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高雄文學館外臺灣文壇大家葉石濤先生的銅像。

▲ 高雄文學館所在的中央公園景觀十分優美。

沒有土地，哪有文學？

認同自己所屬的土地與人民，描寫本土人

民現實的離合悲歡的人生，乃是作家責無

旁貸的使命。

文學來自土地，作家描寫的是他所生存

的、最熟悉的土地和人民的生活現實；即

使任他的幻想和空想自由自在翱翔在廣闊

的天空，但是他的幻想並非憑空產生，仍

然紮根於土地和人民。

這段文字鐫刻在高雄文學館外，鏤

空的書卷泛出古銅的亮澤，高大的椰子樹

灑下斑駁的光影，如茵的草坪上坐著一位

凝視著遠方的長者，他就是被譽為「臺灣

文學暗夜的領航者」的文學巨擘葉石濤先

生，這位國寶級的文學大師選擇高雄做為

終老之鄉，也用這段對話說出他對南方文

學的殷殷期許。

一直以來，大高雄都是臺灣文學及

文化發展的重鎮，尤其近年地方書寫的興

起，更有無數作家和文化人，將這塊土地

視為故鄉，高雄文學館便是在這樣的一種

文學回歸土地的氛圍下應運而生的。

高雄文學館的成立時間並不長，相較

於臺灣 3百餘年的文學史，它就像個新生

兒，它也沒有另外一座以「臺灣」為名的

文學館名氣響亮，但它卻是臺灣唯一一座

以城市命名的文學館。有人說，高雄因特

殊的歷史與多樣的地理環境因素，而產生

了多元的文化面貌，進而為高雄文學提供

了豐富的養分。

高雄文學館－
感受文學洗禮

在這裡

文、圖／冰山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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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高雄火車站

