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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識 

 

  《暢流》是由台灣鐵路管理局、鐵路黨部創辦的綜合性雜誌，民國三十九年

二月十六日創刊，採半月刊形式，每月一日、十六日出刊，至民國八十年七月

一日停刊為止，共發行九九三期。《暢流》歷來以火車站、全省各大書局報攤為

銷售據點，強調聯絡鐵路運輸單位與大眾之間的情感，並作為鐵路員工與乘客

交換意見的園地。雜誌內容多元，包括詩詞、遊記、書畫金石、人物軼聞、歷

史掌故、文化探源、海外新知、文學創作等，各類文章篇幅不長，整本雜誌亦

長期維持十六開本、每期約三十五頁的規格，體積輕薄但內涵豐富，非常適合

鐵路乘客在旅途中閱讀、消閒之用。揆諸戰後「此起彼落」的眾家文藝報刊雜

誌，在政治因素圈囿與相對低迷的社會氣氛下，能夠數十年如一日、從不脫刊

者，《暢流》當是箇中典範。此外，《暢流》以其半官方的背景，於政府遷台初

期即展現了與政治教條有所疏離、與純粹的嚴肅文學刊物亦有所區隔之特色，

其中蘊含社會中上階層的價值取向、帶有文人遺風的美學品味等，皆是理解戰

後文藝生態與文學發展的關鍵路徑。 

 

  文藝生態與文學發展，正是文學史的書寫與研究念茲在茲的課題。葉石濤

以降的台灣文學史書寫，使台灣文學得到一個具有時空脈絡的基本輪廓，成為

吾人認識、思索相關知識時的良好範本；此一系列書寫所激起的種種反思、討

論，則成為深化文學史書寫與研究時的絕佳指引。近年最具代表性的台灣文學

史書寫，要屬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它延續了以十年為一個階段的討論框

架，並以「再殖民」的觀點詮釋戰後的台灣文學的發展，其中對五○、六○年代

文學的定位是以反共文學、現代主義文學為主，兼及女作家在女性文學、散文

藝術上的開創，同時也說明本省作家的組織、外省作家與本省作家的交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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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暢流》在此論述模式下，成為「五○年代反共文學主要雜誌」之一，即使

論者已分疏了自由主義、女性文學、台籍作家等支流，大批文藝雜誌的內涵與

其中牽涉的文學史議題，仍待進一步考察1。楊照藉〈文學的神話‧神話的文學

──論五○、六○年代的台灣文學〉、〈末世情緒下的多重時間──再論五○、

六○年代的台灣文學〉兩篇文章2，顯示了欲將五○、六○年代合而觀之的企圖

與傾向：相較於現代文學，反共文學的作品一直以概念的形式存在於文學史

上，並未被納入典律；更重要的是，戰後初期二十年間，反共文學和現代文學

維持著共存的生態，兩者勢力或有強弱消長，但當時的文學版塊分佈與習見的

「五○年代是反共文學的時代」、「六○年代是現代文學的時代」並不全然吻合。

楊照更探查文學內在精神與社會情境的互涉，認為反共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是

「末世情緒的一體兩面」，最後，他更進一步點出台灣社會在五○、六○年代所

顯示的多重時間意識，值得細究。有關台灣文學史普遍以十年分期斷代的現

象，許俊雅在〈臺灣新文學史的分期與檢討〉一文指出，政治事件、社會思潮、

國際關係的轉折點往往被用作文學史的分水嶺，相應於此種來自「外力衝擊」的

考量，由文本、文學社群、讀者、文學機制等文學的「內在動因」來觀察文學的

演進歷程，則是另一個可期的詮釋方向
3。邱貴芬檢視了以反殖民觀點與二元價

值為框架的文學史書寫，主張以「現代性的追求」作為文學史敘述主軸，如此不

僅仍能顧及日治時期以來知識份子對自由、民主的追尋，更能關注台灣文學中

來自不同族群、性別、階級的聲音，一方面深掘「在地性」，一方面藉著與西方

視野的互動，培養「國際觀」4。如上這些方法論的修正與革新一旦落實於研究

                                                 
1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第十一章 反共文學的形成及其發展〉、〈台灣新文學史‧第十二

