的意思。」又說：「華語語系爲歷史，正如離散爲歷史，是一個歷史現象，没有

什麽對或不對，有没有批判意識。只是客觀存在.....」71本文上述所討論的三位

詩人的南洋詩中的歷史，便属於這一類，是一個華人離散南洋的歷史現實，無

論是早期移居南洋的華人，或是當代華族移民的後代，具有在地國的國民身份

的馬來西亞華人，都是實存（包括過去的與當代的）的社群，不容否認這個客

觀存在的事實，這其中也没有所謂對不對的問題。需要注意的是，歷史發展的

客觀條件，雖是歷史現實，但也形塑出不同的「華人性的文化光譜」72。除了

不同歷史階段、不同地方的華人，有著不同程度的華人性。「即使是在同一個地

方、同一個時間也必然有不同的華語語系的立場與表述。」73 這是歷史發展的

現象，並没有對錯高下之分。

南洋華語語系之爲歷史，在上述討論的三位詩人的南洋詩中，雖然是一客

觀存在的史實，但因爲個别詩人的發言位置、對歷史敘事採取的書寫策略，南

洋詩中的華語語系歷史表述在三位詩人筆下便展現了不同的關懷面向，不再是

歷史教科書上鐵板一塊的範本。游以飄的〈南洋博物館〉呈現的是華人離散南

洋的時空體想像，於歷史表述上較傾向靜態的大寫歷史筆法，語言文字力求精

練含蓄，歷史表述講究起承轉合，在後現代吉隆坡書寫一則現代主義版的南洋

詩，詩人以詩記史，雖在一些詩句裏有委婉的嘲諷，但整體上並不以鮮明的對

抗或批判的姿態存在。〈南洋博物館〉的歷史客觀存在，依據搜集史料並據以寫

下的歷史主體如豬仔、新客、殖民者、西方資本家、華人商家，在詩句中一一

登場，但在歷史敘事上顯得較爲靜態。相比之下，置身博物館的時空體想像，

詩人面對博物館的仿椰林蕉葉，追懷一段歷史鄉愁之旅，所油然而生的歷史文

71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頁61。 
72 語見王賡武。Wang Gungwu, “Chineseness: The Dilemmas of Place and Practice,” in Gary 
Hamilton ed, Cosmopolitan Capitalists, pp. 118-34. 亦見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

表述·呈現》（臺北市：聯經出版，2013），頁50-52。 
73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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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份感懷，令人動容，連結了歷史的理解與主體性結合的可能性。究其實，

這是1970年代馬華現代主義詩書寫模式的延續，由於政治現實的客觀環境以國

族修辭遂行的却是對弱勢社群的歧視和邊緣化，國家對這些弱勢群體而言反而

更多是霸權的象徵，形成他們精神上的内在流放，在文學中表現爲逃避者則指

向内在的中國，或對中華文化出之於悲憤的擁抱。74〈南洋博物館〉的歷史敘

事的文字修辭，可看作是源自上述對中華文化抒情傳統的「感時憂國」結構，「流

放是一種傷」75是其本質。 

 南洋華語語系之爲歷史，對游以飄來說，是20世紀初的一段華人在南洋／

馬來半島的離散史與移民史。游以飄藉有限的史料，表達了他對這段時期華人

離散南洋的歷史鄉愁，撫今追昔，以同情的理解方式，試圖連結族群離散歷史

與文化身份斷裂的倫理關係。這是當代馬華詩人的南洋華語語系表述的一種方

式。

不同於游以飄的大寫華語語系歷史表述，陳大爲的南洋史詩採取了一個揉

合大寫歷史與小寫歷史的筆法，綜合家族史和精神史，情感、精神和事件的三

合一，即三分之一的宏觀歷史、三分之一是微觀的陳氏家族故事，另外三分之

一則是自身的國族思考。76在這輯三合一的南洋組詩中，其中的宏觀歷史乃是

詩人根據史料撰述而成的，是六百年南洋歷史的客觀存在，也是全輯詩作的敘

事框架，是南洋華語語系之爲歷史的層面。而在詩的想像層次上，藉個人的家

族史敘事，家族成員的身世經歷和生活細節，得以深化和具象化宏觀歷史的抽

象層次，突顯置身於歷史中的家族人物的生活思考與情感起伏的層面，讓人感

受到史詩中人物的親近性，展現出歷史意識與個人情感的交錯和連結，突破一

種靜態的南洋詩書寫的大寫歷史巢臼。另一方面，詩中對於國族思考的面向，

連結到詩人書寫和思考南洋／馬來亞半島歷史的地理位置，展現了迂迴多層次

的跨地性身份認同與屬性定位。身處臺灣的詩人回頭書寫南洋歷史，詩人的不

在現場，讓他得以用一種外在抽離的角度、氣勢磅礴的文字修辭來敘述一段過

去式的南洋歷史，而個人的家族史和精神史却讓他得以近距離介入歷史，依靠

情感和精神想像融入歷史現場，形塑有血有肉的歷史主體。在兩個家鄉的生活

成長經歷（怡保與臺北）、寫作的心路歷程（從中國古代歷史到近代南洋歷史的

書寫計劃，解構與建構並行的書寫策略）、中文系的教學養成（精煉流暢的詩語

言，抑揚頓挫的文字節奏，對古典中國歷史材料的和人物意象的嫻熟徵用），這

74 黄錦樹《馬華文學：内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頁93。 
75 《流放是一種傷》是天狼星詩社領導人温任平的詩集名字。 
76 陳大爲《巫術掌紋》（臺北市：聯經，2014），頁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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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種種不同層面的生活、書寫、身份與認同在南洋史詩中相互交織，形成對話，

展現了對位法的閱讀歷史的方式。在身份、書寫主體與歷史主體性的關係性思

考上，詩人的在臺-在馬的雙重邊緣位置，在馬來西亞的國家政治主流的土著化

政策外邊，在在地的馬華文學社群認可的體制外，也在臺灣文學主流場域的認

可體制外，南洋史詩是他認據這個邊緣位置，並據此追認和協商身份認同與族

群定位的生活實踐。77南洋華語語系之爲歷史，在陳大爲那裏，銜接了南洋／

馬來亞殖民地時期的歷史現實與馬來西亞獨立建國後初期的政治現實，再融合

了陳家祖孫三代成員的家族史，再加上自身的生活成長經驗與書寫的心路歷程

的精神史，而成就了陳大爲獨特而深具創意的南洋史觀。

另一位詩人林健文採取了編年記事的形式來書些南洋歷史，這些斷代的歷

史事件與陳大爲的南洋史詩有所重叠也有不同，除了與陳大爲的南洋詩有所重

叠的馬來亞戰前歷史、戰後歷史、馬來西亞獨立建國的歷史和1969年的種族衝

突的暴力歷史事件，還多出了馬來亞獨立後的三個重大歷史事件：新加坡南洋

大學的歷史際遇、一座銜接半島與海島的橋樑的歷史意義、世紀末發生的安華

事件政治風暴。陳大爲的「我的南洋」結束於1969年五一三政治事件，林健文

的南洋歷史甚至延伸到馬來西亞當代的政治歷史，以及無論是馬來亞獨立前或

獨立後息息相關、有一水之隔的新加坡歷史。另外林健文詩中表達的對抗記憶，

深具批判意識，這一點在游以飄和陳大爲的南洋詩裏是較少見到的。在「不再

南洋」的當代書寫南洋歷史，重現或再探南洋歷史的方式，林健文提出三種建

議供參考，第一種方式是對歷史的追懷想像，模糊掉真實與虚構的邊界（上述

三位詩人都發揮了這點），第二種方式是把南洋大寫歷史，寫成歷史事件中的小

寫個人生活經歷與情感（陳大爲、林健文各自在詩中實踐了這一點），第三種方

式是書寫當代的馬來西亞歷史事件，重探南洋歷史在當代歷史現實所具有的

（不）可能意義（林健文的另一輯詩「我的家鄉·馬來西亞」、陳大爲後一本詩

集《靠近 羅摩衍那》部份詩作與此有關）。南洋華語語系之爲歷史，史家所强

調的歷史的客觀存在，却在當代馬華詩人的筆下衍生了多重的可能性與異質

性，見證了即使是同一個歷史階段，同一個歷史現場，也必然有不同的華語語

77 在臺馬華文學於臺灣文學場域中的邊緣化際遇在21世紀有了顯著的改變，陳大爲、黄錦樹、

鍾怡雯等在臺馬華作家的作品被收入各種臺灣選集，臺灣學者如陳芳明、紀大偉在他們各自的

的臺灣文學史建構中有專文討論在臺馬華文學，詹閔旭以華語語系的跨國連結的角度討論了黄

錦樹的小說，他提出「異質馬華」的概念，他論文結論的一段話可以爲陳大爲的南洋史詩在臺

灣文學場域的表現作一註脚：「『異質馬華』的論述取徑之所以能在臺灣學術界取得一席之地，

一方面仰賴在臺馬華學者與作家的打拼，另一方面也和臺灣本土論述發展過程裏，積極强調多

元、混雜、異質、建立臺灣主體性等文化想像息息相關。」詹文見〈華語語系的跨國連結：臺

灣--馬華文學〉《臺大文史哲學報》78期，2013年5月，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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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立場與表述，歷史現實是無法被化約成單一地存在。不同詩人或寫作者有各

自的發言立場與書寫位置，而且他們書寫當下的文化場域、生產關係與經濟結

構也必然起著多重决定的作用。三位馬華當代詩人的南洋華語語系表述，爲我

們讀者演繹出華語語系之爲歷史的三個面貌。

釐清了南洋華語語系之爲歷史的重層脈絡，接下來我們可以討論南洋華語

語系之爲理論的層面。史書美說華語語系爲理論，是經由對華語語系文學或文

化的研究，提升出某些批判觀點，幇助我們質疑以前提出的一些觀點。關於華

語語系的批判觀點，應該特别注意它是一種多維批評，批評對象包羅萬象。78史

書美的舉例包括跟本文的南洋詩有關的馬來西亞的馬來中心主義，我在上文討

論到陳大爲和林健文的南洋詩時，指出在馬來西亞這個地方的華人在國家政體

中，處在一個被邊緣化的位置，雖然在政治身份上是國民的身份，但是却没有

得到平等分享政治權益，有如被歧視的二等國民，在華人的文化身份屬性上往

往受到質疑與打壓，而我發現到，在林健文的南洋書寫中，從華人社群挖掘出

人民記憶，可以對抗記憶的方式來質疑和鬆動種族主義、踰越馬來國族主義、

批判國家大一統的主流歷史，以便尋求更公平、更合理與没有歧視的政治社會

體制。而在殖民地時期的南洋，離散華人的生計受到打壓和剥削，以致生活環

境陷入危難，也不單來自白人資本家或英殖民者，也來自自身族群的南洋華人

資本家或商家，這一點在游以飄的詩中略有提及。而在陳大爲的南洋史詩裏，

馬來亞獨立建國後的政治發展，對華人的政經文教造成全面的影響，以學校教

育簡化中文書寫爲例子，暗示中華文化在國家語文教育制度的邊緣化位置，及

華人的文化身份的異化與他者化。雖然三位詩人的批判意識深淺有别，詩的批

評力道的程度也因人而異，但南洋華語語系之爲理論，這些詩作俱體現了史書

美所提醒我們的華語語系的多維批評，華語語系爲理論的存在理由之一。對當

代的南洋華語語系表述，以及它作爲歷史與理論的辯證，上述的討論只是一個

初步的概念，更深化的論證有待未來對更多當代文本的細緻解讀和縝密思考。

結語：後離散的南洋／馬華書寫

史書美的「華語語系文學」概念，既接受華人離散是一個歷史事實，然而

她同時强調離散的歷程也有終結的時候：「離散有其終時。當移民安頓下來，開

始在地化，許多人在他們第二代或第三代便選擇結束這種離散狀態。對於移民

78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頁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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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所謂『祖國』的留戀通常反映了融入本土的困難，不管是自覺的還是不自

覺的。例如種族主義或其他的敵對情況會迫使移民從過往中找尋逃避和安慰，

文化上或和其他方面的優越感又使得他們與當地人之間有所隔閡和疏遠。強調

離散有其終時，是堅信文化和政治實踐總是基於在地，所有人理應被給予一個

成為當地人的機會。」79在同一篇文章裡她說：「華語語系是一個變化的群體，

處在一個過渡的階段(無論它持續多久)，不可避免地進一步與當地全體融合，

進而成為當地的構成部分。」80在這方面來說，上述的南洋詩確實具備某些程

度的去中心、反霸權的對抗意識，却也同時透過文本協商，融入在地，自我建

構，把南洋書寫成歷史的生活。更何況在臺馬華作家的再離散定位，從在臺的

視角來書寫南洋／馬來西亞的歷史現實及適時融入在馬生活的經驗和感受，以

致史書美所强調的「反離散」概念顯得問題重重。81 

魏月萍在一篇討論馬華文學政治身份的論文中說：「離散不僅注重於從歷史

回溯角度，指向文學的歷史源頭，它也適切於當代情境的文化批判，因而包含

特殊的二重性：歷史和當代的向度。如此而言，『離散』和『反離散』二者是否

可以並陳，而不須成爲對峙的兩種批評力量，可再深思。」82這一段話很敏銳

地道出離散的二重性，離散作爲歷史和當代的向度，在李有成的專書《離散》

那裏可以找到相似的看法，如果再對比或對照於史書美的華語語系觀點，即華

語語系之爲歷史與之爲論述的兩個層面，離散的歷史源頭即是華語語系之爲歷

史的一面，而當代情境的文化批判，即是華語語系之爲論述實踐的一面。如此

說來，離散論述與華語語系可以並陳不悖，談論華語語系不必排除離散論述，

同理討論離散也可以兼容華語語系表述，二者並重不但可以深化論述對象的歷

史意識，還可以藉論述者自身的當代情境，重新反思當代歷史想像與認同的具

體實踐，進一步深入理解和發掘更多面向的批評潛力。

對於馬華作家來說，過度强調「反離散」，在地的文化實踐，企圖以此來

「抵抗離散」，可能只看到局部的事實，並無法彰顯馬華書寫主體的複雜心理變

化與異質性。當代馬華文學的在地書寫者更多呈現的是在地認同，認同國籍身

79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頁 47-48。 
80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頁 48。 
81 有關再離散與在臺／跨國馬華文學的論述，主要見張錦忠這幾篇論文〈文化回歸、離散臺灣

與旅行跨國性〉，載《中外文學》7期，2004年12月，頁153-166；〈離散雙鄉：作爲亞洲跨國華文

書寫的在臺馬華文學〉，載《中國現代文學》9期，2006年6月，頁61-72；〈（離散）在臺馬華文學

與原鄉想像〉，載《中山人文學報》22期，2006年夏季，頁93-105；〈再論述：一個馬華文學論述

在臺灣的系譜（或抒情）與分歧敘事〉，載《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16期，2013年，頁41-63。 
82 魏月萍〈「誰」在乎「文學公民權」？馬華文學政治身份的論述策略〉，《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18期，2015年8月，頁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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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在現實生活裡，具有語言文化糅雜的成份或性質，融入成爲當地的構成部

份。在這一點上，確實很接近史書美的華語語系版本的反離散立場，比較强調

移民後裔的在地認同和文化糅雜。馬華作者的書寫文本中表達在地認同，强烈

的歷史具體性與地方感，也是很平常的事。但因爲政治現實的不平等結構，以

及國家權力機制的傾斜，文本中往往透露出一種欲迎還拒的心理矛盾情結，作

者的現實（國家認同）與精神（文化認同）層面時有衝突，在認同與抗拒之間

來回擺盪。南洋華語語系，作爲一個當代書寫文化想像和歷史主體的概念，告

别的是離散的本質：傳統的血緣論、文化本質主義、大一統的中原文化觀、離

散中國人的本源觀念，但是離散作爲一個過程／歷程，却還没有結束，還在持

續進行當中。離散的身份既屬於過去﹐也屬於未來。離散屬性是在特定的空間、

時間、歷史、文化裡所型塑和建構的，具有歷史。83但是這個離散的身份，在

獨立前後的一段時間，有了轉折，這些歷史現實讓馬華作家在下筆形諸文字時，

往往充滿文化危機意識，形成一種疏離與擁抱混雜的書寫文體，展現在語言形

式上，遂成爲一種二重性的離合辯證。84在地與離散並非截然二分，兩者可以

同時並存，作家本身不必然人在境外或國外，在地也可能具有强烈的離散意識。

由此角度觀之，史書美的反離散概念並無法兼顧和涵蓋這個書寫主體的雙重

性。因此，爲了更準確描述現階段馬華文學的南洋書寫，我嘗試跳脱出在在地-

離散、反離散-再離散「非彼即此」（either/nor）的論述思考模式。我的目的不

在於否定學界既有的概念，而是試圖在離散作爲歷史之後，在當代情境所形成

的再離散-反離散二元對立局面裏，提出一個超越這個二元對立的離散架構，我

稱之爲後離散的華語語系表述。在地的書寫主體除了國家認同，但在内在心理

或精神觀念上可能具有强烈的流放或離散意識，同理再離散到臺港或歐美的馬

華作家具有多重的離散意識，不排除再離散主體心態上所内攝或潛意識的在地

認同，這些都可以成爲主體性或主體身份認同的一部份。再離散與反離散不必

然是鐵板一塊（或兩塊），在再離散-反離散的光譜的兩極之間，存在不少重叠

和轉化流動身份的區塊，這是後離散的華語語系主體安身立命之所在。

83 這裏擬仿霍爾（Stuart Hall）的語句，見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 Framework 36 (1989), p.68-81. 
84 在不同的語境下，魏月萍這個論點爲我們提供一個地方認同具有向心與離心的雙重性，她在

〈從「離心」到「主體」歷史意識的建構：獨立後馬華地方史初探〉一文中說：「一方面，地方

以一種向心方式起源，並用於將社會-文化的多樣性整合進一個國家結構；另一方面，地方又會

以一種離心方式出現，由此也有利於草根社會文化的創造……（地方）不僅僅是一個歸屬感的

問題，也是一個矛盾的過程，馬華地方歷史儼然更傾向後者。」她稱這個矛盾複雜過程爲「向

心與離心的二重性」。魏文收入何國忠編，《百年回眸：馬華社會與政治》（吉隆坡：華社研究中

心，2005），頁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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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爲，對當代南洋詩的觀察，推而廣之，可以成爲我們對後離散的馬來

西亞華語語系表述的思考起點，在不否定和揚棄反離散與再離散的概念前提

下 ，持續深化它駁雜多樣的重層脈絡，它那多維性的離合辯證與協商敘事。如

同王德威所言，華語語系是要打開問題，讓更多的對話開始。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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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大典」與「馬華電子圖書館」

邱貴芬

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

美國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特聘教

授。研究領域涵蓋後殖民歷史學、台灣當代紀錄片，及台灣現當代文學。從 2014
年開始，她與中興大學跨領域數位團隊合作，建置了數個台灣重要作家的網站，

包括楊牧、李昂、王文興、施叔青、路寒袖、甘耀明等，目前正在進行「台灣文

學大典」計畫 (http://twlit.blogspot.tw/)。編著有 Taiwan Cinema, International 
Reception, and Social Change (2017)、New Chinese-Language Documentaries 
(2014)、《「(不)同國女人聒噪」：訪談台灣當代女作家》（1998）、《仲介台灣．女

人︰後殖民女性主義的台灣閱讀》（199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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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台灣文學大典」：台灣作家網站數位平台

台灣文學數位平台的建置，大約在 1998 年前後開始冒現，中興大學李順興教授

的「歧路花園」、詩人蘇紹連的「現代詩的島嶼」、林淇養（向陽）的「向陽工作

坊」，是最具代表的網站。除了這些作家個人建置的網站之外，由政府補助的作

家網站，也因政府大力支持各類數位典藏計畫，而紛紛成形，其中包括由賴和基

金會獲文化部補助而建置的賴和網站（http://cls.hs.yzu.edu.tw/laihe/）、交通大學

執行「數位典藏國家行科技計畫」而建置的「蓉子」、「張系國」、清華大學的「葉

榮鐘」、「唐文標」數位資料館等等。然而這些作家散落在各地，未能匯聚為一個

系統性呈現台灣文學樣貌的數位平台。

2014 年中興大學著手建置「台灣文學大典」，試圖將這些為數已相當可觀但

互不相關相連的作家網站匯聚成一個數位平台，依照作家姓氏排列，展現於數位

平台上，同時也設計兩個時間軸來展現一個數位台灣文學史的圖像：垂直的時間

軸將作家網站依照作家生年，構組成一個台灣文學史的歷程，橫軸則標示台灣文

學史的重要年份，提示斷代分期。這個台灣文學數位平台由詩人楊牧命名，希望

可以勾勒台灣文學歷史發展的軌跡，以及超越作家個體創作的台灣文學發展樣

貌。

http://cls.hs.yzu.edu.tw/lai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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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平台的技術，得力於中興大學資管系陳育毅教授的指導。我們採用免費

