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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學作品中觸及澳門回歸後的生活與內心感受的作品，可稱之為“回歸書寫”。“回歸書寫 ”
可以說是澳門文學新世紀以來一個深具特色的主題 。在新世紀以來的“回歸書寫 ”中，因為賭權開放導致的
社會面貌巨變，使澳門文壇湧現了許多“懷舊記憶”的題材，並在頻頻回顧中展開對城市未來想像的“我城書
寫”。這兩個澳門文學寫作的新趨向，共同建構出新世紀以來澳門文學最具特色的審美格局與文化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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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和香港、台灣的殖民史相比，澳門的殖民史最為

教育”奔走。散文作家王禎寶著手於澳門兒童的美學
教育紮根工作，
澳門理工學院教授林發欽則感慨地指
出： “鄉土教育就是要年輕一代，對本地產生歸屬感，

久遠。16 世紀明嘉靖年間，葡萄牙人進入澳門，由

”他发出呼籲： “香港是一座文明城市，
有認同感。
那澳

自治管理到逐步佔領，雖然中國仍對澳門具有主權，

門是什麼？ 澳門應該是一座‘文化城市’，
而文化要先

但澳門事實上一直受到葡國的控制和管治 。1887

［1］
瞭解歷史！ ” 這股回歸本土的啟蒙思潮，影響所及，

12 月簽訂《和
年 3 月，中葡簽署《中葡里斯本草約》，

澳門文學也開始較深刻地呈現澳門本土意識 ，試圖

好通商條約》，並於 1888 年 4 月在天津換文，其中第

透過處理歷史素材與社會現實來建構他們心目中的

2 款對《中葡里斯本草約》予以承認，從而確認“葡國

澳門形象，這類作品開始多起來，而澳門形象就在這

永駐管理澳門”的權利，至此澳門喪失主權，正式淪

些作品中被重新賦予了新的意義與面貌 。文學作品

為殖民地有一百多年。1987 年，《中葡聯合聲明 》簽

中觸及澳門回歸後的生活與內心感受的作品 ，可稱

署，澳門進入過渡期，最終在 20 世紀落幕之前主權

之為“回歸書寫”。“回歸書寫 ”可以說是澳門文學

回歸，開啟了澳門史冊嶄新的一頁。

新世紀以來一個深具特色的主題。

在擺脫了葡萄牙殖民管治的尷尬地位後，
憑著經

在新世紀以來的“回歸書寫 ”中，因為賭權開放

濟的迅速發展，由一個地區性的小城，一躍而為國際

導致的社會面貌巨變，使澳門文壇湧現了許多“懷

性特色城市，
大幅改變的城市面貌，深深衝擊著澳門

舊記憶”的題材，並在頻頻回顧中展開對城市未來

的生活形態與社會文化。當 2002 年澳門賭業開放之

想像的“我城書寫 ”。 這兩個澳門文學寫作的新趨

際，
有一群年輕學者、
作家與教師開始為澳門的“鄉土

向，共同建構出新世紀以來澳門文學最具特色的審

［收稿日期］2017 － 12 － 04
［作者简介］張堂錡，台灣政治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 48 —

張堂錡 懷舊記憶與我城書寫———回歸以來澳門文學發展的新趨向

现当代文学研究

少香港人內地人外國人爭相來澳門做工賺錢 ，真可

美格局與文化魅力。

二、懷舊記憶： 澳門文學題材的深化與轉向
新世紀以來，澳門文學在書寫題材上最大的特

［3］
謂‘風水輪流轉 ’。” 亮晴對澳門這顆“南海明珠 ”

