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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创刊的台湾政论性刊物《自由中国》
，在台湾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和价值，它提供了大量颇具艺术品味的作品，并为台湾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和良好的范式。目前两岸的台湾文学史著述中，谈及 ５０ 年代的台湾文学，多是简单划一
地谈其战斗文艺。有关《自由中国》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政治或经济等问题上，很少从文化和文
学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以《自由中国》的文艺栏为分析场域，试图回到历史现场，探悉其与台
湾文坛的密切关系，力求再现 ５０ 年代台湾文学的多元风貌。
［关键词］ 《自由中国》

５０ 年代台湾文学

文艺作者群

主题

体裁

在目前的文学史著述中，谈及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台湾文学，被援引最多的评述如下：
“足以
流传后世的杰出作品，绝无仅有……”［１］ ；
“文学的收成还是等于零”
，［２］此等描述，是否正确描
述了当时的实际状况，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１９４８ 年及其前后，新生报《桥》副刊即有一场“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讨论，显示了文
学者为繁荣台湾文学的勃勃雄心。不久之后，国民党即开始推行专制的文艺政策。
《自由中国》
便是在这样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诞生的。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由胡适、雷震等创办的政
论杂志《自由中国》在台北创刊，虽为政论性刊物，但每期必刊登两三篇文艺作品，出刊至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时，杂志被查封，总计出刊 ２６０ 期，前后正好穿越了整个 ５０ 年代，成为“５０ 年代台湾
知识社群最看重的刊物之一”
。［３］本文拟以《自由中国》杂志作为分析场域，去看看生长于斯的
文学景观，品味其中的文学意蕴，从而对 ５０ 年代台湾文学的多元面貌进行分析研究。

一、《自由中国》文艺栏上的作者队伍群
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杂志编辑和“国际写作计划”（ＩＷＰ） 的聂华苓亲历了《自由中国》
从创刊到被查封全过程。创刊伊始，她只是负责简单的文稿处理工作，三年后，随着文艺才华
的显露，被爱才的雷震委以重任。１９５３ 年升任为文艺编辑后，聂华苓开始努力净化《自由中国》
的文艺空间，针对此前杂志刊登了大量的反共八股文章，她提出要力求多刊登“情意须隽永，
文字须轻松，故事须生动” ［４］的作品，明确表示八股、口号恕不欢迎。聂华苓努力把《自由中
国》的文艺栏办得活泼多样，在不断的创新中，形成新鲜活泼的风格，其以小说、诗歌、散文、
文学评论为主要形式，并经常刊载一些艺文消息。一批颇有影响的作家梁实秋、林海音、朱西
宁、余光中等人的作品，也都是经她的手，在该刊上发表的。除了重视知名作家外，她还精心
扶植过不少有才华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如郭衣洞在该刊上发表过讽刺小说《幸运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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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和《被猛烈踢过的狗》
，而他以笔名柏杨扬名文坛是多年以后的事了。聂华苓还很注意扶植
一些正在成长的文学新人和年轻作家，如王敬羲最初在《自由中国》上发稿时只有 ２２ 岁，在此
后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其稿件发表高达十篇，还发表过金门前线士兵的文学作品，这些年轻作家
都得益于《自由中国》的扶掖。由于聂华苓在此刊中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被誉为台湾最好的文
艺编辑之一。
一个刊物拥有爱才的编者显然是幸事，
《自由中国》因此聚拢了一批有才华的耕耘者，不仅
有自由主义者的参与，还有大量女作家和军中作家的加盟。其文艺作者群可以开列出一大串名
字：如胡适、梁实秋、林海音、夏济安、余光中、朱西宁、司马中原、吴鲁芹、司马桑敦、金
溟若、思果、彭歌、潘人木、徐訏、琦君、孟瑶、张秀亚、聂华苓、何凡、陈之藩、於梨华、
郭良蕙等等，颇为壮观。
（一）自由主义者 《自由中国》的成功首先得益于自由主义者的积极参与。战后进入台湾
的大陆文化人富含多种文化成分，如以胡适、梁实秋、雷震、殷海光、张佛泉，稍后还有李敖
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群都给《自由中国》提供过稿件。５０ 年代中期，以胡适为中心组织的
白马文艺社在纽约成立，成员有周策纵、唐德刚、林振述（艾山） 、黄伯飞等人，他们自称为
“中国文化第三中心”
，也常从海外寄稿给《自由中国》
，其文学创作明显具有自由主义意识形
态。这些自由主义者多是一手写政论性文章，一手写文学评论，由于胡适多发表政论，单就文
学而言，梁实秋对《自由中国》的贡献，可谓不小，他介绍了莎士比亚、欧威尔等人，写下了
具有浓重的中国色彩的散文，颇富情趣和理趣，还对余光中诗集作出了精彩评价。
“自由斗士”
殷海光发表了《我忆孟真先生——自由巨星之陨落》
（第 ４ 卷第 ２ 期）回顾傅斯年的生平、思想
和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文章平实并处处显现真挚的光芒，不说讳饰的假话，他还怀着惺惺相
惜之情评论过梁实秋的《雅舍小品》
（第 ６ 卷第 ４ 期）。
“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念对他们
影响很深，他们独立于政治集团之外，遵从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理念，要当国民党的“诤友”
，
借助刊物为媒介，同道互助，共同发言，制造声势，形成某种“以杂志为中心”的知识群体，
由于该刊很少刊登反共八股，也不参加党部组织的作家协会，所以一直受到民众的欢迎。
（二）女作家群

