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專題Ⅰ

﹁金門馬祖文學特展﹂展場巡禮

穿越歷史時空的文學之旅

2012年底，適逢金門馬祖解除「戰地任務」20週年，本館特別規劃了
「仙洲．戰地．曙光──金門馬祖文學特展」，以金門馬祖文學發展為
主軸，介紹書寫金馬兩地的作家作品，透過蒐集而來大量的文獻、作
品，企圖拼湊出完整的金門馬祖文學面貌，並藉由文學之眼，還原金馬
歷史發展脈絡。

展覽緣起
對於金門和馬祖，在台灣的我們總會立刻聯想起「離島」、「高梁酒」、
「小三通」等形象或事物，浮現出旅遊所見的明媚風光。更多一點，我們可
能會認識到金門、馬祖的戰地色彩與親友的外島服役經驗，聯想起過往兩岸
對峙的肅殺年代。除此之外，其實大部分時候，我們對這兩個島嶼的印象都
是模糊而片面的，甚至不免帶著偏見與錯誤的眼界來看待。
金門和馬祖，孤懸在福建沿海的兩處群島，位處於大陸與海洋的交界邊
緣，其地理位置正好說明了島嶼本身的歷史處境，過往是文風鼎盛的「海濱

文 簡弘毅

鄒魯」（指金門）、與世隔絕的「海上仙山」（指馬祖），終被捲入歷史洪
流，成了「反共前線」，戰地經驗也把這兩個各自發展的島嶼命運緊密地聯
繫在一起，直至今日。

展示教育組

我們不免思索，島嶼命運既如此多舛，戰爭歲月又如此無情，那麼在這
兩地生活著的人們、曾在前線服役戰鬥過的士兵、前來此處行走的遊客，是
以如何的角度來看待金門馬祖呢？多少作家曾經在此書寫戰爭、書寫鄉愁、
書寫歷史、書寫美酒與美食，這些文字中呈現的金馬風情，是多麼珍貴的歷

攝影 簡弘毅、博暘設計

史記憶，也是最真實的在地聲音。然而，我們所談論的「台灣文學」，其實
經常忽略了這些主題，特別是長期默默耕耘的金門、馬祖在地作家與旅台書
寫者，他們擁有美麗的文學花園，卻甚少被關注，毋寧是台灣文學的遺憾。

2012年底，適逢金門馬祖解除「戰地任務」20週年，本館特別規劃了
「仙洲．戰地．曙光──金門馬祖文學特展」，以金門馬祖文學發展為主軸，
介紹書寫金馬兩地的作家作品，透過蒐集而來大量的文獻、作品，企圖拼湊出
完整的金門馬祖文學面貌，並藉由文學之眼，還原金馬歷史發展脈絡。

空間規劃與展示手法
本次展覽的主標題：「仙洲．戰地．曙光」，以三段式的命題，標示出金
門馬祖文學發展的三個階段，分別是古典文學時期、1950∼1992年戰地戒嚴
的軍管時期，以及1992年解除戰地任務至今的和平階段，而這正好也是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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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戰地歲月，迎接文學光輝
仙洲．戰地．曙光：金門馬祖文學特展

