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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角、辩证思维与新学科理论建构
——
—刘登翰学术研究的贡献和特点

朱双一

摘

要：刘登翰认为基本理论的建构是华文文学新学科建设的根本，因此在完成作为奠基性工程的

台湾、香港、澳门、北美等四部文学史或类文学史著作后，又撰写了广及学科的命名、背景、依据、性质、
特征、定位、
概念、方法等的系列论文。采用“文化”的视角则是刘登翰学术研究的另一特点。他通过“文化”
将其对现实人生、社会政治的关切转化为学术，主要成果集中于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上，提出了“海口文化”
等创新性概念。刘登翰的著作具有高度的思辨性，而这得益于他贯彻始终的辩证思维。如他既关注普遍
性、
共同性，更强调特殊性、个别性，由此提出了“分流与整合”、
“个人化的华文文学”、
“台湾文学丰厚了中
华民族的文学创造”
等具有重要意义的命题。辩证思维方式既是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和需要（如台湾问题
的格外复杂性）而采用的，反过来对于台湾文学研究乃至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刘登翰；华文文学；闽台文化；理论建构；文化视角；辩证思维
中图分类号：I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0677（2016）5- 0012- 06

刘登翰先生无疑是一位才子型的学者。一
般而言，才子和学者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刘登
翰却将二者结合在一起。他能写诗又能写散文，
会书法也懂绘画，既有口才也有笔才，此谓“才
子”
；
然而他更是一位学者，
而且是一位擅长理论
思维的学者。笔者以为，
“才子”
更多来自天赋，
学
理论家却是后天努力的结果。二者的结合，
也
者、
许是他为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缘由之一。

一、新学科的开拓和建设：
系列文学史和学科理论奠基
刘登翰是“世界华文文学”新学科的重要
开拓者之一，这也是他近三十多年来的最大学
术贡献。作为学科的奠基性工程，他先后主编了
《台湾文学史》、
《香港文学史》、
《澳门文学概
观》、
《20 世纪美华文学史论》等系列文学史或类
文学史著作。然而他的主要关切更在于新学科
建立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理论的建设。2002 年发

生的“语种的”或“文化的”华文文学的论争，成
为刘登翰将这种长期关切付诸实际文字的触
发点。他认为，20 年来华文文学研究已取得可
观的成果，但主要体现在“空间”拓展方面。既
然将“华文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止步于
平面“空间”的展开远远不够，更重要的还必须
有自己学科的理论建构，从学科的范畴（内涵、
外延）、性质、特征的界定，到反映学科特质的
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确立，才能开拓学科研
究的深度“空间”，获得学科独具的“专业性”。对
理论的长期忽视，或者说对本学科理论建构的
无暇顾及，是滞碍华文文学研究突破和提高的
关键。①正是在这种
“焦虑”
和自觉中，
此后的几年
中，刘登翰（其中部分与刘小新合作）撰写了《华
文文学的大同世界》、
《命名、依据和学科定位》、
《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清理》、
《华人文化诗学：
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式转移》、
《世
界华文文学的存在形态与运动方式——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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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和“多中心”的辨识》和《双重经验的
跨域书写》等一系列聚焦于本学科理论建构的
论文，成为刘登翰继“四史”之后，对于华文文
学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
在理论探讨中，他不为朋友的情面所拘限，
也不以个人的喜好为转移，愿意也敢于讲出不
同看法和观点，颇有为真理而战的锐气，这大
概因为“我爱吾友，但更爱真理”之故吧。例如，
刘登翰为学注重文化视野的开拓，
“ 文化”可说
是在其论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然而
当汕头大学的四位年轻学者提出“文化的华文
文学”以否定“语种的华文文学”概念时 ②，刘登
翰明确表示“难以苟同”，指出他们理论上存在
着混乱，
没有弄清相关概念的来龙去脉，
“不仅是
学术态度的失慎，
更是理论观念的失范。意在从
理论上打破困局，
却更深地陷入理论的困局”。③
由此可知，理论、概念上的失范和混乱，是刘登
翰难以接受的，因为在他看来，这关系着学科
建设的根本。尽管如此，刘登翰却肯定了年轻
学者敢于质疑的精神及其意义，认为“在肯定与
质疑的辩证认识中，寻找突破口，我们将走出
幼稚，迈向成熟”。 ④这一事件使刘登翰认识到
“学术自审的重要和必要”⑤，更加深了他对学
科基本理论建设重要性、紧迫性的认知，一系列
广及学科的命名、背景、依据、特征、定位、概念、
方法等的论文应运而生。比如，在《关于华文文
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清理》一文中，作者分
别梳理（或提出）了“语种的华文文学”、
“文化的
华文文学”、
“族性的华文文学”、
“个人化的华文
文学”等概念，对于这些概念，大多既说明其意
义或提出的缘由，同时也指出其可能存在的局
限和不足，显示出作者理论思辨的周到和全面。

