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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八○年代以後，澳門文學的傳播場域，透過文學出版建立澳門文學

的典範，與其他傳播媒介各自抗衡，企圖成為澳門文壇的主流勢力。像

《澳門日報》的出版社，特別著重經營散文與小說。而澳門基金會主要

集中進行文學的編選，為的是整理澳門文學的資料，在出版的題材方面

更為廣泛。至於在文學社群方面，如「澳門筆會」及「五月詩社」則積

極推出成員的文學雜誌，一來是為了穩固現代詩的地位，二來是呈現某

種完整的文學生命。 

其次，作家自費出版的現象也開始出現，如葦鳴與懿靈的詩集便

是。然而最重要的是，無論是報社、政府機關、私人的文學社群等的文

                                                
*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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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著作，也經常透過中國、香港、臺灣等地出版。因此，澳門當代的華

文文學的跨區域出版現象，逐漸形成一種文學場域的競爭，也成為一種

澳門文學的重要特色。 

 

 

關鍵詞：澳門文學、文學出版、當代華文文學、跨區域文學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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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lti-area Communication 

Phenomena of Contemporary Sionphone 

Literary Publication in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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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1980s, Macau literary communication pass through 

literary publishing to create the model of Macau literature, and 

compete with other media in their attempt to become the mainstream 

forces on Macau literary. For example, “Macao Daily News 

Publishing House”, especially emphasis on prose and fiction. 

Fundação Macau has the main focus on literary collections, for 

finishing Macau literature data, and published more widely in subject 

matter. As for the literary community aspects, such as “Associação 

dos Escritores de Macau” and “May Poets Society” is a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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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their literary magazine, firstly,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status of modern poetry, and secondly, to present some kind of 

complete literary life. 

  Secondly, the phenomena of self-published have begun to 

emerge, such as Wei Ming and Yi Ling’s collection of poems. 

However,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whether it is a newspaper, 

government agencies, private literary community and other literary 

works, often published by China, Hong Kong, Taiwan and other 

places. Therefore, multi-area publishing phenomenon on Macau 

contemporary Sinophone literature, have gradually formed a 

competing literary field, and became the best example that let Macau 

truly away from“cultural desert”. 

 

Keywords：Macau literature, Literary Communication, Contemporary 

Sionphone Literature, Multi-area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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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當代華文文學出版的跨區域傳播現象 

 

 

 

余少君 

 

 

一、跨區域文學傳播研究視角 

 

 

（一）文學傳播與澳門文學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澳門文學的現代詩、散文及小說，開始出現在

報紙副刊，以及零星的文學雜誌上。五○年代末，《澳門日報》創刊，李

成俊擔任社長，文藝副刊「新園地」專欄成為澳門文學發表的重要渠道。

在現代詩的發展方面，當地的詩人有李丹、汪浩翰、雪山草等人。但整體

而言，文學的質量仍不算高。到了六○年代，澳門開始出現零星的文藝刊

物，較為著名的有《紅豆》，是由散文家凌稜，與一群愛好文學的青年所

創辦，可惜不久因缺乏經費而停刊。1七○年代之後，澳門的文學一度受到

                                                
1 李鵬翥：〈澳門文學的過去、現在及未來〉，《澳門文學論集》（澳門：澳門文化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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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文革影響，風格逐漸走向意識形態。然而在文革結束之後，特別在

現代詩方面，有一羣詩人對於文學的自覺性有所提高，如韓牧、江思揚、

汪浩翰等人的作品，陸續以反映澳門社會變動的過程為題。其實，這些興

起於七○年代的澳門詩人，同時也受到香港現實主義詩人的影響，如何達、

舒巷城等寫實主義的詩風，可謂提供了他們在創作上的概念。所以在八○

年代以前，澳門現代詩仍然偏向現實主義，也是與香港的美學思潮有關。 

  直到八○年代以降，澳門現代詩的發展愈見成熟。當時澳門的社會，

開始進行一連串的現代化歷程，使得住民在生活素質上，如在交通、居住、

醫療、敎育、及其他社會福利等方面都有所進展，讓澳門正式邁進「現代

化社會」。2在文學方面，也發生白熱化的狀態。在建立澳門文學形象的倡

議下，東亞大學的中文系出版了《澳門文學創作叢書》，開拓了澳門文學

出版的先河。八○年代末，現代詩社群「五月詩社」成立，發行刊物《澳

門現代詩刊》，並推出成員陶里、流星子、黃曉峰、江浩翰、江思揚等個

人詩集，成為澳門現代詩的發展重鎮。 

  其後，一些新生代詩人，認為澳門的社會急遽變化，出現了一些「後

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如人口膨脹、污染、工業轉型、消費掛帥等後現

代狀況。3所以，像葦鳴與懿靈等人認為，澳門已經是屬於後現代的城市，

在澳門文壇興起另一種後現代詩學的美學主張。  

                                                                                                              
出版社，1988年），頁 106。 

2 吳志良、陳欣欣：《澳門政治社會研究》（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出版社，2000

年），頁 200。 
3 懿靈：〈後現代的足跡──從新生代詩作看澳門後現代主義詩歌的實踐槪況〉，《澳

門文學評論選》下冊（澳門：澳門基金會出版社，1998年），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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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澳門的散文方面，《澳門日報》的文藝副刊是散文發展的主要陣營。

其代表的作家有魯茂、林中英、沈尚青、廖子馨等。自六○年代開始，魯

茂便成為該報的副刊專欄作家。八○年代之後，林中英與廖子馨在「七星

篇」與「美麗街」兩大專欄經營女性文學，成為澳門女性作家的發表場域。

在風格方面，以抒情小品為主。 

  至於在小說方面，早期《澳門日報》的文藝副刊有連載小說，內容以

言情及武俠為主，如散文家魯茂也是澳門的資深小說家，他的成名作《白

狼》也是在該報進行連載，九○年代由澳門日報出版社出版。千禧年後，

文藝副刊與《澳門筆匯》只刊登短篇小說。雖然，澳門小說曾出現如陶里

的《石卵之戀》、寂然《撫摸》等魔幻與後設的實驗的作品。可是，通俗

大眾化還是澳門小說的主要特質，這是與它們的發表場域有關。 

  八○年代是澳門文學發展的里程碑，這是因為有各種文學傳播媒介進

行推力之故。而這些文學傳播的場域，也積極透過文學作品的展演，製造

澳門文學的典範，在文壇獲得象徵的權力。《澳門日報》的文藝副刊，是以

經營澳門散文與小說為主。而屬於政府部門的澳門基金會，就負責提供澳

門文藝活動的補助，以及大量出版有關澳門文化及文學的選集，內容相當

廣泛。私人的文學社群方面，「澳門筆會」與「五月詩社」，則推動澳門文

學綜合刊物與發展現代詩，詩社更出版成員的著作。在文學評論方面，則

是編輯、作家身兼評論者，也促進了澳門文學研究。因此，澳門文學出版

的崛起，豐富了澳門文學形象，打破了「文化沙漠」的傳統觀念。 

 

