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與對話

追尋文學家的原鄉
側記重慶、成都暨西安文學交流
文───陳昱成

公共服務組

攝影──陳昱成、楊蕙如

此行重點在與中國西南內陸地區的文學交流，我們藉著拜會文學
團體、學術機構、作家紀念館等參訪行程，與作家接觸訪談，建
立溝通平臺，並與當地作家協會針對文學創作等議題進行交流與
座談。

將台灣文學的種子從沿海帶到西南內陸

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重慶南開中學、陝西師範大學

台灣文學館過去幾次大陸的參訪與交流行程，

文學院、重慶市文史館、重慶老舍舊居、梁實秋

以沿海大城為主，如上海、北京、廈門、港澳等

雅舍、三毛南山故居、杜甫草堂、賈平凹文學藝術

地，幾乎沒有到訪西南內陸城市，去年則計畫進

館、西安杜甫紀念館，及西安市的獨立書店萬邦書

一步前往位於西南內陸的重慶、成都及西安3個城

城等，7天行程，扣除前後2天飛行時間，可謂相當

市，這個計畫經過了一番波折，以行程可執行為考

充實，我們藉著拜會文學團體、學術機構、作家紀

慮，將3個省分中的雲南省割愛，減成陝西、四川

念館等參訪行程，與中國大陸當代作家接觸訪談，

兩個省分，原本的昆明也割愛，以重慶附近的成都

建立溝通平臺，並與當地作家協會針對文學創作等

替代，終於在2014年11月8日成行，由本館副館長

議題進行交流與座談，把國立台灣文學館的相關動

蕭淑貞帶隊前往，筆者和展示教育組楊蕙如隨行。

態訊息帶給當地文學系所的教授，期待未來能開展

此行重點在於兩岸之間的文學交流，共計拜

更多台灣文學方面的交流。

會了作家阿來、四川省作協、陝西省作協、重慶大

探訪重慶作家故居
之一：老舍重慶北碚故居
第一站是「老舍舊居」，這裡曾是大陸著名
作家老舍先生在重慶北碚的故居， 2010 年起以
「四世同堂紀念館」為名，免費對外開放。老舍
（ 1899~1966 ）除了較為出名的《駱駝祥子》，
《茶館》也是傳世的佳作。《四世同堂》則是老舍
於抗戰期間在重慶北碚所創作的作品，位於重慶的
故居也以此命名。
在當地文史團體的聯繫下，北碚區博物館的
蕭淑貞副館長 ( 右 ) 代表本館致贈出版品予重慶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張瑾。

90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5.03 NO.46

導覽員特地為我們解說，老舍舊居除了展出作家文

本、手稿、照片與文物資料外，也有電子書、影像
資料、數位資料，供民眾進一步了解老舍的生平，
整個紀念館內容十分豐富。
根據導覽人員的陳述，老舍舊居目前在中國
共有三處，皆為他寫作生涯中重要的住所，分為別
「重慶老舍舊居」、「北京老舍紀念館」、山東的
「濟南老舍故居」。重慶的老舍舊居剛開放三年
多，深灰色建築外面有一老舍坐姿塑像，老舍著傳
統漢人服飾，坐在椅子上，巨大的塑像，可供民眾
仰望、憑弔。

四世同堂紀念館裡面關於老舍的多媒體視聽資料。

之二、梁實秋舊居（雅舍）
作家梁實秋先生（1903~1987）於 1939 年至

1946 年間曾於重慶市北碚區國立編譯館工作，由
於抗戰時期，梁實秋遷徙來到此地，便將居住的房
子取名「雅舍」，所創作的系列散文作品則取名為
《雅舍小品》。
位於小山坡上的「雅舍」，迎面而來的正是梁
實秋先生的雕像，整個雅舍並不大，但是也闢了一
個小空間，呈現梁實秋的「書房」，他的眼鏡，
使用過的鋼筆，與其他文友往來的書信、文章，

梁實秋雅舍裡的書房一角。

如 實 地 呈 現 ， 彷 彿 還 可 以 看 到 大 師認 真 寫 作 的
身影；而作家其他方面的成就，也都予以展示。
「雅舍」可謂見證了在梁實秋生命史中占一席之
地的重慶歲月。