章  五○年代的文學侷限與突破〉，聯合文學 17 卷 7、8 期（台北市：聯合文學，2001 年 5、6
月），頁 148~160,164~177。 
2 收在楊照，《文學、社會與歷史想像--戰後文學史散論》（台北市：聯合文學，民 84），頁

111~122，123~134。 
3 許俊雅，〈臺灣新文學史的分期與檢討〉，《見樹又見林──文學看臺灣》（台北市：渤海堂，

民 94），頁 227~258。 
4 邱貴芬，〈從戰後初期女作家的創作談台灣文學史的敘述〉，《後殖民及其外》（台北市：麥
田，2003），頁 4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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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文學史的現象與議題將可能被重估，向來只聞其名罕見其實的文本和

史料，也將重新受到矚目。近年來，由晚清與近代中國文學研究所掀起的報刊

研究熱潮，正是相似考量下的產物。現下可見的報刊雜誌研究除了提供相關的

基本認識，例如：報刊雜誌的組成、運作、風格、影響等，這些研究也由細節

與文本出發，繼而反映出報刊雜誌所處時代的文人動向、文藝思潮、文學生

態。然而，依照報刊雜誌的不同類型、屬性，必須也必然會發展出各自不同的

研究取徑，如何適切地運用、中肯地評述報刊雜誌，以求不刻意哄抬其價值、

不過度詮釋其內涵、甚至不過分貶低其潛力，皆需要再三的思量。陳平原在論

報刊研究的意義時曾指出： 

 

討論報章之於文學，不只強調文學是怎樣被生產出來的，更應該關注

在這一生產過程中，報章刊載這一行為本身，如何影響作家的審美趣

味以及文體感。……只有在這個層面，作家、作品、文化氛圍、文學

潮流等，才能融為一體。所謂報刊研究與文學研究的結盟，才算是真

正落到實處。5 

 

無論是僅從報刊裡抽取出所需資料作為論證，或是以報刊本體作為研究對象，

一份報刊的整體風貌，或者稱之為一份報刊的「內在小宇宙」，乃是報刊研究中

不容忽略的重要脈絡。 

 

  基於前述文學史、史料研究的考量，本研究將嘗試把握《暢流》內在的精神

主軸與質性，並考察此一質性對其週邊文化現象有何影響。由於《暢流》內容五

花八門，若以習見的文學報刊研究方法為之，或許僅能聚焦在其中的散文小品

                                                 
5 陳平原，〈晚清：報刊研究的視野及策略〉，《文學的周邊》（北京：新世界，2004），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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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說創作，如此一來與單行本、文集的研究便難有區隔，更在無形中犧牲了

《暢流》最具特色的欄目和文類。在點狀散佈的作家論、作品研究、報刊雜誌研

究、文學社團研究等豐富基礎上，《暢流》引導並逼使吾人的研究焦點朝向一種

不全然高蹈、也更貼近生活的文化面向；此外，《暢流》的組織、理念、刊物內

涵與鐵路密切相關，其形式、內容皆展現了現代意識的繁複多元，在《暢流》裡

除了能讀到某種「生活實感」，鐵路對人的感知層所產生的影響、生活方式漸變

的軌跡等，也是讀者於隱約間能夠觸及的。因此，本文將援引日常生活

（everyday life）研究的理論和觀點，透過對《暢流》的爬梳、詮釋，理出日常生

活現代性（everyday life modernity）和文藝之間是如何運作並交互影響；再者，「打

破科際界線／跨越學科藩籬」是日常生活研究的一項關鍵概念，若將此概念沿用

至《暢流》的詮釋上，則有助於活化吾人對詩詞書畫、人物叢談、歷史掌故、文

化新知、海外見聞等欄目的認識，或能藉此蠡測戰後台灣文學的面貌，檢視既

有文學史論述的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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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疇 

