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屆國際青年學者中文文學學術會議：中文文學與比較文學」 

會議側記 

  

撰稿人：中興大學臺文所碩士生楊若慈、夏愷均、陳雅玲、莊傳芬 

  

一、研討會簡介 

  本次「第五屆國際青年學者中文文學學術會議」主題為「中文文學

與比較文學」，由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及嶺南大學中文系主

辦，臺灣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及韓國外國語大學協

辦，同時亦有中國山東大學、臺灣國立臺灣大學共襄盛舉。會議日期自

2012 年 5 月 11 日至 12 日共兩天。會議假嶺南大學康樂樓三樓林秀樑會

議中心舉行，使用語言為中文及廣東話。 

  

二、研討會側記 

  2012 年 5 月 11 日上午的香港嶺南大學林秀樑會議中心，由嶺南大

學中文系教授暨比較文學講座教授梁秉鈞（也斯）教授進行開幕致詞，

揭開本次會議的序幕，經過簡潔扼要的開幕式，本次節奏緊湊而機鋒四

射的學術會議也進入正題，正式展開「第五屆國際青年學者中文文學學

術會議」。 

  本會議匯聚來自臺灣、香港、韓國、中國各地各校的研究生，參與

學校為香港嶺南大學、臺灣中興大學、臺灣大學、韓國外國語大學、中

國山東大學、南京大學，共 25 篇論文獲選於本次會議中發表，無一不

是經過激烈競爭脫穎而出。最為難能可貴者，各地學生對跨國與跨界的

探索與嘗試，皆不侷限於本國文本與議題，為期兩天的會議，處處可見

跨國度、跨邊界、跨文化之思維與聲音撞擊而出的火花。由於會議時間

有限，導致會議之外的餐敘，各校研究生亦把握機會接續話題，使對話

與交流從會議桌延續至餐桌。 

  本次會議主題為「中文文學與比較文學」，議題橫跨古典到現代，

主要聚焦東亞文化與文學，共分六個場次：「第 1 節：文化越界」、「第

2 節：古典與現代」、「第 3 節：電影與文學」、「第 4 節：跨越邊境」、



「第 5 節：改寫與編纂」、「第 6 節：文藝與性別」。以下將依序介紹

各篇發表論文。 

  

（一）各場次發表內容 

第 1 節 文化越界 

此場次的主持人為香港嶺南大學博士生沈海燕，擔任特約討論人的

分別為韓國外國語大學朴宰雨教授、嶺南大學魏艷教授。  

  臺灣中興大學中文所博士生金儒農的論文〈現代俠者安在──華語

武俠電影的偵探敘事系譜〉，自華語武俠電影深遠的發展脈絡探論起，

從中提出受西方現代性偵探影響的敘事元素，建立武俠類型電影中的偵

探系譜。並在此基礎上，析論華文武俠敘事與西方偵探敘事如何互動、

妥協、並扭曲改造，以成就在武俠小說日漸抬頭的此一次類型，並透過

文本的討論，辨識出偵探此一身份與過去武俠角色的扞格或衝突。  

香港嶺南大學蕭欣浩的〈七十年代日本遊記的兩個面向──以舒巷

城、也斯為例〉，自「固著路線」與「可彎路線」的比較上，他提出舒

巷城與也斯的旅遊書寫有其戰爭記憶影響下，因意識形態而產生殊異的

旅遊形式。前者的遊記是以介紹、未涉入的觀察為主，後者則能更貼近

當地風俗人文與自然風景，其中蕭欣浩較為肯定也斯遊記書寫的向度。 

   中國山東大學崔春的〈詩意棲居的中間地帶──北島創作與翻譯文

學的關係探析〉，她提出「翻譯本身是一種再創作」的問題，認為在政

治封閉的時代，以翻譯作為窺探視界的窗口，也以此對抗革命性話語與

浪漫陳腐的思想，在對外展現全球化的同時，亦不忘傳統的回歸，此可

做為北島文學的一個理解層次。 

   韓國外國語文大學金英明的〈《靈山》中的古典小說要素探析〉，

認為高行健的《靈山》中，可找到多種古典文體之精神的影子，如唐傳

奇、變文、宋代說書人文本等，此中「聲音」的運用與民間說唱文學的

傳統，表現在《靈山》的語言敘事中與戲劇性的掌握，融合了各種體裁

的文學形式。 

   而臺灣大學張琬琳的〈反思一九七 O 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述：

從王禎和〈嫁粧一牛車〉與張愛玲〈金鎖記〉、〈傾城之戀〉的比較觀



點談起〉，則從王禎和與張愛玲的因緣與文學內部本質，重新思考傳統

定義下鄉土文學與現代文學的對立是否是被建構的。 

  