越來越燦爛的成就也驕傲地說： “澳門回歸祖國了，
賭權跟著開放了，在特區政府及全體居民的努力下 ，

色就是懷舊記憶的深化與全面。 回歸以前，澳門除

澳門經濟一日千里，飛躍發展，人人有工作，收入升

了賭業一枝獨秀，其他的社會建設、文化氛圍、經濟

高，工資迅速與香港看齊。 許多去香港打工的澳門

發展都相對滯後，當時的文學作品很少出現對往昔

人及香港的居民，紛紛倒回澳門打工，正所謂十年河

的追憶與念舊情懷，而是渴望改變，渴望與世界同步

東，十年河西。據說有的大地盤，香港居民勞工就有

接軌，渴望躋身於現代繁榮都市之列。“向前看 ”要

［4］
上百。” 還有人以“奇蹟”來形容回歸之後的澳門：

比“向後看”來得重要且必須。 回歸之後，澳門迅速

“人們常說： 太陽底下無新事———香港地澳門街，從

脫胎換骨，整個城市面貌幡然一新。 澳門作家林玉

來只有澳門人到香港搵生計： 回歸十年後的奇觀之

鳳對回歸十年來的成就與發展有以下的總結 ：

一，就是香港人排隊再當澳門人。”

［5］

然而，賭權的全面開放，國際資本的大量湧入，
那澳門過去的十年，有什麼是獨特得足以
讓我們明白那來之不易的十年的 ？
首先，
過去十年，
其實是澳門人歷史上少有的
團結十年。因為回歸，
我們曾經非常的團結，
準備

各式娛樂場如雨後春筍般紛紛開張，甚至鋪成了一
條讓人目不暇給的金光大道，澳門一時間成了紙醉
金迷、花紅柳綠的不夜城。 林玉鳳以具體的數據分
析澳門賭業的“盛況”：

好回歸以後社會出現的一切變革以迎接更美好的
明天。可是，
我們沒有利用這種團結，
針對最需要

2002 年，
澳門 15 至 29 歲的青年人口是 99，

民間支持去進行的公共行政改革和公務員體系改

847 人，當年全澳有 11 家賭場，808 部角子機，

革，
令這個“自己人”政府因為舊問題沒有完全解

339 張賭桌。如果我們將這些博彩業發展所增

決而新問題又層出不窮的情況下，最終落得面對

2002 年的
加的賭博設施攤分給每一個青少年，

部分比回歸前更嚴重的批評。……

時候，
他們每九千人之間有一家賭場，每一千人

其次，過去十年，是澳門人歷史上少有的自

有 8． 09 台 角 子 機 和 3． 40 張 賭 桌。 到 了 2008

信的十年。因為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世界文化

200，
年，
澳門 15 至 29 歲的青年人口是 139，
賭場

遺產，澳門人出現了少見的高漲的身分認同 ，澳

增加到 28 家，
增幅是一點五倍，每四千九百多人

門人流露了少有的文化自信，我們沒有利用這

之間就有一家賭場，
每一千人有 97． 36 台角子機

種認同和自信，好好發展需以此為基礎的文化

和 30． 97 張賭桌，
在 15 至 29 歲的青年人口增加

產業，以為產業多元化打好基礎，為我們下一代

四成的同時，角子機和賭桌的每千人台數和張

提供更多元化的人生選擇。……

［6］
數，
增幅分別是十二倍和九倍。

再次，過去十年，是澳門人歷史上少有的富
有的十年。因為博彩業開放，流入澳門的外來
資金數以千萬億計，政府稅收以倍速增加，可
是，我們沒有好好利用這些快速增長的財富 ，建
［2］

立更制度化的財富分配機制……

她感慨地說，一覺醒來，發現自己已然置身於拉
斯維加斯賭城，而不是澳門這個小城了。
曾經熟悉的小城不再，街道上車如流水、人如潮
湧，老建築消失，老行業式微，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互
動日漸疏離，全球化浪潮衝擊下，澳門的“都市性 ”

雖然有批判，也有質疑，但她指出的團結，自信，

取代了過去的“家園感”，於是而有了新世紀以來的

富有，基本上還是符合新世紀以來澳門發展的現實

懷舊風潮。曾經喧囂塵上的“向前看 ”口號，突然轉

及澳門人的真實感受。特別是和同樣回歸的香港相

向了“向後看 ”的悠悠情思。 李展鵬認為“人情味 ”

比，澳門人有著前所未有的自豪感，李廷燊說： “不

的消失是導致這股懷舊風潮的關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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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忘了自我，忘了自己

