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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22日，陈映真离世。头七未过，赵

遐秋悲痛之余便提议约稿编书怀念他。我理解

她对陈映真非同一般的敬佩之情。记得映真告

别人世的那天，我赶到朝阳医院去向他的遗体

默哀告别，在病房走廊里见到曾庆瑞时，他对我

说的第一句话是：“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

动！”他那凝重的脸容、沉痛的语气，至今令我记

忆犹新。

此书收集的文章，多半不是应约而写的，而

是听到噩耗后主动写的怀念文章，我们仅仅是

收集汇总而已。文中，有人敬陈映真为“先生”，

有的亲切地称呼他为“大头”，有的直呼其名“映

真”。于我而言，他则是一位邻家大哥。陈映真待

人接物的风范，由此可见一斑。

作家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有这样一

句十分深刻的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

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群，有了伟大的人

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

的奴隶之邦。”映真深受鲁迅的影响，与鲁迅精

神共鸣，故有“台湾鲁迅”之誉。日本学者横地刚

认为，从鲁迅了解中国大陆，从陈映真了解中国

台湾。

徐复观先生高度赞扬陈映真的小说，撰文

誉他为“海峡东西第一人”。赵稀方在《今天我们

为什么纪念陈映真？》一文中，认为“陈映真给我

们提供了晚清以来中国一直最为匮乏的批判殖

民性的视角，这才是陈映真的真正意义所在，这

一点我们至今还不能真正理解”。赵稀方的观

点，无疑是对徐复观评价的一种呼应和一种解

读。我个人认为，赵稀方的观点涉及到一个至关

重要的问题：陈映真所思考、所关心的，是如何

彻底清除近代以来中国人精神领域里的殖民

性，就是铁凝同志所说的“非以役人、更不役于

人的民族精神独立性”。殖民性彻底清除了，中

国人才能有尊严地活在世上，精神上才能真正

获得解放。这一问题不但中国文学界应予重视，

中国社科界也应重视。遗憾的是，当下，中国海

峡两岸的文学界对陈映真的重视、研究还嫌不

足，真可谓“我们至今还不能真正理解”陈映真，

我们期待有更多著述研究、解读徐复观的评价。

台湾作家杨渡在《永别了，陈映真大哥》一文中，

也强调“陈映真在台湾文学史、社会史，以及理

论上的所有影响”，“是未被完整评价过的经典、

永恒的心印”。除了小说上的斐然成就外，他创

办以关怀弱势群体为主题的《人间》杂志，开创

了台湾报告文学的先河。就我个人而言，对他反

对、批判“文学台独”的斗争有更多的了解。他最

早从幽微之处发现了“文学台独”的端倪，迅即

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批判，且自始至终为了民

族大义毫无私利地坚持不懈，可谓立德、立功、

立言三不朽矣！在他醍醐灌顶般的教诲下，我对

“文学台独”问题的复杂性、严峻性有了清醒的

认识，又在他支持、指导下做了一些工作。我已

退休多年，回忆人生历程，有几处闪光亮点可以

聊以自慰，其中参与批判“文学台独”的工作，我

始终引以为豪，而这当然要感谢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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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陈映真先生诞辰 80周年之际，我们献上了这部《映真，我们怀念