在《自由中国》上，发稿的女作家很多具有自由主义色彩，党派意识并

不明显，但因为她们构成了女性群体为文的特点，因而在这里单独地论述一下。这一时期，大
陆迁台的女作家在台湾文坛上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叶石涛说：
“５０ 年代是女作家辈出的时代，
……
以家庭、男女关系、伦理等为主题的女作家的作品大行其道。
” ［５］在当时“风头最健”的女作家，
如苏雪林、林海音、孟瑶、张秀亚、艾雯、琦君、钟梅音、徐钟珮、童真、郭良蕙、潘人木等
人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时任《联合报》副刊主编的林海音也常把作品交由《自由中国》发表，
她的代表作《城南旧事》就发表在该刊上。这些女性作家多具有高等学历，加之推行“国语政
策”，让这些女作家有很大的写作空间，她们所驰骋的文学空间，时而关注人生，普济众世，时
而是颇具女性真情的阴性书写。这些作品的发表显示了对文学本身的回归，以及对文学泛政治
化倾向的远离和反拨，标示出女作家的创作实绩，弥补了日据以来薄弱的女性创作空间，打破了
文坛一向为男性主宰的瓶颈。
（三）军中作家群 ５０ 年代，
《新生报》副刊、
《中华文艺》
、
《中央时报》
、
《宝岛文艺》
、
《自
由谈》、《自由中国》等刊物纷纷鼓励现役军人写作，成就了略带“草莽作风”的大兵文学，内
中首推陈纪滢、朱西宁、司马中原，其后司马桑敦、郭嗣汾、公孙嬿等人也跟着纵横驰骋。这
些军中作家写战争故事、乡土传奇、军旅生涯，以极敏锐的感悟能力表达中国人的精神，表现
愚昧与博爱、利己与无私等心灵的斗争。虽然其中不乏大量的反共八股，如陈纪滢的《荻村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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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溟若的《歧路》等等，但不能否认的是，一些作品中除了有反共八股的内容外，还包孕着丰
富的人性，如朱西宁、司马桑敦、郭嗣汾、公孙嬿等人的一些作品中充满了高度的念兹在兹的
人性化关怀。
一方面是编辑慧眼识金，另一方面是投稿作家颇具原创实力，１９５７ 年时该刊的发行量已达
一万两千份，不言而喻，在读者中的影响是很大的，编者适时发表了余光中、何凡、孟瑶、林
海音、陈谐庭、夏菁、郭嗣汾、琦君和彭歌等人联名推荐胡适为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人的建议
书，显示出其团结一切文学同道为繁荣文坛而努力的精神。我们从《自由中国》的具体编辑策
略中，可以看出，编辑们不满于国民党当局的文化专制，倡导多元的文学创作，通过多刊载表
现人性的作品来净化文坛，力争把《自由中国》办成一个展示当时重要创作的文化大舞台，也
正是因此，才使《自由中国》的作品具有多元的文学色彩，从而形成了刊物本身的多元风貌。

二、文艺栏作品的多样主题类型
曾有论者指出，
《自由中国》对台湾文坛的深远影响表现为有形和无形的两种，前者主要指
对“温和的现代派”的形塑之功，这类作品有浓郁的人文精神和中西文学技巧交融的倾向；后
者指对人生、人性描写的强调，使整个台湾文学的创作，总体上显得“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
呈现出明显有别于大陆文学的风貌。［６］ 力执台湾思想界之牛耳的《自由中国》，强调刊发多元文
学主题。作为当时台湾比较重要的文化刊物，其选题内容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民主自由

