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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內容

一、前言

正視澳門文學豐富多元存在的時刻已然到來。如果能給澳門文學研究一個機

會，筆者相信，在遲到的發現中，我們將可以看到澳門文學特殊而迷人的文學樣

貌。

從過去的文化沙漠到今日的文化綠洲，澳門文學自八○年代以來歷經二十年

的「新文學運動」，其發聲的力度與廣度與日俱增，文學的主體性格日益鮮明，

在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版圖上，澳門文學不再是可以缺席的一塊拼圖。筆者於

2002 年 5 月為《文訊》雜誌策劃製作的「發現澳門文學」專輯中曾指出：「澳門

不是文化沙漠，不是文化碼頭，也不只是文化橋樑，而是擁有擁有自己獨立地位、

自主面貌且形象日益鮮明的豐饒之島、文化之城。對澳門文學的表現，要不要尊

敬是個人的自由，但值不值得尊敬卻不是『自由』可以任意打發的。不論從文學

作品的審美判斷，還是文藝思潮的軌跡追索，文學運動的多元觀察，我必須說，

時至今日，對澳門文學有意或無意的忽視，都是不公平的，而且可能會是自身文

學開展、格局與視界的一種损失。」隨著澳門文學近幾年來作家作品的增加與累

積，這樣的看法還是有一定說服力的。

二、研究目的

一般人對澳門的印象，主要是宗教（被稱為「東方的梵蒂岡」）、觀光與興盛

的賭業（被稱為「東方的蒙地卡羅」），卻少有人注意到其文化、藝術或文學的表

現，尤其 2002 年 4 月起，澳門開放另兩家博彩業的經營權，使得這個面積 27.3

平方公里、人口 44.85 萬人（2003 年底）的小城，更加籠罩在經濟力強勢主導

的氛圍中，沿海新口岸一帶賭場的林立，甚至有「金光大道」之稱，這對澳門文

學的發展來說，無異是雪上加霜。澳門當地為數不多的文化人，面對這個不易改

變的事實，心中都充滿深沉的無力感。然而，這也是澳門文學令筆者「尊敬」的

原因，在這樣不利的大環境底下，有一批明知不可為卻無怨無悔長期投入的作

家、學者、編輯、文化工作者，硬是在粗礫的沙地上灌溉出一畦生機無限的美麗

花園，讓人驚豔，讓人看到經濟社會表象下充滿活力的文化景觀。澳門日報出版

社、澳門基金會、澳門筆會、澳門文學獎、教科文中心……讓人看到了另一個澳

門：文學的澳門，歷史的澳門，有自己獨特文化品味與生動面貌的澳門。

不必諱言，八○年代中期以前的澳門文學是貧脊乏力的，它的邊緣與滯後，

和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等地蓬勃的華文文學發展相比，有著一段不

小的差距。但八○年代中期以後，它就如一匹奮步直追的快馬，成長速度與進步

幅度都令人驚訝，這種改變使得世界華文文壇在野不能對它「視若無睹」。筆者

自八○年代初期至今，前往澳門探親、旅行十餘次，每次都用心蒐集相關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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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十幾年來，資料已十分豐富，想對澳門文學進行系統而深入研究的念頭日

漸強烈，明知這是一個冷僻、乏人問津的學術議題，也缺少對話的機會，但筆者

仍願一試。

三、文獻探討

澳門文學的不被注意正表現在它相關研究的冷清不足上。

在台灣，對澳門文學直接、整體研究的專書至今未見。林明德教授於 1997

年出版的《澳門的匾聯文化》一書，主要是古蹟、文化、風俗等方面，但已委實

不易，相信他對澳門文學也有一定的認識；單篇論文方面，據查國家圖書館的期

刊文章索引，收錄的正是筆者為《文訊》雜誌所策劃的五篇文章（除了筆者，撰

文者均為澳門作家或學者。另外還有兩筆資料，但不在台灣發表）。《文訊》在

2001 年 7 月製作「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概況」專輯，所論所述幾乎不涉及澳門，