你——陈映真纪念文集》。

2016年11月22日，映真永远离开了我们。第二天，光明日报出版社的谢香和

我联名给出版社负责人写信，恳请他们帮助出版一部《陈映真纪念文集》。当天下

午谢香电话告知，社领导开会决定：积极支持，免费出版。这答复如此之快，态度如

此之真诚，深深感动了大家。从那一刻起，我们和出版社的朋友一样，带着对映真

先生的崇高敬意、深深的挚爱和悠悠的思念，开始并最终完成了书稿的编辑、出版

工作。

我认为，纪念文集的第一个特点是具有浓浓的情谊。曾庆瑞在《送别挚友陈映

真》中悲痛地写下了最后告别的情景，催人泪下，更催人奋进。海外华文作家海伦

的《从陌生到熟悉》，具体地再现了在美国宾州，在11月24日感恩节里，她们一家

人为陈映真兄弟祈祷的场景。她立下誓言：要效仿陈映真，不论今后生活多么艰

难，也要把这支笔献给自己所爱的人民。郭建平，一位台湾兰屿达悟人、文化工作

者，在文章《别了！我的尊师！我们永远的家人！》一开头，就痛心地告白：“要如何书

写我敬仰的老师，我亲爱的家人陈映真先生？提起笔来，竟禁不住眼里急欲夺眶的

泪水”。就在这“禁不住”的泪水里，他讲述了陈映真对他兄弟般的关爱和照顾、严

师般的启蒙与教育，帮助他最终成为一名有理想有自信有尊严有作为的文化工作

者。总览全书，每一篇文章都充满了亲情和友情，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声——化

悲痛为力量，发扬陈映真精神，勇敢前行！

纪念文集的第二个特点是汇集了人民大众对陈映真先生的评价，其中，有些认识和评价相当深

刻。比如，关于陈映真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继承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传统，其中，包

括台湾爱国主义思想家赖和、杨逵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有着鲜明的历史的时代特征。

这个鲜明的历史时代特征就是：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爱乡爱国的一致性，爱台湾也爱祖国大陆；生活

在大陆的中国人爱大陆也爱祖国宝岛台湾。这种特征源自于100多年以来中国特别是台湾地区历史

的积淀。在殖民统治的50年里，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推行了皇民化政策，其实质就是去中国化，妄图

使台湾人民认同日本统治者，心甘情愿地做日本帝国的奴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杨逵为代表的

那一代人，高举爱乡爱国也就是爱台湾也爱中国的爱国主义大旗，对抗日本殖民主义的反动的皇民化

政策。所以说，这个爱乡爱国一致性的历史时代特征，是有针对性、有强烈的战斗性的，也是有深远的

历史影响的。同样，在这个历史阶段，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所拥有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中，爱宝岛台湾

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台湾光复以后，美国、日本的一股反动势力妄图分裂中国，在台湾推行的是

一种所谓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独”路线。以杨逵为代表的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继续高举爱国主

义大旗，“消灭所谓独立以及托管的一切企图”（杨逵：《和平宣言 》），进一步揭露国内外一切反动的

“台独”势力种种“去中国化”的阴谋，爱台湾也爱祖国大陆，继续是这个时期杨逵对抗“台独”派的爱国

主义思想的一种标志。上个世纪中叶，陈映真继承了杨逵的遗志，高高举起了这面爱国主义大旗，对一

切反动的“台独”势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杨逵、陈映真这里，分不清哪些是台湾意识、中国意

识，在他们的心目中，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是重叠的，是融为一体的；爱台湾、爱祖国大陆的感情也是

融为一体的。而爱乡爱国的一致性的特征，正是当今“统”、“独”的一个根本区分点。

再比如，在评论陈映真先生的文学贡献和成就时，不能忽略他有一个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地位——

他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反对“文学台独”的英雄！一是他举起了反对以叶石涛为代表的“文学台独”的旗

帜；二是他组织了台湾文学界反对“文学台独”的战斗队伍；三是他将台日勾结为“皇民文学”翻案的阴谋

拿来示众；四是他吹响了两岸文学家联合反对“文学台独”的号角；五是他揭露了陈芳明后殖民史观的

“文学台独”真面目；六是他用小说里的艺术形象反对“文学台独”，呼唤国家统一。迄今为止，在中国文学

界，像陈映真先生这样，一方面写出大量声讨“文学台独”的战斗檄文，一方面又写小说，用艺术形象反对

民族分离主义、维护国家统一的，还没有第二人。显然，这些评价将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部纪念文集的第三个特点是，它不仅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陈映真提供了线索和资料，而且在某些

方面提出了有启迪意义的观点，像赵稀方的《今天我们为什么纪念陈映真？》、周立文的《陈映真：做

祖国忠诚的儿子》、彦火的《我是属于反思、检讨型的作家》、樊洛平的《以丹柯之心照亮时代的先行

者》、陈友军的《陈映真小说关于台湾人身份的特殊经验》等文章，都有其独到的见解。由此，该书又具

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由赵遐秋、金坚范主编的《映真，我们
怀念你——陈映真纪念文集》近期由光明
日报出版社出版。

陈映真先生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台
湾同胞的杰出代表，著名思想家、理论家、
文学家，生前曾任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创盟
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七、第八届全国委
员会名誉副主席。2016年11月22日，陈映
真在北京逝世。

文集汇集了 50多位海内外作家、学
者以及狱中难友的怀念文章，多角度多方
面地反映了陈映真的思想和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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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陈映真