二、跨界的探索：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
在上述学科的奠基性工程和基本概念、
理论
的梳理和建构过程中，
刘登翰的
“文化”
视角已经
初露端倪，如其《台湾文学史·总论》⑥的六小节
中，就有两小节的标题中包含“文化”字眼，即第
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
台
二节的《原住民族文化、
湾文学发展的文化基因和外来影响》和第五节的
《文化的“转型”和文学的多元构成：台湾文学的
当代走向》。后来这一视角成为刘登翰学术撰著
的重要支点之一，
也是他继华文文学学科理论建
构后的另一重要的学术贡献。其集中的成果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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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闽台文化关系的论述，除了《中华文化和闽
台社会》专著外，还有《论海峡文化》、
《闽台文化
研究的文化地理学思考》、
《论闽台文化的地域特
《闽台社会心理的历史、文化分 析——
—以两
征》、
《论闽南文化——
—关于性质、
岸闽南人为中心》、
类型、形态、特征的几点辨识》、
《闽南文化研究
的几个问题》、
《论〈过番歌〉的版本、流传及文化
意蕴》、
《文化生态保护的几个问题——
—以闽南文
化生态保护区为观察点》和《海上丝绸之路、海
丝文化与闽南》等系列论文。这些“文化”视角的
论文同样充满理论思辨色彩和创新性，并多了
一些科际整合的“越界”旨趣。如引入了文化地
理学理论，通过历史、文化的资料来分析具有闽
台地域特色的社会心理，在分析闽南文化的形
态特征时，
刘登翰独出心裁地提出了
“海口文化”
概念，视之介于人们常谈论的“大陆文化”和“海
洋文化”之间且为二者之过渡⑦，以其新鲜、妥适
而让人印象深刻。
刘登翰采用文化视角的背景和原因，值得
多讲几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反省此前
“极左”思潮影响下，文学被极端政治化，成为
政治“传声筒”的弊病，这无疑是必要、正确的。
然而矫枉过正，事情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
一个极端，另一种将文学与政治、社会、现实完
全割裂开来的倾向，成为一种新的定式思维。但
在笔者看来，文学不像音乐仅凭旋律和节奏、美
术仅凭色彩和线条就能引起人们的美感，文学
是用语言文字来呈现的，但无论是中国的方块
字或西方的罗马字母，都无法直接给予人们以
美感 ⑧，语言本质上是一种思维和交流的工具，
用语言来呈现的文学，也必然与人的思想，从而
也与现实人生、社会政治等息息相关，因此也
就与音乐、美术等单纯以形式要素也能体现美
感的艺术门类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也是无论诺
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品，或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
经典作品，几乎无一是以“纯形式”
“ 纯艺术”取
胜的原因。刘登翰作为一位忠于学术、娴于文
学规律的学者，对此应有敏锐的、至少是直觉
式的感知。因此在近 30 多年来中国文学界避
“政治”唯恐不及的语境下，刘登翰也认为文学
应该回到它的“本体”
“ 自身”，应格外注重文学
的审美特性，然而他凭着其直觉和敏感，深知文
学与现实、政治（广义的）其实脱不了干系，特
别是当他的研究对象具有某种特殊性时，如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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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来的台湾文学本身就与现实政治有
着超乎寻常的紧密关联——
—更是如此。也就是
说，有些人是从自己的理论专长出发，将其生硬
地套用于对象身上，刘登翰却是根据对象本身
的特点而采用或建构最适合的视角、理论来加
以阐释。于是，他试图通过“文化”，将其对“现
实”
“ 人生”乃至“政治”的关怀转化成“学术”。
“文化”在刘登翰这里，既是视野的扩展，也是
其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的显明。