馬祖歷史發展的三個主要時期，在不同的歷史背景

時空的軍事造型木橋，映入眼簾的色調是暗沈而壓

下，自然產生出不同的文學面貌與作家作品。在此

迫的，與前一區有著截然不同的感受，這是第三展

架構底下，展覽以時間為軸線，搭配「金馬文史年

區：「走過烽火連天──戰地風雲的描繪與刻寫」，

表」的呈現，歷時性地介紹了金馬的文學變遷，自古

藉由燈光、色調與軍事標語的密布裝置，營造出戰地

綿延至今，可見兩地文史發展的流長豐沛。

肅殺之氣，訴說著金門、馬祖走入國共對峙的軍事時

展場入口以白色及淺藍色作為基調，呈現古典

代。反映此時期歷史現況的文學作品，也多集中於

悠長的沉穩氣息，用以襯托金門、馬祖簡史與文史年

台灣來到前線參訪、勞軍，並書寫戰鬥主題、發揚

表等基礎資料，使參觀者能對兩地有初步的認識，也

戰鬥精神、挖掘戰地故事為主要素材，或是直接以

能看出各自的發展概況。年表之末，展出蒐集而來的

「八二三砲戰」等戰事史實為題材，歌頌英勇戰士

眾多文獻，包括報紙、期刊等，這些刊物在不同的時

與偉大事蹟。因此，凸顯戰地特色便是本展區的主

期裡，分別承載了在地文學的刊登、發表園地，也忠

要特色，在展示手法上，盡可能地濃縮、還原其現

實地反映出時代氛圍。在使人沉澱的氣氛中，帶出本

地面貌，不論是懸掛大量反共標語、旗幟，軍事碉

展第二展區：「古典文學史料中的金馬風情」，展出

堡造型的造作，或是模擬海灘地雷區，以及象徵砲

多份金門、馬祖的方志、古典文學作品，如《三山

彈落下幻化成鋼刀的意向……，諸多設計都是為了

志》、《金門志》、《留庵詩文集》等，雖多為後世

凸顯軍事管制下金、馬地區的肅殺氣氛，不只是生

重刊、校譯版本，但仍可在這些文獻資料中，追尋金

活方式的改變，更進而改寫了文學的生態，將昔日

馬「海上仙洲」時期的古典文風。

傳統的海濱島嶼直接拉進歷史的命運牽絆之中。

在這些展示區域之後，參觀者穿越過象徵跨越

展現在這個主題中的，是大量的戰地文本，包
括被中國文藝協會等單位
動員至前線參觀，並集結
其參訪心得作品的如《海
與天》、《井與燈》等，
忠實記錄下作家在戰地的
種種感受。又如朱西甯
《八二三註》、洛夫《石
室之死亡》、葉笛《火與
海》等著名作品，描寫的
正是砲火威脅下的金門第
一手實況報導；而商禽、
趙天儀、謝昭華、白靈的
詩作，則以回憶的方式追
溯了戰爭刻畫於人心的陰
影。同時，此區也展出以

展場內充滿了金門、馬祖在地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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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島服役生涯為題材的書寫作品，在這些文字裡，作