第 2 節 古典與現代 

  此場次的主持人為香港嶺南大學博士生劉汝沁，擔任特約討論人的

分別為嶺南大學陳雲教授及本所廖振富教授。 

  南京大學的黃一因為未能出席，由山東大學博士生崔春代為宣讀論

文〈《孟子論心》和多重定義法：中西文化對話的成功範例〉，根據大

量的第一手參考資料，以類似考古學的的實證精神，歸納英國文學理論

家瑞恰慈與中國孟子思想，並提出比較東西方思維的差異性可從語言中

尋得蛛絲馬跡。此外，亦提出「心大於性」的觀點，將孟子仁義禮智之

思與斯方思想的本我、超我做一比較，開拓更多不同的思想與導正過去

可能的誤讀。  

  嶺南大學潘潔汶〈當代小說中的洪水意象──論〈男人的一半是女

人〉、〈小鮑莊〉和〈我愛黑眼珠〉〉一文，從「水」到「升值」到「性」

到「原欲」這一進程式的提出，以洪水為中介帶出小說文本中性解放的

可能性極其意涵。此外，洪水置於文本中尚有政治性的隱喻，對照中、

西方洪水神話的異同，使洪水的洗滌亦漢在三文中也有了不同的指涉。  

  臺灣大學賴佩暄〈楚騷傳統與五四新文學作家的舊詩創作──以魯

迅與臺靜農為例〉一文，探討新文學家面對傳統文化實的矛盾情感，兩

人詩學淵源皆可上溯至楚騷傳統，魯迅將香草人格化，將每人轉為對完

美人生裡想的追求；臺靜農將楚騷做為施中整體精神的象徵，香草美人

轉而落實到生活週遭的梅花意象。然二者往往遭受摧殘，情調哀絕，與

現實亂式的抗結連結，一改溫和優雅的或其神化特質。  

  韓國外大丁聖雅〈趙本山小品中的中國農民形象〉一文，強調在中

國普遍走紅的趙本山喜劇，其以歡樂愉快的表現手法，活躍於如春晚這

樣能見度極高的節目之中，農民無知的形象與苦況雖有諷刺性，卻又因

喜劇效果而得以稍做調解，進而促使大眾思考，這樣的農民形象是否代

表了中國底層農民的普遍現象？在中國中又具有什麼樣的社會意涵？ 

  

