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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 8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

人》（以下简称《丑》）由台湾林白出版社

出版，为“岛屿文库”第 12 种。这是

《丑》的最早版本。该著分上、下两编，

是演讲稿、采访记录和杂文的合集。卷

首有《酱缸国医生与病人》（代序），共收

《中国人与酱缸》《人生文学与历史》《丑

陋的中国人》《正视自己的丑陋面》等几

十篇文章。此后，台湾的星光出版社和

远流出版公司也先后出版该著。《丑》也

很快在中国大陆传播开，代表版本主要

有：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湖南文艺出

版社 1986 年版、时事出版社 1986 年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此外，

《丑陋的中国人》还有日文、韩文、德

文、英文等几个外文版。上述各个版

本在内容、篇目、排版方式等方面并不

完全一致。

上个世纪80年代，大陆引进的几

个版本都不是原版。这是因为，在当时

大陆接受语境中，出版社虽然大都能意

识到《丑》的价值，特别是其诱人的商业

价值，但对出版后可能产生的风险多有

顾虑，故都会对原版中的篇目、词句有

所增删或修改。可是，到底修订到何种

程度才能避险？这实在无从把握。有

的对之作了较大改动，甚至达到了字斟

句酌的地步，比如湖南文艺版几乎就是

重新辑录版；有的改动较小，尽可能地

保持原版风貌，比如花城版。当然所

谓“保持原版风貌”也仅是相对而言，

他们也做了一些改动，比如，删除了

《正视自己的丑陋面》，把“中华民

国××年”换成公元纪年，删除一些敏

感的字眼，等等；有的在封面或内页特

别注明“内部读物”字样，以规避可能

的风险。比如，花城版在《出版说明》

中特别注明：“本书作为内部发行，仅

供有关专家、学者及研究人员参考之

用。”但有意思的是，没有收入的文章

和被删除的文字反而在网上流行起

来。这可真是：你不禁倒好，越禁越普

及！进入新世纪，由古吴轩出版社出

版的《丑》仍是删节本。然而，在众多

版本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丑》重新收入被删除的篇目，某种程

度上，可谓“全本”。这也充分体现了

大社的胆识与气度。人文社版的《丑》

无论封面、装帧，还是内容，都堪称最

佳版本。

读者对《丑》的争相阅读以及由此

所引发的社会效应，堪称最为轰动的

文化事件之一。在台湾，初版甫一面

世，当月即被抢购一空。自当年 9月

至次年2月，在短短6个月内，《丑》又

连续再版7次。雷锐在其《柏杨评传》

中对此有详细记载：“从 1985 年 8 月

初版到1987年 2月，《丑》在台湾已出

到 16 版，发行 11 万册。”（第 289 页）

“《丑》作为柏杨对中华民族集体性格

上的缺点的一种观察、感触与检讨，一

上市在台湾头一个月即卖出15000余

册”（第 292 页）。而在香港，截至

1986年 7月授权出版的《丑》也达到6

版。在日本，“日文版由张良泽翻译，

宗像容幸润色，在东京出版，引起日本

人的兴趣。上市才 10 天，即突破 3

版，卖出55000册，进入日本畅销书前

三名。”（第303页）在中国大陆，“《丑》

出版后约一年的1986年夏天，《丑》的

讲演稿便在大陆的报刊出现，包括上

海、北京一些高等学府的校内期刊、出

版社擅自翻印。先后有六家出版社一

窝蜂而上，争相出版《丑》，销量高达数

百万本，一下子畅销程度甚至超过大

陆曾经出现过的金庸热、琼瑶热。而

各大专院校校园油印和手抄本也推波

助澜，使《丑》的流行更为普及。一时

间，‘柏杨热’在大陆文化界兴起。”

（第295页）“10月底在如期发印《丑》

书的同时，我们就火速向全国新华书

店发出征订单。当时，通常的征订往

往半年，最快也要等到三个月以上。

而《丑》书却只销了一个月：就报出了

吓人一大跳的征订总数：280 万册！”