第三面牆，以釀酒大甕為背景，彰顯出金門和

家寫下軍旅歲月的孤寂、面對戰爭威脅的不安，也

馬祖共有的在地特產：高梁酒，呈現出當前金馬文

旁及了戰地獨有的「特約茶室文化」，都是外島特

學裡最親切、輕鬆的旅遊與飲食主題，包含作家對

有的感受與記憶，透過砲陣地中孤立的小折凳，寫下

島嶼風光的描繪，對自然景觀與建築聚落的觀察，

「外島書」的深刻感受。

以及在地特色的美酒美食感受，通過這些軟性主題

跨越了戰地陰影，在解除戒嚴之後的金馬文
學，又是以何種容貌面對世人？在展場的第四區：

的作品，標舉出金馬兩地邁向觀光島嶼的熱情與朝
氣，也是今天最受到歡迎的寫作題材。

「回首故園依舊──平淡天真的在地風情畫」中，

展場的末端，整理了金門與馬祖籍作家名錄，

矗立了三座立面高牆，並以文物展櫃分層次向觀看

共計介紹了23位金門作家與13位馬祖作家，都是已

者展示了三個主題。第一面牆，以金門傳統閩南建

有一定寫作份量的縣籍作家，將他們共同列於展示

築的紅磚與馬背造型，象徵人們離開島嶼故鄉到外

版上，是為了介紹兩地書寫的群像，也宣告兩地文

地生活的鄉愁根源，特別是金門籍作家的離鄉書寫

學的傳承和延續。同時，展櫃中陳列了金、馬兩縣

更具意義，不論是十九世紀以來「落番」下南洋的

文化局分別成立之後的作品及出版品，以最直接的

歷史，或是軍管以來陸續遷移到台灣的人們，金門

方式，揮別昔日軍事戰地色彩，以豐沛的文學書寫

人不同世代間都上演著相似的離鄉、奮鬥與歸鄉故

能量，迎接和平的曙光。

事，生活在他方的「鄉愁」也成為金門文學中的永

觀展焦點

恆命題。
第二面牆以馬祖閩東式石壁建築為造型，訴

不論是歷史命運或文學主題，透過展示手法的

說著金門、馬祖文學中的常民記憶與鄉里采風，不

運用，參觀者都能直接感受不同的情境氛圍，在這

論是戰地歲月下的平凡故事，或是島嶼生活記憶的

次展出中，現場展示的裝置與展出的珍貴文物，具

題材，都刻畫出深刻動人的在地情懷；而對傳統民

有同樣的觀看價值，目的是為了使蒞臨展場的朋友

俗、信仰、文化，乃至母語歌謠的嘗試，都是金馬

能身歷其境地參與金門、馬祖的歷史脈動。

在地作家不斷努力追尋的課題，也見證了在地書寫
的真實面貌。

前述的第三展區中，在模擬地雷密布的沙灘
上，投影的是數篇有關地雷威脅的篇章，透過肅殺
與恐懼的文字，與散落其上的模擬
地雷相互映照；在落下的砲彈造型
上，及象徵從砲彈鑄煉而成的鋼刀
上，都銘刻下璀璨的文學花朵，字
字句句承載著戰地文學的血與淚。
同時，現場展出詩人洛夫〈石室之
死亡〉（第一首）的書法真跡，這
首名詩以象徵手法，正面描寫了砲

金門馬祖簡介與文史年表的牆面展示，歷時性地介紹了金
馬的文學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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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戰地精神標語為背景，鋪陳出
前線的戰鬥氣息。

戰帶給詩人的死亡威脅，是戰地金
門的代表文學作品。本件為洛夫親

走過戰地歲月，迎接文學光輝
仙洲．戰地．曙光：金門馬祖文學特展

手書寫於2000年，戰事雖已遠離，恐懼之感仍穿透
字裡行間，直逼觀看者的心靈深處。
在展場內也打造了一座模擬戰地防空洞的「坑
道電影院」，粗質的水泥牆面與陰暗的空間，播放
著關於金門僑鄉歷史的紀錄片《落番》，以及述說
馬祖戰地歲月的動畫片《雷盟弟：遠方的童年》，

以金馬軍旅生涯為
題材的作品。

觀眾可透過此空間的觀看經驗，體會前線人們利用
防空洞「苦中作樂」的生活，也藉由影片內容更深
入了解金門和馬祖獨有的過往歲月。
為了帶給參觀者更具體鮮明的金門、馬祖印
象，展場內打造了兩座地標性的造型，分別是金門
字形的電話亭，及上面刻有馬祖二字的「劍碑」，

洛夫手書詩句〈石
室之死亡〉，戰事
已遠，震撼依舊。

都是頗能代表兩地特色的建物。金門的電話亭內，
以多媒體設備播放著金門國家公園提供的傳統歌謠

DVD，透過電話聽筒可直接聆聽金門母語歌謠的音
樂作品；而馬祖劍碑上，也以數位相框播放閩東話
唱頌的《月光光》等三首童謠，以聲音與視覺，聆
聽最貼近土地的樂章。
參觀了整個展場的文物、布景、裝置與文學故
事後，也可操作出口旁的「掃地雷」互動遊戲，玩

模擬的地雷區場景
及其投影文字。

家必須解答十道考題，每道題目都是展覽中出現過
的內容，當答對所有的題目之後，代表已經掃除了
螢幕上所有的地雷，順利解除了威脅！透過以趣味
活潑的方式，幫助參觀者重新整理展覽內容，也進

