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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澳门史的文学再现

序《吕程澳门文集》九卷本
——

在澳门社会各界热烈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美好
日子里，
《吕程澳门文集》九卷本
就要出版了，这是吕程先生几十
年书写澳门的心血结集，也是澳
门文学向建党百年献上的一份贺
礼。吕程先生笔耕不辍，以文学
形式再现澳门近现代历史人物
与事件，歌颂澳门人的家国情怀
和 爱 国 主 义 精 神 ，令 人 欣 佩 ，令
人感动，我谨代表澳门基金会向
吕程先生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
的感谢。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澳门影
视制作中心主席、澳门影视出版
中 心 主 席 吕 程（吕 乃 国）先 生 的
《吕程澳门文集》九卷本，全部都
是讴歌澳门历史的风云人物，
讴歌
香山文化中流砥柱人物：孙中山、
郑观应、杨鹤龄、何贤、何正平、崔
德胜、马万祺、何鸿燊、霍英东、容
闳、陈芳、唐昭仪、容国团等。这
部《吕程澳门文集》九卷本，是澳
门的一曲英雄谱，更是一部比较
□
完整的文化记录、文化史诗，形象
地反映了澳门与祖国同命运、共
呼吸的真实面貌。
习近平主席说过，文化是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澳门
有今天的发展进步，正因为她在
风雨中坚定守住了这个灵魂。澳
门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文化
中西并举、古今同在，也是澳门最
有价值之处，是繁荣稳定的压舱
石。全方位大力发展澳门文化，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也势在必行。
吕程先生一直致力于挖掘澳门历史题材进行文学创
作，一直致力于传播小城的真善美，一直致力于宣传澳门，
讴歌澳门，充实丰满澳门的文化形象。早在 1986 年 10 月，
吕程调来《珠海特区报》的第二年，就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
《微笑的力量》，荣获澳门《大众报》征文奖。1996 年 4 月 28
日，吕程的《澳门诗页》大篇幅全文发表在《珠海特区报》。
此后又有更多的澳门题材小说、澳门题材诗歌、澳门题材剧
本面世，
《路环岛》
《黑沙湾》
《风顺堂街》
《水坑尾》
《白鸽巢》
《望厦山不会忘记》
《澳门的桥》
《澳门王》
《澳门学童》
《古船》
《莲花的笑声》
《澳门凯歌》
《从澳门离家到澳门归来》等作品
陆续发表在《作品》
《诗潮》
《诗刊》
《辽阳诗选》
《珠海影视》
《澳门影视》
《珠海文学》
《中国作家》等报刊杂志上。
最为突出的是，吕 程 九 场 话 剧《中 山 井》
（又 名《澳 门
井》），发表在《中国作家》2017 年 1 月号上，占篇幅 22 页，
以澳门剧纪念孙中山诞辰 150 周年，为澳 门 增光添彩，为
推广澳门、宣传澳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长期以来，澳门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动澳门文化建设，
吕程先生也一直与澳门基金会保持密切合作。早年的九场
话剧《竹仙洞》和近年的《澳门三部曲》
《澳门之歌》等多部文
学作品，都得到澳门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出版《吕程澳门文
集》九卷本之际，我们深感荣幸应约为之作序，祝愿吕程先
生佳作不断，为澳门文学、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文建设作出更
多的贡献。

华文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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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是中国人的记忆，也是近代中国的文化符号，在深入探讨和
客观反思的同时，更应注意五四运动开创的新思维、新事业和
新方向。

研究作品，灼见名家

一个截面：
一个截面
：
香港文学创作的丰沛与精彩
□凌

逾

陆婵映

吴志良

近年来的香港文坛，文学创作持续展现爆发力，新人辈
出，更可见多位久违的作家推出新作，多世代同台，围绕香港
故事，精彩纷呈。
五四运动迄今已逾百年，回望五四文学，以整
体的、辩证的、历史的眼光来审思香港现代文学传统，是香港
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
香港文学是一座富矿，期待香港文学能
与湾区文学建立一种对话，
摸索出新时代的文学。
回顾香港文学，收获与经验并存，欣喜与遗憾同在。本文
以 2019 年出版的香港文学作品专著和论文为基础，从文学创
作、研究评论、文学活动、文化政策四个方面进行梳理，重点介
绍纪念五四百年和陶然逝世等重大文化事件，试图勾勒香港
文学的年度画像。
面对大量精彩的作品，笔者仅能以一隅之视
角观察，无法完整爬梳，必有诸多遗漏，期望能引起读者探阅
更多香港优秀文学作品的兴趣，一窥香港文学创作的丰沛动
能与精彩表现。