搭高雄捷運紅線往小

港方向，行過高雄的

地標—美麗島站，耳

畔響起「列車進站

囉 ⋯⋯」 的 報 站 廣

播，聽慣了臺北捷運

制式的播報，高雄捷

運輕快活潑又充滿歡

樂音符的報站聲令人

耳目一新。這一站，

就是高雄文學館所在

的 R9中央公園站。

緊臨愛河的中央公園站是高捷一處著

名的景觀車站，站體為英國建築師理察•羅

傑斯（Richard Rogers）的設計作品。從

地下三層的月台直接躍升到地面上，手扶

梯之間夾著長長的水流瀑布，潺潺水聲將

水霧灑向兩旁的植生牆，黃色的向日葵風

車裝飾點綴其中。仰望豁然開朗的天空，

出現一大片白色的鋼板雨庇，就像一塊天

幕，隨著日夜的交替拉開又闔上。這個與

公園巧妙融合的捷運站體，名為「飛揚」，

造型有如一片輕輕飄落在公園上的樹葉，

迎面而來的是陽光綠意與微風吹拂。占地

12公頃，由舊中山體育場所改建的中央公

園，可媲美臺北的大安森林公園，除了滿

是綠樹外，還有水廣場、言論廣場、戶外

表演台、綠籬迷宮和景觀湖，是港都的綠

肺。

由捷運 1號出口穿過水廣場和椰林大

道，前方傳來鵝隻的呱鳴聲，原來有兩個

小童正追逐湖邊綠草坪上的大鵝，這些在

都市裡養尊處優慣了的大鵝被突如其來的

驚擾弄得不知所措，慌慌張張地噗通噗通

跳入水中，原本的優雅不再，只能呱呱幾

聲表達不滿。

高雄文學館就座落在公園的西北角，

其實偌大的中央公園除高雄文學館外並無

其他建築，面對湖景的文學館被樹木環抱，

隱身於林木中，十分的幽靜，常令人不知

不覺就與它擦身而過。

高雄文學館是一棟兩層樓的古典建

築，於 1954年即作為圖書館之用，是高

雄市立圖書館的第二總館。2003年，高

雄市文化局為了營造都市的美學空間，接

受文建會的公共圖書館空間改造計畫，在

原有圖書館的各項功能不做任何變更下，

將第二總館更名高雄文學館，使之轉型為

一兼具文學創作與文化休閒功能的閱讀空

間。

由於高雄文學館的所在區域是高雄市

重要的文教與商業複合區，又坐擁綠意盎

然的中央公園，為忙碌奔波的現代人提供

了一處優質的閱讀空間。而在中央公園西

南邊的那個角落，則是融合著另一個著名

的景點「高雄城市光廊」，那是個藝術表

演者匯集的舞台，露天的咖啡座伴著悠揚

樂聲，愈夜愈美麗，是個有別於白天的浪

漫場景；若再結合愛河沿線的高雄市立電

影資料館、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高雄市

立音樂館這 3個地方文化館，正好串聯起

一條高雄的藝文線路地圖，隨著愛河的川

流不息，漸漸擴散成一個充滿藝術氣息的

文化流域。

這就是高雄的城市底蘊，一座城市的

文學形構及其文學發展必定與其地域特質

和人文特質密不可分。高雄擁有臺灣最大

的海港，最浪漫的愛河，形成高雄特有的

水岸景觀。「水」造就了高雄的地域特質，

也成就了高雄的「水」岸文化。

由高雄文學館的入口意象，或可一窺

堂奧，名為「高雄文學廣場」的環形水景

▲ 被老樹環繞的高雄文學館，一片片綠蔭彷彿跟著讀者的腳步飄進這棟白色的建築內。

▼ 高雄文學館的入口意象作品「高雄文學廣場」，以環狀筆牆懸臂於空中，同時也是一座敞開的環形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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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長 22.45公尺、寬 9.05公尺、高 4.6

