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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柏杨主要以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闻

名海内外，他在杂文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实

际上，小说却是柏杨从事文学创作后最早涉猎的

一个领域。他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后期这段

时间以“郭衣洞”本名发表的几部长篇小说和多

部中短篇小说,较充分地体现出柏杨小说的独特

个性,并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从内容主题来划

分，柏杨小说大概可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以复

杂人性为出发点的婚恋小说、“哥特派”浪漫奇情

小说和带有“狂欢化”特点的幽默讽刺小说。

第一类小说主要以柏杨最早出版发行的小

说集《凶手》中的12篇作品为代表,这也是柏杨

以复杂人性为基础，最早集中探讨现代人多样婚

恋情感的首部小说集。除了《一束花》讲述的是亲

情之外，其他11篇小说均涉及到由复杂人性产

生的各种类型的爱情，其中既有忠贞不渝、为情

而死的真爱故事，但更多的是玩弄欺骗、自私无

情的假爱及无法压抑性爱欲望的人生故事。与集

子同名的短篇小说《凶手》在探讨人性的复杂和

情爱的多变上最为典型。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提

出了嫉妒、仇恨对人生的破坏力，以及情感对人

的杀伤力等问题。具体到小说内容来说，作者用

第一人称手法，写一个被失恋折磨的男人“我”对

另一个炫耀自己正陷入甜蜜爱情的男人产生嫉

妒之心，人性中的丑恶使他在冲动中伪造了一封

后者女友的绝交信，导致后者看信后绝望跳楼自

杀，而“我”此后多年生活在自己是“凶手”的悔恨

中。不过柏杨的创作目的并不是把这部小说写成

一个探讨由嫉妒产生仇恨的说教性寓言故事，而

在深层隐藏着另一个故事——一个女人“阔易

夫”的爱情悲剧故事。因此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情

节结构发生了突然反转：所谓的“凶手”其实另有

所指，“我”所有意仿造的绝交信，其实只是使那

个自杀男人的死亡时间早降临两天而已，因为后

者的未婚妻早就做好了抛弃半身不遂、穷困潦倒

的未婚夫的多种准备，只是拖延到她和新男友将

一起搭乘飞机去美国留学时才告诉蒙在鼓里的

未婚夫。正是她的变心才是导致后者死亡的真正

凶手。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明明是这个女人功成

名就后有预谋地抛弃可怜的原未婚夫，她清楚地

知道未婚夫离开她和她的爱情之后会一无所有，

但是却以自己配不上他作为借口离开。作者不但

揭露出这个女人的虚伪与狠心，同时也指出爱情

并非永恒持久，而是复杂易变的事实。正是因为

柏杨认识到,善心与兽性交错、爱恨情感交织而

本质又复杂多变的人性是男女爱情产生的心理

基础，这亦是作者持有的中国现代化的另类思想

体系在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体现（可参考本人的专

著《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体系》中的相关

观点），所以作者在小说中客观冷静地讲述出这

个爱情悲剧故事，却并不对女主人公进行伦理道

德的评价。《等待》中爱情易变的主题与《凶手》相

似，《夜掠》的文学史价值在于写出了人性中无法

压抑的性欲挣扎，《西吉屿》《大青石》和《跟踪者》

等则讲述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和婚姻。不过这些作

品中有情人的命运都很悲惨，都以死亡或者生离

为结局。

尽管小说集《凶手》奠定了柏杨小说的基本

特色：罗曼司小说的故事模式，倾向西方浪漫主

义的语言风格，爱情婚恋与多样人性的内容主

题，不过最明显体现出这种基本特点的却是他的

“哥特派”奇情小说。施咸荣在《西方杂草》中曾指

出西方“哥特派”小说的特征：“在18世纪末19

世纪初，英国曾流行一种以恐怖、惊险为特点的

爱情小说，文学史家称它为‘哥特派罗曼司’