的 blogspot，以「數位策展」取代「數位典藏」的概念，不僅意在「保存」和「典

藏」，更希望開發讓大眾接近這些文物的便利管道，並探討數位文物的永續生命。

在台灣文學大典中，中興大學建置的作家網站，包括楊牧、路寒袖、李昂、施叔

青、王文興、林海音、瓦歷斯•諾幹、甘耀明、以及正在建置中的劉克襄、李永

平等等。網站大致分為「HOME」、「大事年表」、「著作資訊」、「線上閱讀」、「外

譯作品」、「影音資料」、「研究論文」、「計畫緣起」幾大區塊，但也依照作家特有

的創作取向而加以調整。作家生平的呈現，採用 Timeline JS，突破傳統文字為主

的條列式陳列的方式，結合文字、圖片、影音、地圖等混合媒材資料來展現

作家的創作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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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影音，則經過授權洽談，收錄作家珍貴影音資料。以作家路寒袖的網站為

例，可聽到作家作詞的幾首代表台語歌曲，包括膾炙人口的「少年台灣」

（http://luhanshiu.blogspot.tw/#tab0-tab）、「台中的歌」

（http://luhanshiu.blogspot.tw/#tab0-tab）、「相信台灣」

（https://soundcloud.com/hanshiu-lu/01-5a）。「詩人現身」單元

（http://luhanshiu.blogspot.tw/#team），可看到作家朗讀其作品「畫眉」的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embed/wZ7ESWLj2JQ），也可看到詩人談他與作曲家

詹宏達的合作經驗、攝影經驗、以及他對於台中的文化願景等等。而線上閱讀，

則取得作家授權，展現路寒袖的「詩選」

（http://www.youblisher.com/p/1134663-%E8%B7%AF%E5%AF%92%E8%A2%96
%E8%A9%A9%E9%81%B8/）和他所創作的「台中文化地景詩」

（http://www.youblisher.com/p/1132647-%E5%8F%B0%E4%B8%AD%E6%96%87
%E5%AD%B8%E5%9C%B0%E6%99%AF/），透過作家圖文並置的詩作，呈現興

大中興湖、逢甲夜市、台中放送局、台中公園望月亭等等台中地景。讀者如造訪

不同作家網站的造訪，可看到台灣文學豐富的面貌。作家的風格不同、呈現的資

料不同，網站的製作重點也因而有所不同。

「台灣文學大典」自建置以來，已有接近 18,000 左右的點閱率。這是個非

常適合台灣文學相關課程和通識課程使用的數位資源，許多作家網站都有作品全

文上線，老師和學生可以隨課程設計須要加以組合，解決非法影印涉及的授權問

題。但是，這個以網路公開軟體建置的網站，卻也有幾個侷限：第一，收錄的作

家網站由不同單位或作家自行建置，沒有統一的資料庫。第二，也因來源不一，

此平台仍以「單向展示」方式運作，未能如馬來西亞的「馬華文學點子圖書館」

（http://www.mcldl.com/）一樣設有與讀者互動的機制，無法透過「讀者反應」

http://luhanshiu.blogspot.tw/#tab0-tab
http://luhanshiu.blogspot.tw/#tab0-tab
https://soundcloud.com/hanshiu-lu/01-5a
http://luhanshiu.blogspot.tw/#team
https://www.youtube.com/embed/wZ7ESWLj2JQ
http://www.youblisher.com/p/1134663-%E8%B7%AF%E5%AF%92%E8%A2%96%E8%A9%A9%E9%81%B8/
http://www.youblisher.com/p/1134663-%E8%B7%AF%E5%AF%92%E8%A2%96%E8%A9%A9%E9%81%B8/
http://www.youblisher.com/p/1132647-%E5%8F%B0%E4%B8%AD%E6%96%87%E5%AD%B8%E5%9C%B0%E6%99%AF/
http://www.youblisher.com/p/1132647-%E5%8F%B0%E4%B8%AD%E6%96%87%E5%AD%B8%E5%9C%B0%E6%99%AF/
http://www.mcld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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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來發展接受端大數據的資料，並進而開發 data mining 的讀者反應相關研

究。第三，大多作家網站未考慮台灣文學國際化的問題，在設計之初，並未將英

文版和與國外讀者溝通的考量納入設計，「國際推廣」的成效有限。另外，如果

以文化資產角度來看待這個數位平台，則此平台如何永續經營和保存，須要更妥

善的規劃。數位軟體一再更新的情況下，平台使用的 blogspot 早晚將「過時」，

而平台的永續管理，也須要尋找一個體制下穩定的「家」。如同其他數位計畫一

樣，如何回應數位資源「永續性」，是一個必須認真面對的挑戰。



195 

從華語語系到華語圈：馬華人在臺灣

胡金倫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編輯

出生於馬來西亞吉隆坡市，馬來西亞理科大學人文系畢業，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

學碩士。現任聯經出版公司總編輯。與鍾怡雯、陳大為曾主編《赤道形聲：馬華

文學讀本Ⅰ．小說卷》（2000）、《赤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Ⅱ．評論卷》（2003） 

（大會發言初稿，請勿引用）

摘要

1960 年代以來，馬華人在臺灣，從留臺到旅臺，從離臺到返臺；或不曾留學臺

灣，或不曾來臺灣，或短暫旅行／旅遊臺灣的馬華人，兩地之間的地理空間距離

未曾縮減彼此的交流。無論從事文學創作或學術研究者，藉由文學獎、出版、教

育，或其他就業領域來發聲的在臺馬華人，將近 60 年的時間逐漸形成一個隱形

社群，筆者名之為「華語語系馬華社群」（Sinophone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上述社群在臺灣或馬來西亞製造了眾聲喧華現象。兩地的作家、出版品、出版社、

讀者，從馬來西亞到臺灣，從臺灣到馬來西亞，除了形構成本土境內的華語語系

文學，也由於作家、讀者、出版市場跨越境內外，在兩地做文字互動、思想交流、

文化交會，突破疆域的界線，華語語系文學、出版、閱讀呈現流動、熱鬧蓬勃現

象。近年來假牙的《假牙詩集：我的青春小鳥》、「小說引力：華文國際互聯平台」

的李憶莙《遺夢之北：李憶莙長篇小說》、第 19 屆國家文藝獎得主李永平、國家

文化藝術基金會的「馬華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吳明益《單車失竊記》、新銳

作家徐振輔等例子，忝為可以發揮探討的個案。

本文嘗試藉由「華語語系馬華社群」這一概念，闡釋說明馬華人在臺灣，透過各

種場域所發表的文字言說、思想論述和研究成果，與臺灣的影響交流，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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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你率性了，早幾年對峙招兵買馬的炎魔，你現在就可以舒舒暢暢寫

武俠，寫完後還可以如你所願漫遊世界。1 

前言

 李永平，1947 年出生於英屬婆羅洲沙勞越邦古晉市，1967 年中學畢業後來

臺灣就學，展開寫作、教學生涯。將近 40 年的創作生涯，李永平從《婆羅洲之

子》到《朱鴒書》，未完成的《新俠女圖》，以及多本譯作，其高度精緻精練的小

說文字藝術，極度豐富的文學想像力，寫作視野不僅放眼於臺灣，更擴大場域至

婆羅洲莽莽熱帶雨林。李永平的文學生命跨越原鄉與他鄉，故鄉與異鄉，縱橫於

時間與空間的交錯點上；他的文學地圖，從婆羅洲到臺灣，從臺灣到北美，從北

美回到臺灣，再馳騁於婆羅洲；從臺北、北投、南投、高雄、花蓮到淡水，寫作

生命歷經幾度轉折。2015 年 12 月 15 日公布，李永平榮獲第 19 屆國家文藝獎文

學類，是第一位榮獲此國家級獎項的馬華（裔）作家。2 

李永平的得獎，對於在臺的馬華作家（或說馬華人）來說有特殊意義，因為

這牽涉到一個作家的身分、認同、國籍、本土問題，尤其在此時此刻。相較於李

永平的小說在臺灣和中國逐漸受到重視與肯定，《大河盡頭》、《朱鴒書》等書獲

獎，3他在馬來西亞（或沙勞越？）的掌聲和討論，是寂寞的，甚至是沒有得到

肯定的聲音。如此巨大的落差，我們這裡的問題當然是為什麼？

2016 年李永平榮獲第 6 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貢獻獎。 

從國家到全球，從臺灣文學到馬華文學，再到華文文學，李永平的文學位置

無疑是多重性的，多元性的，即馬又華，是婆也沙，由島至島。4而以今天的主

題「華語語系與南洋書寫」，尤其是在「華語語系」的語境下，是否能完全一語

道盡，以李永平作為例子，我們這些，馬華人在臺灣的處境，和境遇？

令人惋惜的是，2017 年 9 月 22 日，李永平病逝，享年 70 歲。由島至島，從此

岸到彼岸，鄉與郷之間，追憶似逝水年華。是拉讓江的一飄江水嗎？或卡布亞斯

大河的滾滾河水？還是淡水河的故人背影？從此徒留不會消逝如煙的往事，令人

1 張貴興，〈白袍巫師下南洋 悼小說家李永平〉，《聯合報‧聯合副刊》，2017 年 10 月 13 日，E3。 
2 周美惠、何定照╱臺北報導，〈國家文藝獎 5 得主出列〉，《聯合報‧文化》，2015 年 12 月 16
日，A9。 
3 例如 2011 年，《大河盡頭（下卷：山）》獲臺北國際書展大獎「小說類」、第 35 屆金鼎獎圖書

類文學獎；2014 年，《大河盡頭（上、下卷》獲第 3 屆「中山杯」華僑華人文學獎評委會大獎；

2016 年，《朱鴒書》獲第 40 屆金鼎獎圖書類文學獎。 
4 陳宛茜╱臺北報導，〈從僑生到得獎 婆羅洲來的孩子「像做夢」〉，《聯合報‧文化》，2016 年 3
月 26 日，A8；陳宛茜╱臺北報導，〈馬裔作家李永平來台 40 年 獲國家文藝獎〉，《聯合報‧文化》，

2016 年 3 月 26 日，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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惋惜，俠女隔江猶唱月河曲。

一、華語語系研究

 華語語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的崛起，是我們今天必須直視的命題。

尤其在華語語系理論的框架下，來檢視或討論南洋書寫（或「南向書寫」？），

蔚為有趣。5 

筆者曾經在他處，根據自己的閱讀經驗，嘗試歸納出近年來所討論的華語語

系：6 

1. 史書美教授：是在中國以外使用各種不同漢語語言（Sinitic languages）的各個

區域，具有反殖民、反中國霸權的意義；可以是嚮往，也可以是抗拒許多不同的

中國性建構的場域（site）；它可能是遠距離的民族主義、或者是反中國的政治、

甚至是與中國無關的場域， 7由於過去華人（Chinese）／海外華人（Chinese 

Overseas ）的離散論述（ diaspora discourse ）被認為含有中國中心主義

（Sinocentrism），因此華語語系必須建構反離散（against diaspora）論述。8 

2. 王德威教授：華語語系，更進一步來說是華語語系文學，應該是以中國大陸

及海外華人最大公約數的語言──主要為漢語，包括各種官話到南腔北調的方言

鄉音─的言說、書寫作為研究介面，重新看待現當代華文文學流動、對話或抗爭

的現象。華語語系文學不是以當代中國為出發點的「海外華文文學」，也不必是

奉西方反帝、反殖民理論的東方範例。華語語系始自海外眾聲喧華，但理應擴及

至中國大陸以內的文學，包括漢族以及非漢族文學，重視中心以外的，邊緣的、

弱勢的、偏遠的，並由此形成對話。9 

上述兩位學者觀點的最大差異，在於討論華語語系／華語語系文學時，「中

5 中華民國現任總統蔡英文提出「新南向政策」，細節與政策綱領可參閱中華民國外交部網頁，「新

南向政策綱領」，http://nspp.mofa.gov.tw/nspp/list_tt.php?unit=439。 
6 胡金倫，〈歷史與時勢─華語語系‧華夷風與高行健《靈山》〉，「追尋自由的靈魂：高行健先生創

作論壇」論文宣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主辦，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7 年 5 月 22
日。
7 1990 年代初期已經出現 Sinophone 一詞，但直至 2007 年史書美教授的專書《視覺與認同：跨

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出

版，才引起注意和討論。其他可參考 Andrea Bachner, Beyond Sinology: Chinese Writing and the 
Scripts of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Edward McDonald, Learning 
Chinese, Turning Chinese: Challenges to Becoming Sinophone in a Globalised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Shu-mei Shih, Chien-hsin Tsai, and Brian Bernards ed,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Jing Tsu,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等。 
8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臺北：聯經，2017）。 
9 王德威，〈導言〉，收入王德威、高嘉謙、胡金倫主編，《華夷風：華語語系文學讀本》（臺北：

聯經，2016），頁 3。 

http://nspp.mofa.gov.tw/nspp/list_tt.php?unit=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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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在席或缺席。換句話說，討論華語語系／華語語系文學時，應該包含「中

國／中國文學」嗎？「中國／中國文學」是否包含華語語系下的馬華人在／只在

／只限在中國大陸發表、出版的「南洋書寫」，別無他家？

另一方面，晚近學者許維賢教授在其《華語電影在後馬來西亞：土腔風格、

華夷風與作者論》10一書中，嘗試將華語語系論述分成「1.0、2.0 和 3.0」版本，

提醒後來者不要忘了溯本清源「華語語系」的身世／前世，是始自馬華學者兼詩

人陳慧樺（本名陳鵬翔）於 1993 年在馬來西亞《星洲日報》撰文把 Sinophone

一詞翻譯成「華語風」。11 

換句話說，當我們綜合以上所討論的，無論從華人、華族、華夷、華文、華

語──從身體到說文到寫字到發音到語言；從海外華人／文到世界華人／文，從

身心的離散到內外在環境的反離散，到底是「世界中」的「中國」文學，還是「華

文」文學，12華中之辨，但是心中不免有個遙遙的，遠遠的，距離的，中心或非

中心的對象／目標，縹緲存在，即中國或臺灣，或是換成臺灣或中國，端視何者

為優先。這種現象尤其是馬華人在臺灣（→中國），13藉由臺灣直接或間接作為

樞紐，除了形構成本土境內的文學創作，也由於馬華作家、讀者、出版市場跨越

境內外，在兩地做文字互動、思想交流、文化交會，突破疆域的界線，發表、出

版、閱讀呈現流動、熱鬧蓬勃現象，然後有者會從臺灣到中國，或者不曾通過臺

灣，直接跳過，快步到中國；再或者游移在三地之間，不分彼此你我：因為只要

有市場，為何不可不能？

 在這裡，臺灣←→馬華←→中國（甚至可能越境到香港）是一個重疊性的三

層圈。簡而言之，馬華人從華語語系到華語圈的寫作／發表／出版，有兩種現象

應該值得注意：

1. 中國境外的華語文學出版；

2. 中國境外的華語語系作家在中國的出版。14

而在本文中，筆者刻意不強調「馬華作家」，而用「馬華人」，別有用意，下文將

說明。

10 許維賢，〈導論〉，《華語電影在後馬來西亞：土腔風格、華夷風與作者論》（臺北：聯經，2018，
即將出版）。
11 同前注。 
12 此處借用了王德威教授的篇名，〈「世界中」的中國文學〉（Worlding Literary China），《中國現

代文學半年刊》31 期（2016 年 6 月），頁 1-26。 
13 從留臺到旅臺，從離臺到返臺；或不曾留學臺灣，或不曾來臺灣，或短暫旅行／旅遊臺灣的

馬華人。
14 謝謝高嘉謙教授在私訊討論時提供了這寶貴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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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馬華人在臺灣：一個身世譜系

 1960 年代以來，許多馬來西亞（1963 年 9 月 16 日成立；或稍早 1957 年馬

來亞獨立後）的華裔中學畢業生，為了接續華文高等教育，選擇到臺灣繼續升學

（也是受惠於當時國民黨僑教政策之故）。無獨有偶的是，這批當時在臺灣的馬

華留學生，投入文學創作或全國性的文學獎競賽（大部分就讀於外文系，或英語

系）15，發表、得獎、出版，例如詩人林綠（本名丁善雄）、陳慧樺、商晚筠、

李永平、張貴興等。

 這裡僅以小說文類為例，16商晚筠（本名黃綠綠）是第一位在臺灣得獎的馬

華作家，比李永平早了一年。17商晚筠、李永平、張貴興的出現，為馬華人在臺

灣的小說寫作，到得獎出版，畫下了最早的版圖，或一張可能發展的地圖。她／

他們三位最後選擇或返回僑居地，或入籍臺灣，落地生根，靈根自植，在故鄉或

他鄉，選文擇字，書寫關於婆羅洲或馬來半島的多元種族社會面貌（華夷！）。

如果以今天華語語系的觀點來看，她／他們的身分／位置移動與遊走，跨越國家

疆域與界線，書寫／發言位置遠離中國（是邊緣或中心？），駐足臺灣（是中心

或邊緣？）18，已早有跨國流動性意義。 

多元的流動，眾聲喧華（中華文化），也為馬華文學在臺灣（甚至臺灣文學）

建立最早的典範，讓後來者不斷追求或企圖超越。

 當然我們不能忘了前行代詩人李有成、「星座詩社」（1964-）同仁（陳慧樺、

林綠、淡瑩、王潤華等），或後來的神州詩社（1976-1980）眾文友（溫瑞安、方

娥真、黃昏星、周清嘯等），19，以及解嚴前後來臺就學的傅承得、陳強華、曾

慶豹、王祖安、羅正文等人，或者在 20 世紀 1980 年代初三度獲得聯合報小說獎

的潘雨桐（本名潘貴昌，非中文系或外文系畢業，而是農學院），到 90 年代初榮

獲各大文學獎桂冠的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等，兼具創作與研究，進入臺灣的

15 請參閱〈馬華作家歷年「在台」得獎一覽表（1967-2003）〉，收入陳大為、鍾怡雯、胡金倫主

編，《赤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Ⅱ》（臺北：萬卷樓，2004），頁 669-72。 
16 1967 年林綠獲得五十六年度優秀青年詩人獎，首開馬華人在臺灣得全國性文學獎的序幕。 
17 商晚筠（本名黃莉莉，後改為黃綠綠，1952-1995），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77 年以〈木

板屋的印度人〉獲得《幼獅文藝》舉辦「全國短篇小說大競寫」優等獎，與及以〈君自故鄉來〉

獲得第二屆聯合報小說獎短篇小說佳作獎；翌年再以〈癡女阿蓮〉獲得第三屆聯合報小說獎短篇

小說佳作（後皆收入《癡女阿蓮》〔臺北：聯經，1977〕）。而李永平以〈歸來〉獲第三屆聯合報

小說獎短篇小說佳作（後改寫成〈蛇讎〉，收入《吉陵春秋》〔臺北：洪範，1986〕）。同一時間，

張貴興以〈俠影錄〉獲第一屆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佳作（後收入《伏虎》〔臺北：時報文化，1980〕）。 
18 這裡不能忽略的是當時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四人幫倒臺後的政治文化影響。 
19 請參閱張錦忠編，〈馬華文學在台灣編目（1962-2000）〉，《中外文學》29 卷 4 期（2000 年 9
月），頁 326-31；〈台灣所見馬華文學論述累積書目〉，《中外文學》29 卷 4 期（2000 年 9 月），

頁 3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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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教育體制；與此同時，從留臺學生身分到留臺任教身分，非關文學創作，但