之三：三毛南山故居
風靡一時、聞名兩岸的作家三毛（本名：陳平

1943~1991）生於重慶市南岸區的黃角椏正街，三
毛在台灣擁有大批讀者，作品暢銷不墜，本館曾經
在2011年3月17日起辦理「夢中的橄欖樹──三毛
逝世20週年紀念特展」，同時舉辦系列書展，展出
許多珍貴文物，其中包含了她在沙哈拉沙漠時所使
用的水壺。此次到重慶，主要是找尋三毛出生地，

本館一行人於梁實秋雅舍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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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更獲得「行政院文化獎」。
畢業於武漢大學外文系的她，在抗戰期間就讀
重慶南開中學6年，在《巨流河》中，齊教授十分
清晰地回憶著當時的校長、老師和同學們，每一位
人物都相當鮮活，尤其是對她影響深厚的老師和校
長，許多當時發生的往事，隨著齊教授的文字一一
開展，歷歷在目。
齊邦媛教授對於台灣文學作品外譯推介具有
卓越貢獻，近年所撰寫的《巨流河》也深獲兩岸文
三毛故居現已成為喝茶的茶舍。

學朋友喜愛，在重慶與西安的書店都可以看到這本
書，本館更將它翻譯為日文，介紹給日本讀者，因

希冀透過實地勘察，為本館所典藏之三毛文物手稿

此對於此次到重慶，能夠前往南開中學參訪感到十

內容增添影像紀錄。
位於南山的三毛故居，不見重慶市區的繁華，
映入眼簾的，與城區的熱鬧大街形成了強烈的對
比，山坡上盡是黃土，黑瓦舊屋錯落，林木稀微、
凍寒，有些房舍內還養著雞鴨，一個頗為殘破的天
地，並存在重慶這個大城市中，而走訪過程裡，似
乎可以感受到三毛如流浪般的自由無拘氣息在此地
蔓延。三毛的故居，已經變成了茶舍兼餐廳，有客
人正在喝茶，見到我們的拜訪，半開玩笑地說要收
錢，讓我們嚇了一大跳。
根據了解，住在這間三毛當年出生的房子裡

蕭淑貞副館長（右）代表本館致贈《巨流河》予南開中學校長田祥平。

的人，已與三毛無任何血緣關係，如果事先預約，
這茶舍還可以吃到特色菜餚哩！而房子外的相關區
域，也展示著三毛的照片和她的生平，可見三毛對
於重慶人而言，也是一個具有意義的象徵符號，而
不是一味地趕流行而已。

訪齊邦媛教授母校：重慶南開中學
此行來到重慶，還有一個重頭戲，就是拜訪齊
邦媛教授的母校──重慶南開中學。齊教授曾為本
館當年的成立而多方奔走、呼籲，前幾年更在李瑞
騰館長任內為本館的「台灣文學外譯中心」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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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南開中學校園。

分地興奮與期待。
當我們抵達時，田祥平校長已經在等候我們
了，先參觀校園模型，了解從過去到現在的變化，
隨後與校長等人展開交流對話。此行本館副館長蕭
淑貞特別準備《巨流河》中文版及日文版，致贈南
開中學予以典藏，在書中也特別貼上了本館的藏書
票，校方同時也回贈了精美禮物，其中包含了南開
中學別緻的校徽，並準備了一份禮物要我們回台後

本館館員與作家阿來（左4）的短暫會面。

轉贈給齊邦媛教授。
隨後田校長帶我們參觀校園，圖書室、生物
實驗室、津南村，也與那些正在就讀的莘莘學子
們擦身而過，原來，大陸的中學生，是不用穿制
服的呢。
我們記錄了許多南開中學的照片，最後更到校
史室參觀，原欲和齊教授分享，而回到台灣後，齊

啟蒙，以及最初由新詩創作跨界到小說的緣由，阿
來說中國古典詩的涵養對他啟發很大。
阿來也特別帶了尚未正式發行的新書《瞻
對》，同時也挑選多本台灣並未上架的書籍，如
《大地的階梯》、《看見》、《中國好小說第二
季》等，並逐一簽名，贈予本館圖書室典藏。