平凡故事，追忆我城
深入香港这座城市的生活之中，看一看香港人的平凡故
事，或许更能读懂人心的大势所趋，更能感受历史的向阳而
生。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这是香港作家作品的意义。世
人多将水泥森林、快节奏、高竞争的香港视为冰冷城市，但
是香港作家作品却让我们看到香港温情的一面。2019 年，香
港作家大部分创作，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都能体现
对香港故事的深度思考、以文学留住记忆中的香港的创作
姿态。
先看小说创作。
《命子》是董启章长篇小说创作的一大
突破，书名取自陶渊明的同名长诗，以一个父亲的角度，进入
存在或不存在的儿女的人生。
《我的世纪》是许荣辉从个人的
经历出发对香港的平民生活与时代变迁所作的个体叙述，作
者以真实的笔触勾勒一幅幅历史画面，一如香港社会的老照
片，展现出 1960 年代以来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与历史嬗变，
这部饱含旧时记忆与情感体验的作品集，无疑是一部个人的
香港史。
《来娣的命根》是王良和的第三本小说集，作者从一个
人疯癫的过程开展小说考古，深入个体记忆、情感世界、人生
际遇，从中发掘历史，窥探人性，透视文化，思考本土与国族的
关系、人和地的命运。
香港散文是寻常巷陌的笑声泪影，可深可浅，随心随兴，
老少咸宜。
《卢玮銮文编年选辑》经许迪锵编纂，由三联书店
（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为助读者了解作品背景及当中的人事
旨趣，编者在其中加入相关新闻记录，所以这本书既是一部半
自传式的记录，也是具历史性的实录。读其文，仿佛与卢玮銮
一起走过 60 多年香江岁月。
《香港文学散步》年度的第三次修
订本出版，其中添加大量文章图片，以新的角度使读者在漫行
中认识当年香港的社会面貌，从而发现今昔的互动。
西西在本
年度产量颇丰，
《看小说》是她的读书笔记，西西说自己不会写
文评，但作家们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
比起艰涩的评论语
言，西西的文字更平易近人，但字里行间也不时看见她的尖锐
批评。
《我的玩具》是西西多年玩具专栏的结集，是一本谈玩物
的书。
在电子游戏盛行的年代，重拾这些精致而朴实的玩具也
不错。周洁茹的《在香港》集故乡、香港、写作、问答四辑，触及
美食、异乡、风物等。作为一个从内地到国外最后又到香港定

居的写作者，周洁茹笔下的生活五味陈杂，她以文学审美的视
角，
观望自己的生活轨迹，
饱含丰富的女性私人化体验。
诗歌方面，本年度出版的《西西诗集》是西西创作 40 年大
成（1959—1999）的合集，涵盖她在不同时代的感触、观察、经
验与体会。西西或谐或庄的诗歌道出了这个城市及其居民的
品格，证明了一个城市的故事不必是宏大的叙述，也可以是表
面琐碎的絮语、寓言或者童话。
《昨夜风未冷：马觉诗选三集》
是马觉出版的第四本诗集，虽然本书未能赶及在诗人生前出
版，但所有篇章除了“补遗”一节，均由诗人生前编列，读者可
以从此诗集看到诗人一生的思想与情感历程。陈德锦多年来
从事新诗、散文、小说创作，并曾于岭南大学中文系、浸会大学
国际学院任教文学创作课程，
《有情风景》选入诗作 50 余首，
多用偶然触及的事态为叙述，以一隅之景或一时之感导引全
篇。2010 年出版第一本诗集《长镜头》后，香港本地诗人周汉
辉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光隐于尘》，周汉辉喜爱以长镜头凝视
生活的周遭，用冷静的笔锋触及香港市民的点点滴滴。
这些都
是这一阶段香港诗坛的重要收获。

