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與活動

文學成為公共事務的迴鄉行動
文 張信吉

公共服務組

圖 國立台灣文學館

文學迴鄉推介閱讀與寫作，期待引發人文思考，在創作者與閱聽者互動過程中，作家娓娓道出他們
的心靈逸事，或許會深深銘刻在某些聽眾的心裡而影響一生；或許啟動了學子的文學旅程，加入人
類書寫的大行列。國立台灣文學館走出館舍，推動文學的公共事務。

新世紀文學立館，歷經學者林瑞明、陳昌明、
吳密察、鄭邦鎮、李瑞騰等人與館員攜手擘畫，文

學之旅。可以說這 1 萬個人次小時面對面的文學分
享，提供台灣社會不一樣的滋養。

學事務做為政府部門經常性辦理的公共行政，逐漸
為社會所悉。館舍常態機能在前人耕耘之後，文學

開卷圖書館系列作家「撒野」

的行動分享乃成為執事目標。2010年嘗試開辦文學

猶記得今夏 7 月 8 日在魚池鄉三育基督書院，

迴鄉活動，三年來，我們在緊絀的預算下，結合多

榕蔭車道圍起來的紅布幕舞台，三位文壇秀銳紀大

元文學團體，分區向遠，並以親近日常的主題展開

偉、柯裕棻、黃麗群，面對校長、主任、假日踏青

每一場次的文學講座，收穫來自合作。從這些場次

的遊客、留校高中生，以及魚池鄉長、南投文化局

的實證思維裡面，我們發現文學迴鄉有兩個內在必

長，作家為迢迢遠來的聽眾坦言「我為何寫作，我

然要面對的意涵：作家面對象徵自我的母土，以及

為何不寫」；三人異口同聲表示透過創作行為的回

文學成為公共資源輸送偏鄉。實踐這些意涵，也是

溯，其實是對當下所處環境一種誠實的對應態度，

一開始的目標初衷。

寫真正感動的事物，無感不寫，不寫無感。他們或

2012年的迴鄉行動，主要有開卷圖書館系列7

說回到故鄉宜蘭尋常家舍，少女時代父親的背影，

場、校園系列4場、南部系列9場、花蓮青少年系列

或說民主浪濤青春正盛，或說職場與網路挑戰；三

4場、從東部山海出發系列7場。首場5月開辦，末

人的文學情境都來自一段生命無怨無悔的感悟。

場預計在11月結束，總計31場次。透過文學講座，

7月14日在宜蘭縣政府文化中心，由莊永明擔綱

我們讓卅餘位作家回到出生的故鄉或期待的遠地，

演說。文史達人莊永明著作等身，他舉早期台灣歌

與聽眾面對面暢談文學創作經驗，不僅觸及藝術課

謠分享研究心得，由謠中道出歷史典故、生活情狀

題，更搭建了創作者與土地、讀者互動的平台。部

以及鮮為人知的創作始末。莊老師現場即興，誦唱

分偏鄉少有執行文學類公務預算機會，鄉鎮首長主

多首歌謠，音聲洋溢情感，聽眾專注凝神，頗有今

動投入協助推廣，透過社團人際和網路化行銷，也

之幽古情調。

匯聚不少週邊城鎮讀者，足見類似活動強烈需求。

7月21日下午，小說家王聰威到新啟用的新北市

截至撰稿止，未計入花東系列之每場講座多則5百餘

青少年圖書館演藝廳，以「我的微小文學人生」為

人，少則30餘人，計有5千人次參加了2個小時的文

題，與讀者分享他二十餘年的寫作生涯。這座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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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系列
紀大偉

