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與對話

陪西川滿回家：
會津若松一行有感
文•圖│潘青林 國立臺南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教授

藝術生涯連帶著華麗島浪漫風物與藏書票創作的
西川滿，他是日治時期臺灣重要文化人，戰後世
局重構而引揚回到日本出生地會津若松，從此未
履台灣；然而藏書票藝術勝緣再度憑藉著文學亙
古不變的友誼，回溯了一次回家的路。

大約在一年前，國立臺灣文學館（以下簡稱
臺文館）著手策劃「華麗島──會津出身的文化
人 西川滿所愛的臺灣與心 的日本」展，而我也在
父親潘元石殷切的期望下，懷著「陪西川滿回家、

2017年「南島風情－臺日藏書票特展」開幕。

並把他在臺灣的燦爛作品介紹給他的鄉親認識」
這樣一個理念，滿心期待地在臺灣開始著手處理

當時邀請的這 11 位日本藏書票收藏家，對

藏書票展品部分，並進行展覽圖錄藏書票部分的

臺文館專業的策展能力，及良好的典藏設備，留

論文撰寫。

下深刻印象。其中一起參與展出的佐佐木康之，

父親與西川滿為摯友，並曾合作出版西川滿

感動於臺灣人對日本 311 大地震的豐沛捐贈，於

生前最後一本著作《元宵記》。父親一直心心念

2013 年 11 月，再度決定以佐佐木敏夫之名，將

念與西川滿最後一次在日本家中見面情狀，以及

他收藏近半世紀的藏書票及相關書籍全數指定捐

當時病中的西川滿對他在臺灣繼續推廣藏書票藝

贈臺文館。在獲得如此豐沛的藏書票作品與文獻

術的囑托。2010 年父親憑藉著與日本書票協會的

捐贈之後，臺文館擁有了臺日文化交流的最佳實

良好關係，讓 11 位日本重量級藏書票收藏家藉由

力。就在佐佐木先生捐贈後的三年半，經過無數

舉辦「書本上的珍珠──臺日藏書票特展」的契

的努力，臺文館終於促成 2017 年在日本東京的臺

機，捐贈了近 600 件藏書票作品。此舉不僅讓臺

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臺灣文化中心「南島風情

灣文學館成為臺灣收藏藏書票作品數量最多的官

──臺日藏書票特展」。

方單位，更是讓文學館一躍成為臺灣藏書票研究
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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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書票在藝術品項中，是屬於較為小眾的藝
術類別，因此 2017 年「南島風情──臺日藏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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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的預設觀眾群，原本還是以日本書票協會
會員為主。出乎意料之外，此次展覽居然吸引了
許多之前沒有想到會前來的貴賓，其中一位就是
福島縣立博物館赤坂憲雄館長。
西川滿出生於福島縣會津若松市，為日治時
期的臺灣留下了龐大文化遺產。戰後回到日本，
儘管還是堅持持續創作，但是在現實生活的艱辛
與壓迫之下，所散發的能量與在臺之時甚有差距，
也因此，在日本除了少數文化人之外，西川滿之
名對他們來說是相當陌生的，連赤坂館長在當時

左
右

由成田機場到會津若松市須轉車三次。
晚上七點半的會津若松車站。

對西川滿也尚未有所耳聞。「南島風情──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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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書票特展」展覽，讓赤坂館長驚覺有一位這麼