如果問： 這十年來澳門人失去了什麼？ 答

的名字，被異化（ Alienation） 。 就像我坐車從舊

案肯定少不了以下一樣： 人情味。賭權開放後，

大橋回澳門，那些金光閃閃的霓虹燈看來陌生

城市高速發展，人口變得混雜，社會趨向功利，

又詭異，常叫我忘了身在何方，甚至忘了自己是

當雜貨舖換成連鎖便利店，當街坊小店一間一

誰。你叫什麼名字？ 你的城市叫什麼名字？ 誰

間結業，很多人都在哀悼人情味的消失。 一下

為我們命名？ 這個人類的最基本問題，跟城市

子，“人情味”三個字成了逝去的美好澳門的代

空間有千頭萬緒的關係。

［10］

表，更彷彿成了人類社會的最高理想。 懷念曾
經的人情味，不只專屬於老餅一代，就連年輕人
［7］

我們其實最值得驕傲的，是那份漁村小鎮
人民的純真熱情，在過去那麼多年，一直與五光

都加入懷舊大軍。

十色的繁華共存。那些夢幻的超現實的時空轉
沒有人情，城市失去了溫暖與幸福的連結。 然

［11］

換，正是澳門的美妙之處。

而，懷舊情緒表面上是世態人情的緬懷與珍惜 ，其實
根本上是對現狀的不滿。澳門人並不留戀過去的殖

猶記二十年前，曾在夜裡的西灣散步。 那

民時代，那麼新世紀以來前所未有的懷舊風潮究竟

時的西灣很美，大榕樹下走過，風一陣陣從海上

意有何指？ 李展鵬的看法是： “過去的澳門不一定

吹來，南國的夜裡，月兒彎彎在頭上，海就在旁

真的很美好，但為了表示對現在的不滿，我們不遺餘

邊，路就在旁邊，老樹就在旁邊。 現在想起來，

力地回望過去。如果懷舊就是鄉愁，那麼澳門人的

確如一個夢境。 澳門變了，她已經不再是二十

原鄉就是賭權開放前的澳門； 而那個澳門，由於不斷

年前的那個澳門了。 發展是必然的，社會一定

被美化，其原貌已是模糊不清。”在混雜著政治意識

是往前走的。 只是有時候，仍會懷念起西灣的

與選擇性記憶下，懷舊風的複雜性與弔詭性顯然不

老榕樹，想念澳門曾經有過的寧靜和淡然 ，以及

只是一種情緒的簡單投射而已。

那份曾經暖過我這個異鄉人的脈脈溫情 。

［12］

因為懷舊，
澳門作家開始思考澳門的過去、現在
不斷穿梭於歷史、文化、地景之中，尋找屬於
與未來，

類此的例子還有很多。在曾經享受過小城與世

形塑屬於自身的記憶與城市的形象。因
本土的認同，

無爭的寧靜時光的人眼中，澳門今日趕上 （ 甚至超

為懷舊，
他們的文字多了較以往更為細膩的抒情，和

越） 全球化、資本化、流動化的巨變，有著讓人不得

“澳門情懷”的集體流露因此成為新
更為深沈的感喟，

不接受的無奈。然而，時代前進的腳步既不會停止，

世紀以來澳門文學普遍而真誠的審美特徵。例如：

回到過去只能是一種烏托邦的幻想，對澳門作家而
言，他們其實也心中了然。

什麼是“澳門 ”？ 這個問題的答案也許就
隱藏在某位本地作家的一篇小說或詩作裡 ，也

三、我城書寫： 澳門文學主題的開拓與想像

許就塗抹在某位本地畫家的一幅作品裡 ，或者，
縈繞在某支本土原創歌曲的旋律中 ，也許，藏身
在某張城市舊照片或某場本土舞台演出的影像
裡……細碎的片段，既拼湊起這座城市的過去，
［9］

也凝固起一代又一代澳門人的記憶 。

從“懷舊書寫”到“我城書寫”，是新世紀以來澳
門文學發展的一次開拓與成長。
在“我城”意識抬頭之前，澳門一直給人“浮城 ”
的形象，這一方面源於人心浮動的博彩業 ，另一方面
則和葡萄牙四百年來的管治和殖民有關 。東西方交

