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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旅游文学从古代便开始流传至今，其类型包括了诗、词以及游记散文等。游记

在旅游文学里可说是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数量来衡量的话，其绝对领先于其他

的文类。身为文学其中一类的旅游文学，一定有其研究价值以及意义。在第一章节

的部分，将会集合几位学者的观点，看看之前的学者对于旅游文学研究的观点以及

收获。除此之外，在该章节中也会简略的举出几本前人的旅游文学作品以及本论文

主要探讨类型——游记的一些马华前人作品。 

虽然说旅游文学的流传历史悠久，不过对于其定义，一直都没有一个较明确或

权威性的说法。若要对它下一个较客观的定义，唯有收集一些学者的意见，再分析

与整理出其中的要点。在第二章节的部分，将会对于“旅游”以及“文学”各自的

定义作一个说明，再通过各学者对于旅游文学定义的说法以及旅游文学的特征为此

论文所指的旅游文学下一个定义。 

第三章节是此论文主要探讨与研究的部分。在该章节，将会以九部马华现代游

记文本，来分析身为旅游文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文类，游记在马华文坛上质量的优

劣。其九部作品包括了《我的私方地图》、《我的私方地图II》、《彳亍地平线

I》、《彳亍地平线II》、《呼唤新疆》、《今年桂花开得特别早》、《南北极探

险之旅》、《天涯咫尺》以及《关于旅想》。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就是以分析这九部文本的内容为主，从其题材、写作手法、

文本结构等方面来探讨其优劣。其实研究此论文题目主要面对的问题是文本数量的

问题。笔者深知，若要较全面的去探讨马华游记书写的优劣，这九部文本的数量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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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不足以来作为代表。其次，这些作品都各自有其风格、特色、以及优缺点，所

以在比较以及归纳的部分有点困难，必须谨慎的了解整部文本，才可以对其深入的

评论。不过由于笔者学识有限，对于文本的分析能力也不是很强，所以在对于文本

的分析以及论文的论述方面并不能够说做得很完美，但求尽了力。 

对于研究出来的成果，笔者对马华文坛的游记书写的水准尚算满意，不过还是

有些作品在对比之下，显得没那么的优秀。希望透过这样的研究，能够让读者对于

这些较容易接触到的游记文本的优劣有所认识，以及让接下来的游记书写能够维持

在一定的水平。 

 

关键词：旅游文学、游记、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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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旅游在人类的生活中已经是越来越普遍的休闲活动。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

高，旅游的需求也相对的增长。但这并不代表着古代没有旅游这一项活动的存在，

只不过其广泛的程度以及定义与现今的社会有所差别罢了。由于旅游越来越普及

化，与旅游有关的文字记载也随着增加。这一类与旅游有关的文字记载可以解释为

旅游文学。对于旅游文学的定义，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每位学者都有

其观点与看法。这是由于旅游文学虽然拥有悠远的历史，不过被看作是文学的其中

一类则是现代才提出的。而本篇论文将简单的分析一些学者对于旅游文学定义的看

法，对于旅游文学的意思做一个简单的定义。之后将着重以旅游文学的其中一种体

裁——游记，来分析马华作家在这一文类书写上的基本模式。也就是以马华游记文

本为研究对象，浅析马华作家在游记书写上运用的手法以及角度。其中所运用的文

本将是以近几年的为主，包括了《我的私房地图》系列、《彳亍地平线》系列、

《呼唤新疆》、《今年桂花开得特别早》以及《关于旅想》等作品。这是因为这几

本马华游记文本比较常见于各大书局，所以普遍的民众也较有机会接触。而笔者的

研究动机就是要分析现代读者所接触的马华游记文本的质量，从中探讨现代读者所

接触的游记文本的优劣。笔者希望通过此论文的研究，可以稍微的分析出马华游记

文本的特色与优缺点，从而使得对于游记文本的优劣有一定的概念。除了希望对于

在选书方面有所帮助之外，也希望作者在编写一篇好的游记时，可以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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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旅游文学研究及其发展 

    在不少的学者眼中，旅游文学具有其研究价值以及意义。曹炳政以及王永毅就

在他们所写的论文〈浅析旅游文学研究〉中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根据他们的看法，

旅游文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就包括了旅游文学是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成分以及旅游

文学研究对于旅游资源的开发方面提供了借鉴与精神内涵。1旅游活动经过了文学

的描写与记录，使该旅游的价值在无形中增长了不少。作者将其在旅游过程中的感

悟及想法透过文字描写出来，将他心中的想象赋予旅行中所见的事物，不仅使该物

有了独特的意义，也使他的想法被抒发出来。而如果身为旅游者的我们，对于旅游

文学有所研究，当到达了与作者相同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想象与作者

的描写做进一步的联想，感受更多外在画面所带给我们的感觉。这样的旅游不仅使

旅游者增长了外在的所看、所闻，也使旅游者在内心、内在方面多了一份感悟。如

此的旅游价值也就远远的超越了现代人所谓的旅游了。旅游文学对于旅游资源开发

方面来说，也有一定的意义。旅游文学可以让旅游资源在开发的时候有一个借鉴，

避免该开发只是注重现代社会所关注的物质享受，而同时也注重文化的气息。除此

之外，对旅游文学进行研究有它的时代要求。2与其他的文学一样，旅游文学也随

着时代的不同，无论是语法或者思想方面，也有所变化。所以为了使旅游活动能够

顺应时代的要求以及发展，让它与世界接轨，对旅游文学展开研究是必要的。而理

                                                             
1
 参考曹炳政、王永毅：〈浅析旅游文学研究〉，《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2005，页

123。 
2
曹炳政、王永毅：〈浅析旅游文学研究〉，《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页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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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当然的，对旅游文学进行研究可增强旅游的品牌竞争力。3以中国的杭州为例，

其所以能够吸引许多人前去的原因包括了，有许多传说以及名人的事迹中都出现在

杭州。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使得杭州拥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以及历史文化，而在旅游