（陈俊年《〈丑陋的中国人〉出版前后》）

“这本书出版后反响很大，花城出了第

一版后，紧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印刷，

在一个月内印了两次。书还在新华印

刷厂印刷的时候，他们去查看效果，发

现很多工人边排版边偷偷拿出来看。

工人们都说：‘这本书好啊，我们都看

了’。”（《〈丑陋的中国人〉大陆出版内

幕》,《南方日报》2008 年 5 月 8 日第

B08版）

不仅大众读者争相阅读《丑》，各

类知识分子对《丑》的热议也此起彼

伏。他们的观点针锋相对，你来我去，

煞是热闹。在港台及海外，香港的《自

由杂志》和《明报月刊》、洛杉矶的《论

坛报》、纽约的《华语快报》都接连刊发

文章，或者讨伐柏杨及其《丑》，甚至咒

骂柏杨为“贱骨头的中国人”（王亦令

《贱骨头的中国人》），或者力挺柏杨及

《丑》，对批判者给予针锋相对的回击

（比如《丑陋的王亦令》《伟大的中国

人》）。而香港学者孙国栋在《明报月

刊》上接连发表《就教于柏杨先生—评

〈丑陋的中国人〉》（1986.11，第 251

期）、《评〈丑陋的中国人〉引起的风

波——兼谈柏杨先生的谎言及其近

作》（1988.2 第 266 期）、《再评柏杨著

〈丑陋的中国人〉》(1988.7,第 271、272

期)更是将批判引向深处。这一被称为

“孙柏之争”的事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

影响。首先，它在读者和同行之间引

发持续争鸣。读者纷纷写信给《明报》

编辑部，发表对《丑》及孙文的看法。孙

文发表后，柏杨在多种场合表达了欢迎

批评的态度，但一直没正面回复对方的

指责。其实，柏杨写信给《明报》编辑

部，并附寄张苾芜的长篇论文《为柏杨

先生一辩—评孙国栋先生对〈丑陋的中

国人〉的批评》（1988.4，第268期），要求

一同刊载，也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其

次，在中国大陆，孙的文章被改题为《中

国人丑陋吗？——就教于柏杨先生》，

且未经作者授权重刊于《光明日报》

（1987.3.1，第三版），后又被多家报刊转

载，遂产生广泛影响：“其时适逢大陆开

展‘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天津日

报》刊文批判柏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处书记林若亦指名批判柏杨，因而孙国

栋文章的‘来头’便引起诸多臆测，乃至

有人怀疑‘孙国栋’是大陆某些‘笔杆

子’的化名；同时，由于孙氏与柏杨对中

国传统文化所持态度、立场判然不同，

且涉及中国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十分复

杂而深刻的课题，故‘孙柏之争’（或‘柏

杨风波’）遂成为海内外文化界关注的

事件。”（《评柏杨·出版说明》，孙国栋

著，明报出版社 1989 年版）鉴于此，

1987年，《丑》在大陆的发售被责令停

止，当年负责该书编辑与出版的人员也