看到燈塔，我們就認得出澳門，叫得出澳門

會的歷史機遇，讓澳門有了文化上的獨特魅力和歷

的名字。我們只是擔心，有一天，我們認不出自

史遺跡，但同時也蒙上了一層尷尬、模糊與不確定的

己的城市，叫不出它的名字。那情形就像，很多

色彩。在回歸之前，澳門是一個等待“回家 ”的“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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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1925 年，詩人聞一多以充滿愛國的激情創作

從前，閒散澳門，雖窮但快樂。

了《澳門》一詩，詩中寫道： “三百年來夢寐不忘的生

今天，澳門，你快樂嗎？

［16］

母啊！ / 請叫兒的乳名，叫我一聲‘澳門 ’！ / 母親！
［13］

我要回來，母親！ ” 對於澳門回歸中國的民族情感

澳門的“不 快 樂 ”，仍 和 過 度 發 展 的 博 彩 業 有

強烈而直接，儘管聞一多的創作並非在澳門，民族主

關，“賭城”與“浮城”二合一地主導了澳門人的情緒

義的情緒也只是一種想像，但面臨異國的統治、祖國

與思想。

的呼喚，夾處其間的澳門確實有著極其複雜而難言

從賭城、浮城到我城，是一段艱難曲折的歷程。

的處境。可以說，直到 1999 年政權交接之際，澳門

如上所述，回歸至今，賭權的開放創造了大量的就業

的“浮城”形象始終在作家心中起伏飄盪。

機會，賭收屢創高峰，使澳門經濟突飛猛進，澳門政

澳門知名的詩人懿靈，寫於 1987 年的詩《流動

府推出現金分享計畫，更令人艷羨。 加上自由行開

島》中，
對於澳門的未來語帶感傷地寫道： “路旁的小

放政策，訪澳旅客每年已超過二千萬，帶來龐大的人

販∕叫國術館的小獅做澳門∕因為獅比城更美∕而

潮與金錢。2005 年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教科文

城將喪失全部人口∕或者將生命寫到獅身上∕揚威

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使得今日澳門在經濟、社

他方∕舉頭只見∕無巢的樑上∕燕子掠過∕流動的

會、文化上都有了迥異以往的飛躍變化。 這十七年

水和島 上 ∕ 無 數 慌 張 的 眼 神 ∕ 描 繪 著 海 浪 的 淚

來的變化應該是澳門發展最迅速的階段 。如同許多

［14］

” 暗喻澳門前途未卜的命運，回歸後儘管“揚威
痕。

澳門人心中的渴望“改變 ”，現在的澳門已經回不去

他方”，
但付出的代價可能是“喪失全部人口”，屆時

昔日小城的寧靜、平淡與悠閒，取而代之的是擁擠、

將成為“無巢”的燕子，
慌張地飛過流動的島上。詩句

浮躁、喧囂與緊張。 表面上，澳門擁有的愈來愈多，

道出了澳門命運懸而不決的狀態，無處可逃的焦慮

但看在澳門作家的眼中，失去的恐怕更多。 作家白

“浮城”的隱喻飄盪在沒有希望的字裡行間。
感，

海豚在《得失十年間 》一文中就對澳門今日歌舞昇

二十年之後，年輕的詩人袁紹珊面對回歸後的

平、人潮如鯽的現象反思道：

澳門，以一種平靜但隱含悲憤的口吻感慨道： “這個
年頭，已經是個∕太平盛世了∕城市再沒有暴亂 、傳

我們小時候的澳門到了哪裡？ 這些原本屬

染病和革命軍∕我們卻需要不停地流亡∕像一頭羊

於我們的小食店、廣場、教堂、各類本地店鋪，今

［15］

∕流亡只為了一口沒農藥的草。” 不管是“流動 ”