（gothic romance）。它流行的时间虽短，却对后

世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英国的一些大作家如

司各特、狄更斯以及勃朗蒂姐妹，都受过它的影

响，而现代的通俗小说如侦探小说、科幻小说、恐

怖小说、罗曼司等等，所受的影响则更大。美国的

严肃作家，从库柏、爱伦·坡到整个南方文学，无

不带着哥特派小说的烙印。哥特派小说有它自己

的模式，如渲染恐怖的气氛（鬼怪或鬼怪似的恶

棍的出现），设置神秘的环境（古堡、古寺院、荒芜

的古宅等等），描写老一套的情节（神秘的遗产继

承问题、失踪的遗嘱、家族的隐私、主人公的身世

不明，甚至写通奸、乱伦凶杀等罪恶行为给家族

带来的诅咒），这类模式在现代的恐怖小说里间

或也有所表现，但大部分都经过花样翻新，多少

结合了一些时代精神。”（施咸荣主编：《西风杂

草》，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页。）柏杨的

“哥特派”奇情小说显然深受西方“哥特派”小说

的影响。雷锐在《柏杨评传》一书中指出，台湾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处于西风美雨的笼罩下，西

方文学和文化思潮大规模涌入，柏杨此时广泛阅

读和全面接受西方小说，尤其是欧美浪漫派的小

说：“他大量阅读外国名著，从《简·爱》《呼啸山

庄》《飘》等长篇小说中，郭衣洞深深感到爱与恨

的巨大力量。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甚至几

个人的生命；由爱转化而来的恨力量更大，它简

直可以摧毁一切。可贵的是，这些小说都是通过

活生生的人和他们之间的纠葛表现出来的……

郭衣洞就这样如痴如醉地吮吸着中外名著的营

养。他觉得自己的胳膊仿佛在变粗，肌肉也膨胀

起来，铺纸写作时，笔尖仿佛有人牵着往前走。”

（雷锐主编：《柏杨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6年版，第79页。）正是这些西方小说从内容