遭受不同程度的处分。

在大陆，有关柏杨及其《丑》的系统

阐释与正面评价，最早是由湖南文艺出

版社和花城出版社的几位编辑来做

的。弘徽、牧惠和严秀的《〈丑陋的中国

人〉编后记》从编辑原则、杂文风格、创

作思想等方面分析了出版《丑》的积极

意义。金钟鸣的《自强，需要自省—

〈丑陋的中国人〉序》从反思国民性、文

化建设等方面重申了《丑》所具有的重

要价值。但很快，隋缘、华夏志（与王

凤海合写）、梁超然分别撰写《要重视

对读者的积极指导——读湘版〈丑陋的

中国人〉》《一本有严重片面性的书——

评〈丑陋的中国人〉兼与〈编后记〉作者

商榷》《再论鲁迅与柏杨——兼答〈丑陋

的中国人〉的编者》，对上述文章的观点

予以反驳，并认为他们在大陆出版

《丑》，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李宗凌、汪

剑、绍纯、爱华、张宿宗、青竹等分别撰

写《对〈丑陋的中国人〉的几点看法》

《民族虚无主义要不得》《〈丑陋的中国

人〉读后》《丑陋的〈丑陋的中国人〉》

《一面哈哈镜》《柏杨有几张皮？》，对柏

杨及其《丑》展开了尖锐批判，甚至从

阶级、民族、国家等角度，对之展开了

上纲上线的批判。针对上述评判，弘

徽、牧惠和严秀又撰写长文《护短与爱

国——评对〈丑陋的中国人〉的若干批

评》，对之一一回击，重申《丑》在思想

文化建设中的积极意义。其实，正面

肯定柏杨及《丑》的价值的学者也有很

多。比如，公刘、郑伟志、姜义华、谢遐

龄、王建辉分别发表《丑陋的风波》

《“窝里斗”总归是丑陋的》《爱国主义

与民族的反省精神》《要注意自省》《我

们需要研究“中国人”》，对柏杨及《丑》

的价值进行了深入阐释。而且，将柏

杨揭露中国人之丑、与鲁迅揭批劣质

国民性作对比，并认为柏杨是“当代鲁

迅”的观点或文章一直就层出不穷。

其中，尤值一提的是，当时参与编辑和

出版的当事人，即使面临遭受上级部

门批判、处罚的背景下，依然据理力

争，维护和重申《丑》的正面形象，其情

其境，真让人动容。

《丑》初入大陆，其影响不仅限于

上述几个层面的争鸣，还在于，它与当

时的社会思潮发生了关联。“这年年

底，一些大专院校出现了学潮。在鼓

动学潮的一些传单、大字报栏上出现

了以《丑》为宣传品的材料，这就带来

了一些副作用。全国一些主要报纸、

杂志上对柏杨作了批判。”（雷锐《柏杨

评传》第295页）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本

书引起了如此轩然大波，足见那个年

代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波诡云谲的时代

面影。

如何评价《丑》的热销现象及社会

价值呢？

首先，《丑》从1986年进入大陆，到

现在已有30年了，其在大众读者心目

中的地位不可撼动。如今，《丑》已由

当年的畅销书演变为常销书，各种版

本更是层出不穷：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9年版；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版、

