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渡”文学叙事的三种范式
———由《野葫芦引》《巨流河》《桑青与桃红》① 谈起

陈庆妃

内容提要 《野葫芦引》《巨流河》 《桑青与桃红》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宗璞、
齐邦媛、聂华苓的扛鼎之作，分别代表中国大陆、台湾和海外 “南渡叙事”的三种视

角，涉及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知识分子的两次南渡。从 “流亡体验与两次南渡”
“延宕与重述”“伤痕与康复” “从南渡到离散”四组概念出发，本文对南渡文学书写

进行多重观照，考察两岸相关文学史的书写差异及其历史成因，并提出 “二次南渡”
之说，以期重建历史连续性，消除隔阂，建立海内外汉语文学对话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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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

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

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

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

深悲; 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

次之南渡…… ———冯友兰②

引 言

“南渡”即“衣冠南渡”，最早语出唐代史学

家刘知几 《史通·邑里》， “异哉，晋氏之有天下

也! 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

存桑梓。” “衣冠南渡”从两晋之际中原知识分子

因战事而被迫选择战略性南迁的国家行为，经后

世多次的历史循环、长期的文化沉积已成为习用

典故。“南渡”一方面意味着历史的悲情宿命，另

一方面也承担着在危机时刻召唤反抗国族悲剧命

运的精神力量之使命，暗含着家国复兴、文明复

归的期待。“南渡”叙事传统深刻塑造了历代身逢

乱世的士大夫，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行为模式、
情感结构、身份意识、价值伦理，乃至学术选择

与治学路径。体现在文学书写当中，“南渡”文学

叙事往往还涉及叙事者的文学观念与作品的美学

品格。
本文之“南渡”以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大规模

南迁为起始，经八年抗战，又下延至国共内战，

知识分子阵线分化之后，一部分最终流徙港台，

甚至海外的过程，其实为两次南渡。第一次南渡

是内外之争所致，第二次南渡则属民族内部之争，

是内战的延续与表征。由于冯友兰、陈寅恪等亲

历者的自我命名和阐释，尤其是抗战胜利之后，

校方以纪念碑的形式确立了因南渡造就的西南联

大及其知识分子的崇高声望和历史地位， “南渡”
的命名及其研究价值在学界已有共识③。对于第二

次南渡所造成的中国学术界的重大变迁，港台学界

有所谓“北学南移” “文化跨海”之说。其中或有

零星地非系统性地使用 “南渡”一词，而未见以

“南渡”作为理论视野，进行整体观照④。长期以

来，大陆方面也不以内战造成部分知识分子的流离

为“南渡”。至于涉及到对国民党政权败走台湾以

后的文学生产、文化建设，以及其对中华文化在海

外的传承与播迁之贡献的评价，大陆学界也并未以

“南渡”为视角对此展开相关研究。本文首次以

“二次南渡”⑤指称国共内战后期部分知识分子的南

迁，并上溯到抗战时期的“南渡”，以期重建历史

的连续性，考察历史大转折时期作家的地域流动及

其文学书写与当下世界性汉语写作之间的关系。从

文学研究出发，尝试激活“南渡”———一个具有历

史传统的词汇，使之取代“流亡” “逃难”等具有

对抗性色彩的词汇，成为文史研究当中，具有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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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新的理论话语的可能性。
两次南渡前后以远计仅隔十余年，以近计不

过三五年，而其中缘由、过程、心境、性质竟完

全相背。两次南渡之间的复杂情势牵涉到中国现

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党派立场，以至对民族

国家的想象。这也是毛泽东 1945 年提出 “两个中

国之命运”后，随着国共内战形势与政局发展，

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与国家制度上的根本性选

择及其具体实践⑥。其后由于两岸的长期分治，各

自形成新的学术传统以及文学传统，体现在 “南

渡”———这一中国大转折时代的文学书写也大异

其趣。本文所讨论的《野葫芦引》《巨流河》《桑

青与桃红》皆非 “南渡”历史事件发生时所作，

却都是三位作者、曾经的 “流亡学生”⑦———宗璞、
齐邦媛、聂华苓的扛鼎之作。在她们的文学视界

中，“现代知识分子的大迁徙，跟历史悲情的流离

有了悠远的连接。同时在历史的平台上，替知识

分子建立了悲壮而崇高的离散姿态。那是流亡时

刻最动人的身影，当历史的正统光照这些苦难飘

零的学人，个体的忧患与伤怀，转眼成为时代的

见证。南渡或南迁，再次走入历史眼界，成为最

近一次学人的集体想象”⑧。如果现代南渡历史在

1945 年终结，《野葫芦引》将是唯一范本，不会有

《巨流河》《桑青与桃红》。然而，国民党政权的失

败导致了 第 二 次 南 渡 ( 或 渡 台 或 滞 港 或 出 走 海

外) ，南渡历史的书写呈现出复杂的文学景观，渡

台初期带有浓重的遗民文学色彩，随着时间的推

移，又表征出“后遗民”⑨的精神向度。
按冯 友 兰 对 于 南 渡 历 史 的 论 断，古 之 南 渡

“未有能北返者”，而吾人之第四次南渡成功北返，

改变了历史的宿命，也改变了南渡文学叙事的悲

情传统。这样昂扬的情绪与历史意识也成为其女

宗璞《野葫芦引》写作的伦理意识和美学原则。
而反观《巨流河》，却是因应了南渡文学书写的传

统宿命。《桑青与桃红》在国族叙事之外，开辟出

南渡叙事的开放性视角———世界性流动的人类寓

言。某种意义上，宗璞、齐邦媛、聂华苓的 “南

渡”文学书写代表了中国文学在大历史转折过程

中形成的、不同区域汉语文学书写的三种范式:

《野葫芦引》代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写作传统，从

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救亡到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

历史过程中，寻找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具有崇

高、恢弘的史诗性品格; 《巨流河》从家族视角出

发，贯穿“中华民国”在大陆和台湾的完整历史，

展现了国民党政权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在台湾的没

落，具有人性悲悯的悲剧力量; 《桑青与桃红》摆

脱历史恩怨，在海外返身回顾战争与逃亡频仍的

中国现代史，深刻体验海外知识分子无根漂泊的

精神困境，形成高度凝练的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

“困与逃”的世纪寓言。——— 《桑青与桃红》融写

实与象征，更具现代主义的文学品格⑩。
大陆方面围绕 “第一次南渡”瑏瑡，尤其是以西

南联大为代表的高等院校、以中央研究院为代表

的学术机构南迁为中心事件，有大量的研究著述

和文学书写。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包括纪实

性的《南渡北归》 《民国衣冠》，回忆性的汪曾祺

系列散文、何兆武《上学记》，虚构性的系列长篇

小说《野葫芦引》等。但这种爆发式的写作现象

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而在最靠近历史

的 20 世纪 50 年代大陆竟完全没有相关的创作。这

样的“遗漏”究竟是何种因素使然? 而港台，尤

其是台湾方面，作家虽有不少有关南渡的文字记

录，但在反共意识形态主导下，其书写的文学价

值、历史反思意义究竟如何? 南渡群体涵盖的范

围很广，有国府官兵的南渡，庶民的南渡，知识

分子的南渡……瑏瑢本文聚焦知识分子流徙命运的文

学书写，寻访战争及至战后，中华文化播迁、变

迁的流动过程———现代“衣冠南渡”。

一 流亡体验与两次南渡

“衣冠南渡”攸关文化命脉与建国方略，国民

党政府的战时教育政策以 “抗战建国”为目标，

以“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作平时看”为指

导方针，“对日抗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

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

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

还应当看到战后”。只是应以 “非常时期的方法，

来达成教育本来的目的，运用非常的精神，来扩

大教育的效果”瑏瑣。“教育之任务为在智、德、体各

方面培养健全的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

使青年有废学之现象，实即国家存亡之危机……
读书为精神食粮所寄，宁容因战事而辍学。”瑏瑤抗战

不仅是军事的对抗，更是举国意志、民族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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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较量。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有言: 我们

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

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瑏瑥。在文化

保全、抗战建国的政策指导下，战时教育成为抗

战的另一条战线，各类学校和文化机构迁往大后

方是有计划性的通盘调整。“南渡”正是在这样一

种悲愤同仇的时代氛围中持续而广泛地进行。流

亡书写免不了残酷与血腥，但因为有政府的政策

导向，流亡学生的目标是明确的，流亡路线图是

清晰的。聂华苓从汉口逃难到五斗坪，赴恩施就

读湖北省立联合女子中学，在重庆长寿国立十二

中高中毕业，后考上重庆国立中央大学。齐邦媛

则由南京出发，从汉口到湘乡，往桂林、怀远而

入川，先就读于南开中学，后在三江汇流处的乐

山完成武汉大学学业。宗璞随家辞北京，往天津，

船行上海、香港，过海防，车行滇越铁路到云南。
三个人，三种人生，三种逃亡路线，却也是众多

流亡师生经历的缩影。这样的腾挪辗转固然是被

迫的，但因为有信念有目标，战时流亡客观上迫

使知识分子离开都市，走向民间，与 “人民”“国

土”“内地”“边疆”有了直接的接触，增进了民

族精神的凝聚。八年患难，弦歌不断，知识分子

群体的才能、操守及其整体形象成为中国文化、
民族精神持续不辍的象征。
《野葫芦引》原拟名《双城鸿雪记》，“双城”