 

  《暢流》半月刊在戰後四十年間發行不輟，期間編輯者歷經數度更迭替換，

但刊物仍維持相似的基調，頗有一貫風格。本文將研究範圍聚焦在戰後二十年

間的《暢流》，乃是由於這段時期的《暢流》刊載了不少出自當時重要作家之手、

且質量兼具的作品，如張漱菡的《意難忘》、孟瑤的《心園》、郭良蕙的《泥窪

的邊緣》、謝冰瑩的《愛晚亭》等；另外，六○年代以後，文壇上的主流（或一

流）作家們多以同人性質更強的文學刊物作為發表園地，加以戰後初期青壯作家

老朽凋零，《暢流》上的文學創作遂逐漸減少；而本文所欲反省的文學史課題主

要集中在五○、六○年代，因此，對於《暢流》所蘊含的豐富資料及其背後所代

表的龐大文化資產，本文不得不有所取捨，要強調的是，如此的分割乃就研究

進行時的客觀條件限制而為，七○、八○年代的《暢流》無非同樣值得另闢專文

深入研究。另一方面，本文旨在考察戰後二十年間《暢流》及其週邊的文學文化

現象，因此，曾在《暢流》半月刊發表而後結集出版的諸多叢書，以及常在《暢

流》發表的作家作品和相關研究，都將納入本文的研究範疇，以求能夠更具體呈

現以《暢流》為中心的文化網絡，並更貼近戰後文學生產的細節與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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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前行研究回顧 

 

  雖然學界目前尚無《暢流》半月刊的專論，但台灣文學相關的報刊史料彙

編、文學史紀事或年表中，皆可見《暢流》的紀錄、簡介或述評，其重要性可見

一斑。當中較為詳細的要屬曾萍萍為《文訊》「追尋文學記憶：1950~1969 十種

文學雜誌」專題所撰寫的〈《暢流》概述〉、〈四十年來暢流，幾人未讀過？──

陸英育答客問〉兩篇文章。〈《暢流》概述〉記載《暢流》沿革、歷任主事者名

單、販售地點與價格的變動等基本資料，並以列舉篇目的方式分門別類地介紹

各種刊登在《暢流》上的文章，以顯示這份雜誌的包羅萬象；文中也約略指出《暢

流》在「文藝全盛時期」所發行的小說、散文、翻譯、傳記小說等單行本，並將

《暢流》與同時期的《野風》、《寶島文藝》、《自由談》視為「一個時代的過

渡」，使後來的《文學雜誌》、《筆匯》、《現代詩》、《創世紀》、《藍星》

得以應運而生。〈四十年來暢流，幾人未讀過？──陸英育答客問〉一文訪問了

《暢流》停刊前十年的社長兼總編輯陸英育先生，道出《暢流》停刊乃是迫於預

算遭刪除及黨部體系改組，此番困境不僅照見《暢流》在發行單位與資金來源上

長期以來半公不私的窘迫，許多同人對《暢流》在八○、九○年代的富庶社會裡

竟無法續存，亦表達深刻的感喟與無奈之情。曾氏為《暢流》作的概述扼要而明

白，歸納了四十年份、九百多期沉甸甸的史料，為讀者建構起《暢流》的大致面

貌，有助於後之來者從各個面向再深入探索這份重要雜誌的內涵與意義6。 

 

  向來致力於整理蒐集台灣文學資料的《文訊》雜誌，在二○○三年慶祝成立

二十週年之際，盛大舉行了「台灣文學雜誌展覽」，展出的三百六十一種文學雜

誌中，亦有《暢流》的蹤跡；根據此次展覽的目錄記載，《暢流》為鐵路宣傳，

也為乘車大眾提供消遣，刊物內容五花八門，唯慶祝總統誕辰一類的特刊較偏

                                                 
6 《文訊》240 期（台北：文訊，民 94），頁 21~24，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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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性7。二○○七年月《文訊》「一九五五青年看什麼書」專題8回顧了當年由