天卻變得愈來愈陌生。 繁華間，我們得到些什

還是“流亡 ”，都象徵著無根、不安，在詩人眼中，澳

麼？ 時下的澳門人，衣著打扮更前衛，但這到底

門成了一座漂浮的城，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帶來深重

是物質化了，還是生活上真的改善了？ 撲天蓋

的驚懼感。

地的豪宅，但裡面所住的是幸福澳門家庭，亦或

表面上，澳門曾經的“漂浮 ”在回歸之後已經不

只是來投資移民的匆匆過客？ 文化遺產，是反

再是個 令 人 焦 慮 的 議 題，但 隨 之 而 來 的 人 心“浮

映澳門人過去的成就嗎？ 但看來似是為遊客拍

動”、社會“浮躁 ”，並沒有讓澳門人在新世紀、新發

照而設的景觀布景板而已。這十年，風起雲湧，

展中有新生活的幸福感。 作家程文在《澳門，你快

澳門的改變大家有目共睹。……外間的人也聚

樂嗎？》一文中就提出這樣的質疑：

焦在這澳門十年史中，彷彿這小城就只得十年
的歷史。我的澳門有四百多年歷史，可是這十

政府雖然年年派錢，居民依舊日日罵官，只

年間的巨變卻使我的家鄉成了我的故鄉，我再

因這 城 市 怨 氣 太 重： GDP 高 物 價 也 高 樓 價 更

尋找不到童年時的澳門。對，澳門理應要發展，

高，賭場多外勞也多遊客更多，塞車塞人寸步難

只是沒 想 到 變 得 太 快，一 時 間 我 們 喘 不 過 氣

行，喧鬧浮躁，被擠出全國宜居城市份屬理所當

來。

［17］

然，最諷刺的是，整個城市在朝在野一天到晚都
把建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掛在嘴邊 。

將回歸十年來的變化以“巨變 ”來形容，甚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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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地認為“家鄉”已經成了“故鄉”，這樣的感受在新

店掛上“永恆？ 愛”的新招牌，對各種紙札香燭加以

世紀以來的文學中已經有所反映和思考 。

改良設計，並發起“傳承？ 愛———澳門舊街文化日 ”

身為澳門作家，以文學來描述∕對抗五光十色

活動，說服街坊鄰居，讓老街重新出發，讓城市發展

的社會現實，讓生命飛翔的自由不會被囚禁、扼殺，

與文化傳承共存共榮。 小說中，姚思親接受記者採

成為他們被动的選擇，而這樣的選擇來自他們對小

訪的一段話，清楚表達了作者對老店價值的看法 ：

城的愛，對歷史的尊重。 年輕小說家呂志鵬獲得第
三屆澳門中篇小說獎的作品《傳承 》，就是試圖“回

“老店最珍貴也是最可惜的地方，就是他

歸我城”的代表作。 故事中的主角姚思親，因為與

是有期限的。 在有限存在的日子裡，消失之前

父親疏離，加上對三代祖業的衣紙祭品店鋪“興隆

應該要有屬於他自己的色彩，而所謂的新店，要

祥”缺乏認識與情感，因此在父親過世後，一直想說

注意和堅持的是紅色依然紅色，白色依然是白

服母親將店鋪售出以作其他發展，在加拿大讀書回

色，但我們實不應畫地為牢，拘泥於豔紅還是淡

到澳門後，更與跨國企業公司合作，想說服街坊將店

紅，青白還是米白，若然一成不變的話，最終只

鋪賣掉以重新開發。 但就在母親病逝、街坊意見不

會被社會和時代的巨輪淘汰。”

一的情況下開始改變想法，並在了解父母守住店鋪
的真實動機後，決定保留老街的特色，從文化角度將
傳統店鋪創新。結尾因為紙的來源出現問題收到律

“最後你可以用簡單的一句話概括整項活
動的主旨嗎？ ”
［18］P160
“我想就是傳承”

師信，因而體會到要為老街做點事，最好的方式還是
讓老店維持原貌，於是他接下了父母留給他的店鋪 。
小說題為“傳承”其意在此。
小說一開頭，藉著飛機上的一段對話道出了外
人對澳門的印象：

與時俱進，老店新生，在傳承中發展，這是新世
紀以來對澳門我城書寫的一個核心精神 。無懼於賭
城形象的日益巨大，也不再沈湎於浮城想像的虛無，
回到“我城 ”的土地情懷成了澳門作家面對新世紀
的一種不得不的選擇。