是以人文學術研究與批評角度觀察當代藝術、文學與歷史的詭譎流變，另闢蹊

徑。例如賴瑞和、張錦忠、林建國、孫松榮、魏月萍、高嘉謙、顏健富、等，上

至中國唐代史，下至陽明理學，晚清遺民，當代華文文學，或者英美文學研究、

華語電影美學等，馬華人在臺灣的理由不僅僅再是局限於華文文學創作，而是各

自在人文學術與思想研究上尋找對話空間；雖然大家同途殊歸，不過他們選擇首

先在臺灣發表、或出版，與臺灣讀者、市場先進行思想對話。90 年代末期至 21

世紀初，黎紫書在臺灣兩大報文學獎得獎的崛起締造了馬華文學神話後，20後來

者如李天葆、賀淑芳、吳龍川、呂育陶、龔萬輝、方肯、許裕全、曾翎龍、周若

濤、辛金順、陳志鴻、冼文光、楊邦尼、方路、梁靖芬、黃瑋霜、木焱等等，無

論是得獎、發表或出版，宣告了一種進軍臺灣舞臺的態勢。這些從留臺到旅臺，

從離臺到返臺；或不曾留學臺灣，或不曾來臺灣，或短暫旅行／旅遊臺灣的馬華

人，兩地之間的地理空間距離未曾縮減彼此的交流。拜網際網絡之發達，馬華與

臺灣的消息通訊之便捷無往不利。這些人數之多之眾之廣，曾經被臺灣文壇認為

是逐鹿「新中原」的一支文學奇兵就見怪不怪了。21 

另一方面，藉由出版交流合作之便利，臺灣與馬華之間互惠互利著自費出版

或投資出版模式。馬華前行代作家小黑、冰谷、原上草、李宗舜、李憶莙、姚拓

等，或是兼具醫生身分的作家歐陽林、張草、廖宏強、林韋地等，又或者是文學

獎、教育事業以外，在其他就業領域的在臺馬華人，例如出版人沈雲驄、黃暐勝

等，或是企業家、現任群聯電子董事長兼總經理的潘健成等，族繁不及備載，前

述羅列出成群結隊的無數名字，其實是以 50 年的時間（1967-2017）在臺灣逐漸

形成一個隱形社群，筆者故且名之為「華語語系馬華社群」（Sinophone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我們有理由相信，馬華人在臺灣，絕對不只這些。他們或明或暗地在臺灣各

地角落，各個行業，繼續自植靈根，落地開出大紅花。

以上所述，目的是為了回應本文一開始所指出的：

1. 中國境外的華語文學出版，主要在臺灣。

三、華文文學的重心／中心

20 黎紫書沒有大學教育背景，也並非留學臺灣。與前述在臺灣得獎的馬華人學歷背景相較，顯

然是一刀劃開的姿勢。某種程度上，黎紫書的身分代表了馬華「本土」，與馬華「留臺」相映襯。 
21 陳雅玲，〈文學奇兵逐鹿「新中原」〉，《台灣光華雜誌》23 卷 7 期（1998 年 7 月），頁 1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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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感染力，文學的影響力不分國界和地域性。假設華語語系馬華社群在

臺灣的推測是成立的，我們就不難理解，馬華人，在臺灣，受到注意和矚目是合

理的。2016 年 1 月馬來西亞作家假牙（本名陳文瑞）的《假牙詩集：我的青春

小鳥》在臺灣出版繁體字版後，累積暢銷超過一萬冊。22通過詩人鴻鴻、部落客

小鳥茵（王筱茵）、詩人隱匿等的推薦，形塑了尋找詩人何在的話題。23馬華作

家／文學在臺灣的受到重視，今時往日，時空轉變，讀者市場和口味選擇，無法

一言以概之。

 2003 年起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推動「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2015 年起成

立「華文小說國際互聯平台」，遴選出包括「2001～2015 華文長篇小說 20 部」、

「2001～2015 台灣長篇小說 30 部」等。24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平台「面向全球

華文讀者，打造以臺灣為中心、放眼全世界」，25隱約含藏了「華文文學」的主

體性／中心（不再／不一定是中國）考量。一如現今所討論的華語語系文學／作

家，不以國家、疆界作為文學表現的判準，他們所投射的史觀也跨越國族歷史的

局限與規範。26因此，最後評選出的「華文長篇小說 20 部」，包含來自於上海、

澳門、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而馬來西亞地區選出了李憶莙和黎紫書。27寫

在（中）國家以內、以外的，華文文學，在這平台上似乎呼應了本文前述王德威

教授的一種「對話」。28 

更重要的是，「華文小說國際互聯平台」牽引出後來的「馬華長篇小說創作

發表專案」，29是華語語系馬華社群在臺灣，正式進入臺灣官方組織／國家級單

位，發表、出版，被臺灣讀者，甚至全球華人閱讀、肯定的重要方式。或許前無

古例，也不一定再有後例。不過馬華文學／作家在臺灣日漸受到關注，或許已是

不爭之事實。他／她們是從邊緣的位置（馬來西亞）逆寫到中心的舞臺（臺灣）

嗎？還是逐漸遠離已經崛起的另一個中心（中國）？不過誰是中心？誰是邊緣？

22 這本詩集原出版於 2005 年（吉隆坡：大夢書房），絕版多年，後來於 2011 年重新出版（吉隆

坡：有人出版社）。2016 年引薦至臺灣寶瓶文化出版。社長朱亞君女士透露累銷數字。 
23 盧慧心，〈尋找假牙〉，《中國時報‧開卷》，2016 年 2 月 13 日。以目前的臺灣出版市場而言，

最小眾的詩集要實銷至萬冊以上，是極難之事，更何況作者並非臺灣人！
24 http://novelncaf.wenhsun.com.tw/intro.html。 
25 詳見該網站上，關於平台理念的文字說明。 
26 王德威，〈史與勢〉，收入王德威、高嘉謙、胡金倫主編，《華夷風：華語語系文學讀本》（臺

北：聯經，2016），頁 327。 
27 前者是《遺夢之北：李憶莙長篇小說》（臺北：要有光，2013）；後者是《告別的年代》（臺北：

聯經，2010）。 
28 王德威，〈導言〉，收入王德威、高嘉謙、胡金倫主編，《華夷風》，頁 3。 
29 http://www.ncafroc.org.tw/news-single.aspx?id=42061。這個專案經費由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藝

企平台」媒合，邀請企業家潘健成、前南山人壽董事長郭文德先生全額專款贊助為期三年，總經

費約新臺幣 270 萬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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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豈是簡單的二分法可以斷然說清楚。

 「馬華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於 2016 年首度受理馬來西亞籍作家之華文

長篇小說創作申請。同年底該案申請揭曉，賀淑芳以《繁花盛開的森林》獲選，

作品以 1969 年馬華種族衝突的「五一三事件」為核心，以國族寓意情節，書寫

現代馬來西亞華人故事。30 

因為騎一輛單車出發到馬來西亞，揭開了臺灣與馬來西亞之間的歷史弔詭，

臺灣作家吳明益對於二戰期間馬來半島的地理場景書寫，31值得深究其細。阿潑

（本名黃奕瀠）以人類學角度觀察婆羅洲沙勞越的伊班族和華人的故事，32寫者

有心，讀者也有意；近年來新銳臺灣作家徐振輔對於婆羅洲島的自然觀察書寫，

33是繼李永平、張貴興之後，在臺灣所見，近年來臺灣作家關於婆羅洲的大量、

深刻關注，值得期待。當馬華（人情物景）被書寫進臺灣場域時，此時此刻，我

們不禁要問：是誰影響了誰？是誰吸引了誰？來書寫馬來西亞？這是過去臺灣文

學中少見的現象，有心者日後可以長文加以發揮研究。

四、不在家國以內，就是國家以外

不過不能否認的是，這種舞臺或中心也可以有所選擇或取捨。有的馬華人選

擇繞道臺灣，在馬來西亞、臺灣、中國三地前後發表、出版（三地通吃），或繞

過臺灣、跳過臺灣（遠離中心〔或非中心？〕），只在中國寫作專欄、發表和出版

（個人因素或被臺灣出版市場拒絕？），又或者只是在馬來西亞、中國兩地前後

發表、出版而已，近年來的例子可見邱琲鈞、李天葆、戴小華、黎紫書等等。34

這裡指涉的，是本文一開始另提出的：

2. 中國境外的華語語系作家在中國的出版。

基於政治因素，相較於臺灣、香港作家在中國（不一定有，或拒絕，或無法，

或被拒絕）的發表、出版，馬華人（選擇）在中國的發表、出版，難免是多了另

30 http://www.ncafroc.org.tw/news-single.aspx?id=42854。 
31 吳明益，《單車失竊記》（臺北：麥田，2016）。另見何定照，〈1941 年 那些殺人的單車 吳

明益說分明〉，https://video.udn.com/news/519008。 
32 阿潑（本名黃奕瀠），〈婆羅洲與馬來西亞：雨林裡的戰士〉、〈馬來西亞：別叫我華僑〉（新北

市：八旗文化，2017，二版）。 
33 https://www.mirrormedia.mg/tag/57fca09cc9b7a70e004e6df1。 
34 邱琲鈞，《靴子裡的女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李天葆，《斜陽金粉》（濟

南：山東畫報，2014）；戴小華，《忽如歸：歷史激流中的一個台灣家庭》（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2017）；黎紫書，《餘生》（廣州：廣東花城，2017）。 

http://www.ncafroc.org.tw/news-single.aspx?id=4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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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市場思考，或機會。無可厚非，當中國崛起後（一帶一路？），讀者市場之

大，被閱讀、被關注、被肯定的機會之廣，幾乎是作家夢寐以求的（還要胥視有

沒有機會）。尤其處在一個面對山河鄉親，又企需外來力量的加持與肯定，市場

與同行者的競爭，馬華人（在或不在臺灣）接受市場考驗與肯定的這種現象變得

更複雜，迂迴曲折。其中的幽微並非難解，只是難解。臺灣與中國，作為文學的

中心或邊緣，文化的中原或邊陲，對於馬華人來說，將是（或已是）不斷要辯爭

的另一場論戰。

小結、從華語語系到華語圈：馬華人在臺灣

文字無心，寫者有意。文學的定義和內容因人而異。李永平曾經表示榮獲國

家文藝獎，表示「台灣社會開放多元、台灣文學寬大而包容」；他來台四十年，

認為「多元與包容是台灣最大的價值」。35這個多元與包容，指涉的是馬華文學

與馬華作家，在臺灣社會、出版市場、閱讀聽眾、文學獎的肯定，只不過是數字

的多少或高寡。1967 至 2017 年，詩人出發，小說建國，散文立群，評論成鼎，

華語語系馬華社群在臺灣，不一定文字，非關文學創作，但是涓滴成河，百川匯

海。是李永平筆下的淡水河，也是卡布亞斯河，也是馬華人的「月光河」。

謹以此文，紀念小說家李永平（1947-2017）。 

35 陳宛茜╱臺北報導，〈馬裔作家李永平來台 40 年 獲國家文藝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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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與臺灣的文教交流觀察
——以海外華文書市及台灣文學節為討論對象 

邱彩韻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生長於馬來西亞，求學於台灣，國立成功大學文學博士。曾服務於馬來西亞新紀

元大學學院中文系。研究方向為東南亞漢學、海外華人研究及南洋華人文化，長

期關注新馬華社研究。近三年來，陸續發表多篇學術論文，計有：〈大馬閩籍華

人村鎮調查——以文林望重組村為例〉（2017）、〈新馬華人地區的虎爺信仰與打

小人儀式〉（2017）、〈廿世紀初期越南知識人與「馬來群島」的行旅寫作〉（2016）、
〈一張失而復得的藥籖——新加坡天福宮「佛祖大人八五」藥籖研究〉（2015）
等。

摘要

馬華文學與臺灣文學之間長久有著深厚的互動與交會。在過去中國長期處於封閉

的情形下，臺灣跨國出版集團於華文閱讀圈相對擁有較高程度的資源。然而隨著

中國崛起，中國作家與作品現今在馬來西亞華文圖書市場的能見度，已不可同日

而語。中國出版品與臺灣出版品是否因此出現了此消彼長的微妙關係？不同區域

有不同的經營模式，核心能力不等同於區域競爭優勢，中國出版業、臺灣出版業

與本土出版業在馬來西亞華文書市所扮演的角色、地位的改變、所遭受的衝擊與

影響，是本篇論文所要探究的主題。本文以馬來西亞最大的圖書博覽會——海外

華文書市及臺灣文學節為討論焦點。除卻依據官方統計數據和出版業提供的統計

數字，初步了解馬來西亞華文市場的銷售情形和兩岸的文學市場變化，輔以個案

訪談的方式抽樣挑選其中較具代表性的出版業者、書商、作者、讀者群作現況分

析。報章、文教新聞、臺灣文化部公務出國報告以及馬臺兩地文化界針對這類活

動的發言亦在本篇論文關心的範圍，藉以釐清「臺灣文學」的市場銷售數字是否

與影響成為正比、馬臺雙邊交流的理念是否得以藉由出版品的行銷及文化活動的

推廣而實踐、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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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台佛教關係概述（1992—2017） 

陳愛梅

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助理教授

杜忠全

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系主任

陳愛梅  馬來亞大學歷史系博士，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助理教授。研究專長為二

戰前霹靂華人領袖和廟宇研究、馬來西亞華人歷史研究、佛教與民間信仰、女性史。

發表過的學術論文包括〈1882 年前後中國內地有關北婆羅洲的敍述—以《申報》為

中心〉（2016）、〈被遺忘的工作女性——經濟大蕭修時期的馬來亞霹靂州客家琉瑯女

性(1929-1933)〉（2015）、〈傳承與在地化――鏡盦長老傳〉（2012）、“Gender Roles and 
Nation-build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Women”（2007）
等。

杜忠全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現任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系主任。研究專

長為中國佛教史、佛教思想、民間文學。

（一）前言

  這項研究主要是梳理馬來西亞與台灣佛教的關係，以探討馬來西亞佛教在接

受台灣的佛教的同時，是全盤接受台灣佛教之方方面面，還是兼具本土化的色

彩。這篇論文是以台灣的佛光山於 1992 年在馬來西亞建立道場爲始，探討這二

十五年來台灣佛教對馬來西亞佛教的影嚮。

  這篇論文的內容分爲兩方面來進行論述：一、馬來西亞佛教發展概述，主要

介紹在台灣佛教正式傳入之前，馬來西亞漢傳佛教的發展。十餘年前，在一個研

討會上，有人提出是否台灣佛教帶動馬來西亞佛教的發展。筆者是否認這種說法

的，因爲在台灣佛教正式傳播到馬來西亞之前，本土的佛教已發展得相當成熟。

第二、梳理在馬來西亞建立道場的台灣佛教團體，如佛光、慈濟、法鼓和琉璃山

等，這些道場在馬來西亞分佈的狀況簡述。最後，本文將探討台灣佛教與馬來西

亞本地佛教的互動，台灣佛教是否已然融和，還是以本土佛教中存有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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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馬來西亞本地佛教發展概述

  由於地理和歷史因素使然，馬來西亞是各源流佛教的匯合之地。不過，由於

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傳播的佛教主要是漢傳佛教，因此，這個段落的叙述，主要

是集中在漢傳佛教。

  在台灣佛教未傳入馬來西亞之前，漢傳佛教已在這裏扎根。普遍上，學界將

成立於十七世紀的青雲亭視為被視爲佛教在馬來亞的濫觴。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

紀末極樂寺的創建，台灣學者陳美華在把這段時期的馬來亞佛教稱爲「混沌雜揉

期」。極樂寺的創建標示馬來亞佛教進入「抽離分明期」。1白玉國在《馬來西亞

華人佛教信仰》中也把極樂寺的開山視爲「正統華人佛教在馬來亞的真正落脚」。
2鄭筱筠認為，1959 年馬來亞佛教總會在極樂寺的成立，使馬來亞佛教進入「當

代佛教迅速發展時期」。3除了上述三位學者，陳秋平以檳城佛教爲例，認爲 1920
年前的檳城移民佛教，幷沒有顯著的發展；41920 年後，馬來亞佛教就進入系統

性發展時代。5 
  馬來亞／馬來西亞佛教總會的成立對當代馬來西亞漢傳佛教的發展尤爲關

鍵。按二戰前的人口統計，英殖民政府將華人的信仰歸為儒教或其他，在英殖民

官員的視角中，佛教徒只是少部份的印度人和緬甸人。6馬來西亞成立後的第一

次人口普查是在 1970 年，78％的華人選擇佛教做爲他們的宗教信仰，12.4％的

華人擇擇了其他，這是因爲他們認爲目己是孔教或道教，而 1970 年的宗教分類

並沒有這欄。馬來西亞成立後的第一次宗普查，多數華人選擇佛教爲他們的宗教

信仰，這或與馬佛總的成立關係密不可分。

  第一代南來的漢傳佛教僧人如寂晃長老、金星法師和竺摩法師等，都是馬來

亞馬來西亞佛教總會的重要發起人。馬佛總會成立之初，吸納了馬來亞各地的廟

宇成爲其會員，凝聚華人及佛教的力量，幷成功爭取衛塞節(Wesak Day)，即佛

誕日為馬來西亞國定假日。1970 年，馬來西亞佛學院成立，承擔起栽培馬來西

亞弘法人員及僧才重要的責任。同年，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馬佛青）成立，

這個一個影響力遍及全國的佛教青年領導機構。

  馬來西亞本土的漢傳僧人，都有到台灣佛學院，如圓光佛學院、福嚴佛學院

和佛光山東方佛教學院、法光佛學研究所乃至較後來的中華佛學研究所、法鼓僧

1 陳美華 ，〈馬來西亞的漢語系佛教：歷史的足跡、近現代再傳入與在地紥根〉《馬來西亞與印

尼的宗教認同：伊斯蘭、佛教與華人信仰》，台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2009，第 15~121 頁。 
2 白玉國，《馬來西亞華人佛教信仰》，成都：巴蜀書社，2008，第 93 頁。 
3 鄭筱筠，〈試論馬來西亞佛教發展的現狀及特點〉《宗風》庚寅‧夏之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第 226~253 頁。 
4 陳秋平，《移民與佛教：英殖民時代的檳城佛教》，柔佛：南方學院，2004，第 136~137 頁。 
5 同上，第 145~156 頁。 
6 相關論述，可見陳愛梅，〈誰是佛教徒？佛教徒是誰？馬來西亞佛教信仰探析〉《世界宗教文

化》，2015 年第 2 期，第 70~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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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等等念書或深造的傳統。如馬來西亞著名的繼程法師(1955~)在中國佛教研究

院研究部畢業後，曾任教于佛光山東方佛教學院。雖然受教于台灣，但他們學成

歸國後，多活躣于馬來西亞本土的佛教團體，如馬佛青等。

    20 世紀 70 年代，受英文教育的青年和音樂家開始從事馬來西亞英文佛曲創

作，其中最著名的有 Victor Wee，他們成立了一個叫 “Way Farers”的組織。可惜

的是，馬來西亞本地英文佛曲創作幷不太受英文佛教界的歡迎，但受到達摩難陀

長老(Dr. K. Sri Dhammananda Nayake Maha Thera，1919--2006)的支持。80 年代

初，台灣的佛曲創作，如星雲法師的“快歸依于佛陀座下＂開始在馬來西亞佛教

界傳開。80 年代中期，馬來西亞本地中文佛曲創作崛起，斯理等人推出〈一盞

燈〉、〈光明色彩〉和〈生命的弦律〉等歌曲的本地佛教創作卡帶，風靡馬來西亞

中文佛教界。這些佛教創作歌曲，受到當時流行于台灣的校園民歌的影嚮。有別

于台灣的佛教創作，馬來西亞的中文佛曲創作者多爲在家人。本地創作的佛曲吟

唱受到肯定，1988 年，一群愛唱佛曲的大專生成立了菩提工作坊，以弘法爲目

的，佛曲爲工具。7 
在這些佛曲創作中，〈佛青之歌〉具馬來西亞本土特色：“愛我祖國，馬來西

亞＂。這首歌由周金亮作曲，繼程法師填詞。不過，絕大部份的佛曲創作還是以

弘揚佛法爲主。在 20 世紀 90 年代，馬來西亞本地中文佛教創作很流行，連中學

佛學會都有自己所創作的佛曲爲會歌。檳城的佛教年青甚至舉辦中學生佛曲創作

比賽，不少作品參賽，在公開演出時也吸引了大批的觀衆。

除了佛曲創作，馬來亞中文佛教界也出版佛教刊物。1959 年，馬來亞佛教

總會成立後，由竺摩法師在 1951 年於澳門創辦的《無盡燈》在馬來亞再生。除

此之外，《佛教文摘》、《慈悲》、《法露緣》和《福報》等都是馬來西亞本地所出

版的佛教刊物。目前所收集到的資料，馬來亞獨立至今出版了十二份具土地特色

的佛教刊物。8 
  簡言，在台灣的佛教進入馬來西亞前，馬來西亞的佛教已有相當成熟的發

展。20 世紀末，當台灣的佛教進入馬來西亞時，這裏已有相當肥沃的佛教土壤，

使台灣佛教組織在傳入馬來西亞之後，順利且速迅發展。。

三、在馬來西亞的台灣佛教

  這篇論文所談論的台灣佛教，是指本山立足于台灣的佛教組織。馬來亞獨立

後，台灣的佛教對馬來西亞漢傳佛教有著影嚮深遠。1949 年，中國大陸政局巨

7 電話訪問黃俊達（1963 至今），現任菩提工作坊總務，於 2017 年 11 月 8 日。有關菩薩工作坊

的介紹，可見於 Jack Meng-Tat Chia and Ming-Yen Lee, “The Bodhi Group: Singing in Praise of the 
Buddha”, Buddhistdoor Global, 10th May 2017. 
8 見陳愛梅，〈馬來西亞中文佛教期刊淺析--以《無盡燈》、《佛教文摘》和《慈悲》為例〉，《回應