思想、人物形象到艺术技巧，均给予柏杨巨大的

熏陶和启发，他写出了以长篇小说《莎罗冷》《矿

野》等为代表的“哥特派”奇情小说，用浪漫主义

的笔调描述男女之间三角、多角关系情感纠结、

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故事。具体到《莎罗冷》来

说，充满浓厚的欧洲异域色调、神秘冷艳的莎罗

冷海湾，高大险峻的山岭、幽深莫测的大海、闹鬼

的宏大庄园等外部环境景物描写，以及40年前

的谋杀案，纠缠不清的三角恋爱等因素。因此有些

学者认为它深受《呼啸山庄》和《蝴蝶梦》的影响。

不过这并非是说柏杨缺乏原创的能力，因为柏杨

模仿的是英美浪漫主义小说的浪漫神秘情调，而

故事内核则是自己独创，包含着他对社会现实人

生和复杂人性的看法。概而言之，这些哥特派奇情

小说均充满了浪漫主义的伤感、神秘情调，主人公

爱情婚姻的结局同样是催人泪下的悲剧。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两种类型小说中

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情调，并不能遮掩柏杨的社会

责任感。即使神秘传奇色彩如此浓厚的《莎罗

冷》，在表现出冥冥宿命观点的同时，也以对复杂

人性及现代中国人不同层面情感的探索与思考

为己任。以作品中的杀人凶手葛医生为例，作者

既突出他为了得到旧日恋人美棋的爱情，不惜设

计海难谋害其夫，却又没有把他写成一个生性凶

残的坏人，而是挖掘出他身上人性中的光辉——

他用40年行医救人的行动来赎罪，每天都生活

在忏悔之中。这种思考体现出柏杨对于人性与情

感思考的理性特征。可以这样说，对善恶掺杂的

人性和复杂爱情问题的讨论，始终是柏杨小说的

一个中心内容，由此也使这些小说成为探讨人性

和婚恋问题的“问题小说”。

如果说以复杂人性为出发点的婚恋小说、

“哥特派”浪漫奇情小说体现出柏杨所受西方文

学的影响，那么“狂欢化”的讽刺谴责小说则体现

出柏杨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和鲁迅小说

的影响。“狂欢化”的讽刺谴责小说主要包括短篇

小说集《怒航》《打翻铅字架》中的作品及长篇小

说《古国怪遇记》。与前面两类小说不同的是，柏

杨在作品中不再编织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而是

利用语言的夸张、嘲讽和戏谑风格产生的幽默、

讽刺效果，对某些不良社会现象进行讽刺、批判。

长篇小说《古国怪遇记》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批判

洋奴政治和西崽气质。小说前八回假借孙悟空师

徒回到唐朝之后的荒诞经历，讽刺、嘲弄崇洋媚

外的种种社会现象，尤其是人们对西方英语国家

的卑躬屈膝和无限奉迎。第十四回干脆就以《西

崽国》为标题，因“敝国上下官民人等，敬的是外

邦人士，尊的是东西夷人”而得名为西崽国。小说

集《打翻铅字架》中的每一篇小说，也均批判、讽

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糟粕部分——“酱缸文化”