澳門是一座小城，卻因為賭博而成了舉世

如果說“懷舊書寫 ”著眼於迷戀過去，那麼“我

聞名的旅遊地，當我坐上澳門航空的飛機飛回

城書寫”則主要關心過去與此時此刻的關連。 透過

澳門時，左右都坐滿了觀光團的人，而我身旁應

對歷史的重新定義和解釋，對小城空間變化的凝視

該就是其中一個，這是從她所帶的胸牌知道的。

與思考，對社會、人情的討論與批判，“我城書寫 ”在

她氣場很大，頗有壓迫感，大概是源於身材的碩

新世紀以來不論質量都有令人驚艷的表現 。

大，當然她的熱情還是值得肯定的，見我隻身一

詩人姚京明在獲得第 11 屆澳門文學獎散文組冠

人，便不理會我原來望著窗外白雲發呆的興致 ，

軍的作品《鏡海戀歌》中，以觀音像、關閘、內港、大砲

馬上靠過 來 與 我 閒 聊： “去 澳 門，一 就 是 去 賭

台、
鄭家大屋、
大三巴哪吒廟、主教山、白鴿巢公園、峰

場，要不就跑世遺，其他就沒有什麼好玩了，那

景酒店、
路環聖方濟各堂、
亞婆井等 11 處澳門知名的

地方太小了，一個巴掌大小，實在留不得人。過

景點為題，
一一抒寫寄懷，既有對現狀的困惑，如《關

［18］P7

境還差不多。”