活动的竞争中保有了它的竞争力。 

对于旅游文学的研究，自从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十年，出现了较集中及规模的

形式。这时期出现了一批对于旅游文学研究的专著以及教材，当中包括了刘德谦的

《中国旅游文学新论》、冯乃康的《中国旅游文学论稿》和《旅游文学概论》以及

章尚正的《中国旅游文学》等等。《中国旅游文学新论》于 1997 年出版，重点研

究先秦汉魏六朝时期的中国旅游文学；长于考据，对旅游文学源头的很多问题作了

颇有新意的论证。4而 1995 年出版的《中国旅游文学论稿》，则论述了旅游文学所

涉及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包括了概念、特征、分类、意境、结构、语言、社会功能

及发展史，对古代尤其是当今的旅游文学作品作了颇具系统的总结，构成了一个具

有鲜明特色的旅游文学理论体系。5而其成功的地方更在于往后的旅游文学教材多

半延续了其框架。至于在作品选方面，较有影响力的包括了冯乃康的《古代旅游作

品选》、三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山水名胜旅游文学大观》、以及刘敏和李平的

《旅游文学名篇导读》等等。1997 年出版的《古代旅游文学作品选》，涉及山水

文学的文体较为全面，包括了山水诗、词、游记散文、山水赋、名胜楹联、山水骈

                                                             
3
曹炳政、王永毅：〈浅析旅游文学研究〉，《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页 123。 

4张璟：〈旅游文学研究述评〉，《旅游科学》第 23 卷第 2 期，2009，页 55。 
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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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散曲等，而且还配了思考和练习；注释详尽，题解精炼。6也就正因此书收录

了较全面的作品与详细的解说，使得其在旅游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对于马华文坛来说，当然也不乏关于旅游文学的作品与研究，但是由于此论文

探讨范围的关系，所以将只针对马华的游记书写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在新马，最早

出版游记的出版机构，相信是新加坡南洋商报报社。7自 1948 年至五十年代末，该

报社总共出版了十多部有关游记的书，而其中的作者多数是报社的编辑与记者。除

此之外，也有些个人方面的游记书写出版。1960 年之后，游记著作的出版量就逐

渐减少了，有时候隔了好几年都没有一部游记出现，在 60 年代所见到的游记著

作，大多是个别人士出版的，例如梅玉灿、谢水旺等人。8而一直到了 70 年代初，

游记书写的出版才又逐渐的又增加了起来。在当时的散文集数量中，游记书写就占

了不少的数量，单在 1971 年，就有三部游记著作出版，当中包括了黄枝连的《从

东方到西方》、陌上桑的《旅台小笺》以及林叔聪的《美澳欧亚纪行》。9虽然当

时的游记著作在量方面有不错的成绩，不过至于在质方面，则是参差不齐的。这三

部著作都是由好几篇的游记组合而成的，当中《从东方到西方》有 9篇游记，《旅

台小站》的再版由原有的 26 篇游记，外加〈金门纪行〉一文，以及《美澳欧亚纪

行》79 篇。现今的游记著作似乎也延续了这样的风格，将旅游的过程分成好几个

题目来叙述。有的是以时间的前后来分，前后有连接，比如赖瑞和的《杜甫的五

城》、蔡尤明的《南北极探险之旅》等等；而有的则是收录了一些不同作者的游记
                                                             
6张璟：〈旅游文学研究述评〉，《旅游科学》第 23 卷第 2 期，页 55。 
7李锦宗：〈1971 年的马华游记著作〉，《马华文学大系•史记》，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2004，页 327。 
8同上。 
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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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而成，比如由林悦主编的《我的私房地图 I》、《我的私房地图 II》等。而另

外也有由自己所经历的事以及心灵感悟的事为主，分章而写的游记著作，当中包括

了雷子健与曾秉鈞合著的《呼唤新疆》以及郑淑琴的《关于旅想》。此论文将以旅

游文学的特征及标准，来分析马华文坛近几年所出现的一些游记著作。除了分析这

些游记著作的格式及特征是否符合旅游文学之外，也将浅析这些游记著作的书写内

容。透过这类的分析，看看马华文坛现今的游记书写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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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旅游文学定义与特征 

在深入的探讨马华游记书写之前，有几个要点是必须事先理清的，当中包括旅

游文学的定义。为了使接下来讨论的内容更为清晰与清楚，在此必须先把此文章中

对于旅游文学的定义解释清楚，再从旅游文学的角度去分析同样也属于旅游文学之

一的马华游记书写。而所谓的旅游文学，顾名思义的可以说是旅游与文学的结合，

当中“旅游”以及“文学”的分寸拿捏决定了该旅游文学好坏。接下来将为旅游以

及文学各自下定论，再进一步的去解释旅游文学。 

旅游这个名词对现代的社会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旅游活动随着人们生活

素质的提高，也跟着热门起来。但是对于旅游活动的形式，则也随着时代需求的演

变，而出现了不一样的形式。有些人旅游时跟随着旅行社的安排，在限定的时间内

参观特定的景点；有些则是自己安排自己的行程，准备好必需品后踏上旅程，这样

的形式被称作背包旅行。不想麻烦及较注重物质享受的人们将选择前者，在一切都

安排好的情形之下，跟着旅行团一站又一站的参观景点。而不想被时间束缚着的

人，将选择背包旅行，除了不需要跟随着旅行团赶鸭式的行程，完成仅停留在参观

层面上的旅程，更可以自由的安排时间，也更深入的了解其旅游地的风俗与特色。

虽然形式上的不同，但两者都可被称作是旅游。对于旅游的定义，不一样的人都有

不一样的见解。不过有三方面则是人们对于旅游见解的共同点。第一，旅游是人们

离开自己的定居地，去异国他乡访问的活动；第二，旅游是人们前往旅游目的地，

并在那里作短期停留的访问活动，这种短期停留有别于移民性的永久居留；第三，

旅游是人们的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各种现象和关系的总和。它不仅包括旅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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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而且涉及这些活动在客观上所产生的一切现象和关系。10以上的三点反映