现象，像《魔匪》讽刺复古主义者们坚持文言文，

不肯简化和拼音化的“酱萝卜”态度，《上帝的恩

典》讽刺国人崇洋媚外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

圆”的西崽气质，《一条腿》和《古国怪遇记》中的

第十一回《开会国》相似，都是对当时社会中“开

会”现象的讽刺。收录在小说集《怒航》中的《七星

山》《隆格》和《重逢》等12部作品亦同样属于幽

默讽刺性质的小说。

柏杨之所以在这类小说中选择幽默、讽刺作

为主要的表达方式，首要原因在于避祸自保，他

把最尖锐的社会文化批判的锋芒，隐藏在幽默、

诙谐的文字中，以便避开当时的文字检查制度，

以及引起更多读者的注意和阅读兴趣。

其次，选择幽默和讽刺作为酱缸文化批判的

一种方式，也是由柏杨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

思想体系所决定。也就是说，柏杨虽然把批判、改

造酱缸文化和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形象，作为最高

的文化理想和最终目的，但是他也时刻不忘自己

“野生知识分子”的身份，是中国现代市民社会中

普通市民的代言人。因而为了尽量削弱小说中

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就需要采取一种既迂回

曲折又不减其文明批判与社会批判锋芒的艺术

手法，也就是幽默手法，来从社会、文化的角度

对“酱缸文化”进行批判。从审美效果来看，幽默

不但能使人轻松快乐地发笑，而且包含着一种

反抗权威的否定力量。鲁迅专门强调幽默拥有

的反抗权威的一面——讽刺，反对幽默中那种

“会把屠夫的凶残化为哈哈一笑”特点的轻松肤

浅。正如鲁迅在《从讽刺到幽默》一文中认为的：

“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

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向于对社会的讽

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柏杨的

幽默观念更接近鲁迅，强调幽默具有的反抗意义

与批判精神。

不仅如此，这类幽默讽刺小说产生的艺术效

果和社会效果，又可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来

解释。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指

出：“狂欢式——这是几千年来全体民众的一种

伟大的世界感受。这种世界感知使人解除了恐

惧，使世界接近了人，也使人接近了人，（一切全

卷入自由而亲昵的交往）它为更替演变而欢呼，

为一切变得相对而愉快，并以此反对那种片面的

严厉的循规蹈矩的官腔。”也就是说，“狂欢式”产

生的笑声同样具有反对既定社会秩序的巨大力

量，正如幽默拥有的反抗社会权威的力量。再以

《古国怪遇记》为例，柏杨曾通过西崽国处理店小

二死亡事件的一系列细节，对人们崇洋媚外心理

加以嘲讽：“只见人山人海，鞭炮齐鸣，店小二挺

尸在地板之上，妻子儿女，一个个披红挂绿，笑得

像没嘴葫芦，强身向前，向八戒双膝跪倒。‘夷大

人啊，’那妇人曰，‘忍蒙不弃，把俺当家的踢死在

南墙之上，真是三生有幸，此恩此德，不知何时才

能报也。’”按照常理，杀人凶手应该受到相应的

法律制裁，但是死者的家属不但不责怪凶手，反

而因为死者是死于夷人（外国人）之手而感恩戴

德。这种对有意极度夸张的、不符合常情事理的

事件和对话的描写，会产生一种幽默感。而死者

家人披红挂绿、欢欣快乐的送葬情景也构成了一

幅荒诞的、狂欢节式场景。这些均使读者捧腹大

笑，同时却也会激发起另一种相反的审美感情，

即对西崽们的鄙视和愤慨。更何况，后者会逐渐

压倒前者，愤慨之情、批判之意会占据人们的大

部分情感，一种反抗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和风尚的

情绪也就被培养出来。这也说明，柏杨的“狂欢

化”幽默讽刺小说已经取得了社会文化批判之文

学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柏杨的幽默讽刺小说的创作

时间与他的《玉雕集》《圣人集》等早期杂文几乎

同时，均在60年代后期，二者在内容主题上亦非

常接近，均是对社会生活中种种不合理现象与

“酱缸文化”的针砭。从这个角度来说，柏杨的这

类小说可看成是其杂文思想的某种补充，杂文同

时也可看作是前者思想的延伸。除此之外，柏杨

前两类小说中的各类女性形象，也均成为柏杨在

杂文中塑造各类现代女性形象的基础，从他的早

期杂文集《玉雕集》《红袖集》中美丽的现代女性，

到《活该他喝酪浆》等后期杂文集中把男性玩于

股掌中的“强哉骄”女性形象，以及散文集《大男

人沙文主义》中追求性爱欲解放、只同居而不结

婚的追求自由的时髦女性形象，均可以从中找到

雏形。反之亦然，《玉雕集》《堡垒集》《红袖集》等

专门探讨风花雪月男女婚恋的杂文集，其实也延

续了柏杨小说对人性、情爱感情世界的探讨，可

说是对后者的深入挖掘与拓展。正是经过了小说

阶段对人性和现代情感的思考,柏杨不但在杂文

中进一步展开对同一问题的更详尽讨论,而且在

此后创作出的报道文学、旧体诗歌、史传小说等

类型的作品中，日渐完善自己的中国文化现代化

