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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走向深入与开阔
第八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综述
王丹红
第八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于 2010 年 9 月

学中的∀ 双乡意识# , 它所咏叹的∀ 祖国#、∀ 故乡#, 基

11 日在福建厦门市隆重开幕, 9 月 13 日圆满闭幕。

本上都是指印度尼西亚, 而非中国, 这个观 点极为

这一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 是由厦门市东

新颖。福建社 科院萧成、江苏南通大学 魏静、厦门

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印 华写作者协会、菲律宾华
文 商报小说集!研究课题组、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

大学郭惠芬、厦门日报!主任 编辑洪泓、厦门大学

文学研究中心主办, 厦门 大学中文系、集美大学海

王丹红等分别阐述了印华文学中的诗歌、小说等不
同体裁创作的特点。这些研究尽管角度各异, 既有

外教育学院、厦门城市职 业学院、泉州师院文学与

宏观把握也有微观透视, 但都立意鲜 明, 直 指印华

传播学院、漳州师院新闻传播系等单位联办。
研讨会在 民主、热 烈的 学术 交流 的气 氛中展

文学的特点和价值, 不乏深刻新颖的 见地, 开启印

开, 突出表现了如下的几个特点。

研究走向深入

华文学研究的新篇章。
印度尼西亚、其他东南 亚国家和中 国作家、学
者也踊跃发言, 阐发印华文学的发展现状和前景思
考, 为我们带来华文文学第一线工作者的素材和研

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在近三十年逐步开展, 已

究启示。印华作 协主席袁霓报告印华写作 者协会

取得引人瞩目的 成就。此次研 讨会同以往几届研

成立的缘起、所取得的成果, 从而窥探印华 文坛最

讨会一样, 既有东南亚各 国华文文学总体研究, 如

近十年的发展。印度尼西亚作家晓星、香港作家东

东南亚华文文学及其研究走向, 又有国别化文学特
点及发展的探讨, 但都有 新的议题和研究视野, 特

瑞总结当前印华写作者的处境、强项、弱项 与发展
方向。还有印度尼西亚作家林义彪、文莱诗人海庭

别是对某些议题的深入探讨, 获得前所未有的突破

先生也积极发言。无论是印度尼西亚还是 其他东

性进展。如印华文学的历 程及特点、菲华 商报小

南亚华文作家都从切身感受和血泪经历中, 提炼出

说集!等新鲜和前沿课题的研究。
( 一) 印华文学发展及 特点的深入探 讨。印度

对印华文学发展的理性思考和感悟, 给予研究者感

尼西亚华文文学的历程及当代发展是本次大会的

动和启示。
( 二) ∀ 商报小说#虽是首次系统研究和总结, 然

主要议题之一, 比之以 前的讨 论有 了更明 确的目

而却有深度。20 世纪 50 年代, 菲律宾华文报纸 商

标、更深入的探讨。
国内学者多角度多层次深入研 讨印华文学在

报!陆续编选出版了四册其文艺副刊上的小说

东南亚华文文学 中的独特性。厦门大学郑楚研究

可惜, 60 年代 商报!被禁, 商报小说也因此淹没于

员在 印华新文学异彩探究!一文准确概括印华文

历史的烟尘近半个 世纪。本次大会 将∀ 商报小说#
作为专题研讨, 也是国内外首创。

学史诗性、本土性、多样性、坚韧性四种特性。厦门

商报小说集!, 可谓 50 年代菲华文学的重要收获。

菲律宾华文作家协 会副会长柯清淡在 会上声

大学庄钟庆教授也在 印华 新文学多面观!一文中
指出印华新文学更多的是面向自己的居住国, 在这

情并茂地报告了一 则离奇的 寻人启事!, 寻找 商

方面印华新文学较之别的国家更早得到表现, 且相

报小说集!作者同工, 然而竟是死人寻找活人的天

当充分与丰富。印华新文学在 意蕴与审美方面都

下奇闻, 引起与会代表的深切关注。菲律宾华文老
编辑庄文成高度肯定研究商报小说的重要性, 称之

有独特成就。江苏省社科院研 究员刘红林女士在
论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的 族裔性与特殊性!中首
次提出, 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中很少有别国华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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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商报的故事, 英雄的故事#, 对今 后研究菲华文
学史和了解菲国华人历史, 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中国大陆最早对商报小说进行研究, 始自厦门
大学郑楚研究员 1999 年发表的 50 年代菲华文学

比较清晰的地阐明了缅华文学的历史发展及某些
特点, 却仍为 海外华 文文 学研究 中的 一个空 白地

侧影
%商报丛 书&谈片!, 此后人 们才慢慢注意
到它的独特价值。他在 2001 年、2002 年 广泛详细

带。因此呼吁缅华文学需要更多的 关注! 除了对
缅华文学的整体关注以外, 还有学者开始研究缅华

研究小说的题材、人物, 2007 年全面概述了小说在
菲华文学中的地 位。厦门大学 苏永延副教授也在

文学中的具体作品, 比如北京的许世 儒、于 元元论

大会上作了 关于%商报小说&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主题发言, 总结了这几年商报小说研究的态势。他
还进一步概述商报小说的鲜明特点: 正直地叙述现
实的艺术, 具有时代性、本土性、艺术性和鲜明的创
作主体性, 成为菲华文坛划时代的代表作。研讨会
上不少学者也对商报小说进行讨论, 如菲华学者陈
小萍、国内学者聂和平探讨商报小说的特色及其时
代意义, 颇引人注意。厦大不少老师及研究生也积