布央谷的呼喚——第四屆馬來西亞國際佛教研討會論文集》，梁秋梅主編，雪蘭莪：馬來西亞佛

教研究學會，2017 年，第 48~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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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原本與中國祖庭關係密切的馬來亞佛剎與中國祖庭的聯繫遇阻，因此，有者

更轉向台灣邀請同法派的法師來擔任主持。最明顯的例子是，原本作爲福建鼓山

涌泉寺海外下院的檳城鶴山極樂寺，在原住持圓瑛法師自 1949 年之後無法前

來，而在其圓寂之後，邀請也是鼓山法脉，也是圓瑛法師法子而已赴臺灣的白聖

法師繼任第四代方丈；1989 年，白聖法師法子，也是來自台灣的達能法師

（1926—1997）繼任極樂寺第五代方丈。一直到第 6 代方丈日恒法師開始，極樂

寺方丈才由馬來西亞籍的本地僧人出任。此外，台灣所出版的通俗佛教書籍，如

聖嚴法師的《正信的佛教》和《學佛群疑》等，也在馬來西亞各地流通。二十世

紀以前，因爲文化和語言的相似，受中文教育的馬來西亞華人，對台灣的文化幷

不陌生，其中也包括對佛教的接受。

目前研究所悉，最早在馬來西亞開設道場的臺灣佛教組織是佛光山。1989

年，佛光山南方寺在巴生良木園租用一幢店屋做爲道場，標志著佛光山組織拓展

到馬來西亞。91992 年，「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成立暨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于美

國洛杉磯隆重舉行。10同年，馬來西亞佛光會成立，成爲海外最早正式成立佛光

分會的國家之一。星雲大師在 1963 年曾訪馬來西亞。在 20 世紀 70 年代，馬來

西亞已有一群年輕人，其中包括梁嘉棟（後出家，法名唯悟法師，在檳城創立了

檀香寺等）歸依在星雲大師座下，成為星雲大師在馬來西亞最早的皈依弟子。11

今日，佛光山在馬來西亞供有約二十個分會，主要分佈在雪隆一帶。（表一）除

了從事宗教、教育和文化活動，佛光山也投入救灾的工作。今年 11 月，檳城及

北馬一帶發生大火灾，佛光山就聯同星洲日報一同參與賑灾的工作。佛光山經驗

豐富，檳城檀香寺準備給灾民的盒飯，也交由佛光山的義工來分派。

    1993 年，馬來西亞檳城的郭濟航到台灣花蓮，親自從證嚴上人手中傳承一

尊觀世音菩薩聖像。同年，馬來西亞第一所慈濟聯絡處正式在檳城成立。12在馬

來西亞，慈濟是對灾難的反應快速的非政府組織，只要有發生灾難的地方，就會

見到藍衣白褲的慈濟人第一時間出現在灾區。2017 年，檳城西南角的美湖漁村

9 “佛光山巴生南方寺”，馬來西亞佛教總會網頁，

http://www.malaysianbuddhistassociation.org/index.php/2009-04-01-01-11-38/2009-04-02-04-27-22/6
76.. 
10 “佛光會 – 創會緣起＂，馬來西亞佛光山網頁，

http://fgsmy.org/cn/%E4%BD%9B%E5%85%89%E6%9C%83/%E5%89%B5%E6%9C%83%E7%B7
%A3%E8%B5%B7/ 
11 “星雲大師與馬來西亞”馬來西亞佛光山網頁，

http://fgsmy.org/cn/%E6%98%9F%E9%9B%B2%E5%A4%A7%E5%B8%AB/%E5%A4%A7%E5%B
8%AB%E8%88%87%E9%A6%AC%E4%BE%86%E8%A5%BF%E4%BA%9E/ 
12 馬來西亞分會緣起，佛教慈濟基金會馬來西亞分會，

http://www.tzuchi.org.my/web17/index.php/contact 

http://www.malaysianbuddhistassociation.org/index.php/2009-04-01-01-11-38/2009-04-02-04-27-22/676
http://www.malaysianbuddhistassociation.org/index.php/2009-04-01-01-11-38/2009-04-02-04-27-22/676
http://fgsmy.org/cn/%E4%BD%9B%E5%85%89%E6%9C%83/%E5%89%B5%E6%9C%83%E7%B7%A3%E8%B5%B7/
http://fgsmy.org/cn/%E4%BD%9B%E5%85%89%E6%9C%83/%E5%89%B5%E6%9C%83%E7%B7%A3%E8%B5%B7/
http://fgsmy.org/cn/%E6%98%9F%E9%9B%B2%E5%A4%A7%E5%B8%AB/%E5%A4%A7%E5%B8%AB%E8%88%87%E9%A6%AC%E4%BE%86%E8%A5%BF%E4%BA%9E/
http://fgsmy.org/cn/%E6%98%9F%E9%9B%B2%E5%A4%A7%E5%B8%AB/%E5%A4%A7%E5%B8%AB%E8%88%87%E9%A6%AC%E4%BE%86%E8%A5%BF%E4%BA%9E/
http://www.tzuchi.org.my/web17/index.php/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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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火灾，除了消防人員和政府部門的相關人員，慈濟人也在災難發生的數小時

之後趕到這偏僻的漁村，給予災民適當的幫助。可惜的是，這幾位慈濟人只說華

語，對講檳城福建話的當地居民而言，却有所隔閡。慈濟在馬來西亞發展迅速，

在全馬十三州和聯邦直轄區吉隆坡都有設分會，全馬共有五十七個分會（表一）。 

淨宗學會分會數量排在慈濟之後的，就是淨宗學會。相較于佛光和慈濟，淨

宗學會在馬來西亞相較底調。1993 年 4 月，淨土修學者吉隆坡佛總大厦，討論

設立一個弘法機構以專修專弘淨土法門，馬來西亞淨宗學會因而成立。同年 11

月，淨空法師第一次應邀到馬來西亞弘法。13 

法鼓山的成立較晚。1999 年，法鼓山馬來西亞護法會成立，成立初期，積

樍推動禪坐共活動，幷推廣和流通法鼓文化出版品。14法鼓山在馬來西亞的分會

並不多，除了雪蘭義八打靈再也設立法鼓山馬來西亞分會會之外，在霹靂怡保也

有非正式的共修處“法聚社”。 

馬來西亞的佛陀教育中心——海濤生命基金會成立於 2005 年。除了流通佛

書和推行弘法活動，這個基金會以護生和放生聞名。

表一：台灣佛教團體在馬來西亞的分會

名稱/
州屬

慈濟 佛光山 淨宗學會 法鼓山 佛陀教育

中心- 
海濤生命

基金會

檳城 1.馬來西亞分會 1.佛光山檳

城佛光學舍

1.威中淨宗

學會

1.檳城生

命教育中

心

2.北海支會 2.滴水坊 2.威省淨宗

學會

2.北海巴

麥生命教

育中心

3.大山脚聯絡處 3.大山脚淨

宗學會

4.巴裏文打聯絡 4.檳城淨宗

13 學會簡介，馬來西亞淨宗學會網頁，

https://www.amtb-m.org.my/zh/contacts/centre/444-amitabha-buddhist-society-m 
14 法鼓山馬來西亞道場歷史，法鼓山馬來西亞道場網頁，

http://www.ddmmy.org/%E6%B3%95%E9%BC%93%E5%B1%B1%E9%A6%AC%E4%BE%86%E8
%A5%BF%E4%BA%9E%E9%81%93%E5%A0%B4%E6%AD%B7%E5%8F%B2/ 

https://www.amtb-m.org.my/zh/contacts/centre/444-amitabha-buddhist-society-m
http://www.ddmmy.org/%E6%B3%95%E9%BC%93%E5%B1%B1%E9%A6%AC%E4%BE%86%E8%A5%BF%E4%BA%9E%E9%81%93%E5%A0%B4%E6%AD%B7%E5%8F%B2/
http://www.ddmmy.org/%E6%B3%95%E9%BC%93%E5%B1%B1%E9%A6%AC%E4%BE%86%E8%A5%BF%E4%BA%9E%E9%81%93%E5%A0%B4%E6%AD%B7%E5%8F%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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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州屬

慈濟 佛光山 淨宗學會 法鼓山 佛陀教育

中心- 
海濤生命

基金會

處 學會

5.打昔共修處

吉打 1. 居林聯絡處 1.清凉淨宗

學會

1.吉打慈

悲生命協

會

2.雙溪大年聯絡

處

2.吉打雙溪

大年淨宗

學會

3.高烏聯絡點 3.居林淨宗

學會

4.吉打分會

5.日得拉聯絡處

6.蘭卡威聯絡點

7.波各先那聯絡

點

8.莪占必叻聯絡

點

霹靂 1.太平聯絡點 1.佛光山怡

保禪淨中心

1.曼絨淨宗

學會

1.法聚社

（非正

式，怡保共

修處）

1.怡保慈

悲協會

2.宜力共修處 2.安順淨宗

學會

3.霹靂支會 3.太平淨宗

學會

4.安順聯絡處 4.江沙淨宗

學會

5.巴占聯絡點 5.霹靂淨宗

學會

6.嘉慶園聯絡點 6.安順彌陀

淨宗學會

7.昆侖喇叭聯絡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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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州屬

慈濟 佛光山 淨宗學會 法鼓山 佛陀教育

中心- 
海濤生命

基金會

8.華都亞也聯絡

點

9.江沙聯絡點

10.半港聯絡點

11.曼絨聯絡點

雪隆 1.雪蘭莪靜思書

軒

1.馬來西亞

佛光山東禪

寺、佛光山

東禪佛教學

院、佛光緣美

術館（馬

來西亞東禪

館）、東禪寺

滴水坊

1.甲洞淨宗

學會

1.法鼓山馬

來西亞道

場、法鼓山

世界青年

會馬來西

亞分會

1.海濤生

命基金會

2.雪隆分會 2.佛光文教

中心

2.蒲種阿彌

陀佛

教育協會

3.巴生支會 3.佛光山八

打靈清蓮堂

3.佛光淨宗

學會（快樂

花園）

4.八打靈大

學園滴水坊

4.阿彌陀佛

淨宗學會

5.佛光山南

方寺

5.蓮池淨宗

學會

6.佛光山巴

生佛光緣、巴

生新鎮

滴水坊

6.加影淨宗

學會

7.佛光山適

耕莊禪淨中

心

7.加影阿彌

陀淨宗學

會

8.F.G.S.Telok
Panglima 

8.馬來西亞

淨宗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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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州屬

慈濟 佛光山 淨宗學會 法鼓山 佛陀教育

中心- 
海濤生命

基金會

9.佛光山冼

都禪淨中心

9.八打靈與

沙亞南淨

宗學會

10.蕉賴六裏

村禪淨中心

10.華嚴淨

宗學會

11.巴生淨

宗學會

12.華藏佛

教蓮社

13.適耕莊

淨宗學會

柔佛 1.新山支會 1.佛光山峇

株巴轄佛光

緣、峇株巴轄

滴水坊

1.麻坡淨宗

學會

1.峇株巴

轄波羅蜜

隨緣

素食

2.峇株巴轄聯絡

處

2.馬來西亞

佛光山新馬

寺

2.百萬鎮淨

宗學會

2.靜心苑

3.笨珍聯絡處 3.佛光山新

山禪淨中心

3.峇株吧轄

淨宗學會

4.古來聯絡處 4.麻坡慧海

淨宗學會

5.百合花園共修

處

5.拉美士淨

宗學會

6.麻坡支會 6.昔加末彌

陀淨宗學

會

7.居鑾聯絡處 7.士古來淨

宗學會（大

學城

8.哥打丁宜聯絡

處

8.永平彌陀

淨宗學會

9.烏魯地南共修 9.柔佛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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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州屬

慈濟 佛光山 淨宗學會 法鼓山 佛陀教育

中心- 
海濤生命

基金會

處 淨宗學會

10.昔加末共修

處

10.新山淨

宗學會

吉蘭

丹

1.吉蘭丹支會 1.吉蘭丹淨

宗學會

登嘉

樓

1.登嘉樓聯絡處 1.甘馬挽淨

宗學會

2.龍運聯絡點

彭亨 1.彭亨聯絡處 1.佛光山關

丹禪淨中心

1.文德甲淨

宗學會

2.關丹聯絡處 2.關丹淨宗

學會

3.勞勿聯絡處 3.關丹彌陀

淨宗學會

4.淡屬魯文德甲

聯絡處

玻璃

市

1.玻璃市聯絡處

馬六

甲

1.馬六甲分會 1.馬六甲古

城淨宗學

會

1.馬六甲

生命協會

2.馬六甲淨

宗學會

3.馬六甲彌

陀淨宗學

會

森美

蘭

1.芙蓉聯絡處 1.佛光山芙

蓉佛光緣

1.芙蓉淨宗

學會

1.森美蘭

慈悲協會

2.淡邊聯絡處 2.F.G.S.
Bahau 

2.馬身淨宗

學會

3.淡邊彌陀

蓮舍

4.淡邊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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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州屬

慈濟 佛光山 淨宗學會 法鼓山 佛陀教育

中心- 
海濤生命

基金會

淨宗學會

沙巴 1.亞庇聯絡處 1.佛光山沙

巴禪淨中心

1.沙巴淨宗

學會

1.鬥湖普

門觀音廟

2.丹南聯絡處 2.佛光山鬥

湖佛光寺

3.根地咬聯絡點

4.山打根聯絡處

5.鬥湖聯絡處

砂勞

越

1.古晋支會 1.古晋菩提

淨宗學會

1.古晋生

命協會

2.美裏聯絡處 2.古晋淨宗

學會

3.詩巫聯絡處 3.石隆門淨

宗學會

4.民都魯共修處 4.新村淨宗

學會

  除了上述五個團體組織，目前已在馬來西亞設立分道場的，還有台灣琉璃山

東方凈苑體證法師在雪蘭莪興建中的琉璃山藥師佛寺。這座寺廟也是東南亞第一

座藥師佛寺。15藥師佛寺在籌募建寺基金時，獲得馬來西亞本地藝人的如賴冰霞

等支持。除了到東馬根地咬進行籌募晚宴，體證法師也會借用本地佛教會，如馬

六甲居士林來進行籌款。

  在馬來西亞，迄今分會數量最多的台灣佛教組織是慈濟功德會，淨宗學會次

之。不過，在媒體瀑光率最高的應屬佛光山，東禪寺的燈會更成為農曆新年期間

中馬著名的景點之一，連馬來西亞前首相阿都拉都曾到訪。此外，佛法山也與本

地佛教團體維持良好的互動性。面對佛教的相關課題，馬來西亞佛光山會與本地

佛教團體聯發文告，如回應盧台長的心靈法門，馬佛總、馬佛青、馬來西亞佛光

山和法鼓道場等共同發文告駁斥。16 

15 〈大馬琉璃山药师佛寺 辦法會籌建寺基金〉《中國報》，2015 年 6 月 24 日，

http://www.chinapress.com.my/20150624/%E5%A4%A7%E9%A6%AC%E7%90%89%E7%92%83%
E5%B1%B1%E8%97%A5%E5%B8%AB%E4%BD%9B%E5%AF%BA%E8%BE%A6%E6%B3%95
%E6%9C%83%E7%B1%8C%E5%BB%BA%E5%AF%BA%E5%9F%BA%E9%87%91/ 
16马来西亚各主要佛教团体联合文告，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網頁，

http://www.chinapress.com.my/20150624/%E5%A4%A7%E9%A6%AC%E7%90%89%E7%92%83%E5%B1%B1%E8%97%A5%E5%B8%AB%E4%BD%9B%E5%AF%BA%E8%BE%A6%E6%B3%95%E6%9C%83%E7%B1%8C%E5%BB%BA%E5%AF%BA%E5%9F%BA%E9%87%91/
http://www.chinapress.com.my/20150624/%E5%A4%A7%E9%A6%AC%E7%90%89%E7%92%83%E5%B1%B1%E8%97%A5%E5%B8%AB%E4%BD%9B%E5%AF%BA%E8%BE%A6%E6%B3%95%E6%9C%83%E7%B1%8C%E5%BB%BA%E5%AF%BA%E5%9F%BA%E9%87%91/
http://www.chinapress.com.my/20150624/%E5%A4%A7%E9%A6%AC%E7%90%89%E7%92%83%E5%B1%B1%E8%97%A5%E5%B8%AB%E4%BD%9B%E5%AF%BA%E8%BE%A6%E6%B3%95%E6%9C%83%E7%B1%8C%E5%BB%BA%E5%AF%BA%E5%9F%BA%E9%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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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台灣佛教組織拓展到馬來西亞，並非一帆風順的。接下來，本文將探

討台灣佛教與本地佛教團體的融和和張力。

（四）融和，張力乎？

多元共存是馬來西佛教的特色。22 世紀 90 年代，台灣的佛教正式進入馬來

西亞後，對于部份馬來西亞佛教徒而言，這些外來的佛教具濃厚的山頭色彩，與

馬來西亞既有的佛教有所差异。

陳秋平在《移民與佛教》的序文如斯評論台灣的佛教組織：“臺灣佛教最爲

人所知的一大特色便是大道場發展成爲全國性，甚至全球性的龐大佛教事業體的

現象，故有所謂四大或五大山頭的說法，且都積極拓展組織，互相較勁，目前這

種組織模式也被帶到大馬來……”。陳秋平曾經擔任馬佛青副主席，從事馬來西

亞佛教研究。

繼程法師，曾任馬佛青總會長，現爲馬來西亞佛學院院長，他在〈當今華

社佛教運動的反思〉中，論及佛教領袖時，他說：“有的更以“殖民心態”從國外

引進了“一師一道”、“山頭主義”的佛教集團來本地設立分會，更嚴重的打擊或分

裂本地佛教、阻礙佛教的發展，那才令人痛心疾首啊！＂17 
  廖國民，馬佛青前總會長也曾撰文探討海外佛教組織，尤其是台灣佛教組織

對馬來西亞大專佛教的影響。他把這方面的影響分爲四項：一、資源的分化和競

爭；二、派系的形成和信徒的分化；三、對新學佛者造成困擾及四、自主權的受

侵蝕。在結論部份，他引用洪祖豐所言，認為佛教組織之間必須互相支援、鼓勵、

贊嘆、協調、共事。廖國民提出“我先是一名佛教徒，然後才是一個佛光人或慈

濟人。＂18 
  台灣的佛教經過二十餘年的努力，被本地佛教的關係，是張力大於融和，還

是已然融和了呢？。本文提出三點，看探折台灣佛教與本地佛教的關係。

（甲）參與衛塞節慶典與花車游行否

  傳統上，漢傳佛教在農曆四月初八慶祝佛誕。衛塞節則是南傳佛教傳統紀念

釋迦牟尼佛誕生、成道、涅槃的節日，是每個陽曆年的第五個月圓日。1950 年，

世界佛教聯誼會（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 W. F. B.）在斯裏蘭卡的首届會議