三、辩证思维：刘登翰学术研究
无所不在的“幽灵”
如上述，
无论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基本理论
的建构，或是文学研究中“文化”视野的扩展，都
显示了刘登翰学术研究的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
特点，
就是具有强烈的思辨性；
而这种思辨性，
又
来自于他所坚持的辩证思维方式。他善于用唯物
辩证法的矛盾对立统一等规律、
范畴以及事物发
几乎
展变化的眼光来看问题。这一点非常突出，
成为刘登翰著作中无所不在的
“幽灵”
。
如关于“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刘登翰没
有停留于“大同”的表面意思，反而是从“不同”
入手，揭示了“不同”和“同”、特殊性和共同性的
辩证关系，甚至带有事物发展“正—反—合”的
旨趣。他指出，华文文学是一跨域建构的概念，
因为它是“华文”的（或华人的），便有着共同的
文化脉络与渊源；又因为它是“跨域”的，便凝聚
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华人生存的历史与经验，凝
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华文书写的美学特征和创
造。它们之间共同拥有的语言、文化背景和属于
各自不同的经验和生命，成为一个可以比对的
差异的空间。有差异便有对话，而对话将使我们
更深刻地认清自己，不仅是自己的特殊性，还有
彼此的共同性。华文文学的跨域建构，就是在共
同语言、文化背景上肯定差异和变化的多元的
建构。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创造，既是“他自
己”
，但也是“我们大家”。这就是我们所指认的
“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⑨这一命题当然具有总
纲的性质，对于华文文学研究而言具有纲举目
张的意义。也就是说，刘登翰在设置其研究的总
纲时，就已贯彻了辩证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自
然也就遍布于刘登翰的所有相关研究中。
又如，在刘登翰辨析诸种华文文学概念中，
“个人化的华文文学”
的提出最具创意和重要性，