（二）澳門文學研究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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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文學出版的浪潮之下，澳門文學已經具備一定的規模。但在

澳門文學的研究視角方面，無論是外地的，抑或是本地的研究者，他們還

是固守在中華文化的宏大論述的研究角度。因此，這些文學研究的視野，

未能發揮澳門文學的獨特性。另外，在目前的區域文學的研究中，有關澳

門作家與澳門文學的界定，依舊是具有許多爭議性的問題。於是，在華文

文學的跨區域研究的理論觀念中，可謂修正了宏大視野所忽略到的研究課

題，也為澳門文學的研究提供另一種拓展的研究方法。 

實際上，大部分有關華人地區的文學研究，如在討論港澳文學的時候，

經常以中華文化的母體放在討論的前提上，並且對於內容分析不細密，只

作簡單的概要性的陳述，未能突顯澳門文學的地方性。而澳門文學在這方

面的研究問題，比起香港顯得更為嚴重。長期以來，由於這些論述的觀點，

忽視了澳門文學的獨特性，導致其文學的地位一直處於中國文學的邊陲位

置。九九年回歸前後，在中國掀起研究港澳文學的風潮，而澳門文學也開

始受到中國學者的關注。可惜，在論述方面，論點大多是強調澳門文學與

祖國文學的血緣關連，以及認為其文學是表現一種對國家的熱愛。4或者，

某些研究指出，澳門文學是在以中華文化作主體的情況下所產生的文學，

即便是澳門的作家對於文學有所自覺，也是建立在中國的經濟改革的基礎

                                                
4 湯學智：「澳門詩歌一個究出特徵，是它同祖國主體文學的血緣聯繫。這種聯繫，在

思想精神上表現為對國家的熱愛，對民生疾苦的關注。」見〈從詩歌看澳門文學〉，

《澳門文學研討集──澳門文學的歷史、現狀與發展》（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

1998年），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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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衍生的發展效果。5
 

這些研究澳門文學的視野，其結論萬變不離與中國文學的關係，致使

澳門文學的研究，一直處於「台港澳文學」的最為邊陲的位置，讓澳門文

學在華文文學的場域，顯得在精神上既無主體性，在文學方面也未能挖掘

澳門的地方性。相對地，當地的澳門研究者的研究角度，普遍也受到強調

中國母體的論述影響。只是，相較之下，澳門的學者較能展現澳門文學的

「特殊性」及「地方性」，因為他們熟悉澳門的環境。雖然，中國文學對於

澳門文學的影響，誠然是不可忽視的部分，但澳門文學作為反映澳門社會

的書寫，自然也具備了與中國有所差異的文學性。所以，澳門是有她獨特

的歷史經驗和文化背景。在研究澳門文學方面，除了要瞭解與中國文學的

淵源之外、澳門文學的理論與思潮的流變，乃至於澳門作品 

中的創作母題、素材、觀念等，應該才是研究的重點問題，這實在有賴於

研究者把焦點放回澳門文學的文本身上。6
 

回歸之後，澳門在政治上雖然是實施本地化，但在文學研究的視野上

仍然停滯在中國宏大論述的觀點。這些千禧年之後的研究，還是重申「澳

門是中國的領土，澳門文學當然也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其意義與

香港文學、台灣文學相同對等」7的研究視野。或者，強調澳門文學與香港

文學一樣，同樣是隷屬於中國文學。然後將兩者互相比較，則提出香港文

                                                
5 劉登翰：〈論中華文化在澳門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澳門文學研討集──澳門

文學的歷史、現狀與發展》，頁 31。 
6 黃文輝：〈整體與具體──關於澳門文學研究的理論〉，《澳門文學研討集──澳門

文學的歷史、現狀與發展》，頁 255。 
7 周文彬：〈澳門文學的承傳與發展〉，《香港文學》第 89期，1992年，頁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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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顯得比較粗壯、豐碩的觀點。8因此，澳門的研究視野必須脫離上述傳統

研究的侷限，否則澳門文學便永遠掣肘在中國的視野之下。 

近年來，在「華人文學」的研究觀念裡，跨區域的研究視野，成為研

究區域文學本土性的重要研究角度，其著重討論文學的獨特性，讓澳門文

學的研究回到原生態。過去，在傳統的考量因素，早期的區域文學研究（area 

literature studies）不外是以作家的出生地，以及作品的內容為審定的準則，

即是鎖定在這個區域中的「住民」身分。9這主要是要認定作家必然受到鄉

土文化景觀的感染，從而建構起自我的文化心理結構，相信作家在經過區

域文化的影響後，也改變了其作品的內容。10然而，文學的發展並非單純由

地理環境決定的，雖然地理環境在一定條件下會影響文學的發展。11因此，

以作家的出生地為考察其是否屬於該區域的觀念，已經備受質疑。所以，

若要研究完整的澳門文學的發展，也必須考量澳門作家的出版、發表與其

他地區的交流活動的狀況，即將跨區域傳播的現象納入思考，方能清楚理

解澳門文學及文學出版市場的傳播歷程與內涵。 

可見，這是涉及作家的身分的問題。在澳門文學方面，對於作家身分

的判斷，主要是以出生地及作品的內容為標準。李鵬翥認為，澳門文學的

作家，主要分為兩種：一是堅持在澳門和後來定居澳門的新老作者，二為

                                                
8
 王劍叢：〈澳門文學發展的獨特足跡──兼與香港文學比較談〉，《澳門文學研討集

──澳門文學的歷史、現狀與發展》，頁 565。 
9 朱崇科：〈本土書寫——淺評楊松年《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南

洋商報》（2001年 12月 1日）。 
10 徐明德：〈區域文化與文學關係斷想〉，《區域文化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2003年），頁 181。 
11 陳慶元：〈區域文學與地理環境〉，《涪陵師專學報》1999年，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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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成長香港馳名的作家，可見李氏是以作家所處的地域來劃分。12鄭煒