根據其對相關論述、選集與雜誌專輯的資料整理，除了陳大為的博士論文《亞洲

中文現代詩的都市書寫》（1980-1999）中有一部分論及澳門現代詩外，也幾乎未

見。據筆者所知，國內學者如沈謙（曾赴澳門參加文學研討會）、李瑞騰（蒐集

澳門文學作品甚早）、陳鵬翔等人對澳門文學均有所關心認識，世新大學中文系

成立「世界華文文學典藏中心」，陳鵬翔教授即負責東南亞地區華文文學資料的

收集，雖然不包括澳門，但對此一議題應會有所接觸。

在大陸，據查中國期刊網的資料，對澳門文學的研究文章有 49 篇，具一定

的參考價值。

當然，相關研究的重心還是在澳門。已經結集出版的關於澳門文學的評論書

籍有：

《澳門文學論集》，蘆荻、李成俊等著，澳門文化學會、澳門日報出版社，1988
年。

《澳門現代藝術和現代詩評論》，黃曉峰，澳門文化司署，1992 年。

《逆聲擊節集》，陶里，澳門五月詩社，1993 年。

《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廖子馨，澳門日報出版社，1994 年。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澳門文學評論集》，莊文永編，澳門五月詩社，1994 年。

《濠江文譚》，李鵬翥，澳門日報出版社，1994 年。

《從作品談澳門作家》，陶里，澳門基金會，1995 年。

《邊鼓集》，李觀鼎，澳門基金會，1996 年。

《澳門華文文學研究資料初編》，鄧駿捷編，澳門基金會，1996 年。

《澳門文學評論選》，李觀鼎編，澳門基金會，1998 年。

《濠江文譚新編》，李鵬翥，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 年。

《論澳門現代文學批評》，李觀鼎，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年。

《澳門敘事》，湯梅笑，澳門日報出版社，2004 年。

《中文變遷在澳門》，程祥徽，三聯書店，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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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裡行間》，黃文輝，澳門日報出版社，2006 年。