出了旅游活动的异地性、暂时性以及旅游现象的综合性。旅行是异地性的，就是离

开自身的定居地，到其它地方，而这地方当然不一定是指到外国，在自己的国内也

可。而这离开的行为是暂时的，并不是搬迁至其它地方做长期的定居。而在暂时离

开自身的居留地，到其它地方这一活动下所引起的的现象都可被称作是旅行。而旅

游这一活动是自己自愿性的，若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而必需短暂的去其它地方的情

况，则不被称作旅行。 

至于文学的含义，根据《文学理论教程》的解释，文学可分成广义的文化含义

和狭义的审美含义。在文化含义的部分，文学被视为是一种文化，而这样的说法在

初期属于主导的地位。文学是指一切口头或书面语言行为和作品，包括今天的文

学，以及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等一般文化形态，这正是文学的文化含义。11而

随着时代的演变，文学的审美含义逐渐的取代了文学的文化含义。文学是指具有审

美属性的语言行为及其作品，包括诗、散文、小说、剧本等，这正是文学的审美含

义。12无论是东方文论或者是西方文论都认同于文学与一般的文化形态不同，它具

有特殊的审美属性。在现今的社会中，对于文学的含义，通行的还是其审美含义。

但是由于文学与其文化的层面，也就是历史、哲学、政治等方面也存在着复杂的相

互关系，所以不能如此简单的就把它们切割开来。因此，应当指出：文学诚然是一

                                                             
10
王洪滨主编：《旅游学概论》，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页 9。 

11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页 50。 
12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页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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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审美——表现活动，但实际上无法与社会的文化过程分离开来。13也就是说，文

学虽然是一种审美活动，但是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却不能因此而被否定。文学被

视作为审美活动表现的同时，也存在着与文化关联的含义。 

通过以上对于旅游以及文学含义的解释，若是把旅游文学看作是“旅游”与

“文学”的结合的话，其可以被解释为作者以短暂到异地所引起的现象作为题材，

写成一部包含审美属性的作品。不过，要把旅游文学的含义给解释清楚的话，当然

不能如此简略的就带过了。许多学者对于旅游文学的定义都有些自己的看法。其中

谢明德认为，旅游文学是反映人们的旅游经历、见闻和感受的文学，是物态化了旅

游主体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意识，而风景对他来说是旅游文学形象构成的基础和主要

的描写对象。14陈涛的解释是旅游文学是旅游和文学性的统一，作为众多文学种类

中的其中之一，其标志的是旅游性，旅游者是此文学的主体，旅踪结构是文学的本

体结构，而在此文学中所记述的世界是实构的旅游世界。15许宗元则在其论文中表

示，旅游文学是记述旅途见闻，描写旅途地各种自然与人文景物，记叙、评介旅游

地真实状况、社会习尚、风土人情、历史沿革、名胜古迹等，表达作者由旅游活动

所产生的思想、感情、见解的文学。16综合学者们的观点，在此姑且把旅游文学定

义为，以旅游者为作者，真实的到过旅游目的地，并以文学的审美性把他们在旅途

中的所见所闻，包括他们的思想记录下来的文学。 

                                                             
13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页 54。 

14参考谢明德：〈生命的风景——旅游文学的定义、鸟瞰及其他〉，《理论与创作》，2002，页

64  。 
15
参考陈涛：〈旅游文学的现代理论阐释〉，《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1

期。 
16
许宗元：〈旅游文学论纲〉，《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5 期，2006，页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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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为旅游文学定下个定义之外，当然也必须通过旅游文学里所包含的特征来

进一步的解说旅游文学。旅游文学的基本特征可以分为几个部分，当中包括了真实

性、审美性、形象性以及地域性等。真实性是旅游文学中最基本的特征。所有的旅

游文学必须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不可是凭空想象、虚构出来的。首先是旅游文学的

真实性，即旅游确有其人，旅游确有其事，旅游确有其景；其次，是旅游的亲历

性，也就是说旅游是旅游者自身亲身经历，亲眼见闻，亲身体验的。17如果该作品

少了真实性，也就是说是作者虚构出来的话，那么也就只能说是文学作品，而不是

旅游文学的作品。接着是审美性，其实旅游的本质就包含了审美性。旅游本身包括

了旅游者以自身主观的审美观去审视着外在世界所存在的美。旅游涉及人类审美的

全部领域——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18所以旅游文学既然是记录作者审美的作

品，那么审美性当然是旅游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再者是形象性，它与审美性

有着紧密的关联。审美性是作者在内心的一种感觉，而形象性则是把这些感情以文

字，具体化的表达出来，使得其他人也能感受到作者的想法。 文学形象既是一种

传达审美意识的特殊符号，又是审美意识得以显现的一种表现形态。19旅游文学中

的形象性把作者内心对于事物的审美性，以文字生动表达出来。还有是地域性，这

在旅游文学中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征之一。在此所指的旅游文学的地域性，是指文学

文本中反映旅游者在旅游地见闻感受到的与其他地方迥然不同的地域特征。20描写

地域特征上的差异往往都是旅游文学吸引人的一个特点，旅游文学也因此而更有特

                                                             
17朱坤：〈论旅游文学的基本特征〉，《池州师专学报》第 4 期，2004，页 66。 
18
许宗元：〈旅游文学论纲〉，《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5 期，页 116。 

19朱坤：〈论旅游文学的基本特征〉，《池州师专学报》第 4 期，页 67。 
20
朱坤：〈论旅游文学的基本特征〉，《池州师专学报》第 4 期，页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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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正因为旅游文学具备了这些特征，真实性、审美性、形象性以及地域性等，所

以让其能够与其他的文学有所分别，也让它在与其他文学比较的时候，更有自身专

属的特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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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游记文本浅析 