明則依據五項標準批斷澳門作家的身分問題：一、土生土長，並長期居留

澳門的作者的作品；二、土生土長，但現已移居別地的作者的作品；三、

現居澳門的作者的作品，四、非土生土長，但曾經寄居澳門一段時日的作

者的作品；五、作者與澳門完全無關，但作品主題與澳門有關，那麼這類

作品也應列入澳門文學的範圍之內。13或者，澳門作家必須是「澳門人或者

是對澳門文學活動有眞誠的投入和一定的貢獻的人」，至於他們「可以是長

期定居本地，可以是只在本地求學或短期工作，甚至也可以是不住在本

地」。14綜上述所論，早期對於澳門作家的定義，還是過於膠著在其出生地

及內容的展現上，為澳門文學的研究範圍設定了侷限。 

後來，鄭煒明也開始反思，澳門作家與地理環境的關係及過程。他思

考了土生土長的澳門作家，如果離開了澳門，或者曾居住澳門的作家，但

非出生澳門的，到底是否可以納進澳門文學的範疇？另一方面，「澳門人口

流動性向來極大，如硬要突出只有土生土長才算是澳門文學的作者這一個

觀點，恐將與歷史事實與現實格格不入。」15其次，作家的出生為界定的標

準外，作品的內容也是考量的項目。韓牧就指出，澳門文學必須具有「澳

門特色」，而文學中的「澳門特色」，必定是以澳門的現實為背景。16但是，

                                                
12
 李鵬翥：〈澳門文學的過去、現在及將來〉，《澳門文學論集》，頁 106。 

13 鄭煒明：〈寫在「澳門文學座談會」之前〉，《澳門文學論集》，頁 285。 
14 張志和：〈澳門文學的百花向我們招手〉，《澳門文學論集》，頁 200。 
15 鄭煒明：〈十六世紀末至 1949 澳門的華文舊體文學概述〉，《澳門文學研討集──

澳門文學的歷史、現狀與發展》，頁 131。 
16 韓牧：〈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一九八四年三月廿九日在《澳門日報》主持「港

澳作家座談會」上的發言〉，《澳門文學論集》，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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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作品的內容為準則，就會出現「非澳門人可以寫澳門的故事」與「澳

門人也可以寫非澳門的故事」的情況發生。 

因此，以作品的書寫內容，判定其是否屬於「澳門文學」，依然引起討

論的爭議。17例如，土生土長的懿靈，撰寫了一部以香港為小說背景的作品，

它是否容許被界定爲澳門文學？這等同否定蕭紅在香港時期的創作貢獻。

同時，澳門作家的視野和懷抱應該是廣闊的。否則，如果澳門的創作者只

會書寫澳門，「那將是一種莫大的悲哀。」18
 

其實，澳門的文學研究，必須也放在跨區域的傳播角度，這樣才能讓

澳門的文學研究更為完整。如早期澳門的文學媒介，與香港的作家互動頻

繁，就像澳門小說的發展，長期也是依賴一些香港作家投稿而成。《澳門日

報》在六○年代始，分別邀請香港作家嚴家樹（陶奔），撰寫連載長篇小說

《關閘》， 以及作家高雄書寫的市井小說《江湖恩仇記》、《風塵人語》，還

有陳萃文、餘福崇、伊沙、書劍樓主等的武俠小說。除武俠小說外，通俗

世情的小說也以香港為寫作背景，如香港作家海辛、浩泉、潤園，以及八

○年代崛起的東瑞的作品，這些也是描寫香港的社會的小說，它們同樣都

在《澳門日報》的「小說」版進行連載。而澳門的作家魯茂，也在七○年

代初開始，連續創作了《星之夢》、《辮子姑娘》等小說，反映的都是港人

港事。19以及，澳門文學的出版，有部分是由香港或中國等地發行，如懿靈

的《流動島》是香港的詩坊出版、陶里的《等你在冬季》是由北京人民日

                                                
17 張志和：〈澳門文學的百花向我們招手〉，《澳門文學論集》，頁 200。 
18 鄭煒明：〈澳門文學研究史略〉，《千禧澳門文學研討集》，（澳門：澳門日報出版

社，2000年），頁 52。 
19 湯梅笑：《澳門敍事》（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2004年），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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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出版社出版，《澳門文學叢書》是澳門基金會與中國文聯出版社合作出

版。可見，澳門文學必須以跨區域的文學研究視角，才能反映澳門文學的

現實狀況。 

總括而言，澳門文學要建立地方性，以及在研究視角上走出中華文化

的宏大論述，必須深入瞭解澳門與其他地區的交流狀況。正如鄭煒明所說： 

 

傳統地以大陸爲華文文學的中心的一個中心論，及以大陸和台灣爲

主流的兩個中心論都將是過時的。依筆者看，中華文學或中國文學

的唯一正確的概念應是「一體多元」；研究廣義的中國文學必將包

括香港和澳門的作品；研究華文文學則應同等地重視港澳以至世界

各地以華文創作的作品。20
 

 

倘若港澳文學，能放在與中國文學等同的地位，從而觀察兩者之間的互動

性。再觀察它們與其他地區的文學交流的狀況，即從澳門作家的出版、文

學活動等的過程，進行一種跨區域傳播的現象作為思考與研究，我們方能

更清楚理解澳門文學的整體觀與文學內涵。 

 

 

二、澳門的文學交流 

 

                                                
20 鄭煒明：〈80年代至 90年代初的澳門華文文學〉，《澳門文學評論選》上冊（澳門：

澳門基金會出版社，1998年），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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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門文學座談會 

 

早在七○年代，澳門文學已經進行跨區域的文學活動。當時，《澳門日

報》率先邀請香港小說家阮朗，於澳門主持一連兩晚的文學講座。其後，

中華商會邀請香港作家李怡，與讀者分享怎樣閱讀文學作品。21
1985 年，

在澳門的第一套叢書《澳門文學創作叢書》出版後，東亞大學中文學會又

於 1986 年，主辦了「澳門文學座談會」。而出席座談會的主講人，分別有

來自香港的盧瑋鑾（小思）、韓牧、蘆荻、張志和、何紫，以及當時任教於

南朝鮮全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的李德超。澳門方面，有作家林中英、魯茂、

周桐等，他們在澳門文學的會議上，「有的人談過去，有的人談現在，有的

人談將來，內容不一而足，都很有意思。」22。 

而這次「澳門文學座談會」舉辦的目的，最重要的是，一、希望貫徹

我們的宗旨。推動中國文化在澳門的發展，爲澳門社會多做一些有意義的

事。二、我們認爲澳門是有文學的。三、這次座談會討論的對象，主要是

澳門華人的文學。至於非華人的文學，則不在討論之列。四、希望建立澳

門文學的形象。五、希望藉此吸引更多人參與澳門的文學活動。六、希望

由此開始發掘和整理澳門文學史料，並加以硏究。七、我們認爲澳門的現

代文學，必有繼承中國古典文學的地方。23其中，座談會主要討論了澳門文

學三大主題，它們包括區域文學的研究、作家與作品的界定、澳門文學形

                                                
21 陶里：《澳門短篇小說選》（澳門：澳門基金會出版社，1996年），頁 2。 
22 雲惟利：〈序〉，《澳門文學論集》，頁 1。 
23 鄭煒明：〈寫在「澳門文學座談會」之前〉，《澳門文學論集》，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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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建立。區域文學部分，由盧瑋鑾演說。她在〈區域文學資料的蒐集與