第 3 節 電影與文學 



  此場次的主持人為香港嶺南大學博士生楊傑銘，擔任特約討論人的

分別為嶺南大學黃淑嫻教授、韓國外大林大根教授。  

  嶺南大學沈海燕發表論文〈從《星島晚報》連載看易文小說與電影

的關係〉，以香港南來文人易文從文人轉向影人的經歷如何影響其創作

為焦點，集中觀察易文自上海「南來」香港後作品主要發表場域的《星

島晚報》副刊，檢視易文的文學創作與影像的關係。  

  此場次中興大學共有三位同學發表，首先為本所碩士生陳雅玲發表

論文〈「靜言」的健康，「健康」的啞妻──以李行《啞女情深》為例〉，

以臺灣 1960 年代的健康寫實電影「健康寫實」為問題意識的起點，透

過《啞女情深》等文本探問健康寫實影片如何呈現「健康」、健康為何

總是與殘缺的「異常身體」產生連結，健康寫實電影多以女性為主角，

女性身體在此又如何遭到再現與產製？最終尋覓出健康寫實電影中「健

康」的運作邏輯，其實正與當代社會情境存在著密切的關連。  

  中興大學歷史所碩士生楊若暉發表的〈民族英雄的召喚──以電影

《葉問》、《葉問 2》為主要探討對象〉，意圖透過香港武打電影中的

民族英雄思索民族英雄如何召喚「想像的共同體」的產生。近年暢銷武

打電影《葉問》系列是論文的主要焦點，同時並旁引博徵歷來武打電影

中的民族英雄如黃飛鴻、霍元甲，討論香港武打電影中民族英雄的遞嬗，

如何可能反映社會情境的變遷，並且重構新的歷史記憶。  

  最後為本所碩士生莊傳芬發表〈複眼下的幾個可能──重省自然與

文明從對峙到對位的殖民顛覆性〉一文，以關曉榮《國境邊陲》紀錄片

及吳明益《複眼人》小說為主要討論文本，嘗試結合後殖民思考與全球

資本主義的批判視角，探討當代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如何確立在臺漢人、

原住民、自然生態之間的權力宰制關係，而又如何可以透過兩個文本中

的語言、文字、詩歌、文化，追尋到一個可以透過「複眼」看待世界的

可能，而這亦將鬆動與顛覆既有的宰制關係。 

  

第 4 節 跨越邊境 

  此場次的主持人為香港嶺南大學博士生曾佩婷，擔任特約討論人的

分別為本所廖振富教授、陳國偉教授，以及韓國外大朴宰雨教授。  

  嶺南大學博士生鄭蕾的〈從上海到香港──敘述「現代都市」〉，

此篇論文從兩個「現代都市」的敘述比較起，關照生存在上海與香港的



作家如何以現代主義的形式書寫，分梳了兩個城市的現代性書寫因歷史

的發展不同而產生的變貌，進而強調說明香港這個城市，現代對其而言

是「現實」的主體，而非逃避的途徑，以此確立現代在香港文化中的獨

特性。  

  山東大學吉霙同學的〈光復初期大陸赴臺作家和臺灣文學去殖民化

重建〉，這是讓臺灣同學產生高度興趣，也是會後討論熱烈的一篇論文。

她嘗試從中國目前現有的研究成果，觀察臺灣在戰後國府遷臺後的文化

重建工作，其主要認為戰後恢復的所謂「五四」精神，銜接了日治時期

臺灣文化的反抗精神，此作法也讓戰後臺灣文化得到對日本殖民工作的

去殖民效果。  

  自本所畢業、現於嶺南大學攻讀博士的楊傑銘，發表〈從陳映真與

藤井省三論爭看臺灣文學的中國結與日本結〉，這篇論文從 2004 年藤

井省三教授因出版中文版的《臺灣文學這一百年》與陳映真的論爭談起，

焦點仍是過去臺灣人對於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難分難解的愛恨糾葛，最終

論者還是必須重回自身的認同問題，重新思索究竟「我是誰？」這樣一

個基本身分歸屬的母題。  

  韓國外大崔露的〈中國 SNS 與大眾文化的關係〉，本篇論文從中

國近來使用者眾多的微博考察，以微博社群中人際關係的形成，觀看韓

國明星在微博中與中國人民互動的關係，及其所造成的影響狀況。整體

而言，本場四位發表人都企圖從不同的材料來處理本地文化與域外的接

觸、對話、比較、影響的核心問題。 

  