公尺，以建構高雄文學名人堂為公共廣場

之概念為起點，讓作品的設置得以在公共、

文學、市民間，藉由公共廣場的概念得以

時空交融，而「水」就是時空交融、文化

交融、人民彼此交融的攪拌劑。「水」也

是文學能量的一種象徵，文學的能量隨著

時間累積在深厚的雲層下翻滾，隨後如大

雨般傾洩而下。這件作品中的水循環運作

系統道盡了市民、環境、文化、文學和文

學家間的有機關係，以自來水筆作為泉口，

以環型的陣式排列，更彰顯文學家們集體

持續地以文學的湧泉灌注這一片涵養他們

的大地。環形的廣場，也象徵城市意涵的

集體形構與文學積澱的能量，在這裡以內

聚的形式發酵，但不會因形式內聚而封閉，

反因內聚的能量開啟了公共分享的大門，

作品主構造的環狀筆牆懸臂於空中，同時

也是一座敞開的環形大門。

透過這座文學廣場的設立，讓高雄文

學館得以延伸，讓文學與市民間的介面得

以交融，並以尊崇的態度對高雄文學辛苦

付出的文學家們給予至高的榮耀，讓高雄

文學的自來水筆不斷滋長，匯集更大的文

學流量，讓高雄的文學造就文學的高雄。

牆的一側，鑲嵌著臺灣文壇大家葉石

濤先生書寫的「高雄文學館」館名，剛好

與館外的葉石濤雕像相呼應。2009年，為

緬懷葉老對臺灣文學及高雄文學的貢獻，

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委員會通過設置「葉

石濤雕像區」，在館外的一塊綠地上設立

了葉老的銅雕坐像，以彰顯葉老的文學成

就。

除了葉石濤先生的雕像，2007年為

充實高雄文學館的內涵，以高雄作家題材

為創作核心，在館舍入口的周遭樹立了 3

座玻璃燈光牆—「他們都在高雄寫作」，

以出身高雄的 4位作家生平及文學語錄作

為文學館的精神地標。這 4位作家分別

是：「笠山下─永遠的微笑與堅忍」的客

屬作家鍾鐵民；「高屏溪─不斷超越的綠

色詩章」的客屬詩人曾貴海；「走在文學

土地的田埂上」的本土文學作家鄭炯明以

及「穿越西拉雅的文學時空」的葉石濤。

踩在鋪滿木麻黃針葉的石板上，腳下

發出沙沙又柔軟的聲響，正午的陽光雖然

熾烈，但高大的老樹為這處中央公園裡的

藝文聚落撐起了大傘，伴之的是一片片綠

蔭飄落下來，跟隨著閱讀者的腳步走進這

棟白色的建築內。

文學館的大門上方貼著一張海報，

寫著「2016大高雄青少年與文學大師面

對面系列講座」，這項活動自 3月至 6月

每月邀請一位文學創作者來館進行專題演

講，藉由閱讀及寫作技巧的教導，提升高

中學生對文學的熱愛及對大高雄的熱情。

今年的 4位講者都是目前活躍在國內文壇

的知名作家，如淩性傑、陳昌明、向陽、

路寒袖等。除了與文學家對談，高雄文學

館的「送文學到校園」系列講座活動也開

辦多年，累積了很高的知名度和人氣，每

年舉辦十幾場，專門邀請國內深受青少年

喜愛的文學作家，深入校園，藉由專題演

講及經驗分享等方式進行，增進青少年對

▲ 高雄文學館外的「他們都在高雄寫作」，以出身高雄的
4位作家生平及文學語錄作為文學館的精神地標。

▲ 樓內部方圓座落的格局形塑了閱讀空間的多變，低矮的開架
式書櫃方便讀者取閱圖書。

▲ 高雄文學館的「送文學到校園」系列講座活動，累積了很高的知
名度和人氣，圖為作家廖玉蕙和高雄中山工商的學子們對談。

▲ 文學館內的讀書會活動，致力於常態的文學扎根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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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領域的熱愛，啟發青少年文學創作的