旅游文学的类型众多，当中包括了诗、散文、游记等。接下来将以旅游文学的

一些特征及含义，试着分析几部近几年出版的马华游记文本。当中包括了林悦的

《我的私方地图》、《我的私方地图 II》、《彳亍地平线 I》、《彳亍地平线

II》、冰谷的《今年桂花开得特别早》、蔡尤明的《南北极探险之旅》、郑淑琴的

《关于旅想》等等。除了以旅游文学的特征来作为审视这些作品的一个标准之外，

文本里的特色以及作家的描写手法也将会是分析的一个重点。 

两部《我的私房地图》系列严格来说不是林悦写的，而是她策划的。在这两部

文本里，收录的是二十多位马来西亚人的游记作品，而都是由林悦策划安排收录的

工作。在《我的私房地图》第一部里，总共收录了二十四位作家的作品。而这些作

品都是林悦一个个的找，一个个的联络而得来的。这些故事，后来以《我的私房地

图》之栏名在《星洲日报》的旅游版出现。21《我的私房地图》这本书所收录的二

十四篇作品里有着不一样的作者，不一样的目的地，不一样的旅程，不一样的体验

以及不一样的故事。每一位作者都把他们不同的经历、感受，相同的以文字记录下

来，收录在这本书里。这本书里所写的地方有的不算是旅游的热门首选，包括阿富

汗、撒哈拉沙漠、约旦、印度等；有些则是旅行团常推介的国度，包括中国、意大

利威尼斯、西班牙、德国等较发达的国家。可是无论是哪一种地方，里头的作者都

以不同于一般人的角度去看、去写、去感受当地的景象与风土民情。比如里头其中

一篇写阿富汗的游记〈我的第三性别日子〉，记录了作者从一开始不安以及不信任

                                                             
21
林悦策划、王虹主编：《我的私房地图》，吉隆坡：海滨出版有限公司，2009，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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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情进入当地，一直到离开时的不舍。阿富汗这个国度给我们的印象是陌生的，

如果是旅行的话，的确不会联想到这一个名词。不过作者却孤身勇敢的踏上这一趟

旅程。在这篇游记中，作者多是描写当地的风土民情给她的感受。从一开始的认为

在那边必须要“谨慎行事”，在得到搭顺风车的机会后，而有所改观，再到卸下心

房选择相信人性善的一面而到当地居民的家过夜，一直到最后离开时竟然在他乡找

到“家”的感觉的心理变化。作者利用了在那边的经历，更生动的带出了她心理上

的变化。而在另一篇〈生活在巴黎，巴黎的生活〉的游记里，记录的是作者离开马

来西亚三个月，到巴黎旅游的经验。在这篇游记里，没有多在描写巴黎的时尚，没

有写巴黎的建筑物多么的特别，也没有描写著名的巴黎铁塔是多么壮观、浪漫。反

而多是在描写生活中的小事，而这些小事又给她什么样的启发与感受。比如作者以

付钱这一件事来说明她为何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法文学好。而作者也没有一味的在

赞颂巴黎，而是客观的真实把那边的情形写出来，比如“塞纳河的污染”、“因狗

粪而闻名的街道”等。22作者以褒贬合一的手法写这一篇游记，在这样的手法里，

带出对于巴黎最真的感受。作者以描写巴黎中不完美的地方，而最后却又让她推介

的这一个方法，带出巴黎的魅力所在。这两篇游记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不一

样”。第一篇是地点选择上的与平常人不一样，而第二篇则是以有别于其他人看巴

黎的视角，写出自己游记的特色。 

与第一部相同，《我的私房地图 II》里收录了许多来自于不同的人，不同的

旅程的不同故事。这一次收录了 23 位大马人的旅游故事。其中的目的地包括了尼

                                                             
22
取自《我的私房地图》，〈生活在巴黎，巴黎的生活〉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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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尔、印度、泰国、越南、中国、日本、希腊、苏格兰、毛利裘斯等等吸引人的地

方。与第一部不同的是，《我的私房地图 II》的故事都是从网络征召的。由于第

一部书的成功以及网络的日益发达，所以这本书的收录过程相对于第一部来得容易

些。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容易得来东西的水准完全不如艰难得来的东西，这一本书里

头所收录的游记水平并不逊色于第一部。其中里面有两篇同是描写尼泊尔的游记，

但是他们所得的收获与发现却是截然不同的。在〈生活在世界文化遗产中〉这一篇

游记中，作者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简单而又生动的刻画出了当地人的生活面貌。

作者在里头描写旅程中所看到的事物，然后又适时的加上一些自己的内心感想以及

与当地人的一些互动的趣事，让在看这篇游记时不会有在阅读旅游资料的感觉。比

如当作者拿起相机拍照时，发现大部分的人都会杨起嘴角，对着镜头微笑。这让作

者猜想着，或许他们已经习惯了如何面对游客，即使所谓的他们仅是个小孩。文中

有一段写道“在一间神庙外，我看见两个年轻人休闲地坐着，于是拍下他们愉快的

笑容。之后，其中一位以手机和我互拍。我蹲着让他拍摄，他嚷着拍了却看不到，

原来是背光使他无法捕捉我清晰的样子。”23这样一段简单的文字，简单的描写，

却让整篇游记更加生活与真实化，逃脱出一味的形容当地风景与特色的框架。而当

然，这篇游记里的描述说法或许有点平铺直叙，对于一些人来说或许感觉没有太多

文学的审美在里头。不过，这样的一种方法却也让人更容去亲近与明白里头所描写

的东西。在另一篇同样是尼泊尔的游记〈破茧，只为重生〉里，其描写事物以及角

度甚至到获得的感受都以〈生活在世界文化遗产中〉有所不同。在这篇游记里，作

                                                             
23钟向希：〈生活在世界文化遗产中〉，林悦策划，王虹主编：《我的私房地图 II》，吉隆坡：海

滨出版有限公司，2010，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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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描写的是参观葬礼的情景以及带给他的感悟。在踏上那次的旅途前，作者面对着

对于死亡课题上的困扰，甚至由于他的婆婆的健康问题，一度打消旅行的想法。不

过在亲戚的鼓励下，他还是去了，并得到了对于死亡更深入的洞悉。游记里写的是

作者前往尼泊尔的帕苏帕提拿寺参观当地人的葬礼。在过程中，虽然与自己没有任

何的血缘关系，但是作者的心就和死者家属的心好像被揪着是一样的。文中也写出

了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以及尼泊尔当地人民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别。“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在当时看到的一幕非常不忍的画面。一位病入膏肓，自知死期不远的虔诚印度教