即北京和昆明，原来分属南北，一文化中心，一

南隅边疆，很难同时进入到作者视野。但由于特

殊的际遇，西南成为战时大后方，昆明成为国际

化的内陆中心城市。同时，西南联大留滞云南时

间长，与当地文化互动频繁，进入到作者视野的

国土边陲不再是异域，边疆风土人情也并非异端，

而是充满温情的多元文化风景。在联大学生的记

忆中，昆明与联大是一体的，“昆明感染着联大的

气质，而联大却非常和谐地嵌入昆明的自然景色

之中，像西山滇池一样的使昆明有声有色”瑏瑦。联

大与昆明的结合不仅是风景的融合，更是血肉的

融合，读书跑警报，从军赴国难，闹学潮论时事，

读书不忘救国，西南联大因而在南迁的大学中夺

标而出，成为战时的精神堡垒。《桑青与桃红》借

搁浅瞿塘峡，将长江沿岸痛苦的船夫，历经战争

祸乱无家可归的老先生，逃出沦陷区又经历重庆

大隧道惨案的老史，孤身带孩子进城寻夫的桃花

女，反抗封建家庭而出走的流亡学生和 “我”桑

青聚拢到一条船上。搁浅的船只就是一个战时社

会，船上不同际遇的众生相就是国民性格的缩影。
所有人都在困中求生，所有的逃生选择都是一场

人生“豪赌”。对齐邦媛而言， “黑暗的江上，落

水的人呼救、沉没的声音，已上了船的呼儿唤女

的叫喊声，在那个惊险、恐惧的夜晚，混杂着白

天火车顶上被刷下的人的哀叫，在我成长至年老

的一生中常常回到我的心头。那些凄厉的哭喊声

在许多无寐之夜震荡，成为我对国家民族，渐渐

由文学的阅读扩及全人类悲悯的起点”瑏瑧。
抗战是全民族的也是个人的，身份、境遇不

同，流亡体验也各有各的视角。《野葫芦引》第一

部《南 渡 北 归》完 成 于 1985—1987 年，第 二 部

《东藏记》于 1993—2000 年完成，第三部 《西征

记》于 2001—2008 年完成，第四部 《北归记》已

完成前五章。长达 30 多年埋首历史深处与个人记

忆，宗璞赋予《野葫芦引》以史诗品格。《野葫芦

引》以西南联大师生的流散聚合为主线，对抗战

时期知识界做全景式的展现，小说立意于大叙事，

也不回避学人之间的现实龃龉、党派较量之中暗

流汹涌的学潮。书中有学界精神领袖的风范风骨，

儿女深情的诗意，书生从军报国的曲折，也有古

都沦陷后隐忍的抗争，沦陷的古都北京与作为抗

战中心的昆明始终在互动当中，“方壶”成为回归

的象征意象。《巨流河》虽为个人化的自传，但因

为作者齐邦媛父亲齐世英在国民党党内的地位，

以及创办东北中山中学的缘故，《巨流河》从个人

记忆中钩沉出另一种抗战流亡体验，具有扼腕深

沉的悲剧力量，被赞誉为一部 “反映中国近代苦

难的家族记忆史，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

奋斗史”瑏瑨。 “渡不过的巨流河”成为 《巨流河》
回顾忧患重重的东北和中国历史最重要的意象。东

北中山中学命运坎坷多艰: 从北平报国寺招生起组

成血脉相连的大家庭，远途跋涉托身四川威远静宁

寺，安顿八年弦歌未绝，抗战胜利载欣载奔回故乡。
“唯楚有士，虽三户兮，秦以亡! 我来自北兮，回北

方。”但对齐家而言，从 波 云 诡 谲 的 东 北 巨 流 河

( 辽河) ，流亡到台湾极南端的小小海湾———哑口

海，填写了一生籍贯的辽宁铁岭只是纸上故乡了。
《野葫芦引》完结于抗战胜利后的 “北归”，

《巨流河》与《桑青与桃红》则继续书写二次南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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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亡生涯。二次南渡的知识分子当中，部分有