而它完全建立在辩证思维之上。如他认为“语
种的”、
“ 文化的”、
“ 族性的”等各种华文文学观
念，都是一种总体性的观念。但总体必须通过
个别，普遍性必须通过特殊性才能体现；华文
文学的各种总体性观念只有经过华文作家个
人化的书写，即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才有意
义。每一个华文作家个体的独特经验、想象方
式、美学趣味、语言修辞手段，思想以及各种异
质性的东西，偶然的环节等等，都是形成他作
品独特形态的因素，应当得到研究者更多的关
心。因此，
“在肯定华文文学各种总体性的观察
维度的同时，不能忘记一个基本的维度，即作
家个人化写作的维度”。⑩这正是提出“个人化的
华文文学”的出发点。刘登翰回溯以往的华文
文学批评，指出：我们往往倾向于把华文作家
视为一个离散群体来评论，甚至把许多个性不
同、趣味迥异、有着不同美学倾向和不同人生
经验与际遇的作家，纳入在同一个阐述框架。
华文文学研究中流行甚广的“文化主义”尤其
如此。这种过度总体化的倾向，一方面是某些
华文文学文本存在着的缺乏个性色彩的高度
趋同性所带来的，另一方面也是华文文学研究
界总体化学术思维的惰性以及知识的批量生
产所造成的，
“ 这或许也是我们曾经提倡的整
輯
輥
合研究的一个未被我们充分警惕的负面。”訛
在
引用了丹纳《艺术哲学》中有关“总体性”的论
述后，刘登翰继续发挥道：提出“个人化的华文
文学”这一概念，无非是想强调作家书写的个性
化意义，企图从总体论的抽象中抽身而出，朝着
相反的方向还原，还原到活生生的作家个体。如
果我们把华文作家视为一个华人离散的创作
群体，使“离散”不仅作为一种生命存在方式，
同时也作为一种精神方式和美学特征来讨论，
那不仅对总体的认识而且对个体的分析都有
意义。但需要警惕的是对总体性观念的过度诠
释和滥用，有意无意地把华文文学简单纳入一
种文化主义的总体框架之中，则有可能消解了
华文文学创作多姿多彩的个人化的生命形态。
因此，我们一方面强调建立华文文学研究总体
性理论的重要，另一方面又认为理论必须建立
在华文文学发展实践和文本分析的基础之上。
没有这种对于作家个性化书写的极大关注，便
很难轻易说获得了对华文文学总体性的认识。
当然，如果有人用“特殊主义”来取代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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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普遍主义”来否定特殊性一样，都是文学
研究不可取的一种片面。在刘登翰看来，无论
“语种的”、
“ 文化的”，
“ 族性的”，还是“个人化
的”的“华文文学”，它们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对
立和对抗关系，而是可以共存互补的，它们共
輰
輥
同构成华文文学研究的多维视野。訛
我们知道，刘登翰的学术风格以宏观的理
论研究和宽广的文化视野见长，因此当前学界
经常出现的历史碎片化、去脉络化的弊端，天然
与他无缘。但在这里他却强调了个案、文本分
析，这正是其辩证思维在方法论上的体现。而
且他不尚空谈，努力加以实践，对于《过番歌》
的挖掘和评述，就是作者既重理论也重实证的
典型一例。其实翻开刘登翰所有著作，个案研
究、文本分析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对于台湾小
说家施叔青的研究，颇得作家本人认可；对于
台湾现代诗人和女诗人的系列个案评述，也颇
得诗心，可圈可点。
除了方法论，其它实质内容上辩证思维的
例子，同样不胜枚举。如在论述闽南文化时，指
出在其“海口性”、边缘性、开放性和兼容性等
特征中，都存在着“反映社会发展内在矛盾的
两重性”，并认为这是我们“深入解剖和认识闽
訛
輱
其中包括：
“从大陆文化向海
南文化的关键”。輥
洋文化的过 渡：多元交汇 的‘海口型’文 化”、
“从蛮荒之地到理学之乡的建构：
‘ 远儒’与‘崇
儒’的文化辩证”、
“从边陲海禁到门户开放的反
复：商贸文化对农业文明的冲击”、
“从殖民耻辱
輲
輥
到民族精神的高扬：历史印记的双重可能”。訛
以
两岸闽南人为中心剖析闽台社会心理，也包括
了“祖根意识”和“本土认同”、
“ 拼搏开拓”和
“冒险犯难”、
“ 族群观念”和“帮派意识”、
“ 边缘
心态”与“‘孤儿’意识”、
“ 步中原之后”与“领风
訛
輳
輥
气之先”等矛盾项。 《闽南文化研究的几个问
题》涉及的“问题”，全都有对立统一、相反相成
的关系，包括闽南文化的移民性、本土性和世
界性，大陆性和海洋性，历史性和当代性，雅文
輴
輥
化和俗文化，过程性研究和结构性研究等等。訛
有时全文就围绕一对矛盾对立的范畴加以辨
析，如《世界华文文学的存在形态与运动方式》
一文的副标题为《关于“一体化”和“多中心”的
辨识》；有时一篇文章的几个小节，分别论述了
几对矛盾纠结的张力关系，如早期的重要论文
《特殊心态的呈示和文学经验的互补》，三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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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标题分别为：
“ 乡土与现代：文化冲突的文
学体现”、
“漂流与寻根：社会心态的文学呈现”、
輵
輥
“开放和回归：文学两极的相互挫动”。訛
说辩证思维像“幽灵”一样游荡于刘登翰
著述的每一角落，并不为过。当然，矛盾因素的
对立统一的特征，是研究对象本身固有的，但采
用辩证思维方式，则缘于刘登翰的敏锐洞见和
智慧把握。它使刘登翰的著述充满思辨性，具
有非同凡响的深刻性。