黃麗群

柯裕棻

王聰威

莊永明

蔡珠兒

余光中

館廣泛運用數位網路科技，結合人文與閱讀，提供

陳若曦

袁瓊瓊

透過專題規劃以及筆端論述，甚能掌握社會動態與

青少年族群使用，是一座具備主題功能、講究設計

脈絡。其後，蔡珠兒赴英國深造，累積對文化觀察

的圖書館。王聰威以「青春過敏」的心境，道出少

的學術能量， 1998 年移居香港至今。趁著受邀返

年時代寫作的原由，「寫作的熱情原為了討異性開

鄉演講機會，蔡珠兒早一天來到埔里集集，隨處而

心」。然而也在寫作與投稿發表的過程中累積了文

逛。午後的集集綠色隧道靜謐，第一夫人周美青女

學經驗。王聰威說，擔任《聯合文學》雜誌總編輯

士由隨扈陪同，也來到山城聆聽本次的文學生活講

這樣的職務，讓他嚴肅認真經營文學的志業。在輕

座。蔡珠兒從香港帶來居家耕作農事觀察的影片展

鬆自嘲的氣氛中，有笑聲的聽眾證明了這場演講打

開講題，分享與鼓勵自耕的樂趣。不過她說，面對

開少年的心。

故鄉父老，在真正的農民面前她連班門弄斧都不

7月28日在金門文化局，余光中以承辦單位時

足。演講甫結束，一名里長急切舉手要求發言，不

報開卷版所建議的「島嶼與寫作」分享他的詩歌世

斷重述一大早里民做環境清潔維護工作，需要被肯

界。金門縣李沃士縣長則以仰慕大師的兩分鐘開場

定。隨後地方官員又起身發言邀請第一夫人講話。

白和全程就座聆聽展現其敬意。而余先生說「文學

所幸無人搭話，講座安靜結束，第一夫人起身到作

迴鄉，但作家不撒野」，幽默本次講座承辦單位的

家講台向蔡珠兒致意。地方政府因為場所主人而好

行銷標語。余先生並以心靈島嶼自我對話來比擬其

意著墨，憑添藝文活動小插曲，而聽眾自在自足的

人生親歷境地的台灣、香港、鼓浪嶼之後所寫的詩

素質也讓人印象深刻。

篇；不過他說，沒有人是一個島。會場幾乎坐滿聽

8月11日在霧峰以文圖書館的講座，小說家袁

眾，更有退休教師拿來余光中早期詩集《舟子的悲

瓊瓊以「如何閱讀自己——寫自己的家族小說」講

歌》請求簽名，末段的問答互動十分踴躍，展現金

題，吸引當地讀書會、寫作團體百餘人與會。工作

門人對文學活動高度的熱情。講座前後日，金門的

仍然十分忙碌的袁瓊瓊以貼近創作者的心情對聽眾

平面媒體熱烈報導，可以看出文學活動仍具有閱聽

直言，別在意別人批評的眼光和寫作技巧的要求，

市場。

寫就對了。隻字片語成章成篇，假以年日，都會是

8 月 4 日原訂於南投縣集集地方文化館（圖書

不得了的創作。也許是講者溫馨直接的當頭棒喝，

館）的講座，因為工程整修改於緊鄰山腰而建的集

也許是講題觀照自我的身世、蒐集家族的故事，切

集國中，旅居香港作家蔡珠兒專程返回故鄉，分享

合人人需要，演講會欲罷不能，交流發問引起熱烈

農作生活小食、小事、小物及寫作的樂趣。講題是

的迴響，爭相請老師指教發問者的創作個案。

蔡珠兒近年關注的「土耕與筆耕——關於生活與閱

8月18日在高雄市立圖書館右昌分館，資深作

讀」。蔡珠兒曾任《中國時報》記者，是報禁解除

家陳若曦自一身反骨的少女時期談起，經歷白色恐

之後的第一代文化記者，在平面媒體暴增年代，她

怖、中國文化大革命、台灣解嚴等大時代動盪，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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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系列
顏艾琳

鍾文音

巴代

楊錦郁

最近關切銀髮族和環保等社會議題。陳若曦的演講

說、原住民節慶七月收穫節的「挨餓日」，十二月的

就像作家戲劇性的人生，緊扣著講題「談我的時代

「大獵祭」、「除喪祭」，元月「少年成年祭」，巴

我的書寫」，聽眾不時發出會心一笑。文學來自生

代如數家珍，而高中生們也聽得津津有味。

活底蘊，陳若曦更多著不凡的人生際遇，以及大時
代關鍵時刻，作家曾經作了令人敬佩的行動。

校園系列的壓軸，選定於桃園縣的天主教振聲
高級中學。6月4日一早楊錦郁搭上通勤族常坐的火
車由台北南下，來到這個鬧區裡面的教會學校為青

校園系列鼓勵多元閱讀

青子衿沉吟她的「閱讀的故事」。振聲中學承辦業

「閱讀讓我們不同」，詩人顏艾琳如是說。這

務的老師恰巧因為酷愛旅行而成就一段異國姻緣，

樣的主張，與我們期待青青學子喜愛閱讀，由耳目

這場演講的主題以旅行扣合心靈閱讀，演講會後師

所接來親近文學的目標一致。5月2日顏艾琳在金門

生與作家仍然話題不斷，欲罷不能。楊錦郁鼓勵學

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就以這樣的講題細數她的文學經

生從旅行中、閱讀中看見自己，時時關注自我的身

驗。她同時對金門處於變遷時代，年輕人應該透過積

心成長，她也導讀了一些深度旅遊所寫的書籍，讓

極閱讀，用自我教育的方式形塑優質的競爭能力。

學生假期中可以書籍為伴。

同樣關注青年世代的小說家鍾文音，5月18日
在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以「這世界是個大教