的另类思想体系，终成为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思想

文化的一代人文大师。

柏杨小说的艺术成就柏杨小说的艺术成就
□□张清芳张清芳

柏杨，原名郭衣洞，台湾著名作家、人文大

师。1920年出生于河南辉县，1949年去台湾，

1950年代投身文学创作，1960年开始用笔名

“柏杨”写作杂文。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

他就已声名远扬，在其1950年—1969年出版

的30本文学作品集中，包含了杂文集20本、小

说9本、报道一本。如果说杂文早已奠定了柏

杨在台湾文坛的重要地位，那么他的历史类著

作则是他在受难之时的厚积薄发之作。柏杨于

1968年—1976年因涉嫌讽喻两蒋统治下的台

湾社会而锒铛入狱，在其9年26天的监狱生活

中，他写作完成了三本中国历史题材作品，分

别是《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

主世系录》和《中国历史年表》。出狱之后，柏杨

又花了5年多时间将《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语

文，并加入评语，成为《柏杨版资治通鉴》，柏杨

的历史类著作主要为以上四部，分别于70年

代末80年代初在台湾出版，大陆于80年代末

引进出版。

柏杨曾说起自己在狱中写作历史类作品

的初衷，1968年3月柏杨因在台湾《中华民报》

副刊家庭版上刊登翻译美国连环画《大力水

手》的文字影射了当时台湾执政的蒋介石、蒋

经国父子而获罪入狱，一向豪迈自由而独具风

骨的柏杨一开始根本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他

曾在狱中绝食21天，也想到自杀抗争，然而在

经历跌宕在人生谷底的遭遇后，他突然领悟

到：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自己应该顽强地

生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好记下我的遭遇”。入

狱后，有段时期狱方曾让柏杨在图书室当外

役，室内千册图书中有一整套《资治通鉴》可以

饱览，他由此一头扎进了历史的长河，从苦闷

的狱中生活中得到了精神的超脱。这一情景颇

似美国著名影片《肖申克的救赎》，影片中男主

人公被冤以谋杀罪关以终身监禁，而他看起来

不怒不争，同样也是在监狱的图书馆服刑，他

利用机会看书学习，并为监狱长打点财务，赢

得其信任，通过在图书馆工作时获得的凿子，

一点一滴地完成逃跑计划，重获新生。然而，柏

杨还是在监狱里的，但是他同样一点一滴地完

成了自我的救赎，完成了三部历史著作，这是

超越他生命的作品，柏杨后来曾在回忆录中称

监狱图书馆的时期是他监狱生涯中最愉快的

一段时间。

狱中的三部作品，所幸有狱友黄恒帮忙抄

录两份，在柏杨出狱后，抄本经过艰难辗转回

到柏杨手中，而三部出自柏杨的手稿被没收审

查，最终以“根本没有那回事”作结。所以当我

们今天读到这三部作品时，起码首先应该对这

些著作充满尊敬和理解，因为确实来之不易。

《中国人史纲》全书近80万字，从长江、黄

河的发源开讲，讲述了自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时

代到20世纪初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整部中国

历史。该书特色以“世纪”分章，不用传统帝王

年号为序，而采用公元纪年，柏杨认为“一个现

代的中国人，置身于瞬息万变，分秒必争的时

代，实在没有继续埋葬在这种纠缠不清的年号

迷魂阵里的必要。我们大胆地绕过年号，采用

公元纪年，希望能简单迅速，而又正确无讹地

立即明了历史事件的时间位置”；对史书、地

名、官名，又多用现代名称予以说明；以问题分

节，每章最后设“东西方世界”一节，探讨当时

世界与中国的关系，让读者感叹中国的辉煌历

史的同时，也深刻了解中国是何时如何落后于

世界，给人一种整体史观。

《中国历史年表》和《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

主世系录》是两本工具书，《中国历史年表》全

书以表格形式呈现，按年纪事，脉络清晰，事件

分明，历朝的建立时间、地点、人物，都写得较

为详细，上自开天辟地，下至中华民国成立，数

千年间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一应网罗其中。《中

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以帝王家为研究

对象，可称是最详尽的中国历代皇族家谱，同

样以表格的形式详细说明，其“所作的是对中

国五百五十九位帝王和若干虽没有实质上当

帝王，却被加上帝王尊号的人，以及更多的皇

后妃妾和他们所生的数不清的亲王、公主，作

一个地毯式地搜索，将他们的头衔、年龄、在

位时间以及他们在皇族中的关系位置，加以

仔细的整理列出，使任何人都可以不必经过

辛苦地寻觅，即可对他们的身世有一个明确

的了解”，全书分七篇，包括：序表、帝王篇、皇

位世系篇、皇后篇、亲王篇、公主篇、后表等，

加上历代王朝关系位置表、历代王朝国号表、

历代帝王数表、历代立国年数表、历代帝王籍

贯表、历代建都表、建都分布表等附表，展现

出丰厚内容。

《柏杨版资治通鉴》是柏杨出狱后的历史