硏究〉裡，以蒐集香港文學資料的四大方向，提供澳門文學參考：資料來

源大槪可分爲下列四個方面：（一）報紙與期刋、（二）曾到香港的文化人

的作品、傳記、回憶錄、追悼文字、（三）口述資料、（四）近人對此時期

的硏究成果。而作家與作品的界定方面，則有韓牧、張志和、鄭煒明等人

的研究，他們同樣著重作家的出生地，與作品的內容是否屬於澳門為考量

的標準。 

至於，建立澳門文學形象的口號，則由已經定居香港的韓牧發言。1984

年，在《澳門日報》主辦的「港澳作家座談會」上，他發表了〈建立「澳

門文學」的形象〉，認為用華文寫作的文學，「除了中國大陸、台灣省，還

有散佈在世界各國，例如美國、英國、東南亞的華僑、華裔所寫的；新加

坡、馬來西亞這兩個國家，華文是官方承認的。之外，還有兩個地區：香

港和澳門。」24
1988 年，他又發表〈為「建立『澳門文學』的形象」再發

言〉一文，再次強調澳門文學形象的建立，其更高的目標是，「一批各具風

格的澳門作家，寫出各自的作品，合起來，在讀者腦中形成一個比較眞實

而全面的澳門的面貌。」25會議後，主編李鵬翥把論文結集成冊，由澳門文

化學會（即當時澳門文化司署）出版。從此，《澳門文學論集》成為澳門文

學研討集的濫觴。 

 

（二）澳門文學的歷史、現狀與發展研討會 

                                                
24 韓牧：〈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一九八四年三月廿九日在《澳門日報》主持「港

澳作家座談會」上的發言〉，《澳門文學評論選》上冊，頁 85。 
25 韓牧：〈為「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再發言〉，《澳門文學評論選》上冊，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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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澳門文學座談會」舉辦後，澳門文壇更積極與其他地區進行學術

交流，目的是為了在作品生產的基礎下，發展研究的討論規模。1995 年，

由澳門大學、澳門基金會、廣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學術研究》雜誌社和

廣東省博物館在廣州聯合舉辦了「澳門教育、文化的現狀與前瞻」學術研

討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國、香港及澳門的學者，而澳門的代表鄭煒明發表

了〈80 年代澳門的文學作品〉、程祥徽則說明瞭〈中文在澳門後過渡期〉。26
 

在 1997 年，澳門大學中文學院召開了「澳門文學的歷史、現狀與發展」

研討會。這次會議的目的，是為了「可以總結過去，開創未來，團結廣大

學者、作家和文學工作者，共同來創造澳門文學的燦爛的未來」。27而參與

這場發表會的研究者，分別有來自中國、香港與澳門當地的學者。中國方

面，有張振金、孫靜、古遠清、劉登翰、江弱水等，香港則有王偉明，而

澳門的學者，有鄭煒明、林中英、廖子馨、陶里、林玉鳳、莊文永、李觀

鼎等，討論的範圍包括現代詩、散文、小說、戲劇、文學批評等。 

在討論現代詩部分，有陶里的〈五月詩社成立前後和詩風特點簡介〉，

黃文輝的〈葦鳴：當代詩的風格〉等。小說方面，有林玉鳳〈寂然小的敍

事角度淺論〉、鄒家禮〈澳門小說的未來──一位小說作者的觀察〉等。散

文研究，則有張振金〈二十世紀的澳門散文〉、林中英〈從七星篇看澳門女

性寫作中的人生風景〉等。而討論澳門整體及傳播的論述，如劉登翰〈澳

門文學：歷史回響和現代新奏〉、王偉明〈澳門「離岸文學」的再思〉、林

                                                
26 張磊：《澳門教育、歷史與文化論文集》（廣州：學術研究雜誌出版社，1995年）。 
27 周禮杲：《澳門文學研討集──澳門文學的歷史、現狀與發展》序，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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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鳳、尹德剛〈澳門文學•大眾傳媒•新傳媒〉等。文學批評研究方面，則有

李觀鼎〈試談澳門文學批評的特色〉、古遠清〈澳門文學批評概況〉等。 

資深作家李鵬翥認為，九○年代以降的澳門社會走向多元。於是，「文

學創作流派不應局限，風格尤宜多樣，在發展中求同存異，相互包容。」28

而楊匡漢指出，這次研討會討論的議題繁多，共有十一個項目：澳門文學

的定位和文化身份、澳門地區文學和中國文化／文學的關係、澳門文學的

本土性和當代性、澳門文學與香港文學的比較研究、澳門文學中的「舊體

詩文」「土生葡人文學」等特殊現象、澳門文學的藝術追求、澳門文學中的

作家作品個案評析、澳門文學中的文學批評、澳門文學的歷史回顧和現實

流變、澳門文學的社團風貌、澳門文學發展的前瞻。29
 

可見，本次的會議，與「澳門文學座談會」比較之下，一是加強跨「文

化研究」，有「進」有「出」；二是加強「文化相對論研究」，其核心乃尊重

差別；三是加強「主位研究」，避開以「他言」的角度論述澳門文學，而是

設身處地，並體現出研究的主體性。30總之，此時期的澳門文學研究，開始

從宏觀的論述，到微觀的討論，如黃文輝在〈葦鳴：當代詩的風格〉裡，

視角回到葦鳴的詩學內容，探討其在澳門現代詩的影響與特色，又像林玉

鳳陳述〈寂然小的敍事角度淺論〉時，以小說理論的架構研究寂然的敍事

實驗，這也是澳門文學建立地方性的重要步履。 

                                                
28 李鵬翥：〈後序：澳門文學邊緣人的絮語──寫於「澳門文學的歷史、現狀與發展」

學術研討會後〉，《澳門文學研討集─ ─ 澳門文學的歷史、現狀與發展》，頁 596。 
29 楊匡漢：〈給澳門文學一顆奔騰的心──在學術研討會閉幕式上的講演〉，《澳門文

學研討集─ ─ 澳門文學的歷史、現狀與發展》，頁 583。 
30 同前註，頁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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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禧澳門文學研討會 

 