中，通過慶祝衛塞節的决議，幷爭取向各國領袖在這一天例爲公共假期。馬來亞

的漢傳佛教領袖，也跟隨國際佛教的發展。1958 年，馬來亞獨立後的第一個衛

http://www.ybam.org.my/v2/zh/news/news/item/714-%E9%A9%AC%E6%9D%A5%E8%A5%BF%E
4%BA%9A%E5%90%84%E4%B8%BB%E8%A6%81%E4%BD%9B%E6%95%99%E5%9B%A2%E
4%BD%93%E8%81%94%E5%90%88%E6%96%87%E5%91%8A.html 
17 繼程法師，〈当今华社佛教运动的反思〉，馬來西亞佛教訊網，

http://www.mybuddhist.net/cms/damafojiao/guoqinggaikuang/shehui/599.html 
18 廖國民，〈整体讨论海外佛教组织的流入对大专佛教的影响〉，廖國民文集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site/lkmatybam/overseas_buddhism_influence_on_campus_buddhism 

http://www.ybam.org.my/v2/zh/news/news/item/714-%E9%A9%AC%E6%9D%A5%E8%A5%BF%E4%BA%9A%E5%90%84%E4%B8%BB%E8%A6%81%E4%BD%9B%E6%95%99%E5%9B%A2%E4%BD%93%E8%81%94%E5%90%88%E6%96%87%E5%91%8A.html
http://www.ybam.org.my/v2/zh/news/news/item/714-%E9%A9%AC%E6%9D%A5%E8%A5%BF%E4%BA%9A%E5%90%84%E4%B8%BB%E8%A6%81%E4%BD%9B%E6%95%99%E5%9B%A2%E4%BD%93%E8%81%94%E5%90%88%E6%96%87%E5%91%8A.html
http://www.ybam.org.my/v2/zh/news/news/item/714-%E9%A9%AC%E6%9D%A5%E8%A5%BF%E4%BA%9A%E5%90%84%E4%B8%BB%E8%A6%81%E4%BD%9B%E6%95%99%E5%9B%A2%E4%BD%93%E8%81%94%E5%90%88%E6%96%87%E5%91%8A.html
http://www.mybuddhist.net/cms/damafojiao/guoqinggaikuang/shehui/599.html
https://sites.google.com/site/lkmatybam/overseas_buddhism_influence_on_campus_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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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節，融熙法師（1888~1958）受邀到廣播電台發表演說，在節目中向衆觀解說

衛塞節的由來。19不久後，在馬佛總的帶領下，衛塞節逐漸成爲馬來西亞的法定 
公期日。

  每年的衛塞節慶典，馬來西亞各地的佛寺或居士林都會舉行各種慶祝活動，

有些地方更會在當天晚上舉行花車游行。以檳城為例，每年的衛塞節晚上都會有

盛大的花車遊行。近年來，連原本受佛教界排斥的日蓮正宗，也出現在游行隊伍

中了。台灣的佛教團體，是否有參加由本地佛團所主導的花車游行呢？針對這

點，筆者未尚進行系統性的研究，印象中曾見過佛光和慈濟的隊伍，前者都會披

上黃色的銀光外套；後者的籃白制服，且隊伍整濟劃一，令人印象深刻。

  其實，在一些傳統佛寺，人們還是會慶祝四月初八的佛誕，而非衛塞節。就

以檳城美湖的妙音堂以爲，這間依山傍海的小廟會在四月初八慶祝佛誕，在衛塞

節這天則無何任慶典。衛塞節這天，妙音堂的信徒多會規模較大的佛寺，如檀香

寺參加衛塞節慶典。台灣的佛教團體慶祝四月初八也是無可厚非的，但這些團體

有沒有參與衛塞節的慶典，這也是值得關注的發展。

（乙）是否邀請本地法師到該分會演講

  馬來西亞的本土佛教是多元和包容的，法師常受邀到各地佛教會演講。由于

馬來西亞華人的多語能力，信徒也可同時學習南北傳的佛教，如筆者在研究生時

期在馬來亞大學附近所居住的“佛友之家＂偶辦共修活動，有時念誦漢傳經文，

有時則誦南傳的巴利經文。

  台灣的佛教，以佛光山爲例，活動多元，本地師資也參與佛光山所舉辦的才

藝或周日佛班課程。不過，弘法活動呢？佛光山是否會邀請非佛光山系統的法師

到佛光山弘法？慈濟、淨宗學會、法鼓山、海濤生命基金會等，是否會邀請本地

僧人到該組織演講？這都是值得關注的。

（丙）是否參與馬來西亞本地的佛教總會

由于馬來西亞佛教的多元性，誰能代表佛教就成了一道難題。馬來亞(後改

名馬來西亞)佛教總會雖然是在 1959 年成立，但主要的成員還是以漢傳佛教爲

主，金剛乘佛教和南傳佛教，則分別在 2002 年和 2012 年另成立了總會（表二）。 

19 宋燕鵬，〈融熙法師——從華南才子到南洋僧侶〉《馬來西亞華人史：權威、社群和信仰》，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1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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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馬來西亞佛教協會／總會／學會

資料來源：匯整自王書優所主持的“大馬佛教的未來展望綜合論壇＂演講，“馬來西亞建國 60 週

年--佛教的回顧和展望論譠＂，2017 年 10 月 15 日，芙蓉 Fame 酒店 

  南、藏傳佛教另立總會是可以理解的，但佛光、慈濟和淨宗在進入馬來西亞

後，這些組織理應屬于漢傳佛教，却有各別成立學會。這些台灣佛教，是否也是

馬來西亞佛教總會的一員？這都是值得關注之。

（五）結語

20 世紀的 50 年代以降，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方方面

面，都與臺灣維持密切的聯繫，包括教育、文化、娛樂等等在內，而在佛教方面，

尤其更是。過去原本與中國大陸祖庭長期保持聯繫，包括維持僧源的馬來西亞漢

傳佛教，此後被迫中斷了中國大陸方面的聯繫，改爲以臺灣佛教爲背後資源。在

中斷了中國大陸僧源之後，臺灣佛教界興辦的佛學院，一直是馬來西亞漢傳佛教

僧人系統學習佛學的去處。到臺灣學習佛教學理與實踐法門的佛教僧人，在回歸

馬來西亞之後，也就成爲馬來西亞漢傳佛教的生力軍，在住持與推動佛教方面，

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是，隨著臺灣大型的佛教組織紛紛向外拓展，幷且進駐馬

來西亞，也就與過去馬來西亞僧人前往臺灣入學（包括求戒）有著不同的情勢。

就如 20 世紀八九〇年代之交，臺灣佛教組織“南渡”初期曾出現的疑慮乃至反彈

編號 協會/總會/學會 成立年份

1 馬來西亞佛教僧伽總會 1995 
2 馬來西亞佛教居士總會 2012 
3 馬來西亞南傳佛教總會 2012 
4 馬來西亞金剛乘佛教總會 2002 
5 馬來西亞佛光協會 1992 
6 馬來西亞慈濟功德會 1993 
7 馬來西亞佛教弘法會 1962 
8 馬來西亞泰裔佛教徒協會 1968 
9 馬來西亞錫蘭佛教精進會 1894 
10 馬來西亞淨宗學會 1995 
11 馬來(西)亞佛教總會 1959 
12 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 171 
11 馬來(西)亞佛教總會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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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過去一直爲馬來西亞漢傳佛教提供資源的臺灣佛教，開始直接“介入”馬來

西亞佛教界，成爲有限資源的競爭者之一了，難免引起本土佛教界人士的質疑，

尤其深憂已經發展到“山頭化”的臺灣佛教，將會對依然融合一體的馬來西亞佛教

造成負面的影響，進而撕裂原本的融合生態。如今看起來，當時人們的疑慮固然

不無道理，但在馬來西亞佛教的大環境中，人們所擔心的分裂狀况，幷沒有成爲

一個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反之，馬來西亞社會的多元色彩，反而成爲馬來西亞

佛教接受臺灣佛教組織進駐的一大資源，讓本地與各具背景的臺灣佛教組織按各

自發展，同時發揮各自的角色。比如，最早進駐馬來西亞的佛光山，雖然沒有發

展成馬來西亞組織最龐大的臺灣佛教系統，却與馬來西亞佛教維持密切的互動，

在佛教所面對的議題方面采取一致的回應行動，除了在人事調動與理念的操作方

面與臺灣總本山維持上下屬關係，在社會活動方面，儼然成爲馬來西亞漢傳佛教

的成員之一。慈濟功德會方面，則在慈善、環保及救灾方面，展現了驚人的動員

力，雖然與本地佛教組織較疏離，而自成一個嚴密的組織系統，却能在社會動員

力方面，彌補了本地佛教的不足，形成互補關係。

目前尚難評估臺灣佛教組織南來，是否分薄了佛教在馬來西亞的資源，尤其

是人力與經濟資源方面。因自 20 世紀七八〇年代以來，臺灣經濟起飛下的佛教

發展，對馬來西亞漢傳佛教徒有著極大的吸引力，我們無法明確地預估，如果臺

灣佛教組織沒有落足馬來西亞，這些組織的本地追隨者，是否就是本地佛教的人

力與信衆資源。但是，臺灣佛教組織南來之後，其所展現的動員力及向心力，却

反襯出馬來西亞佛教的不足之處。也許不排除，目前追隨這些組織的馬來西亞信

衆，在沒有這些組織的情况之下，也會參與本地佛教的活動，但臺灣佛教所采取

的“策略”，應該也“開發“了不少新的信衆，從而對馬來西亞漢傳佛教的發展，也

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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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藝友與文友」：蕭遙天與臺港友朋交遊考 

方美富

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助理教授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碩士，現任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助理教授。研究專長

為中國小說、中國散文、中國學術史、圖像研究。發表論文包括〈怎當他臨去秋

波那一轉：西廂記天下奪魁〉，（2010）、〈辭繪之，圖繪之：談明代版畫〉（2009）、 

〈胡蘭成的山河夢〉（2008）、〈天葆遺事殘卷〉（2005）等。 

摘要

二十世紀中期中國憂患頻仍，中日戰爭國共內戰而起的政治動盪、人口遷徙，引

發承傳文化的屈折與開展，此端賴南來知識人而得自植閎肆，影響迄今未嘗或

已。準此，本文試以蕭遙天（1913 年－1990 年）及士林交遊，對文化的風氣影

響切入，句連其時的相知相識，如何延伸至後來檳榔嶼臺灣香港，三島文敎動態，

特別是鉤沉張大千、錢賓四、易君左、饒宗頤等人與蕭氏往來，所形成冷戰後的

獨特文化場域。潮陽蕭遙天，乃南洋文化事業之重要領袖，有「天南一枝筆」之

稱。四九年飄零香港至五三年炎夏「奔荒走南天」，定居檳榔嶼，不再作歸國之

思。每至一地，皆得勝友如雲。讀書雅好學問，友朋同聚一堂，或出示新篇，或

登高而賦，此時的結識形塑其後的南洋文敎風氣。此攸關思想與社會變遷的聯

繫，本文採取個案研究方式，透過「形形色色的運用」，考察當下的知識語境與

社會資源，著重此前不太關切，以蕭遙天為中心理解知識人詮釋新時代的經驗世

界，通過品題唱和，相與博約，從學術政治到乘桴他方，這種命運的巧合，三地

情感的維繫，既是知識人如何定位身世與家國，也借詩文酬答想像文化與歷史浪

潮中的彼此。

關鍵詞：蕭遙天、交遊、南來文人、臺灣、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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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引

蕭遙天（1913 年－1990 年），潮陽棉城人，是南來文人的異數。南來文人

才情洋溢，兼善文墨不在少數，像蕭氏那樣介入敎育史、藝術史、文學史的並不

多，無怪乎老友易君左稱他「天南一枝筆」。雖不免落入戲台裏喝彩的嫌疑，但

觀察蕭氏一生，半生時間在中國大陸南方之地，一半奔走南方之南，空間的割裂，

關係的重組，離散於尚在或曾經的英屬香港、檳榔嶼，有著極為豐富的社交內涵。

他像風一樣的影響了檳榔嶼及馬來（西）亞文化風尚，卻有很長的時間，這樣的

一枝巨筆不為人知。

本文以蕭遙天個人生命史為經，勾畫他四九年後的人生變遷，盡可能歸還這

個羣體的血肉。我們可以很負責任地說，這一切若留在政權易幟的潮陽，根本不

會發生。往昔結識諸多友好，在他南下檳榔嶼後，還能相知相惜，且佔據相當重

要的份量，形成獨特的文人社羣，用古老的話來說，他們必然是「氣類」相通。

若考察這些飄浮臺港的藝文友朋，來到檳榔嶼幾乎無法避開蕭氏的鄭重推介。可

以說，四九年以後獨特的政治格局，因中國大陸封閉，造就臺港南洋這樣的文化

場域，是了解南來文人生活形態很關鍵的因素。論文著意於此，並嘗試解讀蕭遙

天與漂流時代風氣變遷的履跡。南來社羣，臺港之外，當然還可以來個「星馬泰

逍遙遊」，不過這不如只討論港臺，更可見兩個文化極盛之地，彼時頻密南下，

形成一種文化繁盛的現象。今人無法想像，曾經的荒地如何一變為「藝術園林」，

再變為「藝術淘金地」1。 

二、奔荒走南天

蕭遙天，原名蕭建中，又名蕭永儀，字公畏、遙天，號薑園。下有比他小五

歲卻更早南下經商的弟弟建孝，字雲天。遙天先生元配妻子林好留在大陸，第二

任妻子王夢鳳，識於香港。

蕭氏七歲入私塾，從陳浩然學，又與後來馬華文學史地位卓絕的鄭卓羣（鐵

抗）受學鄭弗階 2，再到城南陳氏發祥學校、城中端本學校、四序學校讀書。今

集〈題危石隻雀圖〉作於十一歲，古今體詩編年，自是歲始，可謂早熟。十五歲

與鄭卓羣、陳大羽進入縣立五都中學受初中敎育，正式拜師學習丹青。一九三〇

1 蕭遙天，〈張丹農的性格與藝術運動〉，《讀藝錄》，檳榔嶼：敎育出版公司，1964。 
2 蕭思齊編，「蕭遙天年譜」，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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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八歲就出版第一部詩集《紅柿》。顯然蕭遙天文字啟蒙甚早，個人資質也

相當優異，小小年紀便在文學創作方面嶄露過人天份。

影響蕭遙天一生事業最大的，莫過於一九三二年由鄉人畫家鄭慕康介紹，與

陳大羽報考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國畫科。3 蕭氏往後為這段滬上之行，能得諸位名

家大作學習，頗為自豪：

舊刻《遙天詩草》有藝海堂觀畫二十絕，今篋中僅存五首，餘不盡憶。堂為美專畫

室，列當世名家若吳昌碩、王一亭、黃賓虹、劉海粟、張大千、張善孖、諸聞韻、

諸樂三、賀天健、兪劍華、許徵白、張聿光、謝公展，王濟遠、吳茀之，張天奇諸

氏作品。4 

蕭氏自陳美專時期學諸聞韻、謝公展、黃賓虹、鄭曼青畫。5 四位先生於美

專曾敎授課程如右：諸聞韻導師敎國畫、國畫花卉研究所；謝公展敎授導國畫、

花卉；黃賓虹專家講畫論；鄭曼青國畫系主任傳國畫。6 美專時期，也是他藏珍

鑑賞之始。有趣的是，開啓這條「碑帖摩挲但取神」大路的，居然是戊戌變法失

敗後遠走南洋的康有為。長素人如其字縱橫奇宕，如何能學？對於學康者死，保

持一貫小心翼翼。7 日本侵瀋，世變之亟，一九三五年弟弟蕭建孝南下檳榔嶼創

瑞康公司，經商雜貨，後轉辦潮州土產，由父親蕭步初於汕頭供貨。8 此年冬，

蕭氏按體分類，印行《遙天詩草》，題「潮陽遙天蕭建中著」。兩年後，盧溝橋

事變，鄭卓羣南下新加坡接編星洲日報副刊《文藝》，蕭氏則到處避難。一九三

九年開始編集《不驚人草》，此年前後認識郁達夫，遂有請序之舉。9 兩年後，

3 蕭思齊編，「蕭遙天年譜」。 此事繋年與陳大羽年表記載不一。見陳顯銘編，《紀念陳大羽 100
週年誕辰書畫精品集》（蘇州：古吳軒，2012.11），頁 252。一九三四年籌錢準備赴上海美專暑

假中小學師訓班補習美術，翌年即赴，得諸樂三先生鼓勵「按你的成績，完全可以以同等學歷，

報考插班國畫科三年級。」一九三五年得伯父資助插班國畫科三年級。一九三六年七月修業期

滿是上海美專第十八屆畢業生。方案：此處據蕭思齊言。同學錄未見，但因一九三三年蕭遙天

已有〈藝海堂觀畫〉十二絕，顯然早就入學。
4 《食風樓詩存》既有《藝海堂觀畫》亦有《藝海堂觀畫雜詠》，本係《遙天詩草》七言絕第一

首《藝海堂觀畫》分支出去。《遙天詩草》無編年無自註，先生編《食風樓詩存》補年。二十絕

云云，當是「十二絕」。蕭遙天，〈藝海堂觀畫雜詠〉，《食風樓詩存》，檳榔嶼：天風，1979。〈藝

海堂觀畫〉見頁 159。 
5 謝水旺，〈蕭遙天先生答記者問〉，收入蕭遙天編，《薑園嵌字聯甲輯》，新加坡：天風，1982。 
6 劉偉冬編，《上海美專研究專輯》（南京：南京大學，2010.12），頁 609、11-12、14。 
7 蕭遙天，〈康南海屏書，僅費十金，精品也，即詠二絕〉，《食風樓詩存》，檳榔嶼：天風，1979。 
8 蕭思齊編，「蕭遙天年譜」。 
9 無法得知結識過程。只知一九三九年一月九日郁達夫開始接編星洲日報副刊《文藝》。徐重慶

引許白野一九四六年〈懷念郁達夫先生〉記郁達夫檳榔嶼事蹟。許文曰，「我淸楚地記得，我和

他訂交是在七年前的一個晚上，他從新加坡乘火車北來，當晚由北海渡海來到檳城。檳城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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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中印行《不驚人草》多憤世之語，由范家駒署簽，劉侯武書扉，陳文希造像，

郁達夫撰序，邱汝濱題辭，黃葉邨題辭，郭經跋。書籍裝幀與此前的作品一樣，

按傳統線裝書形制印行。值得一提的是，范劉陳邱，全是潮籍人氏。其中蕭劉陳

郁全因各鄉避亂，流離轉徙，最後死在南方。陳文希是「少年相交到白頭到老友」

10，劉侯武是民國《潮州志》的倡議人，我相信是經他推薦給饒宗頤，方有今日

的《戲曲音樂》《潮州語言》兩志。

一九四六年重修潮州府志 11，下年蕭遙天應潮州修志館總纂饒宗頤特邀，到

汕頭編寫《潮州戲劇音樂志》，後來也協助吳雙玉修纂《語言志》。此時中國內

戰，風鶴時驚，一九四九年三月廿四日《潮州志》完稿，配合修志而在《大光報》

編刊的《方志周刊》停刊。12 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旋即成立。 

政權易幟，先生乃赴香港，個人和家庭的命運隨著國家的命運而轉移。一九

五〇年六月卅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施行，土地改革全面展開。先生

故家掃地出門，薑園連同冊籍、骨董、書畫、上海美專畢業證書統統沒收。13 這

一事件也導致了先生對中共的終生厭惡。

蕭遙天在港住銅鑼灣，與黃君璧斜對，常同飲早茶。14 其時有人邀先生到

棉蘭敎書 15，未成。一九五三年下南洋，原是應韓江中學禮聘而來，六月十五日

到新加坡，四天後抵達檳榔嶼，賃居安順路。16 同年九月，經陳蕾士介紹 17，

進入鍾靈中學為孔翔泰代課 18，擔任高中華文，初中史地敎師。一九六〇年升任

華文主任，直至六七年九月退休。任敎鍾靈是蕭氏一生之大事，編纂敎科書、出

版《敎與學月刊》，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退休後設立檳光學院。一九八七

聞文化界人士林連登、許生理、王景成、蕭遙天等，在庇能路新世界遊藝場內的檳城酒家設宴

歡迎他，我被應邀作陪。」徐重慶，〈郁達夫在新加坡的幾個問題〉，《香港文學》37 期（1988.1.5）。 
10 蔡建奕，〈張大千詩讚陳文希畫猿〉，《聯合早報》，1983.8.25。 
11 陳特向，〈重修潮州府志之擬議〉，《嶺東民國日報》，1946.10.4。 
12 《大光報》，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大光報》，1949.4.26。 
13 《薑園嵌字聯甲輯》，頁 B 五五、C 二六。 蕭思齊編，「蕭遙天年譜」。 
14 蕭遙天，《薑園嵌字聯甲輯》（新加坡：天風，1982），頁 B 三。 
15 蕭遙天，〈印尼觀感〉，《熱帶散墨》，新加坡：敎育出版社，1979。 
16 任雨農，〈悼念南天一枝筆——蕭遙天〔上〕〉，《光華日報》，1990.11.6。二〇一四年六月廿一