南部系列文學跨界

室——循著文學經典去閱讀與行旅人生」鋪陳她的

做為生活空間的南部，區域內的自然資源豐

演講。旅行經驗十分豐富的鍾文音引述在挪威、紐

富可親，而公共設施和政府預算的分配往往成為資

約、印度所思所見，她說「看過那麼多美色，見過

源不均爭執議題。雖然台灣文學館設立於台南，以

那麼多美人，讀過那麼多美書，穿過那麼多美服，

島國宏觀的對應而言，南部仍然是需要著意考慮的

嚐過那麼多美食，賞過那麼多美畫，聽過那麼多美

對象。尤其，環府城週遭區鄉鎮仍然有不同的發展

聲……但我卻是無能的。」然則透過出走與返回，

面貌，並非文化設施一體普遍。我們也避免用核心

透過尋找與訓練，透過一如閱讀的行旅觀察，人的

邊陲做辯義思考，而是以交流分享的角度來辦理文

眼界深刻了，所淬煉的能量也會越來越大。

學活動。這一系列活動區域範圍的分配，我們與承

校園系列的第三場5月30日在白河商工職業學校

辦單位商定，在地理位置的南部五個縣市雲林、嘉

舉行，曾任教官職業的作家巴代彷彿回到熟悉的校

義、台南、高雄、屏東，擇定 8 個學校、 1 個館舍

園，近年創作旺盛的巴代，談起故鄉和寫作神采飛

舉辦講座。議題的選定以文學影像、戲劇、母語創

揚。「走讀，我的故鄉」這樣的主題亦是他幾本環

作、民間文學、作家論創作經驗、環境書寫做為參

扣「大巴六九部落」重要小說的寫作技巧與演繹線

考。由於配合的單位以學校為主，雖然較少週遭城

軸。跟台南白河商工的學子談起林道之美、森林傳

鎮讀者連鎖呼應，但是校園生態自足，本系列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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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系列
王家祥

蔡文章

劉亮佐

李敏勇

劉仲倫

巴代

彭瑞金

藍淑貞

超過3,000名師生全程聆賞。透過主動規劃的文學教
育也可獲得不錯的迴響。
相關場次有：5月10日王家祥於協同中學，講述

鄭秉泓

率，風景由鄉村往荒郊而逝。我們依照這種詩的視
野想像，文學成為公共資源輸送偏鄉，然而偏鄉之
中還有偏鄉，花蓮與台東更為麓山的小鎮便是。

「臺灣是一隻鯨魚」。5月11日劉亮佐於左營高中，

今年最後一季預計規劃於花蓮的文學迴鄉場

講述「從微世代看微創作的熱情」。5月11日蔡文

次，邀請對象與議題設計針對國中生需求： 9 月 6

章於楠梓高中，講述「鄉土散文創作經驗談」。5月

日、7日黃明正分別於玉東國中、鳳林國小中說出他

16日劉仲倫於北港高中，講述「文學有聲、劇場亮

的戲劇賣藝心路歷程，講題「倒立先生黃明正的夢

相：文學作品的戲劇表演」。5月19日李敏勇於聖功

想藍圖——天賦、夢想、土地」。9月25日褚士瑩

女中，講述「我的詩人之旅——談創作與閱讀」。5

於花蓮女中以「邊走邊寫」說明生活經驗與寫作。

月23日藍淑貞於曾文家商，講述「用阿母的話寫阿

10月3日高有智於秀林國中將以對談方式，讓青少年

母的事」。5月24日巴代於屏東女中，講述「關於

學子有機會進入他的「夢想起飛∼剎不住的狂想人

阿朗壹古道的一段軼事」。5月26日鄭秉泓於新化高

生」。

中，講述「文學與影像的對話——談大眾文學與愛

台東的部分預計辦理7場，以作家心靈從山海出

情敘事」。7月29日彭瑞金於高雄文學館，講述「從

發的意象來籌畫，分別是：10月5日邀請巴代在故鄉

神話到民間穢語——臺灣民間文學」。

卑南國中說「部落文化與書寫」。10月22日簡上仁
分別於臺東大學、臺東女中講「在地文學與歌謠創

花東在望 偏鄉之中還有偏鄉
防風林 的
外邊 還有
防風林 的
外邊 還有
防風林 的
外邊 還有

作」、「台東印記與書寫」。11月7日邀請王家祥在
大王國中以「我在台東當嬉皮」為東部的學生悉數
外地人在台東的創作生活。11月8日邀請林志興在東
海國中分享學習心法：「生活處處是文學」。11月

16日、20日亞榮隆•撒可努分別於臺東大學、成功
商業水產學校述說自己的「文化與書寫」經驗。
文學迴鄉推介閱讀與寫作，期待引發人文思
考，在創作者與閱聽者互動過程中，作家娓娓道出

然而海 以及波的羅列

他們的心靈逸事，或許會深深銘刻在某些聽眾的心

然而海 以及波的羅列

裡而影響一生；或許啟動了學子的文學旅程，加入
人類書寫的大行列。國立台灣文學館走出館舍，推

這是詩人林亨泰自言從彰化溪湖坐車到二林，

動文學的公共事務。

穿越鄉村所寫〈風景 No. 2 〉名詩。跟隨語境的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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