救國團、中國青年寫作協會主辦的「十萬青年最喜閱讀文藝作品測驗」票選活

動，來自台灣各地的大專院校青年共同投出了三萬五千多張票，分別就小說、

詩歌、散文、劇本四種文類各選出十本書，共計四十本；其中，小說類入選的

張漱菡《意難忘》、孟瑤《心園》，散文類入選的謝冰瑩《愛晚亭》，都是在《暢

流》連載大受歡迎，而後結集出版的佳作，由此或可推知《暢流》半月刊在五○

年代的風行程度。在文學紀事、年表方面，諸如《中華民國文藝史》9、《光復

後台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10、《台灣文學史綱》11，也都可見記載《暢流》的條

目。甚至，林海音的《剪影話文壇》雖以記敘人物為主，《暢流》也連帶地被記

上兩筆：其一是〈沒有組織的組織〉一文，紀錄一個長達三十年、從原先十幾人

12增加至五十幾人的女文友聚會，此聚會以「慶生會」為號召，按月舉行聚餐或

郊遊活動，由於會眾中的黃貺思女士是《暢流》半月刊社的會計，林海音因此於

文中提起《暢流》「文藝性很濃厚，像張漱菡、郭良蕙、孟瑤、咸思、張心漪都

曾是它的經常撰稿者」。其二是〈從新潮到古董〉一文，提到郭良蕙的《泥窪的

邊緣》、張漱菡的《意難忘》都在《暢流》上連載，兩位女作家也都深受文壇矚

目
13。 

 

  相較於上列旁證性的史料，有不少可供參考的回顧與述評，直接刊載於《暢

流》本身的週年紀念文章當中。這些文章除了表達祝賀之外，大多著墨於《暢流》

                                                 
7 《《文訊》二十週年：台灣文學雜誌展覽目錄》（台北：文訊，民 92），頁 27。 
8 《文訊》262 期（台北：文訊，民 96），頁 31~79。 
9 中華民國文藝史編纂委員會編，總編纂尹雪曼，《中華民國文藝史》，台北市：正中書局，民

國 64 年 6 月。 
10 文訊雜誌社編，《光復後台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增訂本)》，台北市：文建會，民國 84 年 6
月。 
11 葉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民國 76 年 2 月 1 日。 
12 根據林海音的記錄，民國四十二年十二月，林為小女兒夏祖葳舉辦滿月酒時，同席的王文漪

提議女文友們每月聚餐同樂，當月壽星不必出錢，稱之為「慶生會」，最初的成員包括：王文

漪、琦君、鍾梅音、林海音、作家陳紀瀅的夫人、張漱菡、王琰如、張雪茵、黃貺思、劉枋、

劉咸思、黃媛珊等。 
13 林海音，《剪影話文壇》（台北：純文學，民 73），頁 66~69，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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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風格特色，如主編吳裕民的〈本刊十週年紀念感言〉強調：《暢流》以「培養