述了缅甸洪琴棋的短篇小说; 陕西学者马越民研读
缅华作品 滇南千里行!, 认为这是一部记实文学作
品, 可供文史研究者参考。
对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华文文学的研
究还刚刚起步, 处于探索阶段, 更多的是介 绍性阐
述, 目的是抛砖引玉, 冀有更成熟、深刻、细 致的研
究。但既然有 了开端, 便有了希望, 也开拓 了华文
文学的研究空间。
( 二) 拓宽角度研究东南亚华文 文学。研讨会

极探讨商报小说 的艺术特点和主题表达。商报小
说真正意义上地得到广泛深入的探究, 这是本次研

从多种视角观照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特点, 比如保留
了传统中对主题、题材、人物等的研究, 还推广到文

讨会的一个亮点。

学语言的研究、各种体裁样式的探讨。
此次研讨会所涉及的体裁非常多样, 比如小说

扩展研究视野
( 一) 国别化研究的拓 展。此次 研讨会除了对
传统中东南亚六国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
宾、文莱等华文文学的 探讨, 还拓展到缅甸、越 南、

( 包括微型小说) 、散文、诗歌、戏剧、评论等 都被关
注。像商报小说 的专题研讨, 冯世才诗 文的评价,
印度尼西亚华语戏剧的研究、
新加坡当代华文戏曲
文学研究, 林义彪长篇 千岛之梦!的研究评说, 文

老挝、柬埔寨等国, 引起重大反响, 这是大会的显著
突破。

学史书所描绘的印华文学述评等, 表明对各种体裁
作品的全面重视。即使同一作家不同体裁 的创作

对于越南华文文学的介 绍和了解。越南学者
谢振煜在 越南华文文学现 况与前瞻!一文中说出

也分别得到论述。研究同一个作家同类体 裁作品

了越南华文文 学的现 状, 越南 华文 恐怕谈 不上文

的也能角度各异。
还有以前不太被关 注的作家作品也陆 陆续续

学。华侨大学学者林明贤则提出不同意见, 不仅肯
定越华文学, 而且还进一步阐述越华文学的历史发

被提及、被论述, 如厦大何耿丰教授等对于 莎萍诗
文的评析, 厦大副教授郭慧芬对印度尼西亚女诗人

展, 包括分期和特点。
柬埔寨和老挝华文文学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茜茜利亚的诗歌的评析, 福建社科院萧成对印华女

华侨大学副教授涂文晖在 柬埔寨华文文学!中回
顾了柬华文学的历程, 认为∀ 早期的柬埔寨华文文
学就相当于越南华文 文学的一个侧影。
# 涂文晖也
对老挝华文文学做了 梳理, 结论和柬华文学一 样:
∀ 老华文学也与越 华文学的命运紧密相连, 被战乱
纠结长达 40 多年, 如 今的老华文学 在异地开花#,
有待于深入研究。
缅华文学得到与会代表的关注 有着历史性意

性诗歌的阐释, 厦门著名作家陈慧瑛对泰华文艺界
新兴的∀ 小诗磨坊# 的赏析, 都令人耳目一新。
华文教育、华文报刊书籍等对华文文学的影响
也是讨论热点。印度尼西亚代表吴秀吟、新加坡陈
福义、
马来西亚作家杰伦等倡议重视华文教育。代
表们对于华教与华文文学的紧密关系和培养新人
的意义取得共识, 问题是如何实行华教的实践活动
依然是见仁见智。华文报刊书籍向来是孕 育华文
文学的摇篮和园地。除了商报小说的文艺 副刊得

义。澳门代表许均铨在 浅论缅甸华文文学走出缅
甸的机遇!中提到缅甸涌现了许多卓越的文人与优

到研究外, 马来西亚代表梁冠中( 伍良之) 着重介绍
马来西亚的 爝火!文学季刊。袁霓也欣喜地指出,

秀的作品, 却很少受到外 界注意, 更没有推荐到海

印度尼西亚华文报刊从原有的一家发展为全印度

内外的华文文学作品研讨会中, 希望缅甸华文文学
作者早日走出缅甸。涂 文晖在 缅甸华文文学!中

尼西亚十家华文报刊, 副刊园地增多, 从一 稿难投
到一稿难求。新 加坡文艺协会会长骆明在 会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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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了新加坡文艺协会克服种种困难, 十多年出版了
300 多本华文书, 为推动华 文文学 发展竭 尽全 力。