位，迎接在地文化復興的開端。隨著兩地文化局的成

一步加深了對金門、馬祖文學的印象。

立，作家作品集結出版，金門與馬祖的作家用更豐沛
的文字能量，開展新世紀的文學視野；既省思歷史過

回顧與省思

往的傷痛，也展現今日金馬人的文化自信。在解除軍

從古典到現代，從戰地到開放，從鄉愁到歡

管戒嚴20年後的今天，我們透過文學看見了過去，

樂，我們藉由文學的視角走過金門、馬祖歷史發展的

也迎接了和平的曙光。但金門、馬祖未來發展的道路

足跡，其歷程毋寧是顛簸而飽含著辛酸的一頁近代

在哪呢？是和平的前哨站、兩岸交流的中繼點，或是

史縮影。歷經漫長的戰地任務與烽火歲月，金門、馬

人潮川流的觀光大島？經濟發展、交通建設，與在

祖終於擺脫肅殺的軍事色彩，運用豐富的自然與文化

地文化的維繫傳承，孰輕孰重？或許沒有絕對的答

資源，將故鄉打造為獨具一格的觀光景點與和平前哨

案，但卻是在閱讀這些文學作品的同時，值得我們認

站。褪下戰地外衣，金門、馬祖人重新尋找自身的定

真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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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文物介紹
文 趙慶華、簡弘毅

①
④

圖 國立台灣文學館

②

③

⑤

①《顯影月刊》 楊樹清提供

④翁翁，〈慢漫六唱〉手稿 翁翁提供

1928年由金門珠山學校發行的《顯影月刊》，除報導珠山鄉訊，亦

金門作家翁翁寄宿故鄉民宿，以六首短詩表述閒適而溫
馨的懷鄉心境。

不乏詩文創作與翻譯作品的刊載；對日戰爭期間曾一度停刊，戰後復
刊，及至1949年無疾而終。今所見為1997年重新影印之合訂本。

②《金門文藝》 陳長慶提供
《金門文藝》季刊於1973年7月由陳長慶創刊，為軍管時期金門唯
一民間文藝刊物，發行7期後停刊；1978年1月推出「革新號」，
發行4期後停刊。

⑤洛夫書法，〈石室之死亡〉 楊樹清提供
洛夫為2000年「金門詩酒文化節」親筆題字寫下〈石室
之死亡〉（第一首）。

③霍斯陸曼•伐伐，〈那年，我們在金門前線〉 國立台灣文學館藏
作者有關金門服役歲月的回憶文章，記述前線艱苦生涯與故事，與兩岸輪流砲擊的歷史。
發表於2004年2月9日《自由時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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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⑨

⑥翁玉峰，〈討親〉手稿 翁玉峰提供
翁玉峰長年致力於馬祖母語歌謠與傳統戲曲，
此篇〈討親〉為母語歌謠創作及其賞析詮釋。

⑦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主編，《金門、
馬祖、澎湖》 國立台灣文學館藏
本書為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成員於 1962 、

1963年前後訪問金門、馬祖、澎湖的專集。

⑩

⑧《金門日報•料羅灣副刊》
（1966.4.16） 楊樹清提供

《金門日報》為金門主要的文藝作品
發表園地，從早期「料羅灣副刊」、
「正氣副刊」到解嚴後之「浯江副
刊」，數十年來一直是金門文學的重
要基地。

⑨劉枋與陳紀瀅、瘂弦等人訪馬祖
戰地合影 國立台灣文學館藏
軍管年代的馬祖，經常有許多作家組團至當
地從事文藝參訪，並進行戰地寫作，反映離
島戰鬥生活實況。攝於1960年代。

⑩李錫奇砲彈造型酒瓶 楊樹清提供
金門籍藝術家李錫奇於2004年「碉堡藝術
館」創作之砲彈造型酒瓶，題名為「戰爭賭
和平」。瓶身印有鄭愁予詩作〈八二三響禮
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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