四、辩证思维对于台湾文学、
文化研究的特殊意义
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和条件，台湾文学、文
化的研究是刘登翰最早的切入点，也是其研究
的重心之一。他偏爱于辩证思维方式，既与台
湾文学文化本身的特点有关，反过来对于台湾
文学文化的研究，也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刘登翰早期的台湾文学研究论著中，有两
个观点最为重要和著名，一是有关“分流和整
合”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刘登翰以此对 20 世纪
中国文学加以整体的观照，而这种观照由于加
入了此前未被注意的台港澳文学而具有特殊
的价值。二是对于台湾（港澳）文学的母体渊源
和特殊性，亦即“同”与“异”辩证关系的认知和
论述。上述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例如，在《分流与整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
体视野》一文中，刘登翰指出：
“ 在一定的历史
时期，中国局部地区的分割和疏离，使共同的
文学传统在这些地区出现分流，形成特殊的文
学形态——
—台湾、香港、澳门文学。研究、分析
母体文学与分流文学之间的异同，旨在走向新
的整合，建立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和架
构。”这就是说，之所以出现“分流”的现象，其
前提是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却又由于历史
原因造成分割和疏离而使社会和文学出现不
同于整体的特异性。可见“分流”与特殊性紧密
相关，而研究“分流”的目的，却是前瞻于重新
走向“整合”，从而使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
视野获得扩大。刘登翰的中国文学的“分流 / 整
合”说，以其与众不同的特异视野，加入了当时
的“重写文学史”的潮流中。如果说“重写文学
史”的要义是一种时间性的“重写”—将中国
——
现代文学的起点从“五四”提前到晚晴民初——
—
那刘登翰却加入了空间的新维度，使其视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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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扩大到包括台港澳。
刘登翰关注“同”与“异”—母体渊源和
——
特殊性——
—的辩证关系，比起“分流 / 整合”说
似乎更早。早在 1987 年的《特殊心态的呈示和
文学经验的 互补》一文中 ，作者就将“特 殊心
态”作为考察的重心之一。1991 年出版的闽版
《台湾文学史》的“总论”的第一节，刘登翰定其
标题为“文学的母体渊源和历史的特殊际遇：
台湾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位置和意义”。他指
“ 从整体角度（按：指整个中国）来审视局部
出：
性文化（按：指台湾），我们不仅注重其与整体
的认同，还辨析其与整体的差异。认同确定归
属，是研究的前提；而辨异是确定其在归属后
于整体中的价值和位置，是研究的深入和对认
同的进一步肯定。在这个意义上，特殊性的认
輶
輥
识比普遍性更为重要。”訛
这里对“特殊性”的格
外注重，甚至将其提升到高于普遍性的位置，堪
称洞见，且对于台湾研究乃至台湾问题的解决，
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台湾毕竟有着特
殊的环境和历史际遇，一百多年的两岸隔绝，不
同的社会制度，都使两岸文化包括两岸人民的
思想感情、生活习惯、民俗风情、道德信仰等等
尊重
会有所不同。双方特别是大陆方面要认知、
这些差异，不要动不动就将自己的情况、想法硬
套到台湾身上，如此才有助于两岸民众的相互
了解和认同。因此，通过文学文化的研究，了解
这种差异性、特殊性，就显得格外的重要。这正
是刘登翰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不仅要研究两岸
的“同”，更要关注它们之间的“异”的重要现实
意义之所在。
在《台湾文学史》
“总论”中，刘登翰写道：
“毫无疑问，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
分。这一为海峡两岸所共识的命题，包含着两
层意思：其一，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分
支，它们与祖国大陆文学、香港文学、澳门文学
一样都 共同渊源于 中华 民 族 的 文 化 母 体 ；其
二，台湾文学在其特殊历史环境的发展中，有着
自己特殊的形态和过程，以它衍自母体又异于
母体的某些特点，汇入中国文学的长河大川，丰
厚了中华民族 的文学创 造。”这是在“同 ”与
“异”的辩证关系中，为全书定了调、拟出了大
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指出台湾文
学以其 特异之处“丰厚 了 中 华 民 族 的 文 学 创
造”。2008 年 12 月 31 日，胡锦涛在纪念《告台