澳門回歸後，於 2000 年由澳門基金會與澳門筆匯合辦了「千禧澳門文

學研討會」。澳門基金會主席吳志良以「立足本土，放眼全球」為宗旨，對

澳門文學的未來，提出幾項要點：首先，「強調地方特色和個性化的同時，

我們不能迴避資訊時代下與日俱增的全球化問題」其次，特別是澳門的青

年作家，當以澳門為寫作背景時，既「要有創新思維和精神」和「對澳門

深厚的歷史文化底蘊有客觀、 理性的透徹認識」再次，澳門的文學團體，

一方面必須「繁榮文學創作及其出版」，促進澳門文學的作者和讀者的成

長，另一方面，也要「主動積極地開展對外交流活動，開闊作家的視野，

擴大作品的影響。」31
 

本次的會議，與九八年的「澳門文學的歷史、現狀與發展」的研討會

相較之下，參與討論的學者主要以來自中國與澳門的研究者。中國方面，

有饒芃子、劉登翰、陳遼、盛英、範培松、朱雙一、江少川、蔡江珍等，

澳門則有黃文輝、鄭煒明、譚美玲等。而在討論的主題上，共分四個專場：

澳門文學研究專場、新詩專場、散文專場、小說專場。 

在澳門文學研究專場裡，有李觀鼎的〈綜述澳門文學批評與創作〉、鄭

煒明〈澳門文學研究史〉等，從宏觀的角度作耙梳澳門文學的發展歷史。

新詩研究則有陳遼〈新詩。現代詩。新現代詩──論澳門新詩的發展軌跡〉、

                                                
31 吳志良：〈立足本土，放眼全球──「千禧澳門文學研討會」開幕詞〉，《千禧澳門

文學研討集》，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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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輝〈從非政治學角度研究懿靈的詩〉，從整體澳門的詩學討論，到詩人

個體的美學論述。散文專場，則有範培松的〈澳門女散文家述評〉、蔡江珍

〈報紙副刊與澳門散文〉等，除了綜論之外，還以文學傳播的角度詮釋散

文的狀況。小說方面，江少川〈「後設」、「聚焦」與生活原生態──初讀寂

然〉、朱雙一〈走向多樣化格局的澳門小說創作〉等，學者開始以後設小說

的理論概念，作為研究澳門小說的方法論。 

 

（四）其他文學交流活動 

 

另外，「澳門筆會」與「五月詩社」，與中國、香港地區也積極進行文

學交流。前者如在 1992 年，該會邀請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饒芃子教授來澳

演講，會議在《澳門日報》的會講廳舉行。她以「我看澳門文學」爲主題，

除了對澳門文學的成就肯定外，並提出未來的發展問題。同年，澳門筆會

與香港作家協會進行交流。當時的澳門筆會副會長李鵬翥與香港作家協會

朱蓮芬，共同希望港澳作家日後仍然保持互動與聯繫。在會議上，李鵬翥

也為香港作家介紹《澳門筆滙》，企圖增加澳門文學傳播的效率。32
 

而「五月詩社」方面，在 1994 年與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聯合舉辦了

「九四澳粵詩歌走向」研討會。會議的內容主要是涉及「當代華文新詩的

發展路向，以及對澳門當代新詩狀況和對詩人、詩作的評論。」33而出席會

議的澳門詩人有李觀鼎、黃曉峰、莊文永、劉月蓮、鄭卓立、馮剛毅、王

                                                
32 詳見〈澳門筆會活動記〉，《澳門筆匯》第 5期，1992年，頁 126-133。 
33 莊文永：〈當今新詩現狀的幾點思考——「九四澳粵詩歌走向」研討會側記〉，《澳

門現代詩刊》第 8期，1995年，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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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等，他們各自對澳門當前新詩狀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澳門方面，有莊文永的〈八十年代澳門新詩興起的時代文化背景〉、黃

曉峰〈澳門文學的預産期和現代詩的妊娠反應〉、陶里〈華文詩歌的整合、

發展和外文譯本概述〉等。而中國方面，有翁光宇〈純情綺夢、少年情懷——

《澳門新生代詩鈔》讀後〉、黃耀華〈高戈詩歌的文化巡禮——讀《夢回情

天》〉、王天權〈行吟者的風景線——高戈《感覺的雕刻》印象〉等。可見，

論述中有宏觀角度，也有微觀的文本分析。於是，莊文永認為，本次與廣

州作詩學的交流，正如暨南大學教授饒芃子在閉幕時所指出：「澳門應該作

爲一種邊緣文化來研究。澳門新詩應該立足澳門，走出澳門，紮根澳門，

充分發揮邊緣文化的優勢和獨特的文化景觀，來發展和繁榮詩歌創作。」34
 

其他澳門作家，也有參加各地舉辦的華文文學研討活動。如 1990 年，

葦鳴參加在曼谷舉行的第四屆亞洲華文作家協會筆會。1992 年，懿靈出席

在臺北舉行的世界華文作家協會成立大會。1994 年，黃曉峰出席在香港舉

行的「中華文學的現在和未來兩岸暨港澳文學交流研討會」。1995 年，陶里

到里斯本參加科英布拉大學的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1996 年，到北京參加

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可見，澳門文學開始邁步走向世界。

2012 年，澳門作家廖子馨、李展鵬等赴臺灣參加臺北國際書展，該書展單

位更以「金光大道上的蓮花──你所不知道的澳門文學」座談會為推廣澳

門文學的宣傳口號。同年，詩人袁紹珊也應邀參與臺北詩歌節的活動等。 

 

 

                                                
3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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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文學發表到文學出版 

 

 

其實，早在五、六○年代，澳門的作品出現在香港文學刊物的時候開

始，澳門的跨區域傳播已經進行。然而，當時的澳門文學傳播不發達，於

是澳門作家必須依附報紙副刊，以及香港的文學刊物。八○年代後，澳門

文學逐漸從發表，走向文學出版。此時候，澳門作家也與香港的出版社合

作，為個人出版著作。在回歸前後，澳門的文學傳播機構也把文學出版的

市場發展至中國地區。這無疑也為澳門文學傳播至更為廣濶的疆界。 

 

（一）澳門作家的文學發表 

 

澳門與香港有著地緣的關係，而香港也是澳門文學的發表園地。五、

六○年代澳門文學的傳播媒介不發達，只有《澳門日報》的文藝副刊最具

有規模。此時期，澳門部分詩人投稿至香港的文學期刊，如現實主義的澳

門詩人雪山草，在 1959 年發表新詩〈採茶姑娘的詩〉，他是首位出現在《文

藝世紀》的澳門詩人。而李丹也在該刊物發表新詩。其次，汪浩瀚與江思

揚，他們分別在《當代文藝》、《學生叢書》、《文藝世紀》、《海洋文藝》、《香

港文學》等發表作品。同時，兩位詩人也受到香港的現代詩影響。汪浩瀚

的作品有著香港寫實詩人何達的風格，35而江思揚則受到中國寫實詩人郭小

                                                
35 陶里：〈汪浩瀚要純要美〉，《從作品談澳門作家》（澳門：澳門基金會出版社，1996

年），頁 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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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李瑛、賀敬之的影響，以及香港詩人何達、舒巷城的作品感染。36
 