《澳門作家訪問錄 1》，黃文輝、鄒家禮撰文，澳門日報出版社，2006 年。

以上這些文學評論的專書均由澳門本地的學者作家執筆編選。在 1999 年澳門回

歸的前夕，大陸學界掀起過一段短暫時間的澳門熱，介紹澳門現代文學創作成果

的叢書陸續出版，由大陸學者與澳門學者合作編寫的評論書籍也有兩本：

《澳門文學概觀》，劉登翰主編，福州：鷺江出版社，1998 年。

《水湄文語》，李鵬翥、楊匡漢編，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 年。

值得一提的，1997 年 12 月及 2000 年 12 月分別舉辦了兩場全面研討澳門文學的

學術性會議，會後分別出版了兩本論文集：

《澳門文學研討集》，澳門日報出版社，1998 年。

《千禧澳門文學研討集》，澳門日報出版社，2002 年。

這些既有的研究成果，對本計劃的進行具有指引、參考與補充的作用，但是

其不足之處也是促使筆者想進一步研究的原因。除了兩本研討會論文集，大部分

書中的文章多有重複，具有代表性的評論文章其實不多，而且很多是針對現象簡

要的勾勒，或是點到為止的批評，在深度和系統性方面都有可著力之處。澳門文

學批評界具代表性的學者、澳門大學中文系教授李觀鼎就在〈澳門的文學批評〉

一文中指出：「澳門文學批評總體而言還不夠成熟，不夠深厚，未能形成體系」，

其原因有四，一是「由於較少聯繫、研究、比照世界文學特別是中國的文學實際，

澳門文學批評缺少一種開闊的視野和宏觀的把握」；二是「過於寬容、溫和」，「作

家作品的優點和特點，要盡量說全、說夠。而缺憾與不足，則盡量不說或少說，

即使要說，也是和風細雨，點到即止。」；三是「澳門的文學批評家，基本上是

作家和詩人」，因此多為體驗式和感受式的理論概括，淪為印象式窠臼；四是「沒

有職業評論家」，缺乏理論深度和批評模式。基於以上這些缺點，筆者願意以台

灣觀點，保持一個適當的審美距離，跳開澳門小城的人情脈絡，實事求是，對重

要的作家作品進行系統的研究，予以藝術審美角度的評析，並試圖藉此呈現出澳

門文學近二十年來的文學思潮演變軌跡與藝術成就。

四、研究方法

本計劃以「華文文學」指稱澳門文學創作，主要原因是在澳門多元文化融合

的生態環境中，存在著另一支「土生文學」。所謂「土生」是指進入東方的歐洲

葡萄牙人與馬六甲、印度、日本和中國女人通婚而定居澳門的後裔，他們未必都

能寫出完美的葡文，但卻通曉澳門方言（粵語），他們是澳門人，但不是澳門的

華人，也不是在澳門的歐洲葡萄牙人，他們的文學創作，獨立於華文文學之外，

但已成為澳門文學特殊複雜內涵的一部分。本計劃對這類「土生文學」將暫時排

除。此外，澳門文學的組成中也有大量的古典文學，特別是古典詩詞的創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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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與結社，在澳門十分活躍，為免計畫過於分散失焦，古典文學部分也不予討論；