《铃珰花》《山路》《赵南栋》是陈映真上世纪

80年代反省台湾白色恐怖历史的介入式写作，

也是陈映真作为社会主义统一派的话语实践。

陈映真对50年代肃清历史的再叙述，并不是停

留在清算某党某派，他始终通过文字孜孜不倦地

清理白色恐怖的历史创伤，通过分断时代的历史

记忆，呈现了内在于中国革命进程的台湾故事。

不管是日据时期参与大陆抗日运动，还是光复初

期的文化重建、50年代前后对红色中国的向往

与追求，都显示了台湾与大陆在探寻新中国现代

性方面的连接，显示了内在于中国历史进程的台

湾脉动。陈映真以白色恐怖历史的再叙述为国

家分断、民族离散进行疗伤与救赎，并重建“左翼

社会主义”与“中国认同”的历史观与价值观。

文学如何抵抗遗忘：
白色恐怖创伤书写

白色恐怖历史叙述意味着什么？陈映真坦

言：“我看过德国关于纳粹集中营的很多艺术作

品，这样的苦难除非变成一种艺术作品去升华去

反省，我们共同的受伤害的历史，才能够得到疗

愈。”陈映真的视野并非在自身，而是始终关注

“我们”，关注整个共同体。他意识到单纯的苦难

书写或者控诉无助于创伤疗愈，只有超越一己经

验，用艺术升华的方式去反省，才能疗愈“我们共

同”的创伤，才能有益于历史与人民。因此，他对

白色恐怖的书写,重点并非揭露与控诉，而是召

唤记忆抵抗遗忘，通过历史的再叙述以期疗愈

“内战-冷战”结构下民族分断的伤痕。曾为政

治犯的陈映真对国民党暴力机器的残暴冷酷自

是不会陌生，但他几乎没有正面写及这部分内

容。恰恰相反，陈映真小说中浓墨重彩的部分是

左翼青年、台共党人胸怀中国、关心民族前途、关

爱底层群众而不惜自我吃苦、自我牺牲的精神光

辉与生动细节。从《铃珰花》《山路》到《赵南栋》，

文本对白色恐怖的呈现越发明朗，进步革命志士

的形象越发光明伟俊。

《铃珰花》通过军警驻校、沉默耳语呈现白色

恐怖的氛围，“放牛班”学生口中的“枪口对外、齐

步向前、不打内战、不打自己”暗示了高东茂向往

红色中国的左翼情怀。高东茂是作为背景或者

说精神符号出现的，小说表面的主角是小学生阿

顺与阿助。陈映真着重塑造50年代台湾“反共

肃清”的社会氛围，逃亡中的高东茂不是“高大

全”的革命者形象，而是一个“仓惶”“愁苦”的普

通人。

陈映真不同时期的写作手法、形象塑造，不

仅取决于自身的艺术准备，更与写作环境息息相

关。《山路》以回溯叙事带出50年代李国坤、黄贞

柏的理想信念，侧写台共党人。国坤死于刑场的

“痛伤”，借着蔡千惠的自我吃苦，形成巨大力量

驱迫弟弟李国木“力求出世”、“读书上进”。《山

路》除了简单交代革命者的勇敢赴死、半生囚禁，

着笔重点是受难者家属的生活形态与社会风

气。“反共肃清”的残酷性造成戒严时期台湾民众

禁锢沉默、理想主义失落。

相比《铃珰花》的隐晦模糊和《山路》的侧面

塑造，发表于解严当年的《赵南栋》对白色恐怖政

治受难者的刻画直接鲜明，有点类似近年关于

50年代台湾的纪录片、回忆录、访谈录、报导文

学。《赵南栋》通过叶春美、赵庆云的回忆，大量呈

现受难者的生活形态、临刑神态与狱友们关于民

族国家、社会历史、国际形势的讨论。读者可以

管窥诸多台共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林添

福和蔡宗义临刑前依然关心国际形势，极富洞

见。林添福一直保持着不可思议的朗笑，临刑前

他用日语仿佛无限惊喜地喊“哇！有月亮呢！”陈

映真笔下的左翼青年、台共党人是光明伟俊的，

之后蓝博洲的报道文学继承发扬了《赵南栋》中

左翼革命志士的形象塑造方式。

文学如何抵抗遗忘？白色恐怖的历史创伤

并不会因为遗忘就被疗愈，恰恰相反，只有不断

的重返历史现场，通过创伤记忆的再叙述，才可

能抚平个人心灵的褶皱，连接社会历史的断裂，

从而达到救赎的可能。

文学如何思想当代：