第 5 節 改寫與編纂 

  此場次的主持人為香港嶺南大學博士生鄭蕾，擔任特約討論人的分

別為本所陳國偉教授、嶺南大學李婉薇教授。  

  嶺南大學劉汝沁發表論文〈從「傳奇」到「傳真」――《相見歡》

的改寫策略管窺〉，以張愛玲《惘然記》原應題名為《傳真》，與其小

說集《傳奇》相對應，因此將「傳真」的探討作為論述重點。透過張愛

玲《惘然記》其中一篇小說《相見歡》，爬梳張愛玲不同時期的文本間

彼此映照、彼此指涉的關係，論述以「對話性」和「互文性」為視角，

作為把握張愛玲「傳真」改寫策略的路徑。  



  目前在香港公開大學任教、同時亦為嶺南大學準博士生的曾卓然，

發表論文〈編選周作人――從散文選看周作人的接受〉，探討編選周作

人文章的散文選，審視不同時空對周作人散文的接受。論文以出版日期

由1967至2012年，香港各大學圖書館及公共圖書館中的斷代散文選集，

討論包括兩岸三地出版的散文遠本，取斷代之網羅一時代佳作的意義。

論述首先回顧周作人相關研究，其次分以五類，以編選探討對周作人的

接受。  

  山東大學李廷婷發表論文〈戰後中國文學轉型中的香港《大公報．

文藝》副刊〉，探討二戰結束後南下香港的中國作家，透過文學副刊如

何呈現其精神及對香港文學發生影響，論述將香港《大公報．文藝》副

刊分以兩期，介紹其特色及其間風格轉變，並深入探析風格轉變之因，

進而連結中國大陸政局與香港本地文學之間的運作關係。  

  山東大學趙靚發表論文〈1950 年代香港青年期刊的特點和意義――

以《六十年代》《海瀾》《人人文學》為例〉，以二戰後香港文化出版

界出版成立的報刊期刊等為關注對象，聚焦於1950年代香港青年期刊，

呈現其既商業化又反商業話的矛盾，以及雖然意識形態鮮明，卻包容多

元發展的特點。提出青年期刊的意義在於提供了生存及發展空間，亦投

射香港青年對於本土化的期待。 

  

第 6 節 文藝與性別 

  此場次的主持人為香港嶺南大學博士生潘潔汶，擔任特約討論人的

分別為臺灣大學梅家玲教授、嶺南大學劉燕萍教授。  

  此場次亦有兩位本所碩士生發表，其中楊若慈發表論文〈如何穿越，

怎樣愛你？――言情小說子類型「穿越小說」中的性別權力關係〉，探

討臺灣言情小說子類型「穿越小說」中的性別權力展演，以「穿越小說」

中的男女主角之現代性比較，分析穿越小說公式的形成與意義，並提出

文本中時空位移展現的權力位移關係，得使現代女性獲得權力位移導致

的愉悅。  

  另外，本所同學夏愷均發表論文〈東方氣質的突圍：論許鞍華電影

中的女性現身與影像越境――以《女人四十》為例〉，從港、臺兩地的

電影著手，針對香港電影九○年代在臺灣社會發展情況進行提問，以許

鞍華電影《女人四十》為例，觀其特有質素進而思考「東方氣質」的呈



現，取東方之原生、想像而成，進而論述「東方氣質」如何在影像中再

現，又如何越境香港及臺灣。  

  韓國外大殷美榮發表論文〈遊戲的政治符號――通過羅蘭巴特俯視

閻連科《為人民服務》〉，以羅蘭巴特所使用的符號，探討閻連科《為

人民服務》一文呈現之「性」和政治符號的相連，透過解構及對應文本

《為人民服務》，解析呈現其中帶有的政治符號和愉悅產生的背後意義。  

  嶺南大學曾佩婷發表論文〈香港短篇小說的疾病隱喻――論西西

〈感冒〉及韓麗珠〈感冒誌〉〉，以疾病為切入點，參考雅克慎的對等

原理，以及馮康寧及涂納提出的概念整合理論，分別對西西〈感冒〉及

韓麗珠〈感冒誌〉兩份文本中的症狀及心理狀態進行對位，探討文本中

疾病隱喻的作用及意義的異同。 

  

