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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的文化立场处于鲁迅与胡适
之间。在对中国文化与现实病症的概
括与把握上，他与鲁迅接近；而在疗救
的方法上，则认同胡适。这是他敬重鲁
迅而又与之保持距离的原因。当他向
中国历史深处寻找“酱缸”的根源时，这
些都潜在地发挥着影响。

柏杨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作家，他既是小

说家、杂文家，又是史学家，他的各文体论著，都

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驱动，尤其是杂文与史

著，其实是同一目标下两种文体形式的体现，都

是要找出中国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即“酱缸文

化”），引起疗救的希望，并试图开出疗救的药方。

三种文体间的转换，有年龄、阅历的因素，更

重要的还是他对于不同文体社会功效的认识。

从小说转向杂文，是因为杂文对社会的反映更直

接更迅速，而小说则需要更多艺术性的加工，对

社会的作用比较迂回迟缓，这正是对鲁迅开创的

杂文传统的接续——鲁迅式的杂文，即是“对于

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

经，是攻守的手足”。而从杂文转向历史，也是题

中应有之意，因为杂文既是对当下社会的反应，

自然就会追溯到那些“有害的事物”的历史根

源。在入狱之前，柏杨的杂文已有历史化的倾

向，如《鬼话连篇集》中所载篇章，便是对历史上

关于帝王吉验、谶纬之类“鬼话”的祛魅，总结出

其中的若干类型，指出传统正史写作者的“保镖

护卫”性质，以现代人的理性精神予以嘲弄。出

狱后，柏杨则更是有意识地从历史中寻找中国

“酱缸文化”的根源所在。所以他的历史著作和

译作，也可以视为杂文写作的延续，自有杂文精

神充溢其中，《柏杨版资治通鉴》中的“柏杨曰”部

分，本身即是杂文。

柏杨的“酱缸”直接源于鲁迅的表述。鲁迅

对“酱”是颇为熟悉的，日记中多有购买、食用酱

菜、酱肉、酱鸭和接受这些酱制品馈赠的记录。

“酱”在鲁迅笔下又可以作动词用，如《逃名》一

文，说到逃名的人其实是倒真正爱惜名誉的，“逃

的是这一团糟的名，不愿意酱在那里面”。在

1935年9月12日答复胡风关于萧军是否要加入

左联时说，“现在不必进去……一到里面去，即酱

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中国传统的“酱”在

制作过程中常需将各种原材料混在一起，密封保

存，经过长时期发酵，产生化学作用，腐烂而有极

强的刺激性气味，又富于感染性，可以将一切食

品的气味都变成“酱”味。“酱”作为动词在鲁迅笔

下，有如陷入蛛网而无法挣脱、难以自拔之意，类

似于《这样的战士》一文中陷入“无物之阵”的处

境：“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

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

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

使猛士无所用其力。”“酱缸”在鲁迅笔下，也有作

为中国现实和文化隐喻之意，《夜颂》一文中说：

“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

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在这里，鲁迅将白日的现

实视为虚假的矫饰，喻为“人肉酱缸上的金盖”和

“鬼脸上的雪花膏”，则“人肉酱缸”和“鬼脸”才是

真正的残酷的现实。鲁迅又常说，“黑色染缸”

“漆黑的染缸”，含义亦相

近，所指偏重中国文化与

环境对新事物强大的熏

染与腐蚀力量。

柏杨对中国传统文

化和现实的批判性总结，

借用了“酱缸”的意象，显

示出很强的概括力和丰

富的隐喻性。在《酱缸特

产》一文中，他对“酱缸”