2005年版、2006年版、2008年漫画演

绎版（大 16 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年版、2008年典藏纪念版（印10

万册）、2009 年版（印 5000 册）、2012

年版（“丑陋的中国人”三部曲之一 ）、

2014年版、2015年版……它像一面镜

子，每位读者在面对它时，总会照出自

己的“丑”来。

其次，1980年代是一个深刻反思

和虔诚学习的黄金时期，那是因为有

“文革”作为民族蜕变新的历史参照

物，因此，《丑》自然有其存在和快速传

播的文化背景；1990年代是一个躁动、

充满活力和无限希望的时期，但由躲

避崇高、跑步向“钱”看、高度物化所引

发的道德沦丧、欲望扭曲、残忍冷酷等

人性样态也足够触目惊心。新世纪以

来，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和力度迈向

世界，综合国力和老百姓的生活都得

到前所未有的改善，但相伴而来的弥

漫于社会和人性中的各种丑行愈演愈

烈。这一切难道不与《丑》的思路、内

容与逻辑相切合吗？这也就是《丑》在

大陆的快速、持续传播，并产生广泛、

深入影响力的根本原因。

最后，《丑》具有无可取代的镜鉴价

值。的确，柏杨在《丑》中列举的现

象——“酱缸文化”、“蛆虫”、“窝里斗”、

“脏、乱、吵”、“不能团结”、“死不认错”、

“自私不顾及别人”、“无秩序”等等——

非但没有消减，反而变本加厉。纯真、

美善、怜悯、平等、自由……在这个时

代，谈论这些美好的字眼，似乎变得有

点奢侈。这都使得《丑》具有其不可或

缺的镜鉴价值。这正如冯骥才所言：

“我们希望明天的中国能够无愧地成为

未来人类文明的脊梁。那就不要忘记

去不断清洗历史留下的那些惰性，不时

站在自省的镜子里检点自己，宽容和直

面一切批评，并从中清醒地建立起真正

而坚实的自信来。也许为此，柏杨先生

的这本令人深省的书应重新放在我们

的案头。”（《中国人丑陋吗？——柏杨

〈丑陋的中国人〉序言》，《今晚报·副刊》

2008 年 4月 11日）不过，对知识界而

言，对柏杨及《丑》的争论远未结束，随

着大时代的到来，这种争论及影响将会

进一步扩大。

《丑陋的中国人》的版本与接受
□张元珂

柏杨先生的一生，坎坷曲折而丰富

多彩:他坐过两次牢，有过三个生日，结

过四次婚，五位夫人（加上一次同居经

历）为他生育了五个儿女。少儿时代的

柏杨经常遭受打骂，被继母举着西瓜刀

追砍的经历是他心中永远的创痛。断断

续续读完中小学后，柏杨投考了国民政

府的干部训练学校，由此加入国民党，最

终追随国民党溃逃台湾。当一名篮球健

将到运动场上接受女孩子的追捧曾经是

他学生时代的最大心愿，后来却被思想

驱使，以著书立说而成为一代文化名

人。晚年的柏杨回顾来路，曾用“十年小

说，十年杂文，十年坐牢”来概括自己的

半生遭逢。

“十年小说”阶段，他出版了六七部

小说集，其影响之大，可以《异域》为代

表。这部根据历史和新闻材料创作而成

的小说，自从1961年问世，就深受台港和

海外华人读者的推崇，因而创下了神话

般的发行成绩：1970年代末期，在当时人

口不过千余万的台湾，《异域》销售量高

达100多万册，成为影响当时台湾大学生

思想最深刻的书籍。1980年代，台湾民

众投票选出《异域》为“40年间（1949年

至1988年）影响我们的社会与生活的40

部著作”之一。1990年代，《异域》被导演

朱延平改编成电影剧本搬上银幕，上映

之后创造了当时华语电影票房收入的最

高记录。1999年，已经问世38年的《异

域》，又被香港《亚洲周刊》评选为“20世

纪中文小说100强”之一。

“十年杂文”阶段，他出版了20册单

行本，以犀利的笔锋“直接刺中‘敌人’的

心脏”，展开深刻的文化批评。一个“酱

缸”概念，招来毁誉参半：在香港，他被视

为民族救星而受到拥戴；在大陆则既有

掌声也有骂声；在国外，华人世界称之为

最具批判性的作家，西方舆论则称他为

“中国的伏尔泰”。柏杨淡然接受了这一

切，他说杂文的最大贡献就是容易得罪

人。因为真正的杂文家就像一个坐在司

机旁边的副驾驶，不厌其烦地唠唠叨叨，

提醒司机注意这注意那，不知不觉中就

成了一个讨嫌的人。但也正因为如此，

他的批评才获得了学者们的长久关注。

比如中国社科院的雷颐先生、北大博导

陈晓明博士以及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教授

等人，就都对柏杨的文化批判怀有真诚

的敬意，认为“柏杨的文化批评构成了中

国现代性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