閘》中提到： “現在，
關閘內外都是我的祖國，
但我依舊
要過關 ……”在《亞婆井》中也有對小城不渝的愛：

作者在接下來的敘述中，讓香燭店、打鐵店、木

“飲一口亞婆井的水，從此我們會像水一樣念念不忘

雕店、茶莊、山貨、果欄、皮號、醬店、髮店、補鞋檔一

彼此，
我們會像水一樣愛著這座城市。即使身在五湖

一上場，但主人公姚思親的感覺卻是“像極時光倒

［19］
”
四海，
我們也會歸來。
歷史、地理、人情交織而成

流的存在”，變幻且荒涼。 面對三代祖傳的香燭店，

的家園意識充分展現； 呂志鵬的長詩〈世遺風景〉也採

姚思親毫無承接的意願，只想趁高價賣掉好轉投資。

同樣的手法，
敘述對列入世遺的古蹟建築的歷史感觸

但這樣的疏離與抗拒，到後來終於有所領悟，將香燭

與現實聯想，
包括媽閣廟、亞婆井前地、港務局大樓、

— 52 —

張堂錡 懷舊記憶與我城書寫———回歸以來澳門文學發展的新趨向

现当代文学研究

聖老楞佐教堂、聖若瑟修院大樓及聖堂、民政總署大

之的是願意正視小城的歷史發展，珍視自身的文化

樓、
議事亭前地、東望洋燈塔、大三巴牌坊等，他最後

傳統，這樣的寫作姿態儘管看來渺小、孤單，但它所

的體悟： “一座建築到底能有多少過去？ ∕最後∕我

象徵的生命存在感與生活理想性，使這些“我城 ”書

［20］

開始明白∕那是時間的距離” 道盡了澳門作家對

寫有了別具意義的重大價值。

歷史、
城市滄桑的不捨與不棄。

四、結語

至於從 2008 年開始、每三年一屆的澳門中篇小
說獎，以講述澳門故事、推動澳門本土文學發展為宗

筆者在 2001 年擔任第 4 屆澳門文學獎評審時

旨，至 今 已 經 出 版 了 16 部，其 中 有 些 堪 稱 典 型 的

就提到： “作為澳門最具代表性的文學獎，我們盼望

“我城書寫”。例如第 1 屆獲獎的《蓮花之後 》，作者

能看到屬於澳門獨有特色的探掘與反映之作 ，例如

初歌今描寫幾對澳門年輕人複雜的感情糾葛 ，以許

殖民期間的各種複雜關係，華人、葡人、土生之間，祖

子建為中心，敘述他和幾名女子格麗斯、阿米、楊冬、

國、本地回歸等時代議題、重大事件，種族衝突與融

齊琪的多角關係，穿插其他幾對年輕人的愛與愁，場

合等，這些正是澳門文學在世界華文文學中可以凸

景在澳門與珠海，具鮮明的地域色彩。 故事中的人

顯的特色之一。……這正是澳門作家創造澳門文學

物有土生族群，也有新移民，涉及了不同背景下澳門

的挑戰，也是責無旁貸的使命，不是嗎？ 設若自己都

人的情感與城市意識。何貞的《澳門來兮》獲得第 2

不能、不願去面對、處理澳門文化或歷史的相關題

屆入選，是以偷渡客小青、田雨為主的愛情故事，周

材，而企望‘外人’來關心、寫作這方面的作品，只怕

旋在土生威廉、秦老師和小薇、建新之間，譜出了一

是緣木求魚。” 回歸之後，澳門作家在這方面已經

曲複雜的生命戀歌。 在秦老師的照顧下，偷渡者小

有所覺醒，也初步作了一些可貴的嘗試，本文正是希

青在港務工作站穩腳步，做了經理，男友建新也偷渡

望能勾勒出他們努力的痕跡與從中表現出的澳門形

來澳，彼此間有生疏與掙扎； 被丈夫拋棄、獨立撫養

象與想像。

［22］

女兒立春的田雨，最終獨立自信，贏得大學教授威廉

回歸初期，我們看到有些作品描寫離開澳門 、前

的愛，而小薇赴美求學。 作者在小說中傾注了對澳

往他方發展的情節，如第 2 屆（ 1995 年 ） 澳門文學獎

門城市與美好人性的情感擁抱，人物的成長緊緊嵌

散文類 亞 軍 的《莫 道 秋 江 離 別 難，舟 船 明 日 是 長

合在澳門的時代架構裡。 還有水月的《回首 》（ 第 2

安》，作者蘇潔敘述十年前來澳門的“你”，決定往外

屆） 、太皮的《綠氈上的囚徒》（ 第 2 屆） ，都是具有人

闖蕩，和“我”有了以下的對話：

性寫真、文化反思的作品，對澳門的歷史與人情有著
屬於澳門人自身的觀察與追尋，其中透顯的本土意

你來向我道別，決定要往外闖一闖。

識與家園敘述，回歸以來社會、人情的微妙改變，已

我說，澳門也有孕育成功的溫床。

［21］

你說，這裡太小，發展受到障礙。

然成為新世紀澳門文學轉型發展的重要見證 。

回歸之前，澳門的殖民歷史與前途未定，使“浮

我說，她回歸在望，將會融入更廣闊的市
［23］

城”的形象也在作品中有所反映，游移不定帶來的

場。

主體性喪失，過度博彩化帶來的理想性喪失，即使是
回歸之後，“浮城 ”意識依然盤旋在澳門作家的 心

當時對回歸的期盼和想像，是否正如作者“我 ”

中。令人欣慰的是，回歸之後，出現了一批書寫澳門

在文末所相信的： “這裡有美好的明天，我要在這裡

命運、刻畫澳門歷史、描繪澳門文化的作品，“我城 ”

印證輝煌 ”？ 透過後來許多回歸書寫的作品，應該

意識逐漸抬頭，對土地的情感不再疏離冷漠，取而代

已經有了明朗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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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自己哭了，却不停地对自己说“我没有哭 ”，这

社会历史联系起来，增强作品社会意义的表述，引导

样的弱者的可怜处境令人心痛、心酸。 在卖蒜薹的

读者关注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

途中，农民们不止一次地被强制征收各种杂七杂八

运用现代批评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研究具

稀奇古怪的税款，没有钱就只能用蒜薹抵。 小说中

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意义，尤其是选择合适的对象

这种连农民赖以养家糊口的基本生活资料都剥夺的

进行分析研究，会有许多新的发现。 用批判性话语

行为以及农民们不得已用蒜薹抵税款的情形 ，令读

分析方法分析研究莫言 的 长 篇 小 说《天 堂 蒜 薹 之

者深切地感受到农民的无奈和痛苦 。

歌》，可以发现其不仅具有审美艺术价值，而且具有
较强的思想性、批判性。 而一些现代批评方法在文

结语

学作品评论和分析研究中的运用仍不充分 ，其作用

批判性话语分析作为一种语言学思潮和话语分

和意义扔有待开掘。 在分析研究文学作品的时候，

析方法，注重考查文本和社会历史的关系 ，从社会历

不妨多考虑尝试用现代批评方法来进行分析研究 ，

史背景的角度分析对象文本，有助于把文学作品和

也许会发现新天地，取得新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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