日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國際雙年會上，張景雲先生告知親歷記，蕭遙天即便改投鍾靈，也曾赴韓

江兼課。
17 蕭遙天，〈我所知道的鍾靈華文敎師〉，《南洋商報》，1982.5.28。 
18 《鍾靈中學高中第二屆商科畢業刊》記載：國文導師孔先生因病告假一月，本校特聘王誠先

生，以補其缺。王先生係來自曼谷，曾在敎育界服務多年，因居留手續未曾辦妥，故僅上一週

之國文課，即匆匆離去。雖相處時間，極其短促，然王先生之言語謦欬，留與吾級之印象卻甚

深刻，繼王先生之後，本級國文，即由來自香港之名作家蕭遙天代課。我們雖上蕭先生之國文

課，為期僅兩週，然已正合俗語所云之「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矣。之後，孔先生病癒，

仍繼任本級國文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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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竺摩法師住持之三慧講堂，與黃氏太極總會計劃於先生八十大壽出全集四十

種，惜未果，一九九〇年十月廿七日棄世。

三、鄭曼青□黃性賢 

鄭曼青（1902 年－1975 年）名岳，詩、書、畫、拳、醫五絕奇才。蕭遙天

少年好丹青，在鄭曼青門下，奠定繪畫基礎。政權轉移後流寓臺灣，此後鄭曼青

多次攜弟子黃性賢作陪入星、檳，傳授太極拳。一九七五年三月廿六日臺北逝世，

蕭遙天於吉隆坡公祭負起草挽辭，有「負詩書畫拳醫五絕以行世兮，寂然而往，

所至輒石破天驚」19 之句。 

黃性賢（1910 年－1992 年）乃鄭氏在臺傳人。一九七六年重九日，帶著二

百餘幀書畫自吉隆玻飛古晉，機上作詩，心情興奮。蕭氏兩渡北婆，是為了籌錢

印刷出版二十四部著作。20 黃性賢在古晉推廣太極拳，比蕭遙天還要熟識當地風

土，自是玩家帶路。兩人展覽之餘，半個月遊拉浪江、民那丹、越日、泗里奎、

民都魯、美里、納閩、亞庇、保佛、丹南、根地咬、登京那巴魯山，吟哦不輟，

可謂壯遊。除了詳細的遊記〈沙拉越初旅〉〈走馬看北婆〉，還有大量的行腳詩，

不知是否異國友朋作伴，行旅之時，作品總會忽然勾起自己的人生經驗，而非一

般旅人的目光對景色的描摹而已。訪太極學院想起鄭曼青還在情理之中（「五絕

滎陽天下聞，綿流敎澤以科分。」21），到根地咬這個內陸城市，則完全不再是

旅人，迎面見到卓還來抗日紀念碑，想起舊交郁達夫，悲從中來，因此這首遊婆

羅洲詩，居然有一半是圍繞「蘇門答臘的郁達夫」起興：

懷璧果然蘊禍胎，未乾頸血卓還來。落花委地萬人哭，化作爛泥護春囘。

達夫逃酒艱偷生，暴寇窮途慣倒行。輸爾堂堂駡賊死，千秋節烈自成名。22 

人生地不熟的蕭遙天參訪婆羅洲，領路的竟然是異鄉人黃性賢。外地人在馬

來西亞的在地化，一定無意間觸動了自己的內心深處的情感，難怪蕭氏見到的一

景一物那麼激動，總有一些出位之思，又如見到杜順人（Dusun），就說那是「漏

船」無法北返的遺民，如果這算遊客眼光，也實在太匪夷所思。

19 蕭遙天，〈鄭曼靑師挽辭〉，《食風樓詩存》，檳榔嶼：天風，1979。 
20 蕭遙天，〈迴眸戀北婆〉，《熱帶散墨》，新加坡：敎育出版社，1979。 
21 蕭遙天，〈婆羅洲行腳詩稿〉，《食風樓詩存》，檳榔嶼：天風，1979。按詩題論，更像是行旅

遊覽之詩，不納入「交遊酬唱」，而是「轍跡心聲」，由此而知，這些作品必然反映一些生平重

大之事。
22 蕭遙天，〈婆羅洲行腳詩稿〉，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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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性賢創辦的黃氏太極學會，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九日還在吉隆玻，為蕭遙天

策劃五天詩文書畫展。八七年更與竺摩長老、曾永森有意趁八十壽慶出版四十冊

全集祝壽 23，可惜蕭氏三年後過世。「同門堪笑餘雞肋，異藝久儀獲虎賁」24，

一趟行旅，引與同坐，幾首詩，未成的全集，足見同門情誼之深。

四、張大千

蕭遙天早年藝海堂學畫即見過張大千（1899 年－1983 年）真跡。張大千，

本名爰，兩人真正結緣，則托高嶺梅牽線。一九六三年三月廿一日張大千自港首

抵新加坡。25 五天後抵吉隆坡，廿九日前往檳榔嶼。26 張大千此行乃辦畫展而

來，不賣畫，只賣畫集，由檳榔嶼藝術協會會長駱清泉、蕭勁華籌備。27 諸人

會面後，眾人同遊鶴山極樂寺、升旗山，與行者有蕭遙天、駱清泉、張少寬等人。

大千自認本是猿猴轉世，此行更廣徵全白長臂猿，終得三黃猿一黑猿。28  

張大千居檳期間病倒，上升旗山旅店養痾，蕭遙天聞訊即與駱清泉、周曼沙、

許偉乾、鄺國祥諸人登山慰問。29 張氏對升旗山心馳神往，念念不忘。他嫌伏龍

崗太低，咖啡山、金馬崙太荒涼，未若升旗山的有城市山林之勝。屋外草坪問步，

便可以體味山野逸韻，又能接人間暖氣。30 

痊癒後，四月三日碼頭夜別，送行者又是一方名士聚會。蕭遙天、駱清泉、

周曼沙、黎博文、鄺國祥、孔翔泰、崔大地、許偉乾、梁秀英、林清鏞、黃陰文、

林思曼、溫子梓、張熾良、賴鳳美、蔡天定、鄭今村、劉問渠、許延義、楊可均、

顧治華諸君，離別珍重，握手戀戀。31 當日張氏遊檳是一起文化盛事，報刊鉅細

靡遺，大小事皆貼身跟踪。

蕭氏全程參與其盛，如此機緣，總要做第一手記載：

月前大千先生漫遊星馬兼旬，很少涉足鬧市，大半時間徜徉於金馬崙高原、福隆岡、

咖啡山、升旗山，譽為四大勝地。張氏銀髯長袖，一杖扶步，也使熱帶風物，平添

23 蕭遙天，「致蕭乾文潔若」，1987.3.15。 
24 蕭遙天，〈婆羅洲行腳詩稿〉，頁 30。 
25 《南洋商報》，1963.3.22。 
26 《南洋商報》，1963.3.26。 
27 《南洋商報》，1963.3.3。; 張少寬，〈軍人縣長書法家蕭勁華〉，《光華日報》，2014.10.3。 
28 《南洋商報》，1963.3.29。 《南洋商報》，1963.4.14。 
29 《南洋商報》，1963.4.3。 
30 蕭遙天，〈半山淸境的新藍圖〉，《敎與學月刊》74 期（1966.12.1）。 
31 《南洋商報》，196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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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瀟灑，張氏遊盡名山勝水，也寫盡名山勝水，他雖常常沉湎於現實景物之間，

以造化為師；也常常憬然超出現實景物，而自寫胸中丘壑。我們遊山，最多不過做

山水中的一位陪客，張氏遊山卻常常管領江山而自作主人，步履所至，一種大千氣

氛便瀰漫山林。人入畫圖，山水僅屬配景，大家的眼光集射在這位銀髯長袖的東方

藝術大師身上。與張氏遊，我們會增加很多想像，在幽谷曲澗，危崖崎路，茂林深

樹，絕少人間煙火，恰好眼前湧現一位餐霞飲露的仙人，擁素雲黃鶴，與君遊戲，

仙人飄飄然，我們也飄飄然了。

大千偕嶺梅兄伉儷抵檳訪舊，我與同遊四日，至今衣裾猶存雲片霧屑。然而我並無

意攀附仙人，與他凌空飛去，蓋瓊樓玉宇，高不勝寒，大千雖登陸月球，有時也懊

悔偷竊靈藥，碧海青天，夜夜思凡，甚至終於下凡的。

此文將大千寫成一個從天而降的神仙，仰慕之情溢於言表，還直接寄給與他關係

密切的香港《人生》雜誌刊載 32，反映的不僅是讓遠在他方的藝友同喜，也透露

出文化資源如何相互建構。蕭氏還計劃撰寫張大千傳，可惜未成，要不然那可是

最早的張大千傳。33 今天還可讀到留下的序言： 

《大千世界》的內容分作兩編：甲編為生活，乙編為藝術。這兩種記述，性質雖異，

而卻如相通的兩河，時時互相浸灌。一個藝術大師的達到成熟的境界，大抵隨著年

齡，經歷而逐步發展，故生活的時間之長，空間之大，與生活接觸的深透變化，是

滋養藝術的大源泉。但反過來，一個藝術大師的生活總跟著他的藝術進展而柳暗花

明，峯迴路轉。藝術是一首精鍊煥彩的詩，生活也是一首精鍊煥彩的詩，故藝術的

超凡入聖，也是滋養生活的大源泉，本書雖把生活與藝術分寫，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34

何止大風堂主人，對四九年流寓之士而言，「時間之長，空間之大」八字，正好

交代了「同代人」的歷史背景與心理因素，成為己身之對鏡。我們得知，這部傳

記完全是蕭氏建議並得到張大千首肯，而這也不是閒談間的客套，因為張氏、高

嶺梅，本身皆多次去函，或提供資料或聞問進展，比之於情同手足的梅蘭芳秘書

許姬傳，而後者作有一部著名的傳記《舞台生活四十年》。只要序次事件發生，

32 蕭遙天，〈草木寄情說大千〉，《敎與學月刊》34 期（1963.7.1）。 蕭遙天，〈草木寄情說大千〉，

《人生》27 卷 4 期（1964.1.1）。 
33 學界最熟悉的當推謝家孝《張大千的世界》，出版於 1968 年。 
34 蕭遙天，〈「大千世界」的開端：張大千先生傳記序言〉，《讀藝錄》，檳榔嶼：敎育出版公司，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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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三月廿九日抵檳，四月三日離開，十月寫就具有緣起與大綱意義的序

言，這篇序言居然趕在蕭氏下年九月出版的《讀藝錄》，首印五千本面向讀者。

《讀藝錄》是一部文藝評論集，〈「大千世界」的開端〉不只是開頭第一篇，連

接還有〈草木寄情說大千〉，全書封面題署也來自張大千，可以說是蕭氏的第一

囘 35，還全版印了張大千贈畫，並附上遊極樂寺的合影。 

不僅此，蕭氏擬編一套「食風樓叢書」十冊，定價二十元，預約算半價，收

據作抽獎遊戲，獎品竟然是大千六尺山水畫。36 以今日眼光衡之，也絕對是乍

舌的超級大獎，必與畫家有親近者方能為之。

一九八二年為《潮州語言聲韻之研究》洽商出版事宜，遂有臺北之行 37 。

蕭氏夫婦趁此，與高嶺梅、沈葦窗一同拜訪外雙溪摩耶精舍。蕭遙天端出自繪花

鳥送張大千過目，謙稱是「不成氣候的東西」。據知，張氏默不作聲，儘自舒紙

提筆寫下「蕭遙天詩文書畫展，
弟大千張爰拜題」，鈐印，抬頭道： 

我在千千萬萬人面前推薦，這便是信物。

仙骨颯爽的大千風範。難怪與張氏相交甚深的歷史博物館館長何浩天，心裏一驚： 

你這張展覽牌照，好不平凡，本來大千替人寫寫牌照，偶爾應酬絕不稀奇，你這張

卻很出色，連寫「詩文書畫」四字，不言中自有月旦，而這曠代大師，一大把年紀，

對你稱弟，還書拜題，真了不起。38 

時移事往，這闋軼事早就湮滅不為人知。幸運的是，我們今日還可以在蕭氏著作

見到張大千題署的「人保」，一連兩幅甚是相合，留下滿目遺事。

五、饒宗頤

35 一九七九年十月出版《食風樓詩存》也是張大千題耑。 
36 蕭遙天主編，《馬來西亞全國短篇小說比賽精品特輯》（檳榔嶼：敎育出版公司，1965.11），飄

口。
37 《聯合早報》，1983.8.25。 
38 元明，〈名學者蕭遙天的書畫藝術〉，收入蕭遙天編，《薑園嵌字聯甲輯》，新加坡：天風，1982。
張大千題字參頁 B18。 



「我的藝友與文友」：蕭遙天與臺港友朋交遊考

229 

饒宗頤（1917 年－），字伯濂，號固庵，別署選堂，筆名百子，潮安人。

與蕭遙天因編纂《潮州志》而識。原非編委成員，於一九四七年加入編寫《潮州

戲劇音樂志》，後來也協助吳雙玉修纂《語言志》，蕭氏治學心得也由此始。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潮州修志委員向《嶺東民國日報》借版，刊出第一

期《方志旬刊》，卅一期後又改為周刊移至《大光報》。蕭遙天一九四八年稍遲，

陸續將所得發表於《大光報》。十一月三十日至下年一月十一日刊〈潮音戲尋源〉，

一共寫了六篇，同時在四八年十二月九日起，也同步在同份報刊寫〈潮州戲劇志

長編〉，完全是司馬光以降認同的治學路子。「尋源」窮竭所有，相當於涑水的

「修叢目」，以期綱舉目張，第二步「長編」，也就是比較異同得失，「寧失於

繁，毋失於畧」。最後才是考異疑滯，撰成「定稿」。39 可惜旋即為戰爭所毀，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潮州志》出台第一稿，擬裝五十冊，分三期出齊，第一期

訂八月出書。40 四月二十日、二十四日《大光報》尚續刊啓事，徵求資料，增補

定稿，兩天後《方志周刊》就突然停刊了。潮州修志館由於大陸政權易手而解體，

人員星散，先生也跟著離開。主任委員鄭紹玄、劉侯武、總編纂並負責《沿革》

《藝文》《敘錄》諸志的饒宗頤、《民俗》陳森佑、《戲劇》《音樂》蕭遙天都

去了香港，選擇留下來的其他成員，命運可想而知。

蕭遙天落腳銅鑼灣，與黃君璧斜對，常同飲早茶。41 馬漢轉述先生口述在

港經歷：

當年我初到香港時，「隆幫」在一位鄉親的店鋪中，潮州人老款的商店，是請了「阿

廚」（廚師）來煮伙食讓所有夥計果腹的，因此也不在乎多了我一個人。晚上睡在

店鋪裏，白天他給我一張寫字桌為寫作之用，生活上沒什麼問題。

在我抵步的當天晚上，用過晚膳之後，店中的夥計打起麻將來，我一時手癢也坐

下去參加一份，結果輸掉了身上所有的現款！從第二天開始，我便坐在鄉親所安排

的桌子旁邊寫起文章來，一格一格地寫，一篇一篇地寫，不但寫出了幾十本著作，

也寫下了我生命中新的一頁——重新建立了家庭，在海外生育了一子一女！42 

蕭饒「生活上沒什麼問題」似乎是真實的刻畫，因為很快的我們就看見兩人鬻文

為生，同時自修日文的日記。蕭氏自稱程度只夠「淺嚐而止」罷了，至於饒氏則

39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進書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6。 見涑水

〈答范夢得〉，宋·司馬光，《司馬文正公傳家集》（清乾隆六年〔1741〕桂林陳氏吳門縣署刊本），

卷 63。 
40 《大光報》，1949.4.18。 
41 蕭遙天，《薑園嵌字聯甲輯》，頁 B3。 
42 馬漢，〈蕭遙天長袖善舞〉，《南洋商報》，200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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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時間通英文、日文、梵文、法文。43 居港除了學語，日記也記載兩人讀了

馮時化《酒史》，朱彭《南宋古蹟考》，《易原》，傅芸子《正倉院考古記》，

饒氏且已有重量級作品〈關於殷代至日之討論〉。他們常赴般含道學海樓、青年

會圖書館，先施公司書籍部，或逛冷書攤，也到干諾道西二十九號四樓寄儒別墅

論學。不過，相比來說，蕭遙天三年寓港時期，更熱衷的是五光十色的影畫戲，

《羅密歐與朱麗葉》《傲慢與偏見》《孤星淚》《太陽浴血記》《絳帳海棠春》

《黑玫瑰》《吉布賽的誘惑》，還有京劇七彩片《玉堂春》。不止看，還有影評。 

一九五三年六月蕭遙天攜妻女南下檳榔嶼。十二月蕭氏〈詞曲增減攤破新解〉

曰：

饒宗頤兄以冒鶴亭校雲謠集相示，卷後附趙叔雍識疑稿本一篇。雲謠集新出敦煌石

窟，為唐代雜曲舊鈔，冒翁發凡起例，校偽鉤沉，對詞曲演變，多新闢之論，趙丈

識疑，修正冒說，後出愈精。全稿細讀二遍，多可服膺，唯於詞曲之增減攤破，冒

趙所釋，比勘聲樂，尚有抵牾，末學淺識，未敢苟同焉。因作新解，用抒鄙意，如

曰創見，應拜冒趙二丈他山攻錯之賜也。44 

此事必發生在六月之前，方有可能出示趙稿。饒趙本是好友，能見到第一手資料。

因為趙叔雍的識疑，一直要到五八年才交給新加坡《東方學報》刊登 45，形成蕭

氏的文章早了五年囘應一篇讀者未見，期刊未登的怪趣現象。想必是因蕭氏研究

潮韻，饒宗頤才疑義相與析，因此蕭文參與彼時漢學界關注的敦煌學，例證卻全

自潮州古調〈柳青娘〉著眼。

一九五五年人在鍾靈中學的蕭遙天生活穩定。一手撰著王靜庵《人間詞話》

的專著《語文小論》隨刊隨編，準備就緒，另一手寫他詩意化的散文，名字頻頻

出現《蕉風》，他的藝術評論也在《南洋商報》連發，儼然已是當地重要作家。

蕭氏寫了首七律〈南渡以授華文糊口，替柬戲答香港饒百子〉送給遠方的友人： 

滿紙蟹行我直書，居然皋比擁高廬。稍嫌短袖舞無地，卻喜長歌出有車。未脫紗籠

換臭果，常包蕉葉炙香魚。阿公若到馬打厝，大狗當前氣不舒。46 

43 蕭遙天，〈學習日文的日記〉，《蕉風》93 期（1960.7）。 
44 蕭遙天，〈詞曲增減攤破新解〉，《鍾靈中學校刊》復興第八號期（1953.12）。 
45 冒廣生，〈新斠雲謠集雜曲子〉，《同聲月刊》1 卷 9 期（1941.8.20），頁 48-68。 趙尊嶽，〈冒

校雲謠集識疑〉，《東方學報》2 期。同參饒宗頤，〈《雲謠集》板本資料〉，《饒宗頤二十世紀學

術文集》，冊 11，臺北：新文豐，2003.10。 
46 蕭遙天，〈南渡以授華文糊口，替柬戲答香港饒百子〉，《食風樓詩存》，檳榔嶼：天風，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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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向本邦風土毫無經驗的友人介紹。蕭遙天身在英語盈耳的檳榔嶼「坐擁皋比」

敎授華文，要發揮本領不易，喜的是還可一展所長放聲高歌。最有意思的當屬頸

尾兩聯，以馬來語、福建話寫詩。前面搬用皋比握麈、曳履長歌，門有車馬等古

典資源，後半卻取蟹行之意入直書之詩，sarung、榴槤、燒魚、hukum、mata tshù、

tuā káu 模擬聲腔，風物造景，逾越形形色色的異質空間，增添了奇奇怪怪，不

足為外人道的東西。他的預設讀者，必然是對南洋陌生而刺激的人，因而有必要

介紹有趣好玩的聲音遊戲，捕捉藉由耳濡目染所得的在地經驗。除了紗籠臭果

47，其他並非過去常見摹寫南洋風土的表徵。 

一九五七年蕭遙天的潮戲論著定稿，算是給十年後的自己一個交代。如此重

要的總結，向當年的老編求序，再自然不過：

十年前，我在主編潮州志時，感覺到潮州民間戲劇和音樂，另有它獨特的性格，因

而創立「戲劇音樂志」一門，這在方志學上，可說是史無前例的一種嘗試。朋友中

算潮陽蕭遙天先生對這方面有深厚的研究基礎，而且具有勇於探索的蠻勁，故當日

這部門便聘請蕭先生執筆，並由舍弟宗栻幫助蒐集材料，因他一向是搞劇曲的，一

直到現在還是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可惜這門戲劇音樂志，一直沒有正式寫成。幸虧我離開潮州，初稿仍由我帶在身