湾同胞书》发表 30 周年座谈会上提出了六点
主张，其中包括“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
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的重要表述。这
句话的前半句人们谈论已多；后半句却是新的
提法，将提升台湾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两岸
命运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时笔
者颇为激动和自豪，因为经过数年撰著而在此
数月前出版的《台湾文学与中华地域文化》一书
中，正贯穿着这一思想，甚至反复出现与此相
似的表述。得意之余，过后才惊觉，其实这一
“反馈丰富说”，最早还是来自刘登翰，只是笔
者习染已久，似乎已沉淀为无意识，不知不觉
将其作为主线，贯穿于自己的著作中。也就是
说，刘登翰的看法，早于胡锦涛的类似表述将
近 20 年，并不知不觉成为后辈学者的学术营
养，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辩证思维对于台湾研究、台湾问题的解决
特别重要，还因为两岸双方（有时是官方，有时
是民众）经常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
背离了中道立场，而辩证思维可以防止、消解
这种极端倾向。以大陆民众及其思想、舆论界
为例，当台湾某一政党上台时，就极为悲观地
以为“台独”不可避免，
“ 武统”之声高涨；当另
一政党上台，又过于乐观地以为“统一”唾手可
得，殊不知，对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
洗脑的“去中国化”、
“ 文化台独”活动，在“言论
自由”的幌子下，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并由此建
立了爆发“太阳花”之类政治运动以及“台独”
政党再次上台的思想基础。国民党在台上时，
并没有应对“文化台独”、批判“台独”意识形态
的意识和能力，大陆的思想界则走向过于乐观
的另一极端，也放弃了对“台独”意识形态、
“文
化台独”的警惕和批判。目前的被动局面，与此
有很大的关系。由此可知，面对台湾这一极为
复杂的问题，不走偏锋、不走极端的辩证思维
是极为重要的。两岸和平发展的道路是正确
的，但两岸政治上寻求和解，却不应放弃思想
上与“台独”意识形态和“文化台独”的斗争，这
是由于“台独”派不管在台上或台下，都没有放
弃这种活动，甚至在台下时，进行得更加激烈。
有人也许认为批判“台独”会影响“和平发展”，
其实这是过虑了。台湾的语境与大陆不同，思
想交锋已是常态化，在“言论自由”的幌子下，
各种扭曲历史事实的、走极端的言论层出不穷，

文化视角、辩证思维与新学科理论建构

只有勇敢地面对和应对，才不会让台湾成为“台
独”
意识形态的“一言堂”。这也许是刘登翰式辩
证思维给予我们的最大的启示。
可贵的是，刘登翰并非只是在自己书斋中
苦思冥想的理论家，还是一位具有组织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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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锐眼光，能够率领整个学术团队接力前行的
学科带头人，更是一位胸怀宽广，愿意提携后
辈，乐见年轻学者涌现和成长的具备大师风范
者。刘登翰对新学科建立和成长的功德，莫此为
大；人们对他的口碑赞扬，莫此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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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Perspectives,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New Disciplines: Contributions to Academic
Research by Liu Denghan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Ｚｈｕ Ｓｈｕａｎｇｙｉ
Abstract: Liu Denghan argu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theories is the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disciplines in
literatures written in Chinese and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subsequent to his completion of four literary histories or quasi- literary
histories on Taiwan, Hong Kong, Macau and North America as part of the foundation- laying project, he has written a series of
treatises on such discipline- related topics as naming, background, basis, characteristics, positioning, concepts and methods.
The adoption of a cultural perspective is something else that characterizes Liu’s academic research as he turns his concerns
with real life and social politics into things academic through‘culture’, his major achievements focused on cultural research
on the Fujian- Taiwan relationship, with such creative concepts proposed as the‘Sea- mouth Culture’. Liu’s works are highly
speculative as they benefit from his consistent dialectical thinking, balanced as he is between his concerns with universality
and commonality as well as specialty and individuality. As a result, he has made such propositions of great importance as
‘diverging and integration’
‘individualized
,
literatures written in Chinese’
and the idea that‘Taiwanese literature has enriched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Chinese as a nation’
. Dialectical thinking is adopte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objectives a
nd their needs （such as the extraordinary complexities of the Taiwan issue）and, in return, i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Taiwanese
literary studies and the resolution of Taiwan issues.
Keywords: Liu Denghan, literatures written in Chinese, the Fujian- Taiwan cultur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perspectives, dialectical think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