徒，被亲友们抬到巴格马提河岸，将双脚浸入河中，等待生命的结束。”24作者以

身在文明国度人民的身份，发出对于当地的宗教文化的疑问与惊叹。当地人深信

“毁灭即是重生的开始，死亡不过是舍弃躯壳而追求更高精神层面的途径。”25这

篇游记为作者带来了一些死亡课题上的启发，也让读者更深入的了解了不同文化的

差异。经过这次的旅程，让作者对于死亡的看法更加的豁达。在面对亲人的离世，

纵使难过、伤心，但也让他情愿相信，一段生命的结束，不过是为了迎接另一段生

命的开始。作者通过尼泊尔当地人对于处理死亡的风俗，这样的一种葬礼，透露自

己的心境已经从“逃避且放不下”转换成“面对且放下”。其实看这篇游记会给人

有点沉重的感觉，有别于其他的游记，此篇所探讨的课题较为的严肃。不过这也扩

大了游记的题材与内容。同样是写尼泊尔的两篇游记，由于所看过、经过的事物不

一样，所以所带给他们的感悟也不一样。这也是游记其中一个好玩的地方，即使地

点相同，但是每个人所写出来的东西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私房地图》系列的

                                                             
24雷昇杰：〈破茧，只为重生〉，林悦策划，王虹主编：《我的私房地图 II》，页 35。 
2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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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本书，结构上有着相同的地方，尤其其中有一个做法还蛮恰当的。那就是在每

一篇游记的后面，都会跟随着一些游记所写地点的一些简介与介绍。这样的做法除

了让读者更了解所写的地方，补充资料之外，也使得整篇游记不会为了要介绍当地

的一些资讯与资料，而穿插些与所写东西较为不符合的内容介绍，破坏了整体所要

表达的东西。 

林悦策划的《我的私房地图》里的游记都属于短篇的，而她自身也写了两本长

篇的游记《彳亍地平线 I》以及《彳亍地平线 II》。之所以称为长篇除了是因为字

数众多，结合成一整本书之外，另一个原因是她的游记所记载的旅程是一个长途的

旅程，由不同的目的地集合成的一次旅程。林悦的这趟出走历时了二十二个月，也

就是将近两年的时间，这是何等惊人的时间。其中到过的地方包括了寮国、越南、

中国、蒙古、欧洲、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印度以及尼泊尔等地。林悦是与另

一个“伴”一起踏上这绝非普通人有勇气尝试的旅程。他们的旅程的点滴都记录在

这两本书里面，但是还是由于篇幅的因素，没办法一一的描写出来。这两本《彳亍

地平线》可说是马华游记里近几年来其中一部让人惊喜的作品。除了长时间的游走

在多个国家的这一个举动令人敬佩之外，她的毅力与耐力也绝对让人自叹不如。在

整个旅程里，他们都是以背包旅行的形式去完成的，而并非是跟着旅行团一站一站

的去参观，去享受。他们住的不是高级酒店，而是环境不尽理想的廉价酒店；他们

吃的不是当地的特色或高级料理，而是只要能填饱肚子的食物；他们的交通不完全

都是飞机或任何舒适的交通工具，而是一切能够载他们前往到目的地的任何交通工

具，当中包括了在路边所拦截而来的顺风车。在他们旅程中注重的不是这一切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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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享受，而是精神上满足。宁愿省下满足口腹之欲的钱，也不愿牺牲继续前往下

一站目的地的资本。这两本书所写的是一次性的旅程，所以是有关联性的存在，不

过由于是以地理来做标题上的分割，所以也还是可以分开的来阅读。在读看这两本

书的时候，不会让人去太计较里面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法描绘，因为里面故事的丰富

性已经几乎让人不去在乎这些。这两本书多在描写人。有生活在贫困国家而仍然勇

敢生活的人民，有同情弱者而展现出自己高贵的洋人，有为了赚钱而甩手段的小贩

与关卡人员，也有因为旅途而认识的人等等，总之在这两本书里出现的人物真的是

太多太多了，而作者也乐此不疲的描写这些在她旅程中所出现的人。在她所写的人

物里，有些是她欣赏的，也有是她不屑的，有些则是让她有深刻感悟的人，而无论

是哪种人，都在她的旅途中画下了一笔，也让这两本游记的内容更丰富。除了人物

的丰富性，作者在写这些游记的时候，有时会以一种历史的角度去看或解析那个地

方。作者自身也写到“进入一个国家，我无法不掉进她的历史漩涡。”26比如在越

南的时候，作者因为法国曾经占领以及美国侵略时的不友善，所以并不要求那边的

人们以友善以及甜美的笑容来迎接旅客。这是一种以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历史事

件，来剖析当地人性格与态度的行为。林悦的这两本《彳亍地平线》以及她策划的

两本《我的私房地图》系列的书，为马华文坛的游记书写部分带来了一股清新的力

量。不仅增加了游记书写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其质量也非常的高，而且也做出了一

些新的风格。这两系列的书里头，不只有丰富的文字描写，而且在文字中，也放了

                                                             
26
林悦著：《彳亍地平线 I》，吉隆坡：诺文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2007 年，页 12。 



17 

 

许多照片。这样的做法除了可以在这个阅读风气越来越低迷的社会下，更吸引人阅

读之外，也或多或少的弥补了一些文字叙述上所无法表达与呈现的东西。 

大将事业社曾出版了几部游记文本，并归类在“大将悠游”的系列中，当中包

括了《呼唤新疆》、《今年桂花开得特别早》、《南北极探险之旅》等作品，为游

记这一文类贡献了不少。其中的《呼唤新疆》是由雷子健以及曾秉鈞合著的，记载

的是一行四个人同游新疆的故事。吴彦华在为这本书写序的时候写到“其风格形式

也别出心裁：四位主角全隐了姓名，改称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在行程各自

引发与民族交流接触的不同故事、对文明遗迹感触的不同心情、对罕见景致的不同

赞叹。”27以这样的形式来书写游记的例子似乎不多，多数都是作者一人对于旅程

中的事物所发的感想，而这本书却是以四个人的角色来写出不同人的不同心声。这

本书以十个不同的地点来做为小标题。在小标题之下，作者又在分为三个部分，主

文、人世间以及档案。主文是描写一行人在小标题下的地点所发生的事以及所看到

的物。人世间的部分则是描写特定的人物，该人物或是出现在小标题下的人物或是

在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是所出现的人，当中包括了帕米尔公路旁的五个小孩、挖煤炭