心緒錯綜複雜。晚間約七點半的會津若松車站，

傑出的東北鄉親，在臺灣產生過如此的影響力，

站前已無計程車在排班，街道昏暗。福島縣立博

並留下珍貴精美的文化遺產，2018 年在福島縣舉

物館的美術專門學藝員小林小姐開車前來接應，

辦「華麗島──會津出身的文化人 • 西川滿所愛

我們一行人直接到館內，確認出借的展品已安全

的臺灣與心繫的日本」展的因緣由此而生。

放置在館內行政區域並上鎖，終於放下心中大石。

2018 年 7 月 18 日，我們一行三人（臺文館

此次展覽的關鍵人物為池田茜藍小姐，是一

王嘉玲與修復師黃眉琇），早上六點在高雄小港

位極為優秀的中日文翻譯家，她為了這個展覽，

機場集合，拖了六個行李箱含此次參展的 100 多

近一年來積極在臺日之間溝通與募款，數次飛來

件文物，直飛日本東京成田機場，接著搭機場快

臺灣做協調與參與籌備會議，憑著「想介紹鄉親

線到東京站，轉新幹線到郡山，再轉一般通勤列

西川滿給福島市民認識」的理想，以優異的中日

車至會津若松市。這約 14 小時不停移動的辛勞，

語能力，擔任所有口譯和翻譯工作。在日本，會

讓我們感嘆當年戰後，西川滿到底是怎麼回到家

津若松市不會是國際觀光客的首選之地，與大家

的。一想到我們是搭飛機再順利轉車，也已然疲

熟悉的東京相較，會津若松市俱有十足的偏鄉感。

憊，當年他搭船回到日本，得再想辦法回到福島

根據展品的數量，與展場的規劃下，此次西

縣的會津若松市，雖說當時他年代的時間感與我

川滿系列展分為兩場展覽，分別是在福島縣立博

們現在不同，但是一想像到他回家期間旅途的辛

物館常設展示室的「華麗島──會津出身的文化

勞與沿途的不確定性，就深感同情與敬佩。

人 • 西川滿所愛的臺灣與心繫的日本」展（展期：

下了列車看到會津若松市車站時，有種「終

2018 年 7 月 22 日至 8 月 19 日），展出西川滿文

於到了」的疲憊感和「居然已經到了」的興奮感，

獻和部分藏書票作品。在齋藤清美術館第 1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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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連結臺灣、齋藤清╳版畫〈藏書票〉」
展（展期：2018 年 7 月 22 日至 9 月 9 日），
展出西川滿與齋藤清藏書票作品。7 月 19
日，我與臺文館王嘉玲、修復師黃眉琇和
翻譯池田小姐於上午九時到達福島縣立博
物館，開始準備開箱和文物清點。齋藤清
美術館的美術管理渡部小姐和學藝員伊藤
小姐約九點半時即到現場，首先進行藏書
票的清點與移交，雖然彼此語言不通，但
是依照博物館制式的作品清點、檢查與移
交程序，幾乎不太需要語言溝通就順利進
行，約莫中午十二時半完成藏書票點交程
序，渡部小姐和伊藤小姐即刻將作品帶回

上
下

在福島縣立博物館點交文物。
在福島縣立博物館包裝文物準備運至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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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下

福島縣立博物館場展場入口。
福島縣立博物館展場。

台灣文學館通訊

75

齋藤清美術館。下午午餐過後開始點交要在福島

經過辛苦地籌備與策劃，在滿心期待下，「華

縣立博物館展出的作品。齋藤清美術館有舉辦過

麗島──會津出身的文化人 • 西川滿所愛的臺灣

國際展的經驗，但是福島縣立博物館此次卻是第

與心繫的日本」和「連結臺灣、齋藤清╳版畫〈藏

一次與日本之外的博物館進行展覽合作，本展覽

書票〉」展，終於在 7 月 22 日上午於齋藤清美術

有幸成為福島縣立博物館於 1986 年開館以來的第

館開幕，現場出席的除了齋藤清著作權人渡部久

一場國際展。

子、東京臺灣文化中心朱文清顧問、齋藤清美術
館目黑健一郎館長等文化人士之外，當
地許多政治界、商業界與新聞界人士也
相當關心，會津若松商工會議所會長
川惠男、柳津町町長井關庄一、福島縣
三島町長矢澤源成、福島民報社事業局
長荒木英幸、福島民友新聞社取締役事
業局長管野芳美等人均出席開幕典禮，
臺灣方面則由臺文館蕭淑貞副館長為代
表， 共 同 為 這 期 待 已 久 的 展 覽 揭 開 序
幕。當天下午在福島縣立博物館則是安
排了一場研討會，由西川潤（西川滿之
子，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張良澤（真
理大學臺灣文學資料館名譽館長）和赤
坂憲雄館長展開精彩的演講與對談。
今年恰逢日本進行「明治維新」改
革 150 年 週 年， 當 年 原 本 是 京 都 守 護
職的會津藩，瞬間變成「朝敵（朝廷敵
人）」。就在我們舉辦展覽期間，福島
縣為了迎接「戊辰戦争 150 周年」，會
津若松市的鶴城天守閣，舉辦了「会津
藩士の戦い」收藏品展，白虎隊切腹自
殺的沾血刀刃在玻璃櫃後蒼白展示。而

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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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藤清美術館門口展覽宣傳。
東京臺灣文化中心朱文清顧問（中）蒞臨齋藤清美術館參觀。齋
藤清美術館長目黑健一郎館長（右）陪同觀展，潘青林（左）進
行導覽。

台灣文學館通訊

走在街頭，戰爭 150 周年的文宣與紀念
旗幟，都有著「以忠義之心聯繫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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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研討會現場（左：張良澤，中：西川潤，右：池田）。
右上 豎立在鶴城入口處的江戶時代會津藩武士規條。
右下 會津若松市吉祥物紅牛。

（義の思い げ未 へ）標語。此次有幸能夠在西川

要 4000 年才能淨化還原，福島電廠至今依舊努力

滿的故鄉待了整整六天六夜，就像我一路聽聞與

運轉並將電力運送到東京，以農產品輸出為主的

理解的，會津人以「反骨」、「支持弱者」與「是

福島居民，還是盡力為自家農產品的食安問題在

非分明堅持做對的事」的個性聞名，以及扛著明

努力。如同我在飯盛山看到的這隻會津吉祥物紅

治維新最大悲劇白虎隊自殺的精神，以錯綜複雜

牛，身上背著斗笠和兩桶金，搖頭晃腦站立着，

的「戰敗方」歷史觀點為身分認同。在會津若松

這何嘗不是西川滿的精神！像牛一樣揹著斗笠辛

市出生的西川滿，來到臺灣之後，亦從未以居高

苦耕耘，但是那兩桶黃金卻是留給我們最貨真價

臨下的高傲態度對待眼前土地，反而是以「同樣

實的珍貴藝術遺產。我當下立即將這隻紅牛購回

是戰敗方」的平行角度，來讚賞臺灣這片土地上

贈送給父親，因為他追隨西川滿的腳步一路至今，

風土民情的美，迸發出對藝術如此堅持與浪漫的

對於藝術的頑固堅持態度，何嘗不也是如此！

追求。
對照繁華無盡的東京，日本福島縣晚上八點
的世界就已然黑暗沈靜，儘管福島核爆的海岸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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