教授因為身體狀況因素，又體恤我們南北奔波，婉

阿來說他到過台文館兩次，待在本館的圖書室

拒了我們的北上拜訪請求，她要我們以郵件包裹方

蒐集台灣文學相關資料，並與前任館長李瑞騰會面

式，將禮物寄達即可。當筆者在電話中與齊教授聯

交談，其中一次是本館閉館期間，本館特地為他開

繫，告知我們因為到重慶交流，而到了南開中學去

放，他心裡感覺非常溫暖，所以對見素昧平生的我

拜訪時，齊教授顯得十分激動，對於南開6年，她

們到訪，是特別勻出時間。

顯然也感到十分驕傲，然而，來台至今，齊教授一

與阿來會面結束後，我們隨即前往位於成都的

直沒有再回到重慶，這些母校的照片，或許可以讓

「杜甫草堂」。草堂自1955 年開館至今，頗具歷

齊教授細細回味當時的青春年少。

史及規模，遊客如織。
詩聖杜甫當年因躲避安史之亂而來到成都浣花

成都：拜訪作家阿來 、參觀杜甫草堂

溪畔，也就是現在的草堂，杜甫自己曾以詩文「萬

重慶的行程結束後，我們便搭乘動車前往成

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來形容它，並在此居住了

都，只為了見中國茅盾文學獎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得

4 年之久，創作了達 240 餘首詩作。杜甫草堂有幾

主阿來一面，前一晚蕙如在書店購得了《塵埃落

個不同的展覽室，其中典藏了各種杜甫詩集版本、

定》，在兩個小時的車程中，一路認真拜讀。身為

復刻本、手抄本等，並蒐羅各國翻譯版本達上萬

作家的阿來同時也是四川省作家協會主席，但因阿

冊，為杜甫詩集珍本蒐藏最為集中之單位，其中現

來行程因素，僅能透過短暫餐敘與阿來主席短暫對

場展示詩文翻譯語種與版本，多達上百冊，顯見國

話。蕙如對於阿來文字描述的內容深受感動，且有

際間對於中國文人杜甫作品的關注。本次參訪也特

機會親自向作者本人訪問此書的書寫歷程感到難能

別觀察文化商品販售與展覽結合觀光化的情形，做

可貴，筆者則向阿來請教是否受到任何的文學作品

為未來本館推動賣店及文創商品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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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陝西省作協交流座談。