小結 

  回顧合計六個場次的本次會議，透過同學們的論文發表，以及師長

們的評論與回應，確實開展了能量豐沛的對話與交流，不但呈現議題的

高度共通性及對話性，更突顯這場跨國學術會議從「陌生隔閡」到「嘗

試對話」與「尋求理解」的核心精神。 

  譬如朴宰雨教授及廖振富教授，分別對不同論文提出來自韓國、臺

灣的後殖民觀點的辯證性思考。朴宰雨教授以本身具有之歷史知識闡述

韓國民族精神之生成，並以之觀看臺灣文學發展過程的中國結、日本結，

呈現日本殖民之在韓國或臺灣獲得的不同反響及意義。廖振富教授則針

對中國觀點討論之臺灣文學去殖民化，提出反思及批判，並論及以臺灣

為出發點的思考路徑與侷限，也就台、韓兩國在戰後解殖過程中，針對

日本殖民現象如何加以梳理的差異觀點，與朴宰雨教授有所對話。各國

學者均提出不同的歷史經驗及記憶可能造就身分認同的分歧，對話中提

供來自不同地方、背景殊異的學者理解對方的參照觀點，並且有異中求

同、同中求異的可能，而屬於各地的後殖民相關問題，或許得由身分認

同及歷史建構的省思開始著手。 

  劉燕萍教授與黃淑嫻教授對本校學生楊若暉、夏愷均處理香港議題

的整體想法，也展現會議成員彼此間存在著隔閡，卻又嘗試對話的過程。

二位教授對臺灣與其以外的香港電影研究觀點的出現樂觀其成，卻也不

約而同地指出研究香港電影更多需要注意的資料細節，而此通常都具有

畫龍點睛的關鍵。這樣的提醒，能幫助我們形成更全面的香港電影的臺

灣觀點，也將是督促未來我們針對異地文化詮釋時，需更為審慎地面對



各種影像短暫的片刻以及諸多驚鴻一瞥的片段，如此，方能稱得上我們

香港研究的開始。 

  陳國偉教授與林大根教授分別以大眾流行文化及生態環保議題為

主題的討論，尤其突顯本次會議議題看似南轅北轍，其實同樣聚焦於高

度對話性的議題。陳國偉教授在有關中國大眾文化發展現況，以及其普

及與傳播情形的講評時，提出一個不容小覷的媒介力量，也就是「微博」。

微博之於中國，與 Facebook 在臺灣社會所扮演的角色相似，大量的資

訊在此中流傳，對中國文化傳播造成極大程度的影響力。因此，在探討

中國大眾文化時，「微博生態」可成為一個相當具有參考價值的切入介

面。更進一步說，包括香港、韓國，網路社群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在此促成了跨國對話的可能。林大根教授提出「生態、科技、文化」可

作為本世紀的三個關鍵詞，三者之間彼此概念又可結合互補，從而質變、

再生出更多元的想像與論述。這個超越界線、具備普世價值的議題，明

確展現本會議不分國界所存在的共同關懷。 

  此外，林大根教授對於本校中文所博士生金儒農同學關於武俠電影

的類型屬性，以及加入偵探元素後的界定問題，也引發黃淑嫻教授與陳

國偉教授關於此議題的討論，究竟該如何思考電影中多元類型的匯聚，

武俠電影與功夫電影的亞洲性與全球性問題，究竟是否適用於好萊塢類

型電影（Genre）的分類？陳國偉教授更提出武俠電影是否可能作為東

亞或華語電影特有之類型電影的思考，這也是本次會議精彩的對話之

處。 

  梅家玲教授透過三篇主題迥異的論文提出理論應用的原則，說明理

論若非對論述有加分效果，則不應輕易使用，亦需檢視運用時是否落入

理論的俗套，否則論文受理論影響而同質化，將成為千篇一律的學舌複

誦。當梅家玲教授指出學術研究應在不使用理論的預設下充分掌握文本，

方能令論述細緻與深刻的時候，不啻是點破當前學術界常見的理論迷思，

而這個回歸到研究最基本層面的警示，無疑是跨領域、跨界甚至跨國的

對話與省思。 

 

  最後，為期兩天的會議結束於 2012 年 5 月 12 日下午，由嶺南大學

博士生蕭欣浩主持圓桌討論作為會議的結尾；臺灣大學張琬琳博士生、

山東大學崔春博士生、中興大學楊若慈同學、嶺南大學沈海燕博士生代

表各校研究生發表會議感言，並由嶺南大學劉燕萍教授、黃淑嫻教授、

臺灣大學梅家玲教授、本所廖振富所長進行致詞，宣告本次會議圓滿落

幕。 

  