现实感与话语重构

作为思想型作家，陈映真写论文、打笔仗、写

小说、办《人间》杂志，都只是自己思想的表达。

《铃珰花》《山路》《赵南栋》的创作也都是因为作

者有“话”要说，三篇小说对白色恐怖历史的再叙

述，有着清晰的话语重构意识，深刻回应80年代

大陆的改革开放、文革反思等社会历史，更回应

物质日益富足、精神日益贫困的台湾社会。

《铃珰花》《山路》和《赵南栋》是以小说介入

历史与现实，以文学方式关注社会史与思想史的

问题。《铃珰花》通过儿童回溯式视角揭示左翼社

会主义话语和红色祖国认同，这显然针对80年

代渐渐猖獗的分离主义势力“去中国化”的企

图。陈映真以文学形式呈现50年代台湾青年为

了国家统一民族解放不惜奉献青春与热血的历

史细节，呈现了内在于中国革命进程的台湾的理

想追求与民族认同，以生动感性的方式驳斥了分

离主义势力对历史的扭曲。这既不同于国民党

“大江大海”的所谓失败者的历史叙述，也不同于

台独派积极建构的所谓“台湾民族主义”的历史

叙述。

在白色恐怖高压下，政治犯是禁忌、恐惧

的。《山路》中国坤死于刑场，促使家庭“不问政

治”、“读书上进”，度过戒严时期的峥嵘岁月。有

意无意遗忘历史，遗忘充满理想的整整一个世

代，专注生存改善，是大众无力抵抗消费社会，沦

为欲望奴隶从而精神贫困的深层原因。陈映真

借蔡千惠对只知感官享乐的人的“家畜化”提出

严厉批判。蔡千惠在报纸上看到往日恋人黄贞

柏出狱的消息，想到李家的初衷，不断自我责问，

怀疑如今安逸的生活是否妥当？因为社会、个人

对满怀青春热血勇于牺牲自我的整整一个世代

的遗忘而不安、愧疚，顿觉当下社会生活的无意

义，丧失了生的信念，生命迅速萎缩。

在《赵南栋》结尾：赵南栋终于赶到医院，但

父亲已移送太平间而他毒瘾发作。除却跨国企

业对人的宰制，赵尔平、赵南栋的生存状态无疑

提醒我们反省：大众消费社会，人应该过什么样

的生活？“快四十年了。整整一个世代的我们，为

之生、为之死的中国，还是这么令人深深地担

忧……”陈映真同样借人物之口说出自己的心

声。毋庸置疑，彼时陈映真更为担忧的是弥漫于

台湾社会的分离主义思潮。《赵南栋》四个小节都

从“病的记录”切入，充满隐喻色彩，在分离主义

氛围渐浓的社会中，知音寥落的50年代的革命

记忆如何再焕发生机？

作为一个入世的作家，陈映真的创作总是积

极回应历史与现实问题。他的白色恐怖书写不

仅仅是为了重新召唤社会对50年代肃清历史的

再记忆，更是以革命志士的家国理想批判消费主

义影响下的犬儒世代，同时回应大陆的社会主义

革命实践与岛内分离主义势力。

文学如何呈现左翼情怀：
耶稣式人道主义

除却大陆上世纪30年代文学以及与白色恐

怖刑余者相遇的左翼思想来源，基督教的家庭背

景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陈映真。陈映真心中的

耶稣，并非“上帝之子”，而是与穷人、罪人、受轻

贱者同在的异议分子。陈映真从耶稣身上感受

到“爱”的力量，这是他左翼情怀的底子，也是他

的作品始终充满温暖的感性力量的潜在缘由。

陈映真的左翼情怀不是教条坚硬的“阶级斗

争”，而是流淌着“爱”的人道主义内涵。充满耳

语的恐怖社会中，高东茂依然谆谆教导学生：人

与人要彼此友爱，不要彼此区隔。他认为分班是

教育上的阶级歧视，自动请缨带“放牛班”。“高

老师并且不顾校长的反对，带着全班学生到莺

镇附近的卫星村庄如二甲和大埤，去帮穷苦学

生的农家种地、整顿公共卫生；带着学生到田里

学习种菜、施肥、除虫的技能。”除了左翼的平等

互助理念，高东茂始终站在穷人立场，乐于帮助

穷苦人的精神，不免令人想到关心被侮辱被损害

者的耶稣。

《山路》通过倒叙、插叙不断回放蔡千惠沿着

台车道来到李家、回放李国坤与黄贞柏关于社会