的柯尔克孜族老爹于两个孙子、贩卖“英吉沙”28的女孩伊玛、售卖“手抓饭”29的

维吾尔族店主、骑着马奔腾的六十岁老奶奶等等。每个人物都有属于他们的一段故

事，作者特地将这些特别的人物写在“人世间”里。至于档案的部分，则是记录了

                                                             
27
雷子健、曾秉钧合著：《呼唤新疆》，吉隆坡：大将事业社，2000 年，页 6。 

28维吾尔小刀。 
29
维吾尔族的一种食物。 



18 

 

各个地方的一些地理、特色及文化等。由于两位作者都从事与报章有关的工作，受

过编务方面的训练，所以在分章工作上的概念比较强。 

至于大将悠游系列的另一本游记，《今年桂花开得特别早》则收录了多篇作者

到中国、澳门以及韩国的游记。这本书收录了作者曾在各报章上刊登的作品，包括

了在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及中国报等。这本书可以算是作者为自己所写过的一些游

记做一个整合与整理。里面的篇章其实没完全的按照刊登在报章上的日期顺序来排

列，篇章与篇章之间除了地点相同之外，似乎也没有很大的关联，大可以独立的分

开来看。或许毕竟这些游记都是分开刊登在报章的，所以也没有一定要有互相关联

的必然性。也就是说，这本书是收录了作者写过的游记，而其排序并没有跟着时间

的先后来排，内容是跟着标题的地点来区分。其实作者的这些旅程都是跟着旅行团

的，所以在与人、事、物的经历都已之前背包客的经历不同，所以写出来的东西也

就不一样了。在这本书里头的游记，多是在描写景色如何的美，建筑物如何的特别

等等。由于作者去的大多是旅游胜地，所以写的东西与前几部游记不同，不能说他

写的是不真实的，而是由于他到过的地方都是被包装过的，所以看到的，体验的也

必然是比较好的，所以也就不可能写出像之前游记的感觉。里头也有描写内心的部

分，不过多是因为大自然的美，或是外在的好带来的赞叹。至于手法方面，作者多

是直接的把所看到、所感受得到的以一般的句子描写出来。有时，作者喜欢用成语

来叙述，比如“假如把北京的天安门、故宫、长城、颐和园等旅游景点比作大块文

章，繁复多变，艰涩难解，那么，大钟寺可称为一则小品，短小精悍，清新隽永，



19 

 

一目了然，但读后却回味无穷！”30短短的一句话里，却可以引用了好几个成语，

这样的情形，也在作者其他的游记里出现。除此之外，作者也会把诗融入进他的作

品当中，比如在〈诗韵钟声寒山诗〉这一篇里头，作者引用了张继的《枫桥夜泊》

作为开头，并在叙述的时候不断的把寒山诗与这首诗相提。在〈杨贵妃原来是我的

同乡〉一文里，作者则引用了杜牧的《过华清宫》来叙述。这样的做法，让其游记

更添些许文化的意味在里头。 

《南北极探险之旅》也是大将悠游系列中的其中一本游记，记录的是作者蔡尤

明到南极和北极旅游的过程。这本书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来叙述，分别是南极和北

极的经历。在这两个不同的旅程底下，又有些小标题来划分叙述重点的不一样。这

两篇游记都顺着时间来展开其叙述，从一开始的准备工作到前往目的地的行程，再

到抵达目的地后的情景，一切都是依着时间的前进来描写。作者的这两趟旅程都是

跟着旅行团前往的，所以其叙述方向多以《今年桂花开得特别早》的方向相同，多

在描写环境带给他们的震撼与感想。而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其遭遇当然也不可能

与其他被包旅行者的一样，能够与当地的居民做进一步的交流。其实，这两篇游记

的描写手法并没有很特出，不过由于南极和北极都不是一般人到过的，而关于她们

的游记也不是很多，她们都有给人谜一样的感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本书

所叙述的情景以及故事还是能够吸引人把它读完。作者是一个热爱旅行的人，在还

没叙述南北极的旅程之前，作者用了两个篇章来描写他之所以热爱旅游的原因，以

及曾经到过的地方，当中就包括了世界著名的各大瀑布以及横贯欧亚西伯利亚打铁

                                                             
30
冰谷著：《今年桂花开的特别早》，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9 年，页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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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行程。虽说这本书的主要重点是在南极和北极，但是对于前往南北极之前的一

些地方以及准备工作的描述，却也让读者知道更多关于这两趟旅程的情形以及资

讯。虽然作者的笔法简单，没有太多华丽的词藻，但是沈慕雨先生在为这本书写序

时写道，“读了《南北极探险之旅》后，恍如与蔡尤明先生亲游冰天雪地的南北

极，饱览另一世界的风光和景观，快乐之至”。31的确，语法上虽然没有太多的修

饰，如“一有鲸鱼出现，船员就以无线电联络，大家便将汽艇驶到该处，距离鲸鱼

有 100 至 150 尺远，然后熄掉引擎，安静地观看及拍照。真有趣啊！”32作者不会

对于这样的情景，如看到鲸鱼时的情景多以文字来形容或加强整体的震撼性，只是

简单的描述过程。不过读后却也让人有亲身经历的感觉，获得的资讯当然也不少。

若把这三本《呼唤新疆》、《今年桂花开得特别早》以及《南北极探险之旅》由大

将出版社出版的游记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呼唤新疆》的整体写作手法、文本结构

上的安排以及风格形式稍微略胜一筹。在写作手法方面，另外的两本文本略嫌有点

一板一眼，比起《呼唤新疆》里头生动的叙述，显得有点生硬。再者《呼唤新疆》

里头以四位角色不同的视角来叙述整个旅行过程，这样的新颖风格也比另外两本文

本，与其他游记一样，以单一的视角切入来得突出。 

接下来谈的是马华的另一本游记《天涯咫尺》。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领队，书

里记载了他到过的许多地方，有的是带团去的，有的则是自己去的。其中的地点众

多，包括了澳洲、台湾、南非、西藏、纽约等等。由于作者的职业关系，所以在他

的叙述当中，有点偏向“商业化”的迹象。里头的篇章有些很大的篇幅是在写着一

                                                             
31蔡尤明：《南北极探险之旅》，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6，页 9。 
32
蔡尤明：《南北极探险之旅》，页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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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旅游资讯而少了些文学性在里头，比如“从机场乘坐机场 shutter巴士只须澳币