至於戲劇的成果十分有限，好劇本不多，因此也暫不論。

本計劃採取的是文學史觀點下的作家作品研究，筆者將試圖從歷史論、思潮

論、作家論、作品論等不同角度入手，按小說、新詩、散文、文學評論四種文類

的寫作歷史考察與代表作家作品的研究為主，先做史的縱論，再進行個別作家作

品的細部分析，預計撰寫的具體課題詳見下節的說明。在撰寫的過程中，將因個

別作品特色與作家風格而適度採用現代主義、心理分析、文學社會學、後現代主

義、後殖民論述等理論。例如陶里、葦鳴、懿靈等人的詩歌有現代主義色彩；林

玉鳳、齊思的詩作有後現代手法；陶里、寂然、梯亞小說的魔幻寫實之作等，在

藝術技巧及表現手法上均有可觀之處，而創作手法的多元嬗變，正意味著澳門文

學的突破、實驗與創新的努力。本計劃將在歷史敘述與文本解讀上突出澳門文學

多樣豐富的創作面貌。

為使研究深入起見，除了文本的搜羅閱讀，親訪澳門的文化機構、文學刊物

編輯現場，作家筆下的澳門風物景觀，有其一定的必要性。特別是作家作品的研

究，筆者計畫專訪一些主要的作家，如新詩的懿靈、林玉鳳、葦鳴；散文的林中

英、李鵬翥、凌稜；小說的寂然、魯茂、周桐；文學評論的李觀鼎、廖子馨。還

有新生代的黃文輝、馮傾城、梁淑琪等人。這些作家和學者，筆者均已結識，計

畫進行將不會有困難。

五、結論

對於澳門文學，台灣關心的人很少，大陸上近幾年因回歸熱潮而做出了一些

成果，但研究者多是以「台港澳文學」的角度來加以檢視或論述，浮光掠影式的

評論，對澳門文學的深化並未有實質性的推進，當然，他們以中國文化／文學的

角度也提出了一些寶貴的見解，但熱潮一過，又恢復先前的冷淡與平靜。「台港

澳文學」常常變成「台港文學」，澳門文學成了尷尬的缺席者。至於澳門學者，

多為業餘的批評者，而且少有主力置於澳門文學，導致澳門文學的研究缺少系統

性與完整性，多為零星發表、感受式、「說好話」的片斷看法，除了少數幾位，

在見解上也無可避免的流於一致性的單調。澳門大學的中文系課程或通識課程中

也不把「澳門文學」視為學科加以討論或介紹，似乎澳門文學的創作成果至今仍

未獲當地學者在學術上的肯定和接納，其中牽涉的主客觀原因很複雜，但筆者相

信，澳門文學的學科化只是遲早的事，在這一點上，本計劃的價值應是可以肯定

的。

筆者十幾年來對澳門文學的發展多所留心，持續關注，與澳門當地學者作家

或保持聯繫或密切交流，相關文本資料大致蒐集齊全。自 2001 年開始，筆者已

三度應邀擔任澳門最重要的文學獎項「澳門文學獎」的小說組評判，這個文學獎

兩年舉辦一次，透過這項活動的參與，我親身感受澳門文學的氛圍，認識當地學

者作家，發掘新生代的年輕寫手，也和主辦單位澳門基金會、澳門日報、澳門筆



5

會建立了密切的關係。作為台灣學者，從不同角度來觀察澳門文學，相信對澳門

當地文學（或文學評論）的發展將會產生刺激作用與推動的力量，其成果也將具

有以下兩個貢獻：

（一）對台灣學界視野的開拓具有一定的助益。澳門與台灣的關係非常密

切，但對澳門的認識卻十分有限，透過文學的中介，將可以打開學術視野，深度

認識澳門。目前台灣沒有一部介紹澳門文學的專著，本計畫可以為將來撰寫一部

專書作充分的準備。

（二）對世界華文文學的探討可以提供一個生動的參照系。長期被忽略的澳

門文學，其實擁有十分豐富多元的文化資源，作為東西文化交會的橋樑，它保存

了大量的中華文化與傳統習俗，同時又開放接受了外國不同文化的洗禮，形成特

殊的多元文化生態，和東南亞其他國家的華文文學有相近也有相異之處，值得比

較參照。

澳門文壇與學界，相對來說比較平靜，對於將澳門文學向外發聲的努力，常

感心有餘而力不足，因此不免有些保守，近幾年來，透過研討會與文學獎的舉行

逐漸顯現其活力，但對外的聯繫仍嫌不足。如果有更多外地學者對澳門文學進行

研究，相信可以鼓舞或刺激當地學者正視自身文學的成就，進而更有規模、有計

畫地投入到這個領域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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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作品談澳門作家》，陶里，澳門基金會，1995 年。

《邊鼓集》，李觀鼎，澳門基金會，1996 年。

《澳門華文文學研究資料初編》，鄧駿捷編，澳門基金會，1996 年。

《澳門文學評論選》，李觀鼎編，澳門基金會，1998 年。

《濠江文譚新編》，李鵬翥，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 年。

《論澳門現代文學批評》，李觀鼎，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年。

《澳門敘事》，湯梅笑，澳門日報出版社，2004 年。

《中文變遷在澳門》，程祥徽，三聯書店，2005 年。

《字裡行間》，黃文輝，澳門日報出版社，2006 年。

《澳門作家訪問錄 1》，黃文輝、鄒家禮撰文，澳門日報出版社，2006 年。

《澳門文學概觀》，劉登翰主編，福州：鷺江出版社，1998 年。

《水湄文語》，李鵬翥、楊匡漢編，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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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文學研討集》，澳門日報出版社，1998 年。