国民党政府“抢救平津学人计划”的安排，更多

人的南渡是仓皇的，迷惘的，甚至是意外的。齐

邦媛因父辈的机缘渡海赴台大谋职，“一九四七年

十月第一次乘螺旋桨飞机过台湾海峡时，心中很

是兴奋，因为这是地理书上的地名，好似在地图

上飞行的感觉”瑏瑩。齐邦媛笔下的二次南渡是大约

从 1948 年底起的“接船生涯”: “我们那距台北火

车站只有三百公尺的家就成了一个最方便的联络

站，那小小的三坪左右的 ‘客厅’总是坐满等人、
等车的客人。最初妈妈还留人吃饭，后来实在应

付不了。就只能准备永不枯竭的热茶。客厅甘蔗

板墙上，钉了无数的联络地址，遍及各市的客栈、
机关名字……那种情况和十年前我们逃难到汉口

的情况十份相像，只是台北没有警报，没有轰炸

而已。”瑐瑠齐邦媛最后一次接船是 1949 年农历除夕

前，等到的是太平轮失事的噩耗。对聂华苓来说，

二次南渡从北上结婚开始，此时，北平已经被围

城了，“1949 年 2 月 3 日，我看着解放军从从容容

走进北平城”瑐瑡。解放战争中的北平是高度封锁密

闭的空间: 皇城，内城，外城，更令人窒息的是

垂死的一圈圈被包围的封建家庭文化，聂华苓必

须渡台求生。直至 1964 年离台赴美，聂华苓逃了

三辈子。由于三位作者均为学养深厚的知识女性，

战时又恰好分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武汉大学

三所著名的学府，她们的文学书写也呈现出战时

大学校园文化特征以及青春叙事的浪漫特质。

二 延宕与重述

郁达夫在《战时的小说》瑐瑢一文中断言: “反映

着这一次民族战争的大小说、大叙事诗，将来一

定会出现，非出现不可。不过在战争未结束以前，

或正在进行中的现在，却没有出现的可能。”瑐瑣1988
年台湾《联合报副刊》为纪念抗战 50 周年，发起

“试写抗战”的呼吁: “谓国人在抗战文学这一分

野的创作，质量均不足以反映半世纪前那场可歌

可泣的民族御辱战争，现在正是以深沉的大爱，

犀利但不失冷静的文学手法，为战争真相以及在

战火下人 性 的 葛 藤 显 影，为 历 史 浩 劫 造 像 的 时

候。”瑐瑤大历史事件的书写往往都是滞后性的，反思

性的。两岸作家对这两场攸关民族生存发展的战

争的正面书写都延后了几十年。“南渡”书写的延

宕既有文学创作本身的内在规律，更主要是受制

于政治情势。大陆方面，“时间开始了” ( 胡风) ，

大陆文坛为革命胜利的激情鼓舞，以文学重建新

的国家想象，革命英雄史诗成为主流文体，无暇

回顾失败 者 的 “流 亡”历 史。而 战 争 失 败 的 一

方———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 50 年代的文坛主旋律

是“反共文学” “怀乡文学”。 “反共文学”不乏

对战争期间动荡、流亡生活的书写，但流离失所、
惊魂未定的作家在当时的创作不免带着强烈的控

诉情绪与对抗性因素。“那些由国共内战的炮火下

逃出来的作家，并不需要高压逼迫才勉强表现他

们的亲身经验。”瑐瑥正像黎湘萍批评台湾小说家陈纪

滢的“非虚构”方法那样，“是让虚构的 ‘小说’
代替‘历史’的一种方法”瑐瑦，“反共文学”“延续

了过渡期官方妖魔化 ‘二二八’的手法，将大陆

的人民政权 ‘妖魔化’”瑐瑧。可见，20 世纪 50 年代

两岸的文学环境都不具备历史地书写 “南渡”的

条件。
重述与真实历史之间有着怎样的距离? 是更

客观，或是基于立场，并经过记忆的筛检有失真

之虞? 这的确是一个书写的难题。 《桑青与桃红》
完稿于 1970 年，较早涉及大历史变迁下中国知识

分子的世纪流亡，这是一本高度寓言化、写实与

象征兼备的小说。居留美国多年，逃离两岸的政

治之困、战争之困，以及个人的婚姻之困，此时

的聂华苓具备了叙述大历史的可能与条件。“这个

疙瘩还是我到了美国以后才解开的。我在那儿可

以睁着眼看海峡两边的社会; 可以读到各方面的

报纸刊物和书籍 ( 包括美国的) ; 可以在爱荷华接

触世界许多地区的作家和作品，我的视野阔大了，

我的感情冷静了，我的看法客观了。”瑐瑨2011 年最新

出版的回忆录 《三辈子》详录了作者战时的流亡

生活。对海外知识分子来说，漂泊流亡已经成为

一种宿命。以桃红在美国的逃亡经历体验了海外

漂泊无根的精神分裂与生存的荒诞感，聂华苓通

过写作返乡，追溯 “无根”症的病根———20 世纪

中国的长期战乱。 “我流亡了三辈子。军阀内战、
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逃，逃，逃。最后，逃到台

湾，逃到爱荷华。”瑐瑩经历了三生三世的聂华苓 “不

但以自己的创作把自己的眼界和笔触从中国扩展到

世界，而且还以文学组织和文学机构的形态，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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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文学聚拢到自己的身边，并结构出一种新的‘世

界文学’”瑑瑠。“我和许多地区的作家认识以后，读到

他们的作品，发现中国人的命运，也就是 20 世纪的

人的命运。我和世界文学接触所得到的这份感受，

扩大了我的视野，影响了我的创作。”瑑瑡由中国而世

界，由世界而中国，聂华苓要寻根，她不甘于流于

自我表达或精于技艺的 “流外丧志” ( 赵毅衡) 。
“我非常佩服国内的作家那么关心人民; 他们为人民

而写作。我这个流放的作者到哪儿去找人民? ……
我对自己开始怀疑了: 从今以后，我应该为谁而写?

我应该写出什么样的作品?”瑑瑢由此，聂华苓以一个

中国现代知识女性最丰盛的爱回馈自己的三生三世:

大陆、台湾、爱荷华。
《野葫芦引》则必须放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

说写作传统与宗璞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书写脉络

中，其书写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命运息息相关。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狂人”的启蒙者形象出场，

幽愤深广的 “历史中间物”意识左右着他们的价

值判断，使他们的立身行事常常在现代与传统、
革命与传承、启蒙与救亡之间摆荡，这种摆荡最

后在 1949 年形成整体性的抉择。在宗璞个人的写

作脉络中，从《红豆》到 《我是谁》 《蜗居》，从

迷惑到选择，再到《野葫芦引》立足个人 ( 家庭)

记忆，又兼具南渡群体集体记忆的史诗性创作，

形成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完整的思想历程。《野葫芦

引》第一卷《南渡记》发表于 1988 年，在抗战题

材小说、( 西南联大)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两方面都

具有开创性意义。而宗璞南渡亲历者、学者与文

人的双重身份都使 《野葫芦引》被持续关注，第

二卷《东藏记》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而她以

89 岁高龄发表的压卷之作 《北归记》既是青春文

本，也是典雅文本、性情文本、知性文本瑑瑣。
另一方面，《野葫芦引》礼赞的对象———西南

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受瞩目与 20 世纪 90 年代学术转

型过程中出现的崇尚 “文化英雄”现象有关。“南

渡”既是学术对象，也是文化氛围，更是精神传

统。“中国历史上几次影响重大的衣冠南渡，就其

实际效果而言，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教育、
文化及科技的转移，但从未有过在战争中为保存