人生興趣」為宗旨，十年如一14。周棄子〈祝願──為暢流半月刊十周年作〉以

為《暢流》是個性鮮明的綜合性雜誌，歷史掌故、隨筆小品、書畫欣賞、新文藝

創作等，都是《暢流》的特色15。魏希文〈我所知道的「暢流」〉認為《暢流》

刊出頗多小說創作，在文學方面貢獻良多16。王洪鈞〈雜誌與時代──為「暢流」

十年作〉則主張，所謂「綜合性雜誌」者如《暢流》，應以「反映時代、領導時

代」為務17。陳紀瀅〈敬賀「暢流」出版三十年〉將《暢流》譽為「一份平實而

完美的半月刊」，文中論及《暢流》能長久維持的因素有三，其一是鐵路局的支

持，加以「藉文藝支持交通；藉交通擴張文藝」策略的奏效，使《暢流》成為「辦

機關刊物中最好的範例」；其二是刊物內容長期有高水準的表現，使《暢流》能

立於不敗；其三是主事同仁善於經營，無論是刊物的行銷推廣之深或稿件的催

生募集之勤，在在都是《暢流》成績斐然的重要關鍵。陳氏也以為，深受文藝界

喜歡的《暢流》、《自由談》，為前期台灣文壇定下了良好的基礎18。陳其銓〈堅

持原則發揚傳統〉以為《暢流》三十年來堅持的原則是「在風格上不趨時尚，不

隨流俗，以發揚中華文化為職志，在內容上，每篇文章，均有其深度與可讀性」

19。呂佛庭〈我與「暢流」有不解緣〉指出《暢流》的特點是：始終保持固定的

風格；絕不降低文章水準；封面刊印國畫，藉以宣揚傳統藝術20。謝冰瑩〈為暢

流祝福〉中提及《暢流》的特點：一、封面是名家畫作，也已結集出版成畫冊；

二、編者從不寫「前言」、「編後」；三、內容包羅萬象，風格固定，從不脫期，

老少咸宜；四、暢流叢書也很有份量21。公孫嬿〈有望於暢流〉舉出《暢流》能

有崇高地位的原因：有可讀性；不標奇立異；家庭中三代都適於閱讀；是旅程

                                                 
14 見《暢流》第二十一卷第一期（台北：暢流，民 49.02.16），頁 2。 
15 同上註，頁 3~4。 
16 同上註，頁 12。 
17 同上註，頁 5~6。 
18 見《暢流》第六十一卷第一期（台北：暢流，民 69.02.16），頁 16~17。 
19 同上註，頁 45。 
20 同上註，頁 42。 
21 見《暢流》第六十一卷第二期（台北：暢流，民 69.03.01），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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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讀物也是家庭的讀物；是知識性的又兼趣味性的；字大行疏便於閱讀等22。要

之，「祝賀、回顧、前瞻」是這些文章當初被撰寫與刊行的主要目的，然而，便

是在多角度的、各有偏重的回顧中，照見了《暢流》的基調和特色。 

 

  為《暢流》撰寫週年紀念文的多是與這份刊物相關的編輯、作家，因此，在

回顧刊物歷史或風格之外，也有作者的現身說法，例如書法家王壯為〈我與暢

流〉說明了「書苑」專欄的內外因緣，點出《暢流》所具備的文藝性、綜合性，

使得當時欲辦刊物卻苦無經費的中國書法學會，能以「依附」或「合作」的方式，

透過《暢流》的篇幅來推廣書法23。遊記專欄作家呂佛庭在〈我與「暢流」有不

解緣〉中，略敘為《暢流》撰稿的經過，以及寫遊記的動機、原則和期許。隨著

《暢流》週年紀念文的刊載，有關《暢流》編輯單位的若干詳情也得以被揭示：

呂佛庭提到刊頭「暢流」二字出於黨國元老狄君武之手筆24。墨人表示，當時在

台灣辦刊物並不容易，許多刊物僅維持三、五個月至一、兩年，《暢流》能夠十

年從不脫期，是非常少有而難得的；《暢流》的稿費並不高，但寄送稿費的速度

快，加以編輯並不因投稿者的身份、名氣而有所厚薄，能真正廣納各方來稿，

因此頗受作者的歡迎與信賴
25。陳敬之對《暢流》的編者、作者關係，也給予「門

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好評；陳氏以為，《暢流》有時也能夠不為雜誌內的欄目

篇幅所拘，一次刊出近萬字的長文，使讀者和作者雙方皆感酣暢痛快26。王藍有

系統地指出《暢流》對讀者的「德政」包括：（一）以國畫作封面，格調高雅；

（二）內容充實，少有八股教條；（三）準時出刊；（四）定價低廉、公道。另

一方面，《暢流》對作者的「德政」則有：（一）選稿公正；（二）稿費核發快

速；（三）受歡迎的篇章可以結集出版單行本；王藍更強調，《暢流》編輯群對

                                                 
22 見《暢流》第六十四卷第十期（台北：暢流，民 71.01.01），頁 15~16。 
23 見《暢流》第四十一卷第一期（台北：暢流，民 59.02.16），頁 13。 
24 見《暢流》第六十一卷第一期（台北：暢流，民 69.02.16），頁 42。 
25 墨人，〈穩健樸實一視同仁──賀暢流創刊十週年〉，《暢流》第二十一卷第一期（台北：暢