邊。後來和遙天兄在香港再晤，便交給他重新整理，蕭兄到檳城講學，彈指五年，

這囘他果然再用白話改寫，並增入許多新材料新意見和寶貴的推論，成為本書，現

在他改稱為《民間戲劇叢考》，實際上是一部探討潮劇潮樂的專門著述。全書徵引

浩博，論證精細，對戲劇史貢獻之巨，是不用我來多所置喙的。48 

饒氏不只細讀全稿，力求把握住作者的整體意向，不僅交待作者一生事跡以及文

集編纂過程，而作者求序本願是「希望能舉出他所未見之史料，以補空闕；和提

出相反的論證，以資攻錯」，因此互相欣賞，也獻疑質難。饒氏補充了蕭著忽畧

的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日人長澤規矩也、正倉院藏天平琵琶譜番假崇藏

本，與潮州工尺律字的不同。蕭氏不止收錄序文，還鄭重在〈後記〉對此囘應，

並將態度十分嚴肅的序文刊登到《鍾靈中學校刊》。此無疑是「同聲相應，同氣

相求」的結果。

對此，作者日後有自己的陳述：

47 黃遵憲別出新聲很早就有詩「都縵都典盡，三日口留香」。清·黃遵憲著，錢仲聯箋注，《人境

廬詩草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6），頁 595。Nusantara 諺語 durian jatuh sarung naik。 
48 蕭遙天，《民間戲劇叢考》（香港：南國出版社，1957.8），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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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中，不少才藝特立之士，而對我的影響最大的，卻只有少年結交的寥寥幾

位，大概年輕人的頭腦眞純，沒有太複雜的先入的主見，故最先感染的印象特深。

而大家都是從幼稚偶至成熟，什麼都可坦誠相示，不必護短，毋須逞強，相愛以德，

相諭以情，故切磋砥礪之間，進步也更快了。這寥寥幾位老友裏面，饒君固庵，是

執着智慧的火把，站在前面領路的第一人。他是天才卓越的早熟者，也是工力深鍥

的晚成者，故他又是朋友中造就最大，與始終對我的學問修養影響最大的了。

屈指與固庵相別七載，這一段頗長的時間，雖信息頻通，固庵仍不吝於治學作點滴

的導引，總覺得不能晤對一室，隨時質疑問難，這是精神上一大損失。三年前拙作

《民間戲劇叢考》付印，約固庵寫序，我說，我不希望得伯樂一顧，而以駑鈍偷得

騏驥的虛名，倒希望能舉出所未見的資料以補空闕，提出相反的論證，以資攻錯，

那才是實惠，固庵果然應約寫一長序，一一攻我之短，我也特地刊於篇首，非敢為

古今書序開一生面，實乃忠於學術的表示。並另作「後記」，以為讀其序文之後的

反應，凡固庵所攻，值得服膺的，為之叫絕，蓋入木三分罵亦精，轉憾其不罵，不

夠刺激；但其不能令我心服的，也不客氣地一一自作辯護。49 

這完全是一種互為「知音」的學術交流。因為這樣的因緣，一九八三年《潮州語

言聲韻之研究》出版，饒宗頤仍是題耑的不二人選。

《中國人名的研究》出版時，選堂同樣賜序：

蕭兄此書，既有系統的安排，又極盡分析的能事，特別以詼諧的姿態，生動的筆調

寫出，娓娓動聽，處處引人入勝，絕無考據枯燥的毛病，這是他最成功的地方。愚

見書中避諱、印章的問題，在歷史學上久已有獨立的發展，成為專門之業，似可從

畧，而室名和諡號，專著極多，似宜分開，不必與人名相混。其實書中所討論的每

一章，都可作詳細獨立的研究。本書撮其大凡，綱提領挈，在這處女地寫下嶄新的

一葉，蓽路藍縷，以啓山林，不愧為第一部的「人名學」著作。50 

對於饒宗頤言出肺腑，作者固然必須有自己的真知灼見，方可處於同一境界下商

榷。因此今本《中國人名的研究》並無避諱一章，只在〈名字與字體的變化〉對

避諱作極為精簡的介紹，且閃開援庵《史諱舉例》一路，改以趣味做根柢，卻保

49 蕭遙天，〈我和饒宗頤的讀書生活：日記舊影之一〉，《南洋商報》，1960.6.1。 
50 蕭遙天，《中國人名的研究》（檳榔嶼：敎育出版公司，1970.2），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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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了選堂建議刪除的〈名字與印章〉一節，並一絲不苟地於小引處分析圖章與主

題極有關連，避無可避。作者〈後記〉有段感人的表述：

選堂兄博學炯識，是我平生最服膺的畏友，感謝他惠賜這篇分量沉重的序文，豈僅

為本書生色，精語如探礦取金，愈深愈粹，足以補充學力所不及。我平時最愛他多

多攻我短處，使我多亮眼睛，增加見聞。此序溢美之辭太多，也許是我學有進境，

則為之竊喜；也許是濶別多年，由見外而客氣了，也為之悚懼。選堂選堂，請老實

告訴我吧。51 

知音難求，彼此珍而重之。一序一跋，準確、生動地刻畫出兩人的精神風貌和學

術得失。

他們的經歷與興趣有許多相似處，難怪一九六八年饒宗頤南下新加坡大學任

敎，蕭遙天歡欣與悽愴之感襲來﹐久久不能自己。52 〈選堂主講新大中文系，

遲我南行十有六載，久別重逢，寫此為贄〉寫浮海後兩人的際遇，詩句「滿城桃

李飄零際，浮海尋春各惘然」則是同代人在中國大陸鼎革後的共同心理，而花果

飄零人特別是識於微時的舊識，自是「雲塵泥雨戴同天」。寫作此詩，蕭氏還不

知好友吳珏留在大陸，政治幕覆下的近況，故有「曾悲雙玉晦重幕」句。很快的，

蕭遙天就從饒宗頤口中得知困居桑榆的老友，其實勞改時早已亡故。53 在這關

鍵時刻，好像有冥冥天意存乎其間，不可解的是就在蕭氏訪新時，居然離奇在市

肆購得片石，乃故家舊物：

石不能言掌解語，幾囘摸索幾愴然。苦排消息沉沉歲，癡對星河耿耿天。感汝嶙峋

涉域外，嗟予寤寐怯牀前。通靈願劈蓮峯隙，揉眼望鄉勝望仙。54 

石頭通靈自古有之，可證物虛實之理。這不僅讓他想起潮陽蓮花峯，石自故鄉來，

應知故鄉事？可惜石頭不言，無法外洩天機。所謂「石隙通仙」云云，不過誑人。

他也像石頭一樣滯留「域外」，人石俱同。原是燕几清供之物，如今成了與舊家

唯一的聯繫，一石蕩出滿懷心事，他鄉／故鄉的換置，觸物傷情，本出於天性。

情動於中，因此才請章太炎弟子薛慧山作圖，選堂寫記，自己題詩，給同是天涯

51 蕭遙天，《中國人名的研究》。 
52 蕭遙天，〈選堂主講新大中文系，遲我南行十有六載，久別重逢，寫此為贄〉，《食風樓詩存》，

檳榔嶼：天風，1979。 
53 蕭遙天，〈選堂南來，知雙玉在鄉久逝，震悼寫此〉，《食風樓詩存》，檳榔嶼：天風，1979。 
54 蕭遙天，〈自題遙天歸石圖〉，《食風樓詩存》，檳榔嶼：天風，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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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路人／石刻印。他的「本事詩」充滿化不開的悲愁怨思，出入於觸事興詠之間，

明顯折射出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生活變動，而是整個時代的一個縮影。

饒宗頤囘訪北上檳榔嶼，選堂有詩〈升旗山與遙天同登〉：

青藹平分坐擁氈，登高遊目對遙天。枕流未覺人將老，銜石從知海可填。桃李春風

思往日，江湖滿地送流年。過雲如馬渾無跡，叱馭窮山且著鞭。55 

同感黍離之悲，詩眼著重「同登」「平分」，人鳥雖殊卻同是客，如馬白雲來去

無踪。「擁氈」用了《漢書·蘇武傳》殘氈擁雪，數日不死的典故，與精衛銜石

一樣，用以表現守節不屈的艱苦環境。「遙天」則妙在一語雙關，既指蕭氏，與

饒宗頤相顧，也可以是兩人目光飛到千里之外。枕流漱石避居於域外，一別經年，

人生飄忽，早就不是伊昔少年了。度盡劫波且功底深厚的一些南來文人，似乎都

有雙重的生命情調，日常的詩詞歌賦，吟風弄月，與一般無異，一旦遇見心知其

意的共命人，「狂風吹古月」，這種欲語還休的神情，馬上觸動心理上的舊傷口，

自行啓動另一套話語的機關。

六、易君左

先生旅港期間，閑時以寫作度日，以文會友結識易君左（1899 年－1972 年）。

56 他本名易家鉞，以字行。四九年離滬飛臺，輾轉避居香港，一九六九年定居

臺灣。易家三代自易佩紳、易順鼎到易君左，皆有文名。一九五四年蕭遙天研究

王國維的文章陸續見報，下年年杪結集以《語文小論》之名出版，為「鍾靈叢書

第一種」，初版就印了四千冊，對島上的中學出版品，不可謂不多。這部書可是

本邦文學評論著作最早受學人青睞的書，一九八〇年漢學家葉嘉瑩出版《王國維

及其文學批評》四百多頁的書，前前後後，不下十次或與蕭氏商榷或轉引資料。 

《語文小論》全書分兩組，有半本是《人間詞話》研究，另一半則是引申發

揮誇張與反射修辭法，請了趙爾謙、連士升、易君左序跋。趙爾謙熟悉義大利文

藝復興時代的文化，兼本叢書主編。連士升則是《南洋商報》主筆，地位崇高，

常以「海濱寄簡」當青年導師。兩人都注意到這本書，更像是對修辭法的追溯與

55 饒宗頤，〈南徵集〉，《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冊 14，臺北：新文豐，2003.10。 
56 蕭思齊口述，是日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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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易君左則是家學淵源，自有名望，與蕭遙天在港認識，很快結為莫逆之交，

比較起來跋語比序文更可讀，正是作者「好友之命」，深知其人。

易跋開篇以「南天一枝筆」盛讚蕭氏，下來引經據典，靜菴的「王家店」之

餘，開列一張文學批評史的名單，遠從孔子，司空圖，近迄嚴羽，王士禛，又興

觀羣怨，又不著一字，又興趣，又神韻。最後收煞的「讀書法」，激昂得有點嚇

人：

王氏理論之值得再檢討，重新評價，是今日學者分內之事，而蕭遙天先生遂負起這

個責任，其精闢獨到之處，不但言王氏所未言，實盡發前人所欲言而未言者。詳細

情形，請將本篇一氣讀下去便知。注意！務請讀者先生們「一氣讀下去」，否則文

章全神就會中斷。57 

易君左注意到了論點之外的文體，蕭遙天文章比其他同輩馬華作家，確實以音樂

節奏美感取勝。對易君左來說，善於詩歌者必然寫得一手美文，長於散文者倒未

必是好詩人，而蕭氏善於把詩歌散文化 58，或者反之。嚴格來說，蕭遙天並無兩

副筆墨區分述學與創作。作者喜好出入古典今事，縱橫各種題材，除了自身興趣

廣博，也應該稻粱謀的考量，畢竟報紙文體影響深遠，幾乎所有蕭氏的著作都經

過報刊一環，方整理成編。

一九五八年元月易君左人在香港，策劃海濱書屋課程，通過函授，敎授史學、

文學二科。報名的學生，史學科至少每週史論一篇。文學科課業更豐富，從古文、

駢文、詩、詞、曲、戲劇、小說，每週自選一體裁交習作，此外詩、詞、曲，每

週再交二首，短篇小說、短劇每月交一篇。對聯、時鐘、燈謎，偶爾為之，篇數

不限。59 海濱書屋的馬來亞北馬分部，正是蕭遙天。明眼人不難發現，大概是

懸得太高，這個比大學創作課還要多的作業，恐怕胎死腹中，永遠停留在「宣布」

的階段。

蕭遙天比易君左還要小十四歲，一九五九年時，年四十七，距離知命之年尚

餘三歲。這一年蕭氏心緒如麻，他離開潮陽與故家斷訊已滿十年。一生幾許傷心

事，可以向誰訴？蕭遙天於鍾靈中學宿舍完成自畫像。我們現在無法看見畫中人

的音容，但題詩留了下來，則必是愁容滿面，用色黯淡：

萬劫灰中立此身，果然山塌海揚塵。幾囘朋舊化羣鶴，隔世鄉音抵萬金。蕭艾當風

57 蕭遙天，《語文小論》（檳榔嶼：鍾靈中學，1955.12），頁 216。 
58 易君左，〈黃花集跋〉，《南洋商報》，1957.4.19。蕭遙天的散文筆法，詳參鍾怡雯，〈斑駁的時

代光影─論蕭遙天與馬華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31 期（2017.6），頁 194。 
59 《南洋商報》，195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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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勁草，楩枬委地即炊薪。癡兒且拭哀時淚，姑入扶餘作贅民。60 

北國幾年來政治運動連番，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右運動、肅清反革命，幾乎

每一關都是蕭家的難關。因此全詩毫無生之喜悅，逃盡萬劫北望原來真是陰風怒

號，天地愁慘。政治與身體（「此身」），成了歷史暴力的表達。朋輩皆新鬼流

出的消息，縈迴在蕭遙天腦際的卻是丁令威化鶴歸來的神話。頸聯化用《離騷》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譬喻即便淪落至此，只好自嘲是「疾風

知勁草」，所有才幹都是廢材。如此境地，無可奈何也要引袖拭淚，乘桴浮於海

去尋找海外扶餘。

蕭遙天用自畫像自況詩，表徵了自我歷史的存在，兩者不可或缺。一如社會

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認為的，對個人盡可能呈現預定中的自我形象。

61 因為單有畫像就只是一層外在，難以約束或把握觀者馳騁的想像。題畫詩讓觀

者在與作品溝通的過程中作出有意無意的另一層對話，藉以填補遺漏線索中的幻

想空間。因此畫／詩、作者／讀者的真義，必須由連接他們的關係來界定。

生日題畫詩寫好後寄給易君左。這種投寄的行為，本身不正說明了作者尋求

一種歸屬感嗎。易的囘詩曰：

未必蕭郎是路人，侯門往事已成塵。宗聯伯訥分中外，文選昭明判舊新。一代清才

仙島鶴，千秋信史素王麟。杜陵秦隴流離日，亦有新詩泣鬼神。62 

細繹全詩，易君左當得起「知音」二字。不僅明白對方的心事，且能轉絕望為希

望，裒其問答之語以為志，譬如把原詩的遼鶴變仙鶴，蕭艾作清才，炊薪化麟經，

癡兒成子美，挪用古典資源，極費心思。七月易君左初至南洋，與先生會面 63，

先生送了尊屈原像給易氏，可說是對此的呼應：

孤影伶仃豈獨醒？摩挲如讀離騷經。涉江荃蕙悵浮海，去國鳳凰喜集庭。洗盞聊將

慰草草，披襟相與惜惺惺。君家詩筆從來健，扈芷佩蘭識典型。64 

60 蕭遙天，〈四七初度率題一律〉，《食風樓詩存》，檳榔嶼：天風，1979。這是刪定詩稿後的題

目，其實沒有比原來的好，題畫詩的意義完全看不出了。原題參蕭遙天，〈四七初度造象率題〉，

《南洋商報》，1960.5.29。 或蕭遙天，〈自題小照〉，《僑港潮汕文敎聯誼會會刊》1 期（1964.6）。 
61 布爾迪厄，〈攝影的社會學定義〉，收入羅崗編，《視覺文化讀本》，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3。 
62 蕭遙天，《食風樓詩存》（檳榔嶼：天風，1979），頁 13。 
63 翠園〈斜陽影裏悼詩人〉，《南洋商報》，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八日，頁二三；易君左《海角天涯

十八年》，頁二九四、三三六、三四二。
64 蕭遙天，〈己亥秋君左大兄南來訪舊，袖屈平瓷像為贈即題〉，《食風樓詩存》，檳榔嶼：天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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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作家，也是第一位自我流放的詩人，開啓知識人精神

漂流的命運。亂離與流放，蕭氏藉詩投射屈原行吟澤畔的流放原型，其實是衰世

之音。易君左同自楚地，作者用了「過去—現在」錯綜手法，表面上說的是「鳳

凰喜急庭」，以為是《莊子·人間世》裏以鳳凰比孔子的隱喻，其實比對前句「悵 

浮海」就知，這隻生命之鳥早就飛走，鳳凰為誰來去，代表一種需要，一種缺乏。

這樣的概念搬用，必借自太白〈登金陵鳳凰台〉那樣的意思。「孤影伶仃豈獨醒」、

「披襟相與惜惺惺」則看出相互傾慕、惺惺相惜之情。

三年後，香港正是夏末初凉，易君左因詩書畫展重遊南洋，來的時間最長。

八月四日易君左夜抵吉隆坡 65，準備展覽事宜。活動從八月十七日至十九日止，

在敎總大廈舉行，由陳光漢揭幕、黃潤岳演說。66 蕭遙天早就是馬來亞聞名的

藝文護法，摯友的大事，當然要出手相助，儼然「風義平生師友間」意思：

我所親炙的當代文人頗多，有的是師的一輩，往往敬而遠之；有的是友的一輩，也

往往因不夠謙遜而兇終隙末；易先生恰好介於師友之間，既所親近，也所愛重，故

先生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力。我們有相同的氣質，易先生所喜歡的東西，我都喜歡，

像寫散文，做詩，填詞，作畫，玩圖章，治歷史考證，他所愛走的道路，我都跟在

後面。67 

序中蕭氏自稱是檳榔嶼當地人，認為易君左藝術造詣類似他的老鄉曾國藩所言，

似少婦謀殺親夫，「既美且狠」，須以親筆與欣賞者相見，才能感受那種「又可

恨，又可愛，愛又不是，恨又不是，愛是對的，恨也是對的，心頭又朦朧又醒定」。

不難發現，蕭遙天推薦序，幾乎是情感豐沛之餘，有意進行文體的嘗試，將理論

和批評寫作當成一種藝術創造的活動，亟需著意經營，簡潔的筆墨，綴以竹頭木

屑，不僅刻畫主人公特徵，以作招徠，就文字這本身言，優美可讀也很重要。用

蕭氏論易的話，寫文章，治藝術，待人接物，本無軒輊，都需要一番融化的功夫。 

重頭戲來了。八月卅日易君左抵檳榔嶼，晚七時與友朋讌飲，蕭氏夫婦在座。

68 易先生北行策展，心情大好，為諸君好友題扇。69 易君左九月七日起，一連

1979。 
65 《南洋商報》，1962.8.9。 
66 《南洋商報》，1962.8.17-18。 
67 蕭遙天，〈少婦謀殺親夫的比喻〉，《讀藝錄》，檳榔嶼：敎育出版公司，1964。 
68 易君左，《海角天涯十八年》（臺北：大明王氏，1982.3），頁 408。 
69 翠園（彭士驎），〈斜陽影裏悼詩人〉，《南洋商報》，1980.9.18。 易君左，《海角天涯十八年》，

頁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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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在頭條路惠安公會辦詩書畫作品展。70下午五時卅分開幕，社經名流蘇承球