文化而 有 计 划、成 建 制、大 规 模 撤 退 学 校 的 壮

举。”瑑瑤因其孤例仅有，扣人心弦，故而催生出众多

美好的故事与传说。这些故事与传说中，不同叙

事主体基于现实的需求 ( 总结经验、自我鼓励、
招收新生) 在文本中内蕴文学叙事的成分。浪漫

化、文学化的热情洋溢的文字既有利于鼓舞抗战

士气，也有利于招生宣传，“如何吸引沦陷区的青

年到大 后 方 求 学，既 是 教 育 方 针，也 是 政 治 策

略”瑑瑥。1938 年 2 月到 4 月，长沙临时大学 ( 即后

来之西南联大) 约 300 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

徒步“小长征”抵达云南，历时 68 天，长途跋涉

3500 里。4 月 28 日抵达云南后，闻一多在给妻子

的信中就迫不及待地分享了旅行的感受，其间自

我浪漫化、审美化的程度非常高瑑瑦。因战时需求及

有影响力的杰出校友传播，在不断讲述中累积形

成的这些南渡传说，构成了宗璞创作的前期积淀。
齐邦媛虽有文学著述，但主要以学者立 身。

她懂得台湾人心中也有过不去的 “巨流河”，试图

以文学与台湾形成命运共同体，为台湾文学在文

坛寻 找 身 份。齐 邦 媛 认 为，在 文 学 面 前，没 有

“他们”“你们”，只有“我们”。而 “我们”承袭

在大陆中断了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

学的“主流”。随着国际环境和两岸形势以及台湾

岛内政治情势的变动，齐邦媛对台湾文学的未来

表示忧虑: “世界的汉学界已将注意转移至中国大

陆，台湾重要的作家多已停笔，本土化的声浪日

益高涨，当年大家用中文写作的热情不再，会不

会有一天，我们也面临小语言、小文学的处境?”瑑瑧

《巨流河》是本“迟来的书”，“它是一场女儿与父

亲跨越生命巨流的对话，也是齐邦媛为不能回归

的东北，不再离开的台湾所作的告白”瑑瑨。齐邦媛

接受当下但不忘怀历史，对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
“五十年在台湾，仍是个 ‘外省’人，像那艘永远

回不了家的船，在海浪间望着回不去的土地。”瑑瑩

“而我，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二十年来在国际

文学交流之际热切地宣扬 ‘我们台湾文学’，又何

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而战的人写过一篇血

泪记录?”瑒瑠为当年殉国的热血军民做历史记录，齐

邦媛坚信文学、知识具有超越胜负立场的道德力

量。从这一角度来看，《巨流河》更富有西方文学

传统的 悲 剧 精 神。写 乱 世 的 流 离，齐 邦 媛 却 以

“温和”“洁净”为理想人格，着墨甚多的父亲齐

世英、大学导师朱光潜、史学家钱穆、空军英雄

张大飞均在此列。这样的书写难免有提纯的嫌疑，

但符合齐邦媛长期从事教学研究的学院派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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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坛元老，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亲历者王

鼎均评价《巨流河》“如此精致，如此雅正，如此

高贵”。此语可做双面解释，“精致”“雅正”“高

贵”对文学而言是正面的，但对历史而言，也可

能造成偏颇。
1949 年对大陆和台湾都是永远绕不过的话题。

200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国民党政府

败走台湾整整一甲子，台湾出版了三本书，不约

而同记述了中国历史的大转折，分别是齐邦媛的

《巨流河》、龙应台的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和王

鼎钧的 《文学江湖》。透过 1949 年的三棱镜，读

者看到不同的南渡迁台的经历。《野葫芦引》 《桑

青与桃红》则分别代表大陆和海外立场，为中国

文学的“文学江湖”扩展更多的视野和维度。

三 伤痕与康复

“渡”，济也 ( 《说文》) ，有拯救之意。南渡，

既有地理空间意义上的 “渡”，也有文化心理上的

“渡”，是国土政权的保卫，也是文化保全的权宜

性与策略性选择。由于国共两党对政权和国土的

争夺，势力范围的此消彼长，“渡”反映在文学上

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南渡”文学叙事在台湾是

向后看，发现隐忍的伤痛，寻找安魂之所在。在

大陆是向前看，反思现代知识分子失路与寻路的

坎坷历程，寻找导向民族复兴的方法与路径。无

论重述的目的为何，不可否认的是，抗日战争、
国共内战对整个中华民族而言都是历史的剧痛，

重述是再次重临伤痛的现场，也重启疗救的可能。
摆脱“冷战”与 “内战”的双战格局，让理解、
对话成为民族创伤康复的开始。而此前，两岸有

必要协 商 对 “伤 痕”的 认 识，理 解 “进 步”与

“没落”的文学意义。
大陆文学史中，“伤痕文学”的内涵已有明确

的界定。海 外 学 者 则 将 伤 痕 文 学 扩 展 到 从 台 湾

“反共文学”开启的关于“中国现代苦难”书写的

文学。“它 ( 反共文学) 应被视为近半世纪以来伤

痕文学的第一波，为日后追忆、记述文革创伤，

二二 八 事 件、白 色 恐 怖……种 种 文 字，写 下 先

例。”瑒瑡美国汉学家白睿文将从 1930—1997 年中国

大陆、台湾、香港发生的历史事件作为整体，纳

入文学、艺术所折射出的 20 世纪华人世界的想象

暴力与历史创伤研究瑒瑢。这种研究思路统合了海内

外大中华文艺研究，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研究

的格局和历史视野。从文学自身的角度来看，伤

痕具有“没落”性质，无法进入到 “进步”的革

命叙事当中。中国文学自进入现代时间，崇尚进

步的未来感，以追寻现代 ( 现代民族国家、现代

文明) 的激情叙事为主调。现代中国的新生必须

超越封建的没落的历史，现代文学只有激扬文字

才能跨过汉语构造的 ( 晚清以来的) 末世景观。
“现代文学直至转向革命文学，又走上了另一条道

路。那是借助革命之强力来展开的文学，它试图

彻底改变中国文学的情调、气质和风格，关于革

命的无边理想引导着文学建构乌托邦的世界，这

个世界彻底与那个颓败的没落历史决裂。” “文学

成为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动力。它以如此统

一的整合结构来进行，这是前所未有的 ‘进步的’
文学。”瑒瑣左翼文学承担着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论述，