流，民 49.02.16），頁 4。 
26 陳敬之，〈從「雜誌」談到「暢流」〉，同上註，頁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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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來客親切熱誠，使社內儼然文友聚會的小型沙龍27。魏希文則提供了一份暢流

社內工作人員的名單：包括主持編務的王琰如、會計黃貺思、經理部的謝宗

安、錢中岳、郭啟賢等，這是《暢流》版權頁上難以見到的紀錄28。 

 

  接近《暢流》編輯核心的陳樹曦在〈「暢流」拾年〉中，強調了《暢流》在

歸屬上與經費上的曖昧：起初由鐵路局主任秘書擔任發行人，自第六卷第六期

開始，出於「大法官的解釋，公務員不能兼作發行人」，《暢流》轉由鐵路黨部

發行；鐵路局與鐵路黨部雖曾先後提供經費，但暢流半月刊社幾乎是倚賴雜誌

與單行本的銷售而自給自足29。陳樹曦另在〈暢流二十週年〉中解釋，自五十四

年八月，當時「鐵路黨部兼主委」徐人壽局長擔任《暢流》發行人以來，發行人

一職便由歷任的「兼主委」出任，實際社務則由社長負責操辦30。陳樹曦〈賀暢

流三十週年〉則說明，《暢流》原屬鐵路局管理，後來政府命令各機關不得自辦

宣傳刊物，《暢流》便轉歸鐵路黨部，然而，隸屬的轉移並未改變《暢流》的風

格；《暢流》即使偶有宣揚主義和黨國的文章，也並不令人以為它是黨國機器的

傳聲筒，因此，陳氏指出：「寓宣傳於無形，這是它可愛的地方」
31。對此，劉

毅夫也以為，《暢流》由於歷來鐵路局負責人的開明態度、主編者的敬業精神，

得以維持清高的形象，不淪為專事宣傳的工具
32。 

 

  編者、作者們同時身兼《暢流》的讀者，於是在回顧《暢流》時，能夠具體

點出優秀的專欄和受歡迎的連載。周棄子相當推崇瓊音的中篇小說《誰的過

錯》、凌竹銘的「鐵路漫談」專欄、伍稼青的遊記33。陳樹曦細數二十年來出色

                                                 
27 王藍，〈暢流的風格〉，同上註，頁 13。 
28 魏希文，〈我所知道的「暢流」〉同上註，頁 12~13。 
29 見《暢流》第二十一卷第一期（台北：暢流，民 49.02.16），頁 6。 
30 見《暢流》第四十一卷第一期（台北：暢流，民 59.02.16），頁 1。 
31 見《暢流》第六十一卷第一期（台北：暢流，民 69.02.16），頁 11。 
32 劉毅夫，〈恭祝暢流三十大壽〉，同上註，頁 29。 
33 周棄子，〈祝願──為暢流半月刊十周年作〉，《暢流》第二十一卷第一期（台北：暢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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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連載與專欄：張漱菡《意難忘》、燕玲《孤帆遠影》、謝冰瑩《愛晚亭》、蘇