著作，主要是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完全用

现代语言翻译改写一遍，所谓古籍今译，既忠

于史实，又不受史书具体叙述的限制，是充分

理解史料精神实质后的一种创造性的表述。

柏杨称“我们的自誓，不但忠于原文，译出一

部可以代替原版《资治通鉴》，还要发挥神韵，

使它简单清楚，不依靠任何工具书，都可畅

读”，其特色在于在“司马光曰”之后另外加一

些古人的话，比如“王夫之曰”，最后加上自己

的“柏杨曰”，综合表达和展现自己的史事评论

和历史观。此外该作还加入了手绘地图，并将

所有出现的地名也都标上了现代名，让读者看

来非常了然。

总体来说，《中国人史纲》和《柏杨版资治

通鉴》应属一脉相承，都是围绕《资治通鉴》为

基础而完成的，带有柏杨强烈的个人写作色

彩，兼具杂文的风格，文字生动有趣，引人入

胜。《中国历史年表》和《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

主世系录》为历史工具书，完成得较为细致，表

格的呈现运用明了清晰。

事实上，对于柏杨的这几部历史类作品，

一直以来，无论台湾还是大陆的读者均呈现出

两种不同的态度，褒贬不一，拥趸者认为柏杨

的历史作品文笔犀利，通俗易懂，无论帝王将

相还是贫民百姓，都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文

风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精彩之处看得人酣畅

淋漓。而批评争议最大的应该是柏杨对于历

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准确度把握有偏差、写

作上具有较大主观性的问题。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自序中曾写道“历

史研究丛书是我在火炉般的斗室之中，或蹲

在墙角，或坐在地下，膝盖上放着用纸糊成的

纸版和着汗珠，一字一字地写成。参考书的贫

乏使我自惭，但我别无他法。”某种程度上是

对其写作历史作品时，史料不全的一种解释，

因此很多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所偏差也在所难

免。有人将他的《中国人史纲》对比钱穆的《国

史大纲》和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认为柏杨

的历史作品好似“顽童涂鸦”，从思想深度上

对其加以否定。然而可以明确的是，柏杨不是

专门的历史学研究者，他写作历史作品有其

特定环境和背景，《中国人史纲》是柏杨自己

对中国史的认识和叙述，《柏杨版资治通鉴》

则是借司马光之名，依旧书写自己的价值观

和人生观，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点评历史，他

反对司马光一味只认帝王、为皇帝家族贴金

的写作风格，他希望“中国人”要把握全局的

历史观，写“群众的历史”，而非一家之言。他

将繁冗的文言翻译得像小说一样，让读者容

易读懂，为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普及做出了

自己独有的贡献。

柏杨出生在民国时期，同那一代大多数

知识分子一样，他的教育背景和人生经历带

有深深的时代烙印，由于亲身经历了中国近

代艰难的转型，目睹了中国抵御外侮、争取民

族独立的抗争，其人其文自然而然地流露出

中国人自强自立的爱国精神，这一点在《中国

人史纲》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而与此同时，柏

杨书中又能较为客观地反省传统中国文化存

在的不足，较为肯定中国少数民族政权所起

到的积极作用，则反映其人有自己独到的历

史见解，并非是简单的历史故事陈述者。他将

己见融入历史叙述中，以浅显直白的语言进

行表述，以致有的读者对其历史作品产生一

些误解，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聂华苓曾问柏杨：“你的历史感、社会使

命感都很强烈。你在牢里看了很多历史方面

的书，也写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你一向就有

很重的历史感，是不是？”柏杨回答：“我想每

个人都会有历史感。所谓历史，就是故事嘛！”

柏杨就是把历史当成故事去书写的人，好坏

评判，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以民主和包容的

胸襟来对待历史，重要的是，其著写历史的精

神，他书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能量，他完成了

自我。所有的历史作品，一同汇入了古今历史的

长河，起起伏伏，只得交由时间，许它自有那沉

淀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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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版）
聂华苓曾在《柏杨和他的作品》一文中阐述过自己的文艺立场：“我们看