陶然是香港文学建构与发展的深度参与者，1984 年参与
创办《香港文学》，曾任执行编辑，2000 年接任总编辑，18 年
间积极提携文学新人，并致力于将杂志打造成兼顾创作与批
评的文艺平台，为全球华文作家提供文学空间。2019 年 3 月 9
日，
陶然于香港东区医院逝世，
享年 76 岁。
《香港文学》2019 年 4 月号特设“悼念陶然先生”专号，专
号首篇是王良和的《我其实是想见见你——悼念陶然先生》，
2019 年 3 月 9 日下午陶然本打算参加王良和作品读书会，因
感冒没能出席，孰料读书会结束后王良和得知陶然去世噩耗，
此篇便是王良和关于与陶然读书会通讯的回忆。曹惠民追忆
与陶然大学同窗偷读中外文学名著的珍贵时光，二人相识相
知 55 年，藉研讨会二人经常互相探访对方，文化考察二人形
影不离。
赵稀方回忆陶然生前的点点滴滴，陶然似乎早在为自
己的未来做准备，2018 年陶然担任《香港文学》顾问，辅助继
任编辑周洁茹。
此外，还有周蜜蜜、林曼叔、金惠俊、刘俊、袁勇
麟等撰文以示悼念之情。
《城市文艺》也在 2019 年第 100 期特
设“送别《香港文学》次任总编辑、作家陶然先生”专辑，15 位
作者从不同角度回忆悼念陶然，
全方位展现这位大师的一生。
为纪念创刊总编辑刘以鬯逝世—周年，
《香港文学》2019
年 6 月号特辟“纪念刘以鬯先生逝世一周年”特辑，梅子、黄维
樑、卢因、黄劲辉、阿丁分别从文本、交往、影响等角度，追忆刘
以鬯。梅子以亲历者视角，讲述由其编辑的第一本《刘以鬯选
集》和长篇小说《陶瓷》的出版经过，并结合《时间》等作品讲述
刘以鬯的创作观和写作特色。
黄维樑从刘以鬯《酒徒》说起，认
为《酒徒》部分内容采用意识流手段，但全书的规模、篇幅、雄
心、意识层次等都不能和《优力西斯》相提并论。
西西研究方面颇有新论。
《字花》2019 年第 80 期设“西
西时间”栏目，从西西浮世绘、西西年表、西西辞典、译西西、
读西西、西西新作、西西物事等为我们展现一个立体而丰富
的西西。陈思对西西作品中的文图互涉进行梳理和分析，研
究西西创作过程中对图画与文字的有意整合，探讨其整合
的路径，及其在叙事结构、语言表达与读者接受方面产生的
全新效果。王灵玉以西西思想意识的变化为切入点来分析
西西不同时期的小说文本，意在探讨西西的乌托邦理想从
建构到解构的过程，从寻找身份归属到寻求精神寄托的转
变是西西作品的关键。

携手并进，融创湾区

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规划纲要》，这是指导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的纲领性文
件，要求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香
聚焦史料，审视五四
港与内地的互动交流日趋频繁，尤其是区域间的学术研讨会、
文化交流、演出艺术节等文艺活动琳琅满目。
《根著我城：
战后至 2000 年的香港文学》的出版是香港文
2019 年 6 月 24 日，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在广州
学研究的一件大事。
陈智德潜心研究香港文学史多年，终有涉
开幕，整合粤港澳三地文化资源，共建人文湾区，本届艺术节
及当代文学史面貌的著作面世，实为作者与香港文学史的重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
要突破。
本土与非本土共同构成香港文学本土意识的复杂性， 主题为“湾区花正开”。2019 年 7 月 6 日，
周”
开幕，文学周活动包括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联盟成立签约仪
书中讨论香港本土意识的种种面向，以“流动”与“根著”这组
式、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粤港澳作家进校园、进企业、
相反相成的概念考察香港文学中的本土意识。
冼玉仪的《穿梭
进图书馆活动、粤港澳三地作家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采风
太平洋：金山梦、华人出洋与香港的形成》以华人出洋前往加
活动等。2019 年 11 月 2 日，
“ 走向媒介融合的文学与文化研
州为案例，探讨了香港在华人移民史的地位，香港作为华人移
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一届国际论坛在广州召开，此次会议
民的中介之地，是资金、货物、信息、通信的桥梁，也为移民提
的关键词为
“媒介融合”
与
“粤港澳大湾区”
。
供各种与家乡保持联系的方法。
粤港澳文学建设如火如荼，香港文学活动也丰富多彩。
第
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蓬勃发展，重要研究论著有不少。
报
30 届香港书展以“科幻及推理文学”为年度主题，设置主题专
刊是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文本材料，赵稀方是内地研
区“文游四度空间”，介绍 9 位香港科幻及推理文学作家，包括
究香港报刊的佼佼者。赵稀方在 2019 年推出专著《报刊香
杜渐、倪匡、黄易、李伟才、梁科庆、谭剑、徐焯贤、陈浩基及厉
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与他的《小说香港：香港的文化
河；
文艺廊特设
“三十连绵书展情”
专区，展出历届书展的珍贵
身份与城市观照》交相辉映，构成了香港文学研究领域的双
照片、纪念品、书展印章及纪念封等，与读者重温香港书展的
璧。现代报刊既是历史材料，也是一种历史建构。
《报刊香
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旨在疏理香港文艺报刊的脉络， 点滴，共同见证历年书展的变迁；书展设有八大讲座系列，广
邀各地的作者与读者分享写作心得，
互动交流。
探索香港文学的前生今世，研究报刊如何呈现香港，从而深
一段时间以来，香港文学围绕着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在不
入剖析香港报刊文学史。
断蔓延。
史料的挖掘尤其是报刊的研究，已经向更深更远处溯
2019 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在这百年间，五四精神都
源。
恰逢五四运动百年纪念，
“五四在香港”
的研究也焕发出新
没有缺席，一直出现于香港历史发展的进程中。
香港学者从各
的活力。作家作品论也更加结合当下，方向越来越多元。打造
种角度来解析五四运动及其影响，以小观大，对五四以来的文
大湾区文学，实际上就是要打造文学的共同体。
粤港澳大湾区
学、历史、思想进行回顾和反省。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于 2019
文学联盟可以在资源上补香港的不足，通过大湾区的合作，解
年推出“五四百周年回顾”丛书——分别为陈占彪编的《五四
决香港资源的贫乏问题。香港可以借助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
现场》、桑农编的《五四百年评说》、沈展云编的《五四思想论
展契机，取长补短，加强自己的独特风格。香港有说不完的话
战》、林贤治编著的《五四新文学正典》、陈学然编的《家国之
间：
五四在香港百年回望》和《潮起潮落：
五四运动精神变调》。 题，香港文学也比想象的丰厚，有广度，有宽度，也有深度。香
港文学扩大了中国文学的疆域，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
丛书前四册由内地作者林贤治策划，内地专家学者编著；
后两
容与类型。香港文学的场域很小，但气场很大，辐射力也超乎
册为历史文献汇编，
由香港学者陈学然编著。
想象。
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中，香港依然是一个无可忽视
从 1919 年到 2019 年，五四精神遍传世界各地，众声喧
与取代的文化码头、文学特区。
哗，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样态，也引发互为镜像的对话。五四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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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与融合
相遇
与融合
首届华裔//华文文
首届华裔
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召开
学学术研讨会召开