首先，该刊在思想观念上，试图通过对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的提倡，扫

除社会上留存的封建思想和文化。每期必刊的宗旨中，即有：
“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
主的真实价值……”
。在创刊号上，就重拳出击似的发表了胡适的《〈自由中国〉的宗旨》和《民
主与极权的冲突》
，殷海光的《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
，傅斯年的《自由与平等》等文，这些观
点和主张与 ３０ 年前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所提倡的“德赛”二先生如出一辙，都是从改革思
想文化的角度切入大政治，走的依然是胡适的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老路。此后还发表了胡适
的《三百年来世界文化的趋势与中国应采取的方向》
（第 ８ 卷第 ３ 期） 、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
（第 １２ 卷第 ７ 期） 、
《霍夫曼论自由》
（第 ２ 卷第 １２ 期） 、
《自由与文化》
（张佛泉 第 １０ 卷第 ２ 期） 等多篇阐释言论自由的论文，配合这些论文，还发
表了大量宣传自由和民主的文学作品，如上官予的诗歌《自由之歌》、王平陵的戏剧《自由中国》
、
惜梦的《自由的讴歌》等等。尽管《自由中国》受到政治打压而被迫停刊，使自由主义文学并
未得到充分发展，但其所呈示的自由文学观念却有力地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战斗文艺”
。
（二）“反共抗俄”的前期泛滥

４０ 年代末，国民党建立了“反共抗俄”的文艺政策，受

其影响，
《自由中国》杂志最初四年是以“反共抗俄”为主旨，最早发表的作品就是陈纪滢的反
共小说《孤凤孤雏》，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比较而言，朱西宁的小说笔法已见成熟，因此才会
有同写反共小说的陈纪滢不吝溢美之辞称其小说为“一朵奇葩”，［７］其《糖衣奎宁丸》和《拾起
屠刀》成功地塑造了富家女子和农民形象。此后刊登的反共作品多是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现
状的描写，
《殉马》
（长白）
、
《巢湖边上》
（宛宛）
、
《血的洗礼》
（欧阳宾）
，这些作品意识形态十
分明显，反共意识也颇为强烈，由于多是臆想，写得生硬没有活力。有论者批评过这类作品多
是“反共抗暴的公式化虚构故事，口号式的激动呐喊，以及浮泛的怀乡忆旧的抒情感伤，使得
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准大为贬低。
” ［８］１９５３ 年聂华苓担任文艺编辑后，提出了反共八股都不要，
并写进了征稿简则里，自此，这类小说才日渐式微。这一文学现象值得知识分子反思的是：如
何评价处在政治高压下涌现的大量战斗文艺以及当下的文学史写作如何书写这一文学现象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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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三）绵绵的乡愁 １９４９ 年以后，大陆的文化学人大量流入台湾。这些作家思乡念亲，写
下了大量以“乡愁”为特色的“怀乡文学”
，以张秀亚、琦君、朱西宁、司马中原、聂华苓、公
孙嬿为代表。其作品多是对昔日生活的回忆，故乡的山山水水，民风旧俗，稚真童年都成了剪
不断的离愁环绕在离人的身边，弥漫在台湾文学上长达几十年。以陈纪滢的长篇小说《荻村传》
为例，虽然内中有反共的色彩，但在字里行间有很多对北方乡村的过年、庙会、焰火赛会的景
象和棉花收获的场面进行细致地描绘；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对旧北京风貌进行了富有色彩和
音响的回忆，表现出对故国的乡土人物和景色民情的眷恋。在这里，
“绵绵的乡愁”主题与当时
的“战斗文艺”有时交融，有时分离，在一定意义上超越战斗文艺的仇恨情绪，给文坛带来了
清新之风。
（四）爱情、婚姻和家庭悲剧

这类作品多是表现情爱生活，以林海音、孟瑶、聂华苓、

郭良蕙、於梨华、彭歌、徐訏的小说为代表。他们多是对婚恋心理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质疑。
如聂华苓的小说《葛藤》以男老师面对老实巴交的妻子和婚姻坎坷的寡妇的情感变化，暗示出
“那层层的葛藤就像我们与生俱来的、摆也摆不脱的种种束缚。这就是人生”的深邃主题。其
小说真实地揭示了心灵深处的感受，并将具体的情节和抽象的心理糅合在一起，具有深味。童
真的小说《翠鸟湖》关注家庭的不幸，讲述舅妈不为人知的经历——家里请来的小伙计就是舅
妈的私生子，但母子却无法相认的悲剧故事。於梨华的小说《又是秋天》、彭歌的中篇小说《落
月》
、徐訏的长篇小说《江湖行》等小说都对男女性爱关系的深层思索。这些小说很少见后来琼
瑶式的言情小说“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俗套结局，多以其悲剧性的结尾，给读者更深的
启悟。
（五）人性的探讨