靈感，每個場次都獲得同學的熱烈迴響。

走進文學館，內部方圓座落的格局

形塑了閱讀空間的多變，讓視覺有了層次

感，低矮的開架式書櫃方便讀者取閱圖

書，1樓的文學圖書區依照文學作品的不

同屬性進行圖書的分類，如「大眾文學」、

「俠義小說」、「兒童文學」等，讓讀者

各依喜好來選擇。

1樓中心圓形的區域，專門闢為高雄

作家文物展示區，這也是文學館自 2006

年推出的「文學家駐館」計畫的一部分，

隔周邀請一位高雄作家駐館，介紹給高雄

市民認識。同時辦理作家創作文物展，展

出照片、手稿、寫作年表及相關著作等創

作文物，並配合舉辦一次文學講座，提供

民眾一個可與作家暢談創作想法或討論作

品的機會。越貼近作家的創作，越了解作

家的內心和想法，與文學家更加親近；並

讓與高雄有淵源的作家，以身為高雄作家

為榮。這項駐館作家講座活動自 2008年

起透過網路提供直播服務，讓無法親臨現

場的讀者也可同步欣賞這難得的文學饗

宴。此外，館內也定期舉辦主題文學書展，

如近期的「台灣棒球文學展」，就結合了

有關臺灣棒球文學的書刊、影像、文物、

名人簽名球具等，為讀者打開一扇棒球文

學之窗，一窺臺灣棒球的篳路藍縷發展歷

程。

2樓闢為高雄作家資料專區，這也是

高雄文學館的特色館藏，從 2006年建置

到現在已經典藏了 200多位高雄作家的相

關創作手稿文物。令人好奇的是，臺灣近

代幾乎所有的作家在這裡都有一席之地，

難道他們都出身高雄？我不禁心生疑問，

跟文學館的劉怜珍主任詢問，才知道這項

認定的標準是只要曾經在高雄生活或求

學、工作過的作家，哪怕只是在高雄服兵

役也算。專區內展示作家們的照片、簡歷，

以及手稿、著作等，臺灣文壇的老幹新枝，

皆在這裡散葉開枝。有意思的是，文學館

會請每位入藏作家填寫一紙 100字內的

「文學觀」，不論名家新銳，皆不免俗，

讀者或可由這一紙「文學觀」看到每位作

家骨子裡的自我剖析，也成為與讀者交流

的另一平台。有位作家寫道：「過淡淡的

日子，有花有生機，但不繁茂，人生太繁

茂，也不是福。」

而隨著年輕創作者的不斷湧現，館內

的展示空間已明顯不敷使用，劉主任說館

方正在進行一項大工程，就是作家資料數

位化典藏庫的建置，以期更完整收錄數字

不斷上升中的高雄作家相關創作資料，並

利用網路的無遠弗屆優勢，透過網站的宣

▲ 一樓的中心區域闢為特展區，現正展出「台灣棒球文學展」。

▲ 作家的手稿，隻字片語都是珍貴的文學史料。 ▲ 高雄青年文學獎的得獎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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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以提供更多民眾可深入瞭解高雄作家

的多元管道。

基於文學薪傳的使命感，青年文學的

推展也列為高雄文學館的主要任務之一，

高雄文學館自 2006年開始舉辦青年文學徵

稿活動，並將獲選的作品集結出版《晴天

的歌聲—高雄市青年文學選集》一書，使

這些來自國高中、大學，甚至畢業不久的

年輕朋友的優質創作有嶄露頭角的機會。

如今，這項徵稿活動已昇華為「高雄青年

文學獎」，並將目標定於 25歲以下的青年

學子，希望藉此凸顯「青年」文學獎的特

殊性，發掘更多書寫高雄或在地生活的文

學作品，同時也鼓勵學生能多與文學接觸，

在娛樂活動如此豐富的現代生活中，依然

不忘最能陶冶心性的筆耕志趣。而高雄青

年文學獎舉辦迄今，已出版了 10本作品

集。

2樓牆上有一幅「高雄文學年表」吸

引了我的目光，由這張年表可知，高雄的

文學紀事最早可溯自 1563年，林道乾自

澎湖來台留下的口述「藏金打狗山傳奇故

事」。而高雄文學館現在也正委託專家

學者著手高雄文學史的編撰，業已完成

《高雄市文學史‧現代篇》，清楚呈現以

1920年代臺灣新文學運動發韌為起點，迄

21世紀初，高雄地區文學發展之史實。

▲ 高雄文學館自 2006年開始舉辦青年文學徵稿活動，後改
名高雄青年文學獎，迄今已舉辦十屆，並出版了 10本作品
集。

▲ 名家新秀濟濟一堂，或可一窺作家們與高雄這座城市的淵
源。

▲ 高雄文學館舉辦的台灣鄉土文學的先驅「鄭坤五文物念展」，右三為文學館主任劉怜珍女士。

閱讀就是文化，閱讀也是深化人文素

養最重要的管道。近年來，高雄文學館除

蒐藏、保存、研究的功能外，更積極致力

於常態的文學扎根推動，由館內張貼的當

月份滿滿的活動訊息，幾乎每周都有兩場

以上的藝文講座、寫作課和讀書會等，由

此不難看出高雄文學館在文學推廣教育方

面的用心，期使文學更親近普羅大眾，讓

心靈穿上文學的翅膀，飛向無限想像創作

的浩瀚宇宙。

在這樣室內挑空以及大面積的開窗

的安靜的空間裡閱讀，窗外的樹海延伸入

內，如此享受都會森林的閱讀情境，該是

一種幸福吧。

他們都在高雄寫作，我們正在高雄閱

讀，南方吹起了文學熱。因為高雄文學館

的存在，讓城市多了一道充滿想像的文學

風景，也形塑了高雄的一處文化新座標。

勿庸置疑，高雄文學館奠定了高雄城

市文學的位置，鋪陳了整個城市的人文風

貌，使文學更親近民眾，以文學散播書香

的種子，讓閱讀成為一座城市的氣質，為

港都打造了一處優美的文學天地。

下回來到高雄的文學角落，不妨放慢

您的腳步，感受文學洗禮。讓樹上的松鼠，

陪著你一起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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