其中，除了汪浩瀚與江思揚外，澳門詩人劉照明和鄭章源，也曾投稿

到香港的《文藝世紀》。該刊物創刊於 1957 年，直到 1969 年才停刊，其對

於港澳及東南亞華文文學頗具影響。這時候，澳門現代詩也開始擺脫寫實

主義的表現手法，並趨向浪漫或現代主義，如汪浩瀚的〈窗〉、劉照明的〈燈

塔〉、〈山雨〉、馮華鈴的〈童話頌〉等。當時，陶里仍身處越南，但已經把

作品發表在《文藝世紀》。他只在該刊會發表了兩、三年，並引起香港詩人

陶融（何達）的注意。而何達也寫了〈評陶里的詩〉發表於在《文藝世紀》。

《文藝世紀》停刊之後，1965 年《當代文藝》創刊，由徐速主編。陶里也

在《當代文藝》投稿，內容有詩、有散文，但是以小說爲主。37在七○年代

初期，積極在《當代文藝》發表小說的澳門作家，還有劍瑩。 

他曾在印度支那半島從事華文中等學校行政、貿易公司及電影院經理

等工作數十年，足跡遍及越南、柬埔寨、老撾、泰國，直到七○年代末才

定居澳門。在居住澳門以前，陶里短暫住在香港。他把在越南時期寫的作

品，如〈高原懷想曲〉、〈短歌集〉、〈海景〉、〈我在海邊〉等結集成冊，於

1987 年由香港華南圖書文化中心出版，即是陶里的首本詩集《紫風書》。而

在定居澳門後，詩人仍繼續在《香港文學》、《詩雙月刊》、《呼吸詩刊》等

刊物發表作品。 

另外，1968 年，小說家周桐於香港文學刊物初次啼聲。她回憶的說，「當

時剛好放下書包，有一股創作熱誠，但覺得澳門太小，如寫到澳門的報章，

                                                
36 陶里：〈江思揚要掀起藍色的洶湧〉，《從作品談澳門作家》，頁 6-10。 
37 凌鈍：〈澳門離岸文學：代序〉，《澳門離岸文學拾遺》上冊（澳門：澳門基金會出

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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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獲刊登，讓熟人知道了，面子過不去。因此，我的第一篇作品是投到香

港《新晚報》去的。」38其他澳門作家如李心言也在六○年代初期投稿到香

港的《文藝世紀》。總括六、七○年代澳門作家經常投稿的香港刊物，大概

以《文藝世紀》、《海洋文藝》、《伴侶》和《當代文藝》為主，但此四份期

刊已經停刊。39
 

實際上，港澳兩地的文學傳播，直到八○年代還是一直持續著。如中

生代澳門作家梯亞的作品，大部分都在香港發表，如〈第八天的早晨〉、〈論

《一個關於命運「或者自殺」的格言》〉、〈新身分證〉是發表在《香港文學》

的刊物。〈偶然，偶然〉則是刊登在《詩雙月刊》、〈有題〉是出現在《星島

晚報‧大會堂》等，內容有小說、散文及現代詩。又像詩人葦鳴的詩作，

主要都是發表在香港，如〈傳說：山致海的遺書〉、〈對話〉、〈鏡之海〉等

發表在《香港文學》，〈深夜寄語〉刊登在《當代詩壇》，〈不是〉、〈個人詩

觀〉則出現在《詩雙月刊》，〈悼亡，丙戌三月十五晨代妻玉瑩作〉發表在

《詩網絡》等等。懿靈的現代詩，也曾發表在香港的詩刊，如〈住宅區街

景錄影〉、〈現代愛情故事〉、〈關於蕃茄、雞蛋和黑髮乳的市場調查分析〉，

都是刊登在《詩雙月刊》、〈Macao, Macau〉則出現在《詩網絡》等。詩人

黃文輝的〈又五年〉在《詩雙月刊》，〈ICQ 抒情詩〉則在《香港文學》等。

王和的詩，如〈神話小城〉、〈過法院〉等在《詩雙月刊》、〈過十字門〉則

在《香港文學》等等。其他澳門詩人如淘空了的〈荒草小箭〉、吳國昌〈少

婦心事〉、雲惟利的〈明天是熱的〉、凌楚楓的〈舞墨〉等，都是發表在香

                                                
38 周桐：〈我的小說創作歷程〉，《澳門文學論集》，頁 34。 
39 凌鈍：〈澳門離岸文學：代序〉，《澳門離岸文學拾遺》上冊，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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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詩雙月刊》。總括而言，港澳之間的跨區域傳播，若以發表的作品來

看，文類是以現代詩為主，其他的散文、小說、文學評論也有其蹤跡。並

且，香港除了是澳門文學的發表園地，也是文學出版的傳播場域。 

另一方面，澳門作家的文學作品，也被收錄在其他地區的文學刊物，

這也是澳門文學的重要傳播管道。中國方面，由袁鷹、曾敏之主編的《海

天•歲月•人生》裡，收錄有：李成俊、李鵬翥、陶里、柳惠的作品。臺灣方

面，向明主編的《七十九年詩選》，收錄有懿靈的〈有題——書蟲的存在究

竟是爲建設還是爲破壊呢？〉、〈我們遺失了所有的臉〉、〈進化狂想曲〉及

〈血色胡同〉四首現代詩。而簡政珍主編的《創世紀》第 100 期裡，在「創

世紀四十年詩創作獎特輯」中，收錄了葦鳴的〈祭〉、〈述懐三語〉、〈不是〉

三首作品，以及袁紹珊的詩集《Wonderland》（臺北：遠景出版社，2011 年）。

香港則有劉以鬯主編的《香港作聯作品集》，該書收錄葦鳴、謝雨凝、韓牧、

梁荔玲等的作品。  

 

（二）澳門作家的文學出版 

 

1. 香港地區的出版 

 

1984 年，詩人韓牧倡議澳門文學，必須建立自我的文學形象。同時，

他提出未來的澳門文學，必須朝向三大方向，作為發展的目標：一是出版

年度文選；二則舉辦文學奬；三是發展兒童文學。包括成人寫給兒童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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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或者是兒童的寫作。因為發展兒童文學，也就是培養文藝的接班人。40