也反映大陆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历史过程。“革命

( 进步) 文学”以社会发展理论为圭臬。 “启蒙”
与“救亡”的悖论反映到文学上，演化为 “文学”
与“革命”的内在紧张。《野葫芦引》有社会剖析

派小说的气魄，作者以 “东南西北”统摄抗日战

争的全景与全局，指点时势，人物以群像的素描

见长。“南渡”虽历经苦难，但作品的基调却是明

朗的，隐含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体现中华文化

伟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另一方面，由于宗璞深

厚的中外文学修养以及对传统文化的钟爱，《野葫

芦引》在 革 命 大 叙 事 当 中 融 入 浓 浓 的 诗 意。但

《野葫芦引》写“重大” “英雄化” “抗战化”的

写作风格，以及戏剧性色彩秾丽等因素导致小说

整体艺术形象的不和谐也引起一些论争瑒瑤。
“进步”文学在 50 年代的台湾体现为与体制

抗争的自由主义文学传统。“历来有关一九五○年

代自由主义的评价，都是以男性知识分子的思考

为主轴，其中尤以胡适、雷震、殷海光为著。但

是，《自由中国》文艺栏主编聂华苓接掌之后，也

丰富了自由主义传统的内涵，这个史实，一直受

到史家的忽视。”瑒瑥50 年代台湾自由主义作家 “都

是透过聂华苓的邀请才与台湾文坛有了接触，身

为编辑的聂华苓，终于与台湾自由主义传统结盟，

也许是出于偶然。不过，由于她的加入，使得自

由主义的发展脉络显得更为丰硕。自由主义自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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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终都停留在争取发言权的政治层面，而聂华苓

则把这种争取发言权的努力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

从而在人文方面拓展了辽阔的版图”瑒瑦。聂华苓自

由主义的文学观与编辑理念使得台湾 50 年代文学

在一定程度上突破 “反共文学”的局促格局。这

种自由主义的理想终身影响着聂华苓的人生及事

业。1964 年聂华苓应美国诗人安格尔邀请担任作

家爱荷华“创作工作坊”顾问，1967 年与安格尔

创办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40 年间，两岸三地

逾百名作家受惠于 “国际写作计划”。 “国际写作

计划”成为华人作家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平台，这

是聂华苓一贯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在海外的接续。
1979 年中美建交，“国际写作计划”举办“中国周

末”，20 多位台港大陆和美国作家应邀参加，开设

了两岸三地作家在海外交流的先河。超越政治党

派成见，中国文学在分流 40 年后首次汇流。聂华

苓也因这一系列的 “亲共”活动被列入台湾的黑

名单瑒瑧。
《桑青与桃红》是海外汉学界研究华裔漂泊文

学的经典读本，其出版过程本身就是一个 “分裂”
的样本，1970 年在《台湾联合副刊》连载被腰斩，

后来陆续在中国台湾、香港、大陆，甚至新加坡

出现 8 个版本，版本之间面目不同，且被译为多国

文字，英文版曾获美国国家书卷奖。“谈四十年来

的海外文学，我想先从聂华苓的 《桑青与桃红》
谈起，因为我认为这是一本界定海外文学最恰当

的作品。……桑青和桃红是一个人的双重性格和

经历，桑青代表的是大陆，桃红代表的是海外。
桑青的经历———从抗战时期到四十年代末北京易

手、到五十年代的台北———显然是一个大陆知识

分子从内陆到海外、从中心到边缘的流亡历史。”瑒瑨

研究者的解读重心从桑青移往桃红，无意中也透

露一种 认 同 的 游 移。聂 华 苓 固 然 仍 有 “中 国 执

念”，依旧“感时忧国” ( 夏志清) ，但也在自觉完

成自我以及民族的超越: “虽不能生根，但仍可落

地; 而美国虽非故土，但亦非异邦。”瑒瑩

与宗璞、聂华苓的 “进步”基调不同，齐邦

媛《巨流河》是忧伤的，是 “没落”的，具有哀

而不伤、温柔敦厚的悲剧品格。《巨流河》当中刻

画最成功的都是一些 “没落”的失路英雄: 政治

精英齐世英，文化英雄朱光潜、钱穆，战斗英雄

张大飞。对随国民政府迁台的外省人而言，由于

回到大陆成为幻影，北归无望，南渡的历史事实

上成为一个移民史、流亡史，一个文化变迁的历

史。《巨流河》是一个国民党高层子女的回忆录，

是家史，也是齐世英在国民党党内地位、国民党

在台湾地位的沉浮史。齐邦媛追溯父亲兵变失败，

一生渡不过巨流河，书写开始于东北终于波及整

个中国的近代苦难。“我在这场抗日战争中长大成

人，心灵上刻满了弹痕，至今仍无法原谅人类可

以对人类这样。但是，这么大的痛苦我都经过了，

所以现在我不计较，我几乎没有恨。”瑓瑠 《巨流河》
最后以 “东北心台湾情”的悲欣交集结束作者毕

生的心愿。尽管《巨流河》是美丽忧伤的，但作为

时代的记录者，它又是有盲点的。齐邦媛战时的校

园生活置外于各种学潮，沉浸于纯粹的文学世界，

是否也是忘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种伤痛与伤痕呢?

她 40 多年推动台湾文学，试图以文学超越政治，未

尝不是另一种文化政治。
无论如何， “南渡”是中华民族不应该遗忘的

历史伤痛，治愈康复需要漫长的过程。三位作者以

亲历者的姿态，透过文学书写展示了战争烙印在不

同流亡群体心灵上的伤痕。“南渡”造成两岸分裂，

形成不同的文学传统，发展出不同的审美文化心理。
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学成就与进步、没落无关，读

者与时间才是最终的裁决者。两岸文学书写的相互

参照，才可能避免对抗性的 “不见”与狭隘性的

“偏见”，形成多元并存的文学格局。

结语 从 “南渡”到 “离散”