主义理想信念的辩论。表面上蔡千惠是以自我

吃苦救赎哥哥对革命的出卖，事实上，是革命者

“为了勤劳者的幸福勇于打碎自己”的精神信念

感召了少女蔡千惠。陈映真自谓在狱中听到许

多比蔡千惠更感人的故事，但对“故事”的记忆与

选择，无疑取决于作者的内在视野与情感关怀。

《山路》《赵南栋》中革命者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

随时准备赴死的左翼情怀，与耶稣被盯十字架、

主动担起世间苦难的救赎精神更是一脉相承。

文学如何疗伤：分断时代的民族认同
民族分裂的隐痛是陈映真最为关切的问

题。陈映真自述“在台湾与大陆已经分断的情况

下，透过鲁迅和别的30年代的作家理解了中国，

理解了中国的革命，理解了中国的道路”。面对

历史创伤的遗留问题，他认为关键是“找出一条

民族和平与团结的途径”。牢狱生涯使他遇见在

缧绁中度过20年上下的政治犯。《铃珰花》《山

路》《赵南栋》呈现的就是“冷战-内战“结构下心

怀理想信念不惜赴死的一代人。

中国素来不缺为民请命、为国赴死之士。《赵

南栋》中随时都可能被点呼赴死的政治犯，一如

既往地关心着国家民族与国际形势。民族分断

时代，认同问题充满危险性，如何拯救认同危机

呢？陈映真认为应该认同“创造历史的中国人

民”。国共内战中，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建立

了新中国。《赵南栋》中叶春美的恋人对她说：“本

以为在‘二二八事变’中不见了的祖国啊，又被我

们找到了。”重新被找到的“祖国”正是他们不惜

锦绣青春追寻的“红色中国”。台湾光复时，各界

群众热烈欢迎前来接收的祖国军队。国民党忙

于内战，加上接收人员的贪污腐化，使得群众弥

生失望情绪，随后“二二八事变”爆发，台湾社会

普遍对国民党失望。寻找出路的进步青年，不少

都思想左倾，认同“红色中国”。

《赵南栋》中光复后赴台的宋蓉萱意识到中

国历史教材严重缺乏，应该从台湾史着手进行中

国历史的再编写、再教育，这是光复初期两岸知

识分子携手进行“文化重建”的文学再现。1945

年至1949年，台湾的“去殖民经验”往往停留在

“去日本化”层面，如何清理台湾殖民历史，如何

使民众完成从“现代战败国”国民到“落后战胜

国”国民的心理过渡，在精神、心灵层面的“去殖

民”没有充分展开。随着“内战-冷战”序幕的拉

开，台日都被编入美国的支配体制，“去殖民”被

“反共肃清”所取代，在两岸分断、民族离散的背

景下导向台湾部分人的认同危机。

《铃珰花》里高东茂被征兵到大陆后反而帮

忙抵抗日本侵略，无疑是日据时代台湾青年赴大

陆抗日的文学化处理。《山路》中李国坤等革命青

年对“红色中国”的追寻不无吕赫若等人的影

子。《赵南栋》中宋蓉萱、赵庆云从“九一八”开始，

为了民族解放、国家统一而英勇斗争。可是，有

着这样辉煌过往的革命志士要么被刑杀，要么熬

过漫漫牢狱生涯后缄默不语。沉默背后是摆脱

牢狱生涯的赵庆云们自知与台湾社会的格格不

入。50年代青年志士追寻新中国的青春理想被

消费主义风潮所湮没、被分离主义氛围所压抑。

他们为了民族国家抗争入狱、奋斗牺牲，在80年

代后的台湾社会语境中，不仅知音寥落无从说

起，还面临着误解、甚至歧视。

陈映真富有历史眼光与国际视野，始终把台

湾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帝国主义的侵略

欺凌造成国家分断、民族离散。陈映真通过民族

分断时代政治肃清历史的再叙述，呈现为了新中

国、为了大众幸福奉献青春热血的整整一代人，

不言自明地批判了分离主义势力扭曲的国族认

同建构。

■链 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