其後，澳門文學的發展，的確實踐了這三大宗旨。首先，在出版年度文選

方面，如澳門基金會出版的《澳門散文選》、《澳門新詩選》、《澳門短篇小

說選》、《2011 澳門文學作品選》（新詩／現代詩、散文、小說、戲劇）等，

其次，澳門筆會也有舉辦澳門文學奬，鼓勵了不少澳門的年青作家。再者，

兒童文學的部分，林中英的《愛心樹》即為代表，這是由於她長期在報紙

的文藝副刊上，撰寫「七星篇」及「美麗街」的專欄，對於女性及兒童的

問題，有比較深入的瞭解。 

但是，這種澳門文學發展的脈絡，是比較偏向澳門本地的走向範圍。

至於，澳門與其他地區的跨區域傳播，應該也要納入為研究澳門文學的方

法，以及這也是澳門文學的未來發展取向。在澳門文學形象口號發出之前，

在六○年代伊始，澳門詩人汪浩瀚、江思揚，以及後來定居澳門的陶里等，

他們就具有投稿香港文學刊物的經驗，也為港澳兩地的文學傳播建起了橋

樑。 

所以，在澳門作家於香港刊物發表的基礎下，文學出版也出現跨區域

的情況。現代詩方面，有陶里的《紫風書》（香港：華南圖書文化中心，1987）、

葦鳴的《黑色的沙與等待》（香港：華南圖書文化中心，1988）、《血門外無

血的沉思》（香港：詩坊 1991）、懿靈《流動島》（香港：詩坊，1990），以

及袁紹珊的詩集《太平盛世的形上流亡》（香港：Kubrick 出版社，2008 年）

等。散文方面，則有李鵬翥《澳門古今》（香港：三聯書店與澳門星光出版

                                                
40 韓牧：〈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一九八四年三月廿九日在《澳門日報》主持「港

澳作家座談會」上的發言〉，《澳門文學評論選》上冊，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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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聯合出版）、梁荔玲的《風鈴下》（香港：香江出版社，1988）、《梁荔玲

隨筆》（香港：天龍書業藝術公司）等。小說部分，有張錚《萬木春》（香

港：朝陽出版社，1976），這部小說是描寫澳門製造炮竹工人的苦難生活，

也是首部以單行本的形式發行的小說，具有濃鬱的澳門本土氣息。41又有林

中英《愛心樹》（香港：綠洲出版公司，1985）、《雲和月》（香港綠洲出版

公司，1987）、《張樂上太空》（香港：綠洲出版社，1987）、《眼色朦朧》（香

港：獲益出版社，1996）、梁荔玲《今夜沒有兩》（香港：天龍書業藝術公

司）、陶里《百慕她的誘惑》（香港：獲益出版社，1996）等。文學評論方

面，則有陶里的《水湄集》（香港：獲益出版社，1997）等。 

 

2. 中國地區的出版 

 

澳門與中國的文學傳播的互動，可以以回歸前後的時期為分水嶺。在

回歸之前，中國雖然與澳門的報紙機構、文學社團等已經開始進行文學的

交流，但在出版方面，直到 1999 年，中國出版澳門文學的著作才正式風行。

八○年代後，澳門文壇對於建立文學形象有所自覺，除了澳門當地逐漸發

展文學的出版事業外，香港與中國也以行動作為支持。 

在中國方面，有陶里的《靜寂的延續》（北京：中國友誼出版，1985）、

《春風誤》（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黃曉峰編《神往——澳門

現代抒情討選》（廣州：花城出版社，1988）、吳志良的《葡萄牙印象》（北

                                                
41 凌鈍：〈澳門離岸文學：代序〉，《澳門離岸文學拾遺》上冊（澳門：澳門基金會出

版社，1996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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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3）等。回歸之後，澳門與中國的文學傳播日益

頻繁，如陶里的《等你在冬季》（北京：人民日報，1999）、陶里、寂然、

桂漢標編《天涯共此時──澳門韶關五月詩社詩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

出版社，1999）、陶里等著《水湄文語》（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

林玉鳳《咖啡檔》（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凌鈍《你一定要來澳

門》（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李觀鼎《論澳門現代文學批評》（北

京：作家出版社，2002）等。 

在回歸前一年，即 1998 年，澳門基金會與中國友誼出版社共同出版了

一套「九九澳門回家書系」的著作，共有七冊。它們分別是《澳門總覽》、

《澳門法律》、《澳門政制》、《澳門風物志》、《澳門現代文學作品選》、《澳

門郵話》、《澳門——東西交匯第一門》。其中，唐思的《澳門風物志》與陶

里、林中英、鄭煒明編的《澳門現代文學作品選》是與澳門文學有所關連，

其他還是以澳門的文化為出版對象。《澳門風物志》的書寫是以「澳門名勝

古跡、文物珍寶、歷史掌故、民情風俗、街道沿革、動植物」等內容的敍

事及抒情的散文。《澳門現代文學作品選》則是分為短篇小說、散文和詩歌

三大部分，內容有「澳門半島生活在他們心中的投影，也有在島外旅途中

的感受和遠去故土歲月中的記憶。」42所以，該書是澳門即將回歸中國時，

對澳門文學的檢閱和回顧。 

直到澳門回歸那年，中國為澳門文學出版一套目前最大規模的叢書

──《澳門文學叢書》，這可謂擴展了自 1985 年澳門東亞大學中文學會編

                                                
42 陶里、林中英、鄭煒明編：《澳門現代文學作品選》（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1998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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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的《澳門文學創作叢書》。過去，澳門文學著作的出版，主要是以概論或

選集的形式發行。而以叢書付梓的，則以澳門基金會和北京的中國文聯出

版社所出版的《澳門文學叢書》為代表。該套書共有二十一冊，內容分為

小說、散文、現代詩、文學評論和青年文學作品選，共五大部分。 

這套叢書的另一出版者是澳門基金會。該會作為澳門推動與補助文教

活動的政府機構，在回歸之前其已經積極出版澳門文化系列的著作。基金

會會走向文學出版的發展，源於吳志良的領導與推動，讓澳門基金會出版

了一系列華文學術性書籍。並且，他特別在澳門回歸的前夕，他主動與中

國文聯出版社合作，進而推出《澳門文學叢書》。吳志良在編導澳門文學的

出版時，長期堅持必須打破澳門是文化沙漠的觀念： 

 

澳門很小。放眼世界，我們沒有甚麼可以自負，但也不必自卑。澳

門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和傳統，澳門人有自己的人文關懷和獨特的濠

江情懷，在澳門人口和社會結構趨向穩定的今天，我們應該也更具

條件來充分表現我們的能力和信心，自強不息，努力建立一個更具

澳門特色的文學形象和文化意識，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明天。43
 

 