《千禧澳門文學研討集》，澳門日報出版社，2002 年。

七、成果自評

本計劃申請的是二年期，但核准為一年，因此原本計畫的執行進度與步驟，

必須有所精簡和壓縮。筆者於 2007 年 8 月 6 日至 12 日應澳門筆會的邀請，前往

執行研究計畫。由於時間的不足，使許多原定的計畫無法執行，截至目前為止，

這一年來的初步成果如下：

（一）在文本蒐集方面：由於筆者長期注意並購置澳門作家的作品，加上今

年八月間再度前往，特意購置，因此相關書籍已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至於當地

的文學刊物、報紙副刊等資料，也做了必要的蒐集和複印。目前已經擁有具代表

性的《澳門筆匯》全套、《蜉蝣體》全套、《澳門寫作學刊》部分等。

（二）在資料整理方面：計畫將完成〈認識澳門作家〉（即作家基本資料）、

〈澳門文學作品目錄及內容提要〉兩項，目前僅完成〈澳門現代文學作品書目〉

一項，限於篇幅，不附錄於本報告中。

（三）澳門作家專訪方面：原計畫將專訪李鵬翥、李觀鼎、林中英、凌稜、

廖子馨、馮傾城、黃文輝、林玉鳳、懿靈、魯茂、周桐等多人，並撰寫專訪文章

發表。但受限於時間，僅採訪了以下幾位：澳門日報副刊課主任湯梅笑（即作家

林中英）、澳門筆會秘書長廖子馨、原澳門教科文中心主任馮傾城、澳門大學中

文系助理教授龔剛。對他們進行了錄音專訪，並拍攝照片存檔。採訪題目如下：

1.澳門文學是否以報刊專欄為主體？

2.澳門散文在抒情、議論上的比重是否因回歸而有轉變？

3.澳門文學在回歸前後有何明顯不同？

4.過去的異國風情、殖民色彩是否改為中國特色？

5.語言的融合、表現問題

6.新生代作家有哪些值得期待？老中青三代作家有何不同？

7.澳門作家內心是平靜還是焦慮？焦慮的主因為何？

8.澳門作家在寫作上是否受到台灣作家的啟發或影響？

9.澳門散文中深度不足的問題如何突破？

10.澳門文學現在是否比較沉寂？原因為何？

（四）文化單位參訪方面：已參觀訪問了澳門日報、澳門基金會、澳門筆會、

澳門教科文中心等文化單位。

（五）學術會議方面：由於這一年間澳門並未有針對澳門文學所舉辦的學術

會議，因此並未參加。

（六）論文撰寫方面：由於缺乏適當的學術會議，因此並未發表相關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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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將來會持續研究，而且也將撰寫相關研究成果的論文。

整體而言，整個計畫的執行大體能按照原先的構想，在蒐集資料、採訪作家、

參訪文化單位等幾個方面，都已完成原先設定的目標。但在資料整理及參加學術

會議方面，則有待加強。不論如何，這個計畫是台灣學者首次針對澳門文學所進

行的專題研究，幾位受訪者均表示十分振奮，也認為是有意義的開始。他們渴望

能走出澳門，與外界多交流互動，共同為華文文學的創作與研究竭盡心力，台灣

與澳門學者的互訪交流非常有必要。對於貴會能支持澳門文學的研究，他們也深

表佩服。以上成果報告，是在貴會的贊助下才得以完成，在此表示由衷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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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記要：

本人應澳門筆會的邀請，於 2007 年 8 月 6 日至 12 日前往參訪七天，主要行程與工作如

下：

8 月 6 日：搭機前往澳門。晚上自行前往澳門文化廣場購置有關澳門文學書籍。

8 月 7 日：前往澳門教科文中心參訪，了解其展覽活動規劃，以及虛擬澳門圖書館的使

用情形。

8 月 8 日：前往澳門筆會參訪。專訪筆會秘書長廖子馨，談澳門文學發展的現況與困境。

並獲贈其近兩年刊物《澳門筆匯》。

8 月 9 日：中午前往澳門日報參訪。專訪澳門日報副刊主編湯梅笑小姐，談澳門文學發

展的現況與困境，並獲贈其最新著作。

8 月 10 日：下午前往澳門大學參訪。專訪澳門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龔剛，談澳門新移民

寫作。同時專訪女作家、澳門教科文中心前主任馮傾城小姐，談澳門現代散文寫作現況與未

來發展。

8 月 11 日：前往澳門中央圖書館翻閱《澳門日報》、《華僑報》等文學副刊，了解其最新

的文壇動態。

8月 12 日：搭機返台。

附：採訪題目

1.澳門文學是否以報刊專欄為主體？

2.澳門散文在抒情、議論上的比重是否因回歸而有轉變？

3.澳門文學在回歸前後有何明顯不同？

4.過去的異國風情、殖民色彩是否改為中國特色？



5.語言的融合、表現問題

6.新生代作家有哪些值得期待？老中青三代作家有何不同？

7.澳門作家內心是平靜還是焦慮？焦慮的主因為何？

8.澳門作家在寫作上是否受到台灣作家的啟發或影響？

9.澳門散文中深度不足的問題如何突破？

10.澳門文學現在是否比較沉寂？原因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