雪林《歸鴻集》、公孫嬿《雨中花》、孟瑤《心園》、張心漪翻譯的《林肯外傳》

及《慈母心》、羅敦偉「旅台詩草」、凌竹銘「鐵路漫談」、伍稼青的遊記、王

壯為「書林」、陳敬之「文苑風雲五十年」、王孔安「長春論」、陳恆昇「詞及

詞人」、高拜石的掌故文字、以及由各期封面畫作結集而成的《暢流畫集》等34。

各個單元的精彩內容使《暢流》頗具可讀性，這也是它能夠成功的內在因素，王

孔安〈暢流二十年〉則提供了一絲線索，使吾人思考《暢流》暢銷的外在因素。

王氏的這篇文章除了述及暢流半月刊社「以刊養刊」的拮据實況、刊物編輯群的

熱忱與公正，尚且提出個人的閱讀選擇：王氏偶爾翻閱英文的《時代》、《生

活》、《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以及中文的《新聞天地》等雜誌，但在接觸《暢

流》之後便漸感上述雜誌之「不合口味」，終至成為對《暢流》每期、每篇皆予

以詳讀的忠實讀者35。尤有甚者，例如程抱南〈「暢流」創刊十週年〉以為：無

論是哪個年齡層的讀者，無論是在車廂、書齋、臥室等處，《暢流》都是最合適

的讀物，它不僅能排遣人心的寂寞，也能啟發讀者對山水、藝文的愛好。此

外，程氏在文中以「十年」作為發想點，巧妙地觀察到「世界上既有一種與鐘錶

上所表示的不相同的時間，那末可見鐘錶上所表示的時間便不是絕對的和普遍

的時間了」，意識到「鐘錶時間」與「感覺時間」的差異，也正反映了當時文人

對「現代性」的一種思索
36。 

 

  陳敬之以其擅長的文學史縱論做為切入點，在〈從「雜誌」談到「暢流」〉

一文漫談了五四以來各類文藝雜誌的內容、風格，將《暢流》粗分為具有「名士」

風格的雜誌，而同類型的雜誌包括：《語絲》、《太白》、《芒種》、《論語》、

《人間世》、《宇宙風》、《談風》、《逸經》、《越風》、《子曰》、《古今》

                                                                                                                                            
49.02.16），頁 3~4。 
34 陳樹曦，〈暢流二十週年〉，《暢流》第四十一卷第一期（台北：暢流，民 59.02.16），頁 1。 
35 見《暢流》第四十一卷第一期（台北：暢流，民 59.02.16），頁 12。 
36 見《暢流》第二十一卷第一期（台北：暢流，民 49.02.16），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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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頗有將《暢流》上接三○年代散文小品脈絡的企圖。陳氏以為，《暢流》與

現實政治保持距離，並不直接褒貶、針砭，而是從根本上倡導、灌注中國文化

精神，以求德化民修，因此，「始終堅持與發揚著中國文化本位和人文主義的精

神」是《暢流》的一大特色37。在二十週年的紀念文〈我對「暢流」的兩點願望〉

中，陳敬之則重申十年前所論的「名士」之說，並肯定《暢流》的老少咸宜、雅

俗共賞；陳氏對《暢流》的期望則是「負起社會教育的責任」與「促進反攻復國

的機運」。文中對《暢流》的定位仍不脫以往的認識：「以文史為主而以掌故小

品為副」、「始終堅持與發揚著中國文化本位和人文主義的精神」38。另一方面，

陳樹曦在〈暢流二十週年〉表示，《暢流》乃是參考抗戰勝利後京滬鐵路的《京

滬週刊》而發行，但《暢流》的性質更偏重於文史39。大體而言，陳敬之的看法

是以刊物內容為著眼點，而陳樹曦則從刊物形式上的仿擬或承接，回溯《暢流》

在雜誌史上的源流。 

 

  綜觀上述關於《暢流》的現有討論，仍以較基本的紀錄和整理為大宗。史料

性的記載散見於文藝記事、文學史、傳記文學甚至是《暢流》半月刊本身，內容

包括專欄作者自道、編者說明經營的內情，也略論刊物風格、敘述讀者的反

應、介紹受歡迎的篇章及專欄，甚或嘗試尋找《暢流》在文學史、雜誌史上承先

啟後的關係脈絡。然而，目前對《暢流》的專論尚付之闕如，《暢流》的沿革與

發展、《暢流》內各篇章及專欄的細讀、《暢流》所統攝的文化現象及其輻射出

的時代面貌、《暢流》與戰後台灣文學的影響關係等，皆是本文欲深入研討的重

點。

                                                 
37 見《暢流》第二十一卷第一期（台北：暢流，民 49.02.16），頁 7~10。 
38 見《暢流》第四十一卷第一期（台北：暢流，民 59.02.16），頁 11。 
39 同上註，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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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火車與鐵路，作為改變人類社會生產方式的重要機械設施，宣告了傳統手