做了一个定义：“夫酱缸

者，侵蚀力极强的浑沌而

封建的社会也。也就是

一种奴才政治，畸形道

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

眼主义，长期斵丧，使中

国人的灵性僵化，和国民

品质堕落的社会。”第一

句是对“酱缸”的整体释

义，后面的“奴才政治，畸

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

势利眼主义”，是酱缸中

的四种主要成分，这几种

成分相互发酵，产生化学

作用，而又生成七种酱缸

产品：“曰‘权势崇拜狂’，

曰‘牢不可破的自私’，曰

‘文字魔术和诈欺’，曰

‘僵尸迷恋’，曰‘窝里斗，

和稀泥’，曰‘淡漠冷酷忌

猜 残 忍 ’，曰‘ 虚 骄 恍

惚’。”关于“丑陋的中国

人”的“劣根性”，柏杨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侧重

和概括，但整体不出这七种“产品”范围。

关于酱缸的形成，柏杨主要从思想文化层面

寻找原因，将其归因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定于一尊”之

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形成固定模式，限于师承，到

了明清，更是束缚于朱熹的解读，丧失思考的权

利与能力，从而丧失想象力和鉴赏力。中国的知

识分子也由此具有奴性，沦为权势的帮凶。

鲁迅对中国国民劣根性（酱缸文化）形成的

时间和原因的理解则有所不同。他在日本留学

时，常与许寿裳讨论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

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关于第二个问题，鲁迅认为

“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

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其根

源，则在于“两次奴于异族……做奴隶的人还有

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对于儒士，尤其是成

为“儒教”之后并以“儒”为饭碗的儒士，鲁迅固然

也常予以嘲讽，但他把儒士的堕落看作果而非

因。柏杨则不然，他偏向于将儒家的独尊作为酱

缸的根源。异族由于较少沾染儒家习气，反倒常

被他视为正面的力量，而异族入主中原以后的堕

落，他也常以为是逐渐为儒家习气熏染的结果。

柏杨对酱缸文化的表述，对中国文化与现实

的批判，以及杂文文体的写作，都与鲁迅有直接

而显在的继承性，他对鲁迅的态度，在整体上也

是敬重的，如他曾表示“非常尊敬鲁迅先生的正

直和无畏”，称赞鲁迅小说的“简洁”，对于鲁迅的

一些具体观点，如青年人不必读中国书等也多表

赞同。不过柏杨更认同的现代文人胡适，而对鲁

迅有所保留，这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也与

他找到的疗救“酱缸文化”的药方有关。

柏杨对鲁迅的批评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鲁

迅死后被圣化，不能批评，而任何不能批评的人

与事，都会阻碍社会的进步；二是认为鲁迅战斗

性强，不够包容；三是鲁迅的思想缺乏系统，偏于

感性。第一点是鲁迅身后事，柏杨的批评指向也

不在鲁迅自身，姑且不论。第二点与个人性格有

关，也与柏杨和鲁迅所处的不同环境及二人对社

会病症的不同判断有关。第三点则是柏杨将鲁

迅与胡适比较后得来的，他认为“鲁迅对近代中

国思想有很大影响，但没有超过胡适，且鲁迅的

影响也仅盛行于大陆，而现在大陆也在开始研究

胡适思想，我想再过十年，情形当更明显，胡适思

想有巨大的学术和人文基础，鲁迅思想没这么丰

满、这么有系统。鲁迅是感性的、斗争性的。”说

鲁迅思想无系统，固然没有问题，不够丰满和没

有“巨大的学术和人文基础”也与无系统相关。

这里的“系统”与“学术和人文基础”指的都是西

方尤其是美国而非中国的思想系统与学术、人文

基础。

关于鲁迅的思想系统与西方学术和人文基

础，论者颇多，或认为由于他留学日本而非欧

美，所学西方学术、文化不够正宗，但最根本的

原因，还在于鲁迅从来不相信任何现成的药

方。开药方并不难，因为有现成的好药方可供

选择。“酱缸文化”的特性正在于它可以将一切

腐蚀、感染，使药方本身也成为“酱”的一部分。

改变、疗救现实的艰难性也在于，并不存在一个

可以温顺地供我们施汤灌药的“病人”，“酱缸文

化”中的每一次疗救，都是一场战争，引起“酱

缸”的拒斥与反扑——病人不能（不愿）入口，再

好的药也无法见效。药方也会引起“酱缸”的升