如前文所述，“南渡”一词内蕴南渡知识分子

重返北方的文化意识与回归路径。但 “遗民不世

袭”，随着台湾岛内政权的本土化， “自立中心”
意识的崛起，“南渡”的遗民意识逐渐淡化，有后

殖民色彩的 “离散”“离散美学”“华语语系文

学”成为显学。“离散”论者主张远离中心后的落

地生根、文化自创，拒绝被中心论述。更有甚者，

以“反离散”与中国大陆进行历史性切割。 “离

散”等论调背后隐藏着危险的分离主义倾向，试图

以文化差异性否定文化同源性，割断海外华人与中

国本土的历史情感与文化纽带。这种分离主义的话

语表述往往挪用西方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似是而非

的观点，引起国内学者持续的关注与论争瑓瑡。“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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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去历史”“去文化”是渐进式分离主义的三部

曲。因此，寻找共识，消除隔阂，增强历史文化认

同感实属必要，而且应当。重提 “南渡”，透过文

学文本的解读，重返大转折时期的伤痕现场，有利

于复苏历史记忆，进一步召唤民族身份与文化意识。
追溯历史大转折发生的当场，以“南渡”描述中国

现代知识分子的流离过程，以“南渡”的知识分子

主体———文化坚守者的形象，反映他们在战争中的

生命体验以及精神轨迹更符合历史语境。以历史的

理解与同情取代历史的对抗，继而在现实层面上展

开对话与沟通，未尝不是一个有效的路径。
不可否 认，无 论 是 “南 渡”，或 是 “离 散”

“反离散”，都具有话语政治色彩。文学作品与民

族文化传统以及现实政治之间的文本互文性提供

了历史思辨的空间。《野葫芦引》《巨流河》《桑青

与桃红》代表 “南渡”文学叙事的三种范式，三

位作者对 “南渡”现代内涵的认知差异必然导致

三种文本思想内涵的不同。此中差异不仅仅是个

人人生遭遇、美学趣味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作者

站在不同的党派立场、文化立场对两场战争的认

识与评价，也牵涉到现代以来知识分子对中国文

化道路的选择。传统意义上的 “南渡”有 “华夷

之辨”的内涵，即经由南渡赓续中原文化正统。
然而，对现代中国人而言，国共两党之争不是华

夷之争，而是共同面对西方现代化冲击采取不同

的回应方式。现代意义上的 “南渡”，尤其是 “二

次南渡”对中华文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另一种思

想资源和文化实践经验。鉴往事知未来，历史传

统、革命创新与中华文化赓续之间的关系是如何

辩证地发展，两岸以及海内外的华人文史学者都

必须面对这样一个历史和现实的课题。
从“南渡”到 “离散”是中国大转折时代造

成的历史后果，也是全球化催生的新的文化现象。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扁平化的时代。福柯认为，当

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同时性

的时代中，处在一个并列的年代，这是远近的年

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棋布的年代瑓瑢。中国人 ( 含

台港澳) 离散定居也逐渐成为常态，但这并不意

味着身份的弃守。取消历史深度以应对当下是可

以理解的生存策略，但如果以偏执为理性，也可

能导致无根的虚无。在离散中重建历史向度、精

神溯源，回望文化原乡不仅因为原生性的情感，

还源于全球化时代 “无根感”惘惘的威胁。历史

虚无主义者无根的离散书写也可能沦为所谓 “世

界公民”的精神挽歌。站在人性悲悯的角度回望

事关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两场战争，“南渡”文

学叙事保留了两岸战争文学书写与讨论的弹性空

间。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南渡”论述对海外学

界少数华人学者拒绝中国认同，有意识割裂中国

历史的某些观点与主张形成必要的反表述，在国

际学术话语竞争中也颇具现实意义。

①宗璞《野葫芦引》系列长篇小说 ( 《南渡记》《东藏记》
《西征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版，《北归记》 ( 前

五章) ，《人民文学》2017 年 第 12 期; 齐 邦 媛 《巨 流

河》，天下远见出版社 2009 年版; 聂华苓 《桑青与桃

红》，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年版。

②王学珍等主编: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

师范大学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 一) ，第 284

页，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③参见北京大学校友联络处编: 《笳吹弦诵情弥切: 国立

西南联合大 学 五 十 周 年 纪 念 文 集》，中 国 文 史 出 版 社

1988 年版;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④2013 年，香港新亚研究所成立 60 周年举办“北学南移”

学术研讨会，溯源港台文史哲。所长廖伯源认为， “一

九四九年之变动，对香港、台湾学术界而言，可谓‘北

学南来’”，而对整个中国学术界而言，则是‘北学南

移’，实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之重大事件”。参见《北

学南移: 港台文史哲溯源》，秀威资讯科技 2015 年版。

⑤1948 年底， “四野”解放军包围平津，辽沈战役开始，

国民党政府下令北大、清华等高校南迁。其后有所谓

“抢救平津学人计划”，部分知识分子选择赴台或出走海

外，其中院士 21 人，占 26%。参见沈卫威: 《胡适弃校

南下与 平 津 学 人 的 去 留》，《新 文 学 史 料》2017 年 第

1 期。

⑥参见黄万华: 《战后二十年中国文学研究》，第 60 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⑦本文之“流亡学生”主要指抗战爆发以后，按照国民政

府安排随所在院校内迁的学生，由沦陷区、战区流亡到

大后方的学生，也包括随清华大学教授、国民政府要员

家族南迁的宗璞、齐邦媛。

⑧高嘉谦: 《遗民、疆界与现代性———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

情 ( 1895—1945) 》，第 56 页，联经出版公司 2016 年版。

⑨参阅王德威: 《后遗民写作》，麦田出版社 2007 年版。

⑩《巨流河》虽是自传，文学色彩却很浓厚，《野葫芦引》
《桑青与桃红》尽管属于虚构性作品，也都有很强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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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色彩。