工業的終結與量產時代的到來；作為帝國主義版圖隨殖民體制拓張、延伸的大

型工具，預言了東西民族力量的對抗和拉鋸，以及強勢文化的逼近和滲透；作

為個體之間移動與交通的現代方式，則暗喻了一種看似平滑實則不均質的「進步

生活」，更象徵了逐漸內化至人類思維中的理性制約，以及潛藏於社會生活當中

碎片式的接受、妥協、衝突或對抗。某種程度上，火車與鐵路可謂生活實踐和

理論演繹兩端間的中介，在器物制度的實質面向上改變人類生活的同時，人類

的感覺結構、思考焦點、表達方式也隨之逐漸發生轉變，因此，對現代性的研

究來說，火車與鐵路是絕佳的觀察起點。火車與鐵路之於台灣社會，更特別突

顯了資本主義、殖民體制、現代性等多股力量的交會與運作，所以，《暢流》作

為依附鐵路而生的刊物，不僅是戰後台灣現代生活裡的重要媒體之一，在宣揚

鐵路運輸的同時，也展示了由鐵路運輸而起的生活樣態。此外，生活在台灣的

人們在現代化語境下如何辨識自己的存在？對於現代生活的種種，有怎樣的認

知和主張？對於現代性，又是如何觀察、體驗、仿擬、練習、轉化與實踐？在

在皆能見諸《暢流》。 

 

  本文所援引的「日常生活」，是近年文化研究領域中方興未艾的理論和課

題，在一片「回歸日常生活」的呼聲中，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再度受到矚

目，齊穆爾（Georg Simmel）、克拉考爾（Siegfried Kracauer）、列斐伏爾（Henri 

Lefebvre）、色鐸（Michel de Certeau）等人也浮出理論的地表。日常生活理論的

重要起點，是將平凡的、理所當然的日常生活視為不凡的、具有問題意識的；

此類討論的中心精神在於，藉由對日常生活的觀察、探討和批判，重新發現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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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向來含糊曖昧、被視而不見的層次40。本文嘗試研究《暢流》所展露的「日常

生活現代性」、「日常生活美學」，除了企圖了解一份向來被「視而不見」的文

藝刊物，一方面也欲藉此尋找文藝生產的時代語境，另一方面，在分析所謂「綜

合性雜誌」的過程中，也期望日常生活理論的廣袤性質能統攝、綰合其中的包羅

萬象。而確實，正是日常生活所具有的「不屬於這兒也不屬於那兒」的「零餘範

疇」般的性質，讓綜合性雜誌的「綜合」與「雜」不再因為不知如何歸類而無所

適從。雜誌裡的中外遊記、歷史掌故、懷鄉之思、鐵路知識、西方文化介紹、

文學創作、傳統水墨畫、照相攝影、漫畫速寫、廣告等紛然並列，一如現代日

常生活的並置、拼貼、蒙太奇；對歷史的興趣、各地遊歷中所展現出的多重時

空感，以及對古典藝術形式的眷戀，呼應著班雅明所謂的「拾荒」或「碎片」；

而綜合性雜誌之所以誕生，以及鐵道旅行、假日休閒的興起等等，無不指向日

常生活現代性內蘊的一項重要特徵：無聊──正因為「無聊」、「有閒」，各種

消閒的手段才應運而生。在多種對《暢流》可能的解讀和詮釋路徑中，日常生活

的概念有效地將之從方法的困境裡解救出來，消除了顧此失彼、見樹不見林的

缺憾，同時也開拓理論的運用範疇──不再僅限於文化研究和當代生活現象的

探索，而能在更廣泛的維度中獲致適切的發揮。 

 

                                                 
40 Ben Highmore 著，周群英譯，《日常生活與文化理論》（台北縣：韋伯文化， 2005 年 3 月），

頁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