展出引人入勝的陝西文學陳列室。

陝西：孕育三位茅盾文學獎得主的文學原鄉

士等人進行交流座談。

之一：拜會陝西省作家協會及陝西文學陳列室

在與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座談中得知，

陝西省人文薈萃，擁有深厚的文學傳統，歷代

「台灣文學」對他們而言是非常新鮮的主題，對台

出了相當多馳名的作家。陝西省作家協會是我們認

灣較為孰悉的作家僅限於余光中、張曉風、龍應

為行程中非常重要的拜會單位之一，希望能夠觀摩

台、琦君、簡媜、瓊瑤等等，校園內也只有部分研

陝西文學自詩經以來的發展現況，以及他們如何培

究生利用有限的參考資料進行的台灣作家作品研

植青年作家，如何運作陝西省作協等面向。

究，而且經常無法取得第一手資料，加上網路限制

最驚豔的，是位在建築物一樓的陝西文學陳列

使研究無法全面，甚至，台灣文學在課堂上，也只

室，占地空間根據官方資料為150平方餘米，雖然

是和港澳文學併在一起，略略一談而已，稱不上是

不大，但是十分充實，賈平凹、陳忠實等人獲得茅

一個明確範圍的主題。

盾文學獎的獎狀，正是陳列在此，賈平凹的手稿也

或許是因為資訊流通造成的兩岸差距，使得目

做了呈現，另外還有作家路遙的蠟像，也陳列在展

前推介台灣文學遇到問題，或許日後本館可以朝此

示室中。透過聲光科技媒體，陝西文學從詩經到當

方面著手，促進大陸學者、研究生取得台灣文學作

代將近三千年的發展，都做了詳盡的介紹，是一個

家作品的機會。

令人感佩其用心的主題展。我們何其幸運，在陝西
省作家協會成立60週年的前後來到此地，也剛好見
證這個位於陝西作協大樓的陳列室的啟用，做了最
早的第一批觀眾。

之三：參訪賈平凹文學藝術館

1952年生於陝西省的賈平凹，曾獲得茅盾文學
獎，著作等身，是國際級大腕作家，在文學界有
「鬼才」之稱。走進這個文學藝術館，果真被他繪

之二：與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暨中國語言文學科

畫方面的天分給折服，風格簡約，色彩樸實，加上簡

研中心交流

單文字旁白，實在了得。賈平凹現為中國作家協會

為了解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對於台灣文學作品

主席團委員、陝西省作家協會主席、西安市作家協

了解的現況，特地前往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拜會，

會名譽主席及西安建築科技大學文學院院長，這個

與文學院教授暨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所所長程國君博

賈平凹文學藝術館就坐落在西安建築科技大學裡。

士、蘇仲樂副院長、文學院李躍力副教授、田剛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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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平凹文學紀念館」成立於 2006 年 9 月，

賈平凹文學藝術館一景。

西安市萬邦書城裡台灣作家的作品。

館內蒐藏、展示、研究賈平凹的文學內容與書畫

類，有港台文學專區，並沒有台灣作家專區，然

創作等。除了展示空間，還有「書吧」（BOOK

而，以作家而言，有十分集中的趨勢，某些作家的

BAR）休憩區，此建築還獲得了設計獎章，頗具後

書會比較多，例如：張曉風、龍應台、蔣勳、張大

現代建築特色。展覽中雖未見其獲得茅盾文學獎得

春、三毛等，網路文學作家九把刀則在非常明顯的

獎狀（陳列於陝西省作協），卻仍然可以瀏覽作家

位置陳列，可見其知名度與風靡程度。而其他可能

個人成長歷程紀錄，和相關著作約300餘冊，以及

接觸到台灣作家的管道，便是網路了，不過大陸依

書法及繪畫創作。

然對某些網站採取管制，基本上大陸讀者仍必須到

參觀這個館舍，讓我想到了位於台南市友愛
街的「葉石濤文學紀念館」。相較之下，賈平凹文

香港或是沿海城市，才有更多接觸台灣文學作品的
機會。

學藝術館整體呈現豐富許多，展覽以作家個人為核
心，全面性地展示賈平凹的成長背景、圖像紀錄，

小結

陳述作家生活交誼、同時期的作家往來、書信，作

本次出訪的最大成果，可以說是把國立台灣文

家興趣蒐藏與書房、影像等，觀看過程裡，不時為

學館介紹到中國西南與華北內陸，透過各場拜會與

作家多才多藝的創作內容所包圍。

交流座談，不僅增進兩岸文學界的交流，也拉進彼
此能見度，許多學者、教授也對我們的來訪覺得新

之四：西安市萬邦書城

鮮，並對於本館的成立宗旨與機構定位感到好奇。

古都台南有幾家非常有名的獨立書店，在台

近來中國在國際文學領域迭現能見度，尤其

灣，獨立書店也是一個頗受文化圈關注的話題，因

有多位具有國際影響力之作家，是可借鏡與交流之

此在西安的文學交流空檔，特意安排了一趟獨立書

處，此行與中國的文學界、學術機構接觸互動，可

店的參訪行程，順便觀察台灣文學作品在當地的販

觀摩其多元的文學內涵，尤其陝西省擁有陳忠實、

售流通情形，或許可資對照台灣本地的特色書店。

賈平凹、路遙等3位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大作家，實

當然，我們最好奇的是，哪些作家可以被經紀

在是可取材的文學原鄉。而中國最近在作家文物

到華北內陸，哪些又是大陸民眾喜愛的作家口味。

館、文學館方面也多所著墨，彼此交流，有助於未

經實地走訪後，我們觀察到中國大陸書店的展售歸

來館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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