个问题, 研讨会也热烈探讨。泉州师范学院戴冠青
教授鲜明地论及: 菲华作家∀ 形象地传达出他们对

厦门大学张长虹博士在 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东南亚
文学研究中文书目试析!中对东南亚的相关书籍进

民族精神的追求, 对故国家园的守望以及对中华传
统文化的认同和 反思。# 白舒荣、刘 红林等不 少论

行分类与研究。当然也有研究者指出, 提高华文作
品的质量、培养接班人将是今后的当务之急。

者将本土性与中华性结合 起来探讨。北京 的学者

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前景的多方面研究
此次研讨会继往开来, 与时俱 进, 对东南亚华
文文学今后的发展道路和方向进行了探讨。

许琼玲提出在世界华文文学多元化背景下理解中
华性与本土性的关系。所以, 不能简单地定位为中
华性, 准确地说应该是全球范围的大中华性。另有
论者认为这种中 华性会引起∀ 本土性 的焦虑# , ∀ 本
土的文化传统#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忽略轻视。这

首先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主流性问题, 这是在
大会上引起普遍关注和热烈讨论的。不少代表认为

个问题还有待于深入探讨。关于东南亚华 文文学
大中华性的问题还存在不少争议之处, 需要学术界

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文学应与各自的国家顺应历史发
展的主流文学在方向上必须一致。如印度尼西亚黄

的深化研究。
关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主流性、本土性与

东平的 侨歌!、林义彪的 千岛之梦!就是其中的杰

大中华性的研讨与争鸣还远远没有结束, 但指明了

出代表。这些都与东南亚文学相交融。印华作家陈
冬龙等许多学者坦言, 所有海外华人文学, 有别于两

今后探讨的方向。
厦门大学 1987 年首次举办东南亚华文文学研

岸三地, 都属于小众或弱势群体, 应尽量地和所在地
国家主流文学界积极进行交流。同时他也提出了切

讨会, 1993 年厦门市成立东南 亚华文文学研究会,
从而吸引了海内外学术团体和学者加入研究行列,

实可行的几个办法, 比如推动会员的双语写作和翻

并取得丰硕成果。厦门学者将海内外的赠 书及数

译工作, 这是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其次, 华文文学本土性方向也是大会重点研讨

据 7 万多册重新整合, 建立国内第一个华文文学数
据库。以∀ 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集 刊# 名义出版的

的议题。东南亚华文文学植根 于东南亚蕉风椰雨
的环 境中, 反 映本土 风貌, 有着 鲜明的 本土色 彩。

研究论文集, 已出版了九集, 从第十辑开始, 以研究

学者们对此讨论得比较充分, 各个国家的本土性特
点显现得不太一 样。郑楚认为 印华新文学的本土

辑刊的形式 出版, 旨 在使 以往的 学术 成果更 成体
系, 也使未来的学术努力更有方向。厦门以其显著

性, 除了具有东南亚华文 新文学的共同性外, 还有

的成绩被公认为海内外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基
地。

其独特性, 印华新文学的本土性表现得较早而且明
显。厦大学者朱立文等也认为 印度尼西亚华文文

本次研讨会得到厦 门市领导和厦门大 学领导
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厦门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洪

学重在扎根, 即扎根于居住过当地社会和人民的生
活土壤。菲律宾华文文学的本 土化有一个发展的

碧玲, 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陈力文 莅临大

过程, 不像印度尼 西亚那么早、那么鲜明。上海教
育出版社的王鹂指出 商报小说集!作品中诸多∀ 本
土化#的信息显示了华侨文学向本土文学渐进的趋
向。厦门学者张碧红谈到了作 家本土性呈现出复
杂性。菲律宾作家张琪从多元 文化疆域及大时代
背景变迁联系起 来剖析本土性。因而本土性的书
写也将进入千变万化的疆域, 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探
究, 是一个可以挖掘的丰富课题。
还有关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大中华性的研究。
东南亚华文作家用汉语写作, 汉语言包涵着几千年

会并致辞, 厦门市领导杜明聪、庄亨浩也出 席开幕
式。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有老作家、老学者, 如 92
岁高龄的著名作家白刃、∀ 伤 痕文学# 作家卢新华。
还有新加坡作家骆明、专家杨松年、马来西 亚作家
朵拉, 印度尼西亚作家袁霓、林义彪、莎 萍, 菲律宾
诗人云鹤、作家柯 清淡, 文 莱诗人张 银启, 又 有澳
洲、日本等学者。尚有一批新人, 他们大都 是文化
人, 不少是博士。来自十几个国家的海 外学者、作
家和中国大 陆及港澳 台几十 个城市的 研究者 200

的中华文化内核, 作品中会透露出中华民族的精神

多人共聚厦门, 展开研讨, 东南亚华文文学 研究将
掀起新的热潮, 推向新的高峰!

特质, 反映中华民族的生活内涵和思维方式。所以
东南亚华文作品既有本土性, 也有中华性。关于这

作者王丹红, 女,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
教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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