剪綵，藝文界由蕭遙天、周曼沙、林紹文、林蔭文、汪永年、王世毅六人演說。

出席者眾，幾乎出動了所有當地名筆：趙爾謙、吳鶴琴、許偉乾、顧治華、錢景

澄、徐晚塵、任雨農、田俊天、鍾萬明、莊之權、崔大地、鄭今村、葉國禎、鄺

國祥、胡榆芳、汪開競、汪開明諸君參與茶會。71 蕭遙天還帶易君左拜會鄉紳

林連登。72 

易氏大展魅力，可說是當時最大的藝術盛會。

九月八日午，白露天，彭士驎約便餐於頭條路紫羅蘭，諸人決定患難扶持，

時晚，易君左、黃玉山、任雨農、先生、周曼沙、梁森元六人，聚周曼沙六條路

住家曼廬結拜。六人太太熊芳大姊、翁慧華六妹、陳月蓮三妹、王夢鳳四妹、葉

惠英二妹、彭士驎五妹，亦結金蘭。73 當夜紅燭高燒，舉杯相慶，各自在結盟

書上簽名，並請戴澍霖陳奇雲夫婦為證。易君左撰，周曼沙書蘭譜：

粵閩人傑，湘浙地靈。拂域內之清芬，挹海外之奇秀。一時薈萃，千載難逢。契結

金蘭，珍同珠玉，檳嶼小聚，喜雁影之成行；桃園騰歡，留鴻泥而印跡。高山大海，

看萬里錦繡前程，明月清風，好一片晶瑩懷抱。從此甘苦與共，休戚相關。無分巾

幗鬚眉，全屬骨肉手足。相扶相助，集眾志以成城；相敬相親，縮天涯如咫尺。長

垂道義，永守約盟。

易君左亦為蘭盟寫〈調寄沁園春〉為記：

骨肉天涯，杯酒騰歡，香滿檳城。正皓魄當頭，中秋前夕，黃魂入抱。再造先聲。

兒女柔腸，英雄肝膽，紅燭高燒作之盟。毋須記，有花般美貌，海樣深情，惠英玉

立亭亭，好曼沙豈僅以詩鳴。更寶玉瓊華，雕梁驎駿，左徒芳草，艷絕才驚。月下

紅蓮，夢中彩鳳，化雨遙天共一庭，從今後，願連枝密葉，合體同根。

70 易君左，《海角天涯十八年》，頁 408。 
71 《南洋商報》，1962.9.10。 
72 易君左，《海角天涯十八年》，頁 409。 
73 《薑園嵌字聯甲輯·惠賜敎言及手澤時賢簡記》結契之事作「六二年中事」。翠園〈斜陽影裏悼

詩人〉記此事最清楚，繋為六二年九月八日。易君左《海角天涯十八年》引錄日記亦作九月八

日。《薑園嵌字聯甲輯》收錄蘭譜，印證翠園之說。任雨農誤繋一九五九年八月，見任雨農，〈悼

念南天一枝筆——蕭遙天〔下〕〉，《光華日報》，199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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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輩人對此自是十分認真，此後確以輩份相稱，易氏返港後，也多次詠及諸

人，如一九六二年重陽，易君左作〈沁園春□壬寅重九登高寄懷星馬弟妹〉，六

五年〈乙巳初冬步檳城曼沙五弟五十初度書懷六韻懷星馬諸弟妹〉，各別詠諸弟

妹，其中「高樓長嘯對雲天，與爾心魂影共連。客舍一椽籠血汗，鄉關萬里莽烽

煙。」74 即指四弟遙天。七〇年定居臺北的易君左，又作〈寄懷星馬五家弟妹〉。

75

一九七一年易君左第三次南下，純粹的旅遊訪友。因人在檳榔嶼，十月三日

下午五時也參與了第七屆檳城中秋雅集。活動由許平等、竺摩法師主盟。其他時

間則下榻周曼沙曼廬，閑時與蕭遙天夫婦、周曼沙、張少寬，遊峇都丁宜松園、

植物園和水族館。76  

蕭遙天見便，出示《食風樓詩存》稿本，請大兄指正。易君左序云：

遙天四弟之詩，自有其不同凡響之處，而其最顯著之特徵，乃在凡所吟詠一本於眞

性眞情，絕無矯揉造作之態，坦率而誠摯，一也；其性其情之流露，有時如迅雷疾

雨，有時如明月清風，有時如大海狂濤，有時如幽溪細水，不拘一格，表達無遺，

二也；筆墨馳聘於性靈之間，意氣縱橫於文字之外，故於按聲尋韻，屈意求全，鮮

有所重，人或以此疵之，而不知鎔唐宋於一爐，揚風雅之絕響，以其所難，適所其

赴，三也，綜其生來，飽經世變，遍歷滄桑，而能樹民族之典型，響時代之號角，

蓋文學之外，必端德性，才智之上，尤重氣節，如此方可以言詩，而遙天兼之，四

也。

又云，

詩人之及時感興與唱和題識亦可窺時代之背影與其契合之一羣，惟婚喪慶弔之類則

宜少存，昌黎猶以墓誌見譏，由來遠矣。集合挽詩較多，其寄哀思之致乎其情，若

哀鐵抗等，固千古不朽之傑作，普通應酬之作，則寧缺毋濫。遙天之詩天地開拓，

自能存其所當存而止其所當止，蓋所止者，在他人為精英，在遙天則草芥耳。77 

74 易鶚編，《易君左四十年詩》（臺北：自印本，1987.9），頁 434。 
75 此詩收入《居台集》，集中乃一九六七年至七一年作品。易君左星馬行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

年、一九七一年共三次。此詩談及六二年蘭譜結拜，詩有「小別南洋又八年」句，則此詩應作

於一九七〇年。詳易鶚編，《易君左四十年詩》，頁 522。 
76 張少寬，〈記易君左先生〉，《敎與學月刊》113 期（1971.12.15）。 
77 蕭遙天，《食風樓詩存》，頁壹、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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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氏詩齡六十，富於經驗地指出蕭詩好處在經歷世變，坦率真摯。這完全是

詩家之言，今天像蕭遙天這樣抒情自恣，幾乎能夠詳細為詩繋年的畢竟少數，以

此，蕭氏絕無為賦新詞之矯情，此可以斷言。大兄還提醒慶弔頌挽類，不宜多作，

以免有「金數斤」之嫌，為後人見譏，則屬提撕子弟，無傷大雅。返觀《食風樓

詩存》的作品，恭謹得體，不愧是易氏所言的「故人肝膽，感世甚深」。

易君左不僅寫序，還仔細結合自家經歷作題識，四弟則案語附後，提及之人

像郁達夫、鐵抗，也是易氏多年舊友，因此批語處，十分精彩，讓人難忘。78 譬

如一九四〇年逃難揭陽而作的〈無題〉（已慣天涯未慣愁），頷聯「昨宵綺夢偏

憐撫，百囀夜鶯倚翠樓」，易君左建議「夜鶯」改「鶯歌」，以免霄字重複。以

詩學來說，確實應改。但蕭遙天案語堅持不修，因為那可是他少時女友名字的諧

音！可以這麼說，經易氏題識圈點處，皆是蕭詩精品。可惜大兄下一年仙遊去了，

未及見到足足八年的新篇，從此業已無人作鄭箋矣。

七、錢賓四

蕭遙天居港時短，當時那裏住有不少是中國大陸逃避戰禍的知識人，筆下人

物皆有深交，寫來自不同於一般的泛泛之論。從文學的交集、發表乃至出版的角

度論之，譬如徐訏之於《幽默》《論語》、王道之於《人生》、劉以鬯之於《西

點》、余德寬之於《中國學生週報》、沈葦窗之於《大人》《大成》。香港形成

的文人與學人羣體，在蕭遙天定居檳榔嶼後，開始發酵。當日的《人生》雜誌，

一羣無不於中國文化抱深情流亡知識人所辦。79 蕭氏在《人生》發表了〈舞與

樂〉、〈南遊隨筆〉、〈蕉窗小語〉、〈釋恩仇〉、〈我對宗敎的感情〉、〈夢〉、

〈草木寄情說大千〉諸文。

一九五三，蕭遙天決定再次遷移下南洋，《人生》雜誌為先生餞行，蕭遙天

為合照題有二律：

明夷誤作雲雷觀，錯愕毒龍翻碧瀾。風捲一時舊人物，霧沉萬里好江山。英

雄失路豈呵氣？濁酒移情且破顔！千古天真亦一雋，癡兒猶苦弄柔翰。

滔天滅夏慣失家，悄然又引海之涯。厭聞劍外凱聲近，莫問終南捷徑斜。諸

78 蕭遙天彭士驎三年後遙祭大兄，都強調易君左撰序寫評對他們的護持。同見蕭遙天，〈君左大

兄三年祭〉，《大成》17 期（1975.4.1）。 彭士驎，〈癸丑五日哭君左大兄〉，《大成》17 期（1975.4.1）。 
79 錢穆，〈師友雜憶〉，《錢賓四先生全集》，冊 51，臺北：聯經，1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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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智珠皆在握，唯予鈍筆難生花。感人曹老澄清意，披髮大荒須醒華。80 

我已經在他處分析過這首詩 81，對時間、今昔的高度敏感，可說是蕭氏為中國文

化而寫的輓歌。這個羣體以氣類論，應該包括饒宗頤、錢賓四、竺摩法師，還有

其他圍繞新亞諸子周邊的文人雅士。

一九五七年王道訪蕭遙天，先生有詩：

久別相看未白頭，依然結習愛蒐求。俊遊風物信新美，老客情懷漸罷休。頗感海濱

逐奇臭，數嗤天外發專郵。江湖身世輕紅豆，已慣相思莫問愁！82 

這些遠方客人，居然向我們的「紅豆專家」索取紅豆珍藏。蕭氏曾有專文介紹來

歷，昔歲閑遊威省北海的朋友家中，於樹下偶撿得竹竿搖落紅豆幾罐，燁燁有光，

因有繙查舊籍，注豆之意。83 因早來南洋，加上檳榔嶼的地理位置，蕭遙天才

到馬來亞三四年，已是接待境外藝友、文友的橋頭，接連在每一個體、羣體之間。 

錢賓四（1895 年－1990 年），名穆，他是新亞書院的創校校長，一九六五

年辭職時已七十一歲高齡，七月飛抵馬來亞大學任敎，同時著手撰述《朱子新學

案》。應鍾靈中學華文學會之邀，十月廿九日到檳榔嶼，準備隔天〈談人生〉專

題演講。蕭氏一九六〇年起就是華文主任，同時好多人至今不知的是，本邦第一

個倡議設立華文學會的，正是遙天先生。84 能為甫成立的華文學會頭炮請動錢

先生的，恐怕不作第二人。

適逢蕭遙天主編的《敎與學月刊》主辦具有先驅意義的全國短篇小說比賽，

十一月一日成績揭曉 85，便邀請錢賓四參與，後來得獎精品特輯出版，書名題字

也請他增光。結果公佈當晚，禮請錢賓四於文藝研究班演講〈談人格平等〉，會

後隨即上旗山度假一週，下山後九日再到韓江主講〈談學問〉。86 這項由蕭氏

80 蕭遙天，〈癸巳初夏自港南行，貫之邀聚仁，英超，雨生等煑酒樂宮為別，題飲罷合影〉，《食

風樓詩存》，檳榔嶼：天風，1979。 
81 方美富，〈冬蟲夏草：蕭遙天生平與文學考辨〉，《變遷中的馬來西亞與華人社會：2014 年第二

屆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國際雙年會論文集》，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15.9。 
82 蕭遙天，〈紅豆寄簡〉，《食風樓詩存》，檳榔嶼：天風，1979。 《南洋商報》，1960.5.29、《鍾

中校聞》改版 1 期，1964.9.1，題為〈貫之南來，相聚八日，歸港後專函索贈紅豆，並答二律〉，

詩句微有出入。
83 蕭遙天，〈紅豆〉，《熱帶散墨》，新加坡：敎育出版社，1979。 
84 《鍾中校聞》改版 1 期，1964.6.5。 
85 溫祥英，〈創作比賽〉，《南洋商報》，2014.5.13。溫祥英指出當時很少這樣類型的比賽，牧羚

奴即由此崛起。
86 《敎與學月刊》，62 期，196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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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的活動，很快就在來臨的《敎與學月刊》鋪天蓋地報導，不僅有〈錢穆博士

是我們的好榜樣〉一文，還為我們後來稱〈檳城三講〉的演講記錄寫前記，極之

推崇錢先生的道德文章：

三次演講的對象雖皆為中學生，而文敎界同人聞訊來聽者無虛席，先生在檳十日，

備受社會人士的熱烈歡迎。面叩指迷者，禮請講演者踵相接，先生誨人不倦，奈時

間匆促，視力又不勝紙筆之勞，未及者一一遜謝。對檳城文風之盛，人情之厚，山

水之秀，備至讚美。留連升旗山一週，依依不忍遽去，謂此為馬來西亞最佳的講學

讀書之所，馬大不設於此，誠為不智。筆者請先生以當年在港創辦新亞學院之精神，

在此建一黌舍，命名中華文化研究院，為海外開白鹿之風氣，立亀山之宏規，意義

重大。以先生之德望，登高一呼，贊助者景從，似較辦新亞為易。先生意動，但此

事不是三言兩語可了。也不是「上墳起祠堂」，說說便算。臨別，決定離馬前來山

中再住半月，屆時尚多就敎之機會也。後學蕭遙天。87 

這才聯想到原來先生下年創辦檳光學院（Hillview Institute）於升旗山，並請藝壇

祭酒張大千書「檳光學院」四字，必是受到錢賓四的啓發與鼓舞。

這項建議，馬上觸動錢氏心靈，他決定不續簽馬大客座敎授的聘約，是討厭

吉隆玻的市塵太濃，文化氣氛太薄，如升旗山上創設一個大專學院，他願意以餘

年歸隱山林，替當地有志於文史者多多服務。88 升旗山有幸，風物傳神，先後

讓張大千錢賓四，流連竟日，難以忘懷。歷史無法改變，恐怕無法想像錢氏果真

留下來會對他學術有多大影響，本地的學界會有多大多小的潛移默化？

一九六六年二月，竺摩法師讌請二三十文化敎育人，聚首新建竣工的三慧講

堂，其中錢蕭在列。89 錢先生為竺摩法師舊識，弟子錄下當日法師歡迎詞： 

一，師未來南洋時，住在九龍新界之荃灣，錢博士時長新亞書院，與唐君毅敎授等

來荃灣，時有晤談。且有出家僧尼在新亞讀書。每言錢院長訓示學生有「你們如對

宗敎有興趣，應研究佛學，佛學中有很好的人生哲理」云云。

二，錢博士與中國學者王雲五，都未曾進讀大學，其學識之湛深，皆從自己修學成

功的；可為後學之範，至可敬佩。

三，今日中國研究歷史學者，首推錢博士與胡適博士，然老一輩的中國學者，多推

87 《敎與學月刊》，62 期，1965.12.1。 
88 蕭遙天，〈半山淸境的新藍圖〉。 
89 釋繼程，《竺摩法師簡譜初稿》（檳榔嶼：馬佛青總會佛敎文摘雜誌社，1984.12），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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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錢博士之治學精神，不浮虛而踏實，不同胡博士之「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而

有人笑他「大膽則有餘，小心則不足」。如他出版了「中國哲學史上冊」已廿多年，

下冊始終不曾出版，以中國的中古哲學，牽涉到佛學的範疇甚廣，對佛學各宗如無

深入鑽研，下冊當然就難以出版了。

錢博士聽了師語，微笑畧作解說。在座他的老友和文敎中人，有提到其他問題的，

就把話題轉到其他地方去。90 

這又是一場老朋友久別重逢。竺摩長老與蕭遙天同輩，等到他們漸通人事的

少年十七八，錢先生早以《劉向歆父子年譜》名滿京城。竺摩長老居港期間，許

多學人流連，想必聽過不少「白頭宮女」談論沙灘紅樓的軼事，以致佛門中人，

也熟知不少民國學術八卦。在座從事文化敎育者，對聽來的八卦大概不完全陌

生。但為何要在清靜之地討論民國那些雜七雜八的餘事呢？從留下來的大合照站

位看來，唯一合理的解釋——錢賓四絕對是當晚的主角，整個活動正是圍繞他而

展開，而且極可能是歡送只留了八個月就因濕氣侵體，胃病發作而離開的錢氏。 

一九六七年蕭遙天退休，離開鍾靈，校方贈與「功在華敎」紀念盾。91 錢

賓四則送先生「文章經世，道德化人」八字，92 推尊其文章德行，有補於世，

讓素來自視甚高並不輕易許人的錢氏，也讚歎不已。

八、餘論

本文的主題「我的藝友與文友」，發微自蕭遙天一本有目，卻根本不存在的

書。93 試囘到一九六〇年，蕭氏最意氣風發的時代，剛升上華文主任，正大展

拳腳的他，因為檳榔嶼和鍾靈地理與歷史上在文藝、敎育、地理上的獨特地位，

蕭遙天有此機遇影響當地文運。皆因身份與個人獲得資訊的多寡，人脈的擴散等

問題血肉相連。先生交友廣闊，很多都是老家與臺港牽緣，可借用的文化資本頗

多。不遠萬里見訪，必是極其相交投合，才能縮短地理上的局限。用蕭氏夫子自

道來形容，「氣類不可分，萬里地爲促」94，可說最為恰當。 

90 釋繼程，《竺摩法師簡譜初稿》，頁 28。 
91 《鍾中校聞》，改版 45 期，1967.10.1。 
92 《敎與學月刊》，81 期，1967.10.1。 
93 《敎與學月刊》，5 期，1961.1.20。 
94 蕭遙天，〈君左大兄三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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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像古典文學那樣去做「交遊考」，蕭遙天與臺港友人的交誼，斷不止此。

交遊的考述在本質上，其實是年譜學的小分支。正因中國大陸進入所謂瘋狂時

代，蕭氏得以親近或接引全來自臺港的詩人墨客、學者文人。無需卜算，也知曉

遺失了「下南洋」的環節，就不會有以上的「蕭遙天」。行旅經驗，使他與前沿

文壇學界發生了文字上的聯繫。可以繋上這條線的，還應該包括梁寒操、徐訏、

曹聚仁、孫星閣、沈葦窗五人，人數之多，質素之高，牽涉之廣，都是蕭遙天生

命與靈感的環節，也是彼此共同的文化語言。但已不宜擴充，不同是當然有些因

人而異，但總歸相去不遠。因此論文挑選更重要的五組六人，賦予每一交遊空間

不同的背景與意義。可知近代以來，隨著空間的不斷切割，一時風流人物多離鄉

流離，而不是老死家中。因此追求一時一地，此時此地的單一現實，其實並不現

實。

蕭遙天與兩地因緣，還包括他大部份作品都是兩處刊登，早先好些著作《玩

刀子的女人》《夜鶯曲》《東西談》《民間戲劇叢考》，都是香港出版，甚至內

容也是汲取香港經驗作為養份。歷經憂患，加上本是飽學之士，經編輯朋友的支

持，才會快速開花。書籍裝幀則一改舊觀，以洋裝書印刷品媒介推出市場，顯見

香港與潮陽新舊之別，生產工具已跨越紙筆墨硯的範圍。這與他逃難時，是自香

港再轉往他處有關，基本上認識的人都在那邊了。他到過兩囘臺灣，在他拜訪張

大千摩耶精舍前，一九七八年去過臺北了，且應該是雙十國慶前後，因他寫了一

首〈戊午重九適值雙十國慶喜賦〉，首次踏入「中華民國－臺灣」顯然喜形於色。

此行是為了出版《中國人名的研究》而去，究竟與誰會面，去了幾天，沒有任何

史料可以說明這一疑竇。出版社「臺菁」也不知誰主理，似乎是家專門重版經典

著作的出版社。這家只有兩本書的出版社，同一年出版了張佛泉《自由與人權》、

蕭遙天《中國人名的研究》，之後就沒了。七八年的臺灣，易君左、梁寒操已經

辭世經年，錢賓四甫遷入素書樓，張大千一年前搬進摩耶精舍，都無法聯想他們

與臺菁有關。

四九年以後的獨特環境，政治的時間斷裂了，空間的場景切換，換來絕域風

光一時的文化氣場。蕭遙天因地利之便，舉凡大小展覽、講演、出版，盡力襄助

他的藝文同道，那就是報端撰寫推薦文，以讓陌生的南洋讀者，有個「幸為先容」

的初步了解，藉以壯大聲勢。從上述事例觀之，身處於重視文學的時代，或是像

他那樣的人物，依靠專業技能，方有才能兼及學術與趣味，為某些嚴肅的藝文活

動，以闡釋賦予文化意涵，故蕭氏能恃其文才，脫穎而出。如此值得誇耀的名單，

可惜人去樓空，氣散物毀。移民社會華人主要是經濟動物，擁有獨特生命情調的



「我的藝友與文友」：蕭遙天與臺港友朋交遊考

245 

那輩人遠行以後，南方的貧瘠連護苗都成疑問，更別說友朋間同等級的學識與才

情。一不小心就連根拔起，還沒來得及開枝散葉的就提早夭折。

2017／9／30□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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