1968年 3月，柏杨因为在报纸上发

表一篇有关“大力水手”父子在一个荒岛

上竞选总统的漫画，被认为“侮辱国家元

首”和“打击国家领导中心”，

遭到台湾蒋氏政权逮捕，开

始了他的“十年牢狱”生活。

四围高墙之中，柏杨写出了

后来奠定他作为平民历史学

家的三部史学论著和一部获

得世界桂冠诗人的《柏杨诗

抄》等著述，之后又全力投入

了对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

鉴》的翻译与解读。在台湾

远流出版公司支持下，从花

甲之年到古稀老人，柏杨最

终耗时10年完成出版了《柏

杨版资治通鉴》。

1980年代中期，柏杨被

读者票选为台湾“十大作

家”之冠，1994年又被选为

“ 台 湾 十 大 男 人 ”之 一 。

1994年，他成为国际特赦组

织台湾分会的会长，担任台湾人权教育

基金会董事长，开始进入他从事人权教

育的 10年。这 10年间，柏杨和朋友们

成功推动了亚洲第一座人权纪念碑的建

立。晚年的柏杨更是注重吸收各种思想

观念的人物。除了继续整理、修订他的

中国历史著述和深化他对中国传统文化

及传统历史观念的批判之外，还认真研

读马克思和列宁等人的主要论著。在他

的《柏杨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援引两

位最重要的社会主义革命导师的理论观

点，来丰富他对中国历史的批判层面的

笔墨。

综上所述，在笔者心目中，柏杨是一

个才华纵横、思维驰骋于无限宽广天地

的人文大家。在文学创作上，他用一种

浅白的现代语文来撰写文章和创作小

说，其文字在讽刺中饱含激情，在幽默中

蕴藏哲理，在批判中深潜智慧，这一切的

表达方式，都缘于柏杨认为一切作品必

须具备高度可读性，才能生存，才能有销

量。没有可读性的作品，不会有存在价

值。在思想文化方面，他恐怕是中国思

想文化史上，极少数能够保持平民风格

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一。所谓平民风

格，最基本的核心就是必须站在为平民

言说的立场，所作所为、一言一行无不是

以平民利益的得失为依归。正像他晚年

说的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

话。在历史研究领域，他对中国历史的

批判，不仅有对传统文化的负面批评，其

中也蕴含着对传统文化合理内核的褒扬

与传播。

对于柏杨及其思想的评价，20世纪

80年代就有舆论认为，柏杨鼓吹的“酱

缸”文化观念，作出了100个社会学博士

都赶不上的贡献，这个评价可以说是恰

如其分；因为“酱缸”文化观念现在已成

为民间批评精神的思想来源之一。德国

汉学家马汉茂教授曾经说过，柏杨对现

代化中国的民主化所作的努力及雍容坦

诚的自我剖析方式，形成了令人欣喜的

惊人力量，不但震撼了台湾，也冲击了大

陆的青年知识分子，造成一个对中国社

会文化的全面影响。正是由于柏杨的文

化批评、社会批评和历史研究所产生的

深远影响力，从1999年以来，台港和大

陆的高等学府为此举办过多场有关柏杨

思想与文学、史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从

多个层面来分析研究柏杨思想对现代中

国文学、文化和社会文明的贡献。而柏

杨的自我评价却是：“我只是个游击队

员，我只是指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病在

哪里，却没能力去治病救人。我的敌人

很明确，就是‘酱缸文化’。我一直以来

的努力，就是希望唤醒人们对自身文化

的反思”。

柏杨这个有着河南人毛驴性格的倔

强之人，一生历经磨难而无怨无悔，最终

凭借着忍辱负重的韧性与气势磅礴的才

华，百折不挠拼搏奋飞，直至修成正果，

“成为很多读书人去台湾时都要拜码头

的文化英雄”，受到世人景仰。曾经长期

主持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写作计

划”的著名华人作家聂华苓女士，在一次

与柏杨重逢的聚会时脱口而出——“衣

洞，我没有想到你会如此伟大！”

2008年4月29日柏杨先生驾鹤西游

之后，台湾著名音乐人陈升为满怀敬意

创作了一首歌曲《柏杨》，其中有“柏杨先

生哪去了”的追问，曲调悠扬舒缓，引人

怀想。借之为题，以表达笔者的思念与

敬仰。

柏杨先生哪去了柏杨先生哪去了？？
□□韩韩 斌斌

柏杨

1946年时的柏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