瑏瑡抗战时期因应战局变化和国民政府战时部署，几乎所有

高校 ( 约 140 所) 都进行内迁。但包括曾被誉为“东方

剑桥”的浙江大学，都未能获得如西南联大一般的声望

与影响力。参见覃红霞硕士论文《抗日战争时期高校内

迁探析》、徐国利《抗战时期高校内迁概述》《关于“抗

战时期高校内迁”的几个问题》、余子侠《抗战时期高

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等论述。

瑏瑢国民党官兵南渡以王鼎均回忆录最为详实精彩，参看

《回忆录四部曲》，三联书店 2013 年版。香港 50 年代出

现的难民小说也是因大陆战事难民南渡影响所致，参看

赵稀方: 《五十年代的香港难民小说》，游胜冠、熊秉真

主编: 《流离与归属》，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15 年版。

瑏瑣申晓云主编: 《动荡转型中的民国教育》，第 239、240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瑏瑤陈立夫: 《战时教育方针》，第 220 页，正中书局 1939

年版。

瑏瑥参见罗家伦: 《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从迁校到发展》，

原刊于《教育杂志》第 31 卷第 7 号，1941 年 7 月 10 日。

瑏瑦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 《联大八年》，第 84 页，

新星出版社 2010 年版。

瑏瑧瑏瑩瑐瑠瑑瑧瑑瑩瑒瑠齐邦媛: 《巨流河》，第 82 页，第 290 页，第

309 页，第 499 页，第 490 页，第 496 页。

瑏瑨齐邦媛: 《巨流河推介语》，天下文化 2009 年版。

瑐瑡瑐瑩瑑瑡 ［美］ 聂华苓: 《三辈子》，第 143 页，第 626 页，

第 632 页，联经出版公司 2011 年版。

瑐瑢郁达夫: 《战时的小说》，《自由中国》第 1 卷第 3 号。

瑐瑣原西南联大学生鹿桥 1945 年完成长篇小说 《未央歌》，

1967 年在台湾出版。

瑐瑤余光中: 《凭一张地图》附录，九歌出版社 1988 年版。

瑐瑥王鼎均: 《反共文学观潮记》，《文学江湖》，第 83 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版。

瑐瑦黎湘萍: 《从边缘返回中心: 黎湘萍选集》，第 137 页，

花城出版社 2014 年版。

瑐瑧黎湘萍: 《文学台湾: 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

象》，第 15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瑐瑨萧乾: 《湖北人聂华苓》，《桑青与桃红》，第 185 页，中

国青年出版社 1980 年版。

瑑瑠刘俊: 《中国历史·美国爱情·世界文学———聂华苓印

象记》，聂华苓: 《三辈子》，第 621 页，联经出版公司

2011 年版。

瑑瑢聂华苓: 《浪 子 的 悲 歌 ( 前 言) 》，《桑 青 与 桃 红》，第

6—7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年版。

瑑瑣参见《人民文学》“卷首语”，2017 年第 12 期。

瑑瑤瑑瑥瑑瑦陈平原: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第 5 页，第 27

页，第 53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瑑瑨王德威: 《“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当代

作家评论》2012 年第 1 期。

瑒瑡王德威: 《五十年代反共小说新论》，张宝琴、邵玉铭、

痖弦主编: 《四十年来中国文学》，第 79 页，联合文学

出版社 1994 年版。

瑒瑢白睿文: 《痛史: 现代华语文学与电影的历史创伤》，麦

田出版社 2016 年版。

瑒瑣陈晓明: 《“没落”的不朽事业》，陈芳明、范铭如主编:

《跨世纪的流离———白先勇的文学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第 136 页，印刻文学 2009 年版。

瑒瑤马风《论宗璞的“史诗情结”———对〈南渡记〉文体的

一点疑义》 ( 《文学评论》1990 年第 4 期) 与曾镇南

《〈南渡记〉的评价与现实主义问题》 ( 《文学评论》
1991 年第 1 期) 对此有过论争。卞之琳也认为小说“一

开场就象放花炮一样爆出了众多人物”，人物扁平化，

给人印象不深。( 《读宗璞〈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

记〉》，《当代作家评论》1989 年第 5 期)

瑒瑥瑒瑦陈芳明: 《台湾新文学史》，第 319 页，第 324 页，联

经出版公司 2011 年版。

瑒瑧姚嘉 为: 《放 眼 世 界 文 学 心———专 访 名 作 家 聂 华 苓 女

士》，聂华 苓: 《三 辈 子》，第 611 页，联 经 出 版 公 司

2011 年版。

瑒瑨瑒瑩李欧梵: 《四十年来的海外文学》，痖弦、邵玉铭、张

宝琴主编: 《四十年来中国文学》，第 58 页，第 62 页，

联合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瑓瑠《齐邦媛〈巨流河〉纵写时代史诗》，《中国时报》2009

年 7 月 18 日。

瑓瑡“离散”原指犹太人丧失家园后的迁徙、漂泊，在后殖民、

全球化语境中往往被挪用，强调“去中心化”的边缘活力，

拒绝宏大叙事，主张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文化混杂与自创。

华人学者史书美、王德威等主张以“华语语系文学”取代

“汉语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学术概念，强调中国以外

中文写作在全球不同地理空间的在地性实践，在华人学术

圈引起较大反响。国内学者赵稀方、刘俊、李凤亮、朱崇

科、汤拥华、李杨、刘大先等都先后参与论争。

瑓瑢 ［法］ 米歇·傅寇: 《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 ( 脉络)》，

陈志梧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第 392 页，

夏铸九、王志弘编译，明文书局 199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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