重的，是主题、语言、形式的创造性——纵令是不成熟的艺术创作，也比‘名

家’陈腔滥调的八股好。”在她看来，柏杨的作品即是符合她要求的具有创新

性的作品。1953年，柏杨在《自由中国》刊发了第一篇小说《幸运的石头》，之

后，又接二连三地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作品，聂华苓的推荐之功显而易见。借

着聂华苓这个“支点”，柏杨结识了一大批台湾地区的文友，比如林海音、夏

济安、彭歌、琦君等等。后来国民党政府与《自由中国》的矛盾日益尖锐，

1960年9月，主编雷震被逮捕，刊物停办，聂华苓远赴美国，几年之后，柏杨

蒙冤入狱。两人一别就是20多年。此次邀请，是两个文友时隔多年的又一次

相聚。

接到邀请函的柏杨正在努力翻译《资治通鉴》，1977年结束牢狱之灾

后，柏杨重返文坛，有感于文言与现代文的隔膜，他决定将司马光的《资治通

鉴》翻译成现代文，这是一项耗费巨大心力的文字工程，前后耗时达10年之

久。在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先生的支持下，他以杂志的形式陆续将翻

译后的内容分册刊出，起初预计每月一册，3年时间完成，共计约36册。后来

由于译成白话文后的字数远超预计，因此，只好放慢了出刊的速度，改为两

月一期，总册数变成72册，而实际的耗费时间，也由最初预计的3年，成为了

10年。就在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三个月期间，柏杨也没

有停下这项工作，在活动的间隙埋头于翻译。

柏杨夫妇的赴美之旅得到了一笔意外的资助，资助来自于一位十分爱

国的华裔商人裴竹章，裴竹章在美经营一家中式餐厅，这位一直生活在国外

的华裔商人对祖国和同胞怀有十分深厚的感情，对于柏杨更是怀有很深的敬

意，听说柏杨要来，慨然相助，捐款5000元给爱荷华大学，用以资助柏杨等从

台湾来的作家。柏杨对此是深为感动，甚至有些惶恐，因此，在信中他一再向

聂华苓询问该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一再表达谢意。

按照聂华苓的安排，柏杨参加了“报告文学”组的讨论，与他一同参加这

个小组讨论的还有台湾知名报人高信疆，高信疆曾担任《中国时报》副总编

辑兼《人间》副刊总编，曾与陈映真合办《人间杂志》，是台湾地区具有极高声

誉的报人，被誉为“纸上风云第一人”。从信中文字可以看出，柏杨对于高信

疆也是非常推崇，对于他的贡献评价很高。柏杨与高信疆早就熟识，1982

年，柏杨受高信疆委托，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层层阻碍深入泰国北部地区，访

问当年在解放战争中战败退居此地的“孤军”，那时这一地区已成为武装割

据、派系林立、毒品泛滥的恐怖之地，柏杨带着高信疆的这份托咐，毅然来到

此地探访，给台湾民众带回新鲜的消息。

此次访问交流期间，柏杨在爱荷华大学做了一次著名演讲，题目是《丑

陋的中国人》，这是柏杨的代表作之一，显现了他对中国文化和人性的深刻

思索。但在演讲现场，柏杨却受到了“冷遇”，演讲中途，并没有掌声响起，会

场一片沉寂，演讲结束，也没有人来索要签名，听众均悄悄散去。这也难怪，

多数人都愿意听到赞美之音，而不愿听到反思之声，尤其是当自己也在反思

之列的时候。不过，幸运的是，邀请单位并没有将演讲的录音带销毁，而是完

整的给了柏杨。后来根据这次演讲录音，柏杨整理成文，收录在1985年底出

版的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

同柏杨一起参加此次“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还有另外一位中国作家谌

容，“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迅速兴起，谌容是这一时期具

有代表性的作家，《人到中年》是她的代表作。在美期间，爱荷华电视台对这

两位中国作家做了一个访谈，由聂华苓提问，柏杨、谌容作答，节目录制好之

后配上英文语音在美国播映。访谈中，三位作家在文学理念、文化立场上的不

同凸显出来，柏杨深刻感受到由于隔离，大家在文化上已经有较大的隔膜，

应该尽快打开沟通和交流的大门。

1984年底，为期三个月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顺利结束，柏杨、张香华

夫妇与聂华苓、安格尔夫妇告别，返回台湾。这次赴美访学让柏杨更加深入

地了解了美国文化和文学，以此为参照，反思中国文学和文化。《丑陋的中国

人》收录了柏杨几次访美期间的演讲稿，这种文化对比带来内心冲击是柏杨

不断思考的力量源泉，是他海外访学的重要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