2021 年 6 月 25 日至 27 日，
“相遇与
融合：首届华裔/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
在西北师范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郭英剑主持的中国人民
大学重大规划项目“美国亚裔文学研
究”课题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赵稀
方主持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20 世纪海
内外中文文学”重点学科以及甘肃省外
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认证与教
材建设委员会联合主办，由西北师范大
学外国语学院承办。参加本次会议的有
来自全国各地多所高校以及研究机构

的 80 余位从事华裔/华文文学研究的专
家、学者、研究生。
由于疫情的原因，
本次
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的开幕式由西北师范大
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张宝林主持，西北
师范大学统战部部长、副校长韩高年出
席会议并致欢迎辞。
郭英剑教授说，召开华裔和华文学
者共同参与的会议是华裔与华文研究
学者的共同愿望，如今这一愿望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成为了现实。尽管两个
学科的研究范式各不相同，但是实现华

裔与华文文学研究的融合将会启发并
促进两个学科的发展，相遇比各自为战
重要的多。
赵稀方教授表示，本次会议的召开
是一个历史性时刻，是学界长久以来的
愿望。两个学科进行碰撞，有可能做出
前所未有的成果。全国美国文学研究
会会长、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朱刚
在致辞中代表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对
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西北师范
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曹进认为华裔/华
文文学的融合将为学院的科研发展打
开了一扇大门，
提供重要的发展前景。
出席本次研讨会并作主旨报告的
专家学者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赵稀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英剑、
山东大学教授黄万华（线上）、南京大学
教授程爱民、苏州大学教授季进、北京
外国语大学教授潘志明、南京大学教授
刘俊、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教授

石平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
良、武汉大学教授赵小琪（线上）、上海
海洋大学教授朱骅、郑州大学教授樊洛
平（线上）、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
朱文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磊、闽南
师范大学副教授王羽青、温州大学教授
孙良好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刘
葵兰。
本次研讨会以“相遇和融合”为主
题，试图为华裔文学和华文文学两个领
域的研究搭建一个学术交流与对话并
且探讨文学研究新发展的平台，以求实
现华裔文学和华文文学的跨界融通。
与会的专家、学者展示了自己最新的研
究成果，探讨了两个学科融合的可能
性。经过一天半的思想交锋与碰撞，专
家学者们对华裔/华文文学新的思考必
将带领各自学科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
入，同时也将促使两个学科之间的融合
进一步加强。
（华 闻）

澳门大三巴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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