级与变异，产生耐药性。当病毒不断变异，药方

也应与之同时更新，鲁迅是将“酱缸”的反应也

一并考虑在内的，所以他并不信任药方本身，尤

其是任何现成的药方，而只信任对“酱缸”随时

随地的即时诊断与即时战斗——虽然也并不抱

成功的希望，这是没有办法系统的。人们常由

此认为鲁迅有破坏而无建设，其实破坏与建设

本是一体之两面，有益的破坏本身就是建设，二

者不可截然分开。

柏杨的文化立场处于鲁迅与胡适之间。在

对中国文化与现实病症的概括与把握上，他与鲁

迅接近；而在疗救的方法上，则认同胡适。这是

他敬重鲁迅而又与之保持距离的原因。当他向

中国历史深处寻找“酱缸”的根源时，这些都潜在

地发挥着影响。

（作者单位：安徽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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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作家柏杨曾在1988年 10月返回

阔别近40年的中国大陆故乡——河南辉县探

亲，参观访问了上海、北京、郑州、辉县、西安五

个地方，11月返回台北。然而在中国大陆的这

一个月时间内，柏杨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冲击，

一直在心头澎湃。回台北后，面对《通鉴》续稿

催促的压力，却无法平息内心的激荡，遂不顾一

切，开始每天写2000字，送《中国时报》发表，共

累计61篇。”后结集成散文集《家园》在中国台

湾出版。在这部散文集中，他不但对自己探亲

过程中见到的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社会

和生活现象进行思考，在与当时世界文化（主要

指西方现代文化与文明）的参考、比较中来考察

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而且在现代性世俗化思想

体系内对海峡两岸人民都关心的两岸统一问题

进行了思考与回答，至今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

意义。

具体到作品来说，关于台湾地区回归祖国

大陆的“统一”问题是贯穿《家园》的一个中心线

索，也揭示出柏杨把该散文集命名为《家园》的

主要动机。首先，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海

峡两岸人民的“统一”思想来源于中华民族

5000 年来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身份认同：

“无论分裂的时间有多久（大分裂时代长达285

年），中国人总是企图统一”。如果说处于早期

创作阶段的柏杨怀抱着期待中国能够立足于

“世界强国之林”的理想，用西方现代化的文化

思想作为衡量标准来考查、甄别作为中华民族

子孙的中国人的优缺点，妨碍现代中国迈向文

化现代化的封建文化糟粕——“酱缸文化”——

由此进入柏杨的视野，成为他终生不遗余力地

进行批判的靶子；那么伴随着台湾的白色恐怖

统治在20世纪80年代“解严”后消失，台湾地

区社会环境日益变得宽松与开放，加之柏杨此

时的眼界与视野不断拓展和拓宽，此前他还陆

续去过缅甸、美国等多个国家，接触到很多海外

华人，发现“统一”观念已经成为他们的潜意

识。尽管他们在一代或几代前已经在海外的土

地上生活、扎根，然而在他们心灵世界的深处，

依旧保存着对中国故乡的眷恋与向往。

柏杨还认识到，“统一”思想观念的历史形

成过程与巩固，也由中华民族（汉民族）的特点

所决定：“汉民族接受的是儒家思想，儒家那种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

教育，使汉民族认为如果脱离中国，另建一个国

家，是一个罪恶。”这成为不同历史时代的所有

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也成为中华民族各族人

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心理基础。

其次，海峡两岸一定会统一。柏杨在《统一

问题》一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大陆和中

国台湾本没有统一问题，因为原来就是统一

的……现实情况是，在统一这个付诸民族感情

的动人号召下，事实上只不过是一项促使台湾

地区回归祖国的运动而已。以大陆之大之强，

只是把篮子放到苹果树下，坐在一旁，十分有包

容性的，等待苹果掉到篮子里，这正是在台湾地

区的中国人所面对的课题。”他的海峡两岸“原

本就是统一的”说法与20世纪 90年代后台湾

地区逐渐兴起的、试图分裂中国的“台独意识”