（二）研討會簡評 

  此次「第五屆國際青年學這中文文學學術會議：中文文學與比較文

學」匯聚了臺灣中興大學、臺灣大學，中國山東大學、南京大學及韓國

外語大學等校參與，發表論文共 25 篇，在地理空間上跨越了臺灣、香

港、韓國、中國等國家地區，論文主題相當多元，包括古典詩、生態環

境、民族認同、武俠電影、選集編纂、報刊考察、大眾文化等各種。  

  香港同學的關注對象，仍多半放在中國與香港之間的比較，或是香

港本地的研究，甚少將研究目光移至臺灣的相關題材（只有一篇論及七

等生小說）；而韓國同學研究焦點，幾乎可以說清一色皆為以中國的文

本為對象，顯見不論韓國或香港的研究生，對臺灣文學多半仍是陌生的。

有趣的是，中國同學卻對於戰後初期臺灣的去殖民，以及香港戰後初期

的報刊感興趣。會後，山東大學的同學們熱烈地向臺灣香港老師同學們

詢問目前的研究狀況，這個現象也顯示，中國「80 後」學生們對於臺港

的好奇與欲望，正是「臺灣觀點」輸入中國的好時機。其次，臺灣大學

的兩篇論文也都試圖透過從王禎和與張愛玲、魯迅與臺靜農作品的考察

形成特定的比較視野，進行中國與臺灣在文學影響上的對照討論。  

相對而言，中興大學的六篇論文，則分別從不同的向度與主軸探討

臺灣本地，或是香港乃至臺港之間的對話關係，如以健康寫實電影對殘

缺女性身體的解釋，回應 60 年代臺灣的社會環境；亦有從言情小說中

女性身體的時空穿越，觀察當代性別權力議題；或比較小說與紀錄片的

生態觀念，省察資本社會裡生態倫理的態度與觀念，而生態環境議題無

疑既是在地的，也是全球性的。再者，從臺灣人的角度分析武打電影裡

香港的民族情感與認同問題；或以東方氣質解讀香港電影輸入臺灣的盛

景；或針對香港武俠電影中的偵探敘事朝向類型電影的探索。這些議題

的拋出，既開啟了對於香港當代理解的起步，卻也透露了臺灣同學對於

香港文化歷史的距離感。  

  本次研討會每位發表人除了會議中與講評老師與提問人充分討論

之外，每個場次也都有不同的學習：包括臺文領域較少關注的題材，中

國學生對於臺灣的認識角度等等。會後也因各自興趣不同，個別同學也

針對各地的歷史文化或是研究現況等進行深入地意見交換，例如對於兩

岸之間文化交流，韓國電影發展狀況等，這些都讓我們獲益良多。此外，

我們除當思索如何推介臺灣文學／文化至國際研究場域，也或許可思考

如何介入其他地方的論述侷限。 

  



三、會前與會後參訪 

  到達香港當日晚間，由本所畢業、目前在嶺南大學攻讀博士的楊傑

銘學長，帶領我們與韓國外國語文大學的四位同學一起晚餐，老師則另

行安排。緊接著兩日的會議行程皆由嶺大安排，除了會議上的正是論文

發表外，最主要的交流應是在餐桌上進行。餐餐皆圓桌合菜的一大好處，

是席間各地與會的同學齊聚一桌，針對會議上猶有未盡處進行更深層、

更細緻的意見交流，抑或向外無盡延展對彼此時事或文化的知性好奇，

而這樣的交流也是我們認為最為寶貴的收穫。  

  前三天晚上住在天水圍的銀座站，最後一天則住在尖沙嘴，兩地相

距甚遠，好處在於住在不同的地方便可看見不同的風情。天水圍屬於香

港較後起的城鎮，相對於繁華商圈與華廈高宇林立的尖沙嘴，前者為因

應衣行育樂的便利生活機能，所形構的獨特建築地景顯得與香港他處與

眾不同。而靠近維多利亞港與香港島的尖沙嘴，除留下應是殖民地風情

的大量建築與街道外，此中林立的高樓大廈、大型商場與多種族群聚的

景象，實則展演了資本主義極致發展的狀況之一隅。而這些視角，有賴

嶺南大學博士班的楊傑銘學長、沈海燕學姐的細心說明，以及眾人努力

用雙腳踩踏，一步步的用雙腳、用想像、用記憶與知識，尋得一個融進

香港這一獨特地景與氛圍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