九元，如住上三晚又可得到免费乘坐的优惠，半小时就抵达旅社，地点就在悉尼主

要街道叫碧街（Pitt Street）从这儿步行三分钟就可到达唐人街，去哪儿都方

便。超市、餐馆、便利店比比皆是。”33、“在酒店订了两天一夜的下龙湾之游包

括三便餐早餐，车费，船费，溶洞入场费还有随团导游及一晚两星级酒店才美金三

十五元，简直超值。”34这或许是身为领队的一种职业观，凡事都较注重时间及金

钱等方面的事，不过其实有些在旅游时必须注意的东西，在游记里则不那么的重

要。另一个让笔者觉得这书偏向“商业化”的原因是，里头的叙述多在描写景点，

对于景点做详细的介绍，不过却少了点“人情味”在里头。在这本游记里，鲜少看

到作者与当地的居民的互动，更别说是深入的去了解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若要说

与当地居民的互动的话，最常出现的沟通场景应该是在描写买卖交易时的情形吧。

这本书也不完全的没有写到作者与其他人之间的交流，不过多数是写作者与团友之

间的交流，而不是当地的居民。比如在〈两个离婚的女人和一个小贩的故事〉一篇

里，作者就写了参加过由他带队的旅行团团友的故事，以及之间的交流。在作者的

游记中，可以发现有时作者会对于所遇到的事发出牢骚，比如“在旅途中最难缠的

一件事就是会碰到许多藏族乞丐向你乞讨，尤其是在小镇的路边餐厅前一些穿着脏

兮兮的藏族小孩及妇女们„„，听说藏族很多人一生中只洗三次澡，很想在他们被

紫外线晒得乌漆麻黑的脸上找出真象。”35以及“„他身上所发出的男人汗味真使

                                                             
33
十三少著：《天涯咫尺》，焦赖：BHC Press Sdn Bhd，2008，页 9。 

34十三少著：《天涯咫尺》，页 75。 
3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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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领教，也许是他平时吃太多的羊肉而导致从他身上发出股羊骚味吧„”36，

更有一篇〈欧巴桑的“台湾”脚〉，里头批评着作者所遇到一些他认为没有自知之

明的人。其实作者这样把旅途中所遇到当地人的真实面貌写出来并不是坏事，不过

有时却会觉得作者是站在一个较高的位置来看待这些人。或许把姿态放低一点，能

够体验与接受更多的事情。 

近期出版了一本特别的游记《关于旅想》。里头有多篇游记，但是每篇游记的

文字记录并不多，相较于其他的游记，这本书里头的游记或许可被称为“微型游

记”。虽然属于微型，不过这些游记都很有趣。如果按照题目来解释的话，这本书

写的多是作者对于旅行或者是旅行给于作者的感想。作者除了描写每一个地方的风

景与特色之外，在每一篇游记后，都会有作者从该篇游记里所得到的启发。而每一

种启发都与作者写的游记是有所关联的。也就因未如此，这本书的文学性相对的比

之前的几部游记文本来的较多。这本书的序里写到“不期的事，邂逅的物，相遇的

人；旅途跌跌撞撞的足迹。不期成了领悟，邂逅成了叮咛，相遇成了相知；生命寻

寻觅觅的痕迹。”37可见旅行中的“不期”、“邂逅”、“相遇”的种种，都为作

者的生命带来无限大的影响。这些“不期”、“邂逅”、“相遇”指的正是旅程中

所发生与遇到的点点滴滴。占据人生中很小部分的旅行中所遇见的事（不期），看

见的物（邂逅）以及碰到的人（相遇），都会在人的一生之中，从短暂的足迹变成

永恒的痕迹。看完这本书，会让人觉得作者真的从旅游这一活动中得到了很多很多

的收获，会佩服作者敏锐的观察力、无限的想象力以及强大的思考力。自身无法从

                                                             
36十三少著：《天涯咫尺》，页 25。 
37
郑淑琴著：《关于旅想》，吉隆坡：诺文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2010，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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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活动中获得什么启发或者收获的人，在这一本书里，或许会找到你之前所找不

到的感觉。其实这本书的作者——郑淑琴，在《我的私方地图里》也有收录她的作

品，篇名为〈我前世，一定是峡谷人〉。该篇游记是写她到约旦的佩特拉城游历的

过程。比起《关于旅想》里的文章，〈我前世，一定是峡谷人〉少了一些文学性，

多了一些叙述性。不是说这篇文章的叙述没有文学性，只是相较于《关于旅想》里

头的篇章，的确不如。在〈我前世，一定是峡谷人〉里叙述了早晚不同的佩特拉

城，晚上的佩特拉城是神秘却热闹的，而早上的佩特拉城则是蓄势待发却冷清的。

与《关于旅想》里头的篇章相同的是，作者也从这次的旅程中领悟了一些事情。

“将特有地质与艺术结合的建筑，是造物者的超凡与人类智慧的结合。我沉默贪婪

地观赏它，开始有一些领悟，晓得了曾经的灿烂不是永恒的光辉，在历史的长河

中，人类没有不朽的辉煌。” 38不同的是，在这里作者是直接把领悟的事物写出

来，而在《关于旅想》中则是把领悟的事物修饰成独立的语句，放在每篇篇章的后

面。 

以上所举的文本都是马华文坛近几年所出现的马华游记文本。当然，其数量远

远的超过了以上所举的这些，不过由于以上的多是能够比较容易在书店找到的文

本，所以就以这些容易被民众所阅读的文本为列，来作为分析的对象。从以上的文

本可以把书写游记的作者分为两类，一类的作者是参加旅行团的方式来旅行，而另

一类的作者这是以背包客的方式来旅行。无论是哪一种方式，他们的这一种活动都

被称作是旅行，所以他们所写出来的作品，只要符合了上一章节所列出的旅游文学

                                                             
38
郑淑琴：〈我前世，一定是峡谷人〉，林悦策划，王虹主编：《我的地方地图》，页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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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当然也就可被看作是游记。而之所以称之为游记是因为这些作品类型的关