完全相反。柏杨作为两岸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

文知识分子，他的“统一”观念表达出绝大多数

台湾人民的心声——呼唤统一、渴盼统一，期待

台湾地区回到祖国的怀抱。

近40年的隔绝也使海峡两岸之间的文学、

文化与人们之间的思想意识产生某些差距和

隔膜。柏杨在《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文中指

出，当时中国大陆作家认为台湾地区文学失

于纤细精巧，柏杨与太太张香华对中国大陆

作品的评价也颇能代表台湾地区作家的普遍

看法：“除了社会结构上陌生外，还有气氛上

的陌生——雷霆万钧、风雨逼面，给人一种难

以呼吸的感觉。中国大陆作家所表达的再生

能力，不如所表达的扭曲能力”。这种评价

符合20世纪 80年代中国大陆文坛的情况。

自新中国成立发展至当时的中国大陆当代文

学，在40年后已与同历史阶段的台湾地区文

学存在很多不同。

再次，柏杨希望海峡两岸人民在情感上

能够彼此多加强交流并互相理解包容，这会

成为两岸统一的情感基础。尽管由于两岸隔

绝太久，居住在台湾地区的“外省人”（指从

中国大陆迁到台湾地区的人）已经把居住、

生活大半生的中国台湾当作故乡，他们在百

年之后不会再把墓穴安放在中国大陆。不过

中国大陆的故乡却是这些“台胞”永远的牵

挂和怀念，因为对岸有他们的家园老宅和血

脉相连的亲人，是他们的“根”之所在。既然

海峡两岸隔离多年的亲人都期盼着团聚，那

么人们彼此之间多方面地交流、了解，在情

感上祛除疏离感，尽快尽早地彼此熟悉、相

互理解并产生情感共鸣就成为一种必然。

柏杨先从两岸文学的相互交流入手，他

在赴大陆探亲前已经着手无偿地帮助部分中

国大陆作家在台湾地区出版作品，这也是一

种社会公益活动，目的是希望台湾地区人民

先通过阅读作品来了解中国大陆的社会现状与

40年的历史变迁。但是他的义举，却被一些人

猜疑为想借此获取更多的名利，用“损话”对他

加以讽刺。对此柏杨一面澄清事实，一面也认

识到，因海峡两岸现存的许多差异导致二者之

间的交流并不会很顺利，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

多误会、误解，因此两岸人民在交流过程中要持

有平等相待的心态：“两岸交流，固可使关系密

切，但也可能因太过刺激的缘故，而更疏远……

两岸同胞必须试探着平等相待，诚恳相等。”然

而两岸人民之间毕竟血浓于水，不论

什么样的隔膜、误解也阻挡不住深厚

的亲情与真挚友情——当柏杨夫妇

离开中国大陆时，不管是老家亲人，

还是那些新认识的中国大陆的朋友，

大家彼此都难舍难分。两岸人民之

间亲人般的深情厚谊，彼此情感上的

认可、认同感早已成为海峡两岸“统

一”观念的牢固的情感基石，是近年

那些“台独”分子想尽办法也无法扑

灭、破坏的。

可以这样说，柏杨对“统一”问题

的解答是他遵循现代性世俗化思想

观点得出的一个结论，也是在观察当

时两岸社会情况的基础上得出的结

论。尽管柏杨的看法未必完全正确，

但是他却表达了一个生活在台湾地

区的普通中国人希望两岸统一、分散

两岸的家人能够尽早团聚的殷切期

盼。这也是任何一个热爱和平，希望

家园完整、家人安好，不再四处漂泊

离散的普通中国人的愿望。从这个

角度来说，柏杨在《家园》中用文化

散文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炽热的爱

国主义与家国情怀。再从中国历史

的发展进程来看，海峡两岸的统一

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继中

国香港、澳门之后，中国台湾这个流

浪在外的“孩子”必将回到祖国母亲

的怀抱。

（作者单位：鲁东大学）

在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体系中思考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
——以柏杨散文集《家园》为考察中心 □张清芳

柏杨对“统一”问题的解答是他遵循现代性世俗化思想观点得出的一个结论，也是在观察当时两岸社

会情况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尽管柏杨的看法未必完全正确，但是他却表达了一个生活在台湾地区的普

通中国人希望两岸统一、分散两岸的家人能够尽早团聚的殷切期盼。这也是任何一个热爱和平，希望家园

完整、家人安好，不再四处漂泊离散的普通中国人的愿望。从这个角度来说，柏杨在《家园》中用文化散文

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炽热的爱国主义与家国情怀。

柏柏 杨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