所以，他希望能透過與中國的合作，推出一套具有廣大規模的文學叢書，

目的是為了澳門更具有地方性的特色，與發揮繼承建立澳門文學形象的精

神。這樣，該套書的出現，讓澳門文學比起過去，更能比較完整把澳門文

學的形象傳播到中國。陶里指出，在編輯的過程中，的確是十分倉促： 

                                                
43《澳門筆匯》第 12期，1998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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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選和作品並沒有刻意的安排，但從作者的角度來看，有了老中青

三代人，從作品來看，每一類作品都有一個年輕作家，像小說界的

寂然、散文界的穆欣欣、現代詩界的林玉鳳和評論界的廖子馨。44
 

 

雖然，陶里指出，這套叢書的編排並沒有刻意的規劃。但我們可以從這二

十一冊的著作來看，它們分別是寂然的《月黑風高》、流星子《生命劇場》、

魯茂《白狼》、丁楠《次等聰明》、林中英《自己的屋子》、葦鳴《自我審查》、

林玉鳳《忘了》、廖子馨《我看澳門文學》、江道蓮《長衫》、陶里《馬交石》、

周桐《晚晴》、馮剛毅《馮剛毅詩詞選》、淘空了《黃昏的再版畫》、凌稜《愛

在紅塵》、方欣《愛你一萬年》、黃文輝、林玉鳳、鄒家禮《澳門青年文學

作品選》、唐思《澳門風物志》、穆欣欣《戲筆天地間》、李鵬翥《濠江文譚

新編》、李觀鼎《邊鼓集》。 

可見，澳門文學叢書的編排，還是可以看到其用心，而且是希望能顧

及澳門文學的整體部分。在內容上，既有現代詩、散文、小說、文學批評、

古典詩詞、土生文學、地誌書寫等。同時，每項文類也是尋找這方面的專

長作家來負責。在作者方面，有資深的、中生代的、以及新生代的。在這

部叢書出現以後，澳門文學的形象漸有其結構，文學的典範也得以被確立。 

長期以來，澳門文學始終處於模糊的地帶，似乎沒有真正獨立的澳門

文學。因為，在過去其不是被視為香港文學的附庸，就是被中國的宏大論

                                                
44 陶里：〈澳門文學叢書概說〉，《澳門文學叢書》（北京：中國文聯出版社，1999年），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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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所淹沒。45另外，早期進行研究澳門文學的工作，可謂是相當困難，這是

因為資料的蒐集方面，缺乏完善的整理。陶里在該叢書的序言認為，到了

八○年代才有所改善： 

 

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星光出版社、澳門日報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澳門筆會、五月詩社、寫作學會、中國語文學會、澳門中華詩詞學

會以及作家個人在他人的贊助底下，紛紛出版各種類型的書籍，豐

富澳門的文化生活，澳門文學作品也因此而保存下來。46
 

 

所以，澳門既不是文化沙漠，也不是缺乏其他地區的關注。雖然，在文學

傳播的場域角度觀看，由於在澳門發展純文藝刊物實在困難，所以導致澳

門作家必須依附《澳門日報》和香港的文學刊物。而這種依附關係，又為

「澳門培養新作家的比較好的途徑，澳門的一些作家就是為澳門報紙副刊

寫文章寫出名堂來的。」但是，這也會造成「作品的流派風格、立場傾向、

篇幅長短等等都受到編者水平、報館立場、版面度量的制約。」因此，澳

門的自費出版，也相繼崛起，如懿靈的《集體死亡》、《集體遊戲》。這是因

為在澳門有著侷限的文學傳播的場域中，女詩人的個性無法妥協其中。她

總是「不依附任何現成的概念， 總要有自己的看法，也總能有自己的看法。」

47但是，也由於懿靈對於現代詩的看法和概念，比起其他詩人是有所不同，

                                                
45 李觀鼎，《論澳門現代文學批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年），頁 11。 
46 陶里，〈澳門文學叢書概說〉，《澳門文學叢書》（北京：中國文聯出版社，1999年），

頁 12。 
47 陶里，〈澳門文學再觀察〉，《香港文學》第 175期，1999年，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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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也讓澳門現代詩學，發展另一種書寫的流域，以及為澳門文學，拓展

另一種多元的風格。 

 

 

四、結論 

 

 

八○年代的澳門文學，在經濟的外在因素，以及文學的內在變動，在

文學傳播的助展下，澳門文學更能展開文學地方性的形象。同時，跨區域

的傳播視角，除了突破傳統區域文學的研究限制外，也能讓澳門文學擺脫

長期以中國文學為母體的研究論述的觀點。實際上，這種視中華文化為澳

門文學的主導論說，澳門的研究者也是普遍認同，以及作為觀察澳門文學

的方法。所以，宏大論述的研究觀點，長期造成澳門文學在華文文學的領

域裡，處於邊陲的位置。 

當然，中國文學對於澳門的文學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但作為針對

澳門文學的研究，理應以另一種嶄新的眼光加以詮釋。澳門曾受葡萄牙殖

民，是一座有獨特的歷史和文化背景的城市。同時，澳門地方不大，經常

與中國、香港及台灣等地進行文學交流，這些都是研究澳門文學相當重要

的線索。 

報紙副刊的文學傳播，早在五○年代已是重要的媒介。1983 年《澳門

日報》設有純文學副刊「鏡海」，為澳門文學批評建立了良好的基礎。同時，

文學社群在澳門也相繼成立，1987 年「澳門筆會」創辦，《澳門筆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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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澳門第一個綜合性文學刊物。1988 年，由陶里、江思揚等人組成「五月

詩社」，隔年便出版成員合集《五月詩侶》和文學刊物《澳門現代詩刊》，

以及為成員推出個人詩集。 

同時，這些文學傳播的機構，與其他地區也進行密切的來往。如 1986

年，東亞大學中文學會主辦了「澳門文學座談會」、1997 年，澳門大學中文

學院又召開了「澳門文學的歷史、現狀與發展」研討會、2000 年由澳門基

金會與澳門筆會共同合辦了「千禧澳門文學研討會」。另一方面，澳門的文

學出版也呈現跨區域現象。如澳門作家也曾在香港的刊物發表，以及委託

香港出版文學著作，像陶里的《紫風書》、葦鳴的《黑色的沙與等待》、《血

門外無血的沉思》、懿靈《流動島》等。澳門回歸那年，澳門基金會與中國

文聯出版社合作，共同出版了《澳門文學叢書》二十一冊，可謂擴展了在

1985 年由澳門東亞大學中文學會編選的《澳門文學創作叢書》的規模。因

此，澳門的跨區域傳播的痕跡，可謂是研究澳門文學的文本之外，另一種

重要的研究視角，也是拓展了澳門文學在華文文學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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