系。由于旅游方式的不一样，所以也就导致了这两者之间所看、所感受以及所写的

东西有所差别。至于其中的好坏则是全凭个人的喜好以及对于旅行的定义而定。如

果一个人向往的是无拘无束的旅程，不再乎外在吃住环境的话，背包客的游记应该

会比较合胃口。而如果认为理想中的旅程是住得好，吃得好，什么事都安排好的

话，那么应该去看那些以参加旅行团作为旅行方式的作家的作品。其实马华游记文

本的写作模式多偏向散文式的书写。若把以上的作品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其写作形

式大致也可分为两类，一类其写作大多以说故事的方式把旅途中所遇的人、事、物

写出来；而另一种则是类似述说资料式的描写。相较起来，前者的方式较吸引人阅

读，而后者则会给人有点沉闷的感觉。前者的书写方式较生动，无论是在描写人或

事方面，作者常以简单却又不失文学性的笔法生动的写出来。这类的文本包括了

《我的私房地图》系列里头的文章、《彳亍地平线》系列以及《呼唤新疆》等等。

而另一种的书写方式就多以简单的手法，把当地的一些风景以及资料叙述出来。这

类的文本有《天涯咫尺》、《今年桂花开得特别早》等。相同都是以简单的叙述手

法，不过还是可以看出其中优劣。在第二种类型的文本中，有时作者会以成语或者

一些典故来突现其技巧，不过却让人有点做作的感觉，不比第一类的文本来的自然

与精彩。其实只要故事丰富、描写时懂得抓着重点、读后让人有所启发和收获，简

单的语言及手法的书写往往来得比在手法上有技巧，但却没什么故事性来得强。不

过对于一些形式上的呈现方式，这些马华游记文本到是有个相同之处，那就是每一

本游记除了文字的叙述之外，都会附上照片。而这些照片所占的位置也不小，相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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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较前期的游记，如赖瑞和的《杜甫的五城》，这些文本中照片的比例大大提升了

不少。而以上举例的这些游记作品都可说是符合了旅游文学的特征，真实性、审美

性、形象性以及地域性。这些游记的真实性以及地域性可以说是完全的符合了旅游

文学的特征，而审美性以及形象性虽然也都有了，但是因为个人的一些水平上因素

而有所差别。笔者认为其中在这两者上做得还不错的游记包括了《我的私房地图》

系列、《彳亍地平线》系列、《呼唤新疆》以及《关于旅想》等。做于这一篇章的

总结，马华游记文本的水平总得来说是还不错的，在旅游的地点方面也很全面，踏

足许多的国家，不过事事都没有完美的，还是需要不断的进步，在笔法的成熟度还

可以有更完善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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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重回到此论文的研究动机以及目的，那是透过对于旅游文学的定义与特征，来

审视现代马华游记文本的水品，希望透过这次的研究与分析，可以对于游记书写的

优劣有一个界定，从而对于在选读或创作游记作品是有一定程度上协助与概念。在

第一章节的部分，叙述了关于一些学者对于旅游文学的研究价值以及意义的看法。

比如曹炳政以及王永毅这两位学者，他们就认为旅游文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就包括

了旅游文学是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成分以及旅游文学研究对于旅游资源的开发方面

提供了借鉴与精神内涵。对于旅游文学的研究，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十年出现了

较集中的以及有规模的发展。旅游文学的研究论文及丛书在这时期较为的多，甚至

还出现了一批旅游文学的教材。而游记书写在马来西亚的情况则是在七十年代后才

慢慢的出现较多的作品。但是，对于旅游文学的定义一直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

在第二章节里，则试着从其他学者的观点中，找出对于旅游文学的共同看法，大概

的归类出其定义。至于在第三章的部分，则以马华近几年的游记文本作为研究对

象，分析文本中的的内容，从中看出游记文本的优缺点。当中笔者认为几本较好的

游记文本就包括了《我的私房地图》系列、《彳亍地平线》系列、《呼唤新疆》以

及《关于旅想》。或许是因为个人喜好的关系，这些被认为写得较好的游记文本，

其作者的旅行都是以自助式的方式进行的。其实除了文本中的描写手法是一个评估

游记优劣重要的一点之外，笔者认为题材也是非常重要的。以笔者的观点来说，那

些背包客式的旅行相较于参加旅行团后写出来的游记，前者的作品会较为的有吸引

力以及内涵。这是因为在自助旅行的情况之下，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去面对，而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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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的风土民情是更为深入的。也因为这样，这类游记的题材与内容会比较的丰富

及特别。针对这些游记文本，可以说大多都是以散文式的书写模式来叙述，也可以

说散文式的写作模式是马华游记文本最常见的一种形式。而其中一本《关于旅想》

则是类似随笔的方式。以笔者对于游记的要求来说的话，一篇好的游记必须具备流

畅的描写手法，简单明白的字句里又不失文学的审美性；内容方面除了叙述当地的

一些风景及特色之外，作者也应该融入进当地居民的生活文化，从中领悟出自己的

一套想法与感觉，并把它融入进自己的游记里头。这样读者在看游记的时候，除了

能够看到一个人旅游的经历，满足自身对于外在世界的好奇之心之外，在思想精神

方面也能够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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