这类主题一方面表现在对人物善行的描写上，如朱西宁的《火炬的爱》

写兵士陈群的生命观：
“生命应该是一柱火炬，不计个人厉害，不计个人前程”。又如彭歌的小
说《访画记》写方雨笙手中握有国宝级的名画，却过着清苦的生活，拒绝变卖，为的是不愧对
祖先留下来的艺术遗产。还有两篇几乎同题的小说黄思骋的《乡村医生》和艾雯的《乡下医生》
都倡导做人要有“一片诚意”
。这些作品都致力于讴歌人性本善。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孩童的描写，
寄寓了对纯真人性的歌颂。司马中原的小说《灼子》和《李隆老店》中的两个小主人公——灼
子和二嚼吧颇象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灼子会找鸟蛋，养鸟，会唱俚歌，讲古记儿，二嚼吧是
个善良、手巧的孩子，两个孩子都是属于乡土的灵魂。还有朱西宁的短篇小说《捶帖》里讲到
两个天真稚气乡下孩子在墓碑上捶字的故事，他们面对大人世界里的复杂情事的好奇与追问，
一派天真。这类小说几乎都是以雄浑的、质朴的大草原做小说深广的背景，在这种广博的天地
间揭示纯真、自然的人性。此外，写人性使人感到震撼的是司马桑敦的书写，其小说《山洪暴
发的时候》歌颂了纯真自然的人性，另一篇小说《在寒冷的绝崖上》虽然也是描写激烈战争，
但作者独辟蹊径，着力描写战争中的亲情，孱弱的女人与无辜的孩子同时出现在这一残酷空间
下，作者深入地刻画了连长的心理变化，为这一时期战争题材作品中少有的佳作。
综上所述，多样化的选题构筑了《自由中国》上丰富的思想空间，也显示了该刊在突破思
想钳制下，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努力。

三、《自由中国》的主要体裁及其对 ５０ 年代台湾文坛的贡献
《自由中国》的文艺栏目每期比较固定的体裁有文学批评和小说，其他如戏剧、诗歌和散
文多是随机刊出。在刊物出版过程中，编者们不断改进文艺栏编排的体例，从最初只有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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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二卷第一期增加了散文和诗歌，第二卷第二期增加了文艺论文，正是这些作品使《自由中
国》与台湾 ５０ 年代文坛发生密切的联系。据笔者统计，在出版的 ２６０ 期中，共发表了 １８５ 篇小
说，散文 ７８ 篇，诗歌 ５２ 首，戏剧 ４ 部，文学评论 ７３ 篇。
（一）文学批评

在 ５０ 年代的台湾文艺中，《自由中国》始终都把理论文章放在重要位置，

所选文章涉及文学领域广泛但又不失深度，一些文章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１ ．关于文学的宣传与“为艺术而艺术”的讨 论 《自由中国》编者的视线始终追踪 ５０ 年代
的台湾文坛，在众多的讨论中，最成功的当数文学的宣传与“为艺术而艺术”的讨论。虽然早
在五四时期就讨论过该问题，但在台湾的独特政治形势下，隐含着对当局文艺政策的批评。胡
适关于“为艺术而艺术”的意见在《新生报》刚一发表，马上得到拥护，周子强撰文表示：
“所
谓时代要求应该是势之所趋，而不是某个人所可规定所可先设的形式。
” ［９］李佥也认为，以政治
的道德的目的，
“倡导一个文艺政策的呼声将会导致文艺成为政治的伦理的派生物”，［ １０ ］刘复之
也指责官方对文艺的严格控制，其结果“将使得我们的文艺作品，一律成为政治性的口号和八
股”
，［１ １］此番讨论使读者意识到，以人的尊严为基准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也促使评论者更新
批评视角，在专制体制下对文学独立品格进行再确认。
２ ．关注大陆文坛

《自由中国》对大陆的文艺政策、文艺思想进行了密切关注。徐訏的论

文《在阴黯矛盾中演变的大陆文艺政策》对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进行分析，该文拥有客观的资料
如丁玲、吴祖光、胡风、萧乾等人被清算的状况，具有一定的史料性。该刊还关注过茅盾、郭
沫若、田汉、胡风、沈从文、萧军等作家，由于作者受政治影响，多是刻意夸大大陆作家不自
由的创作状态。此外，该刊还对当时文艺现象进行了评述，徐訏的《曹操的改造》和孟戈的《中
共上演的“曹操翻案”闹剧》都是探析大陆新编京剧《赤壁之战》和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
对曹操的翻案。李经针对毛泽东的《论文艺问题》里的读者、现实主义、作者的创作原则等问
题进行了分析。 ［１２］这些评论虽受一定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有些文艺批评因为借鉴了西方的文艺
理论而与同期大陆的一些文学评论相比，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也为台湾文坛了解大陆当时状
况提供了一个借镜。
３ ．书刊评介

书刊评介是《自由中国》上最精彩的一道风景线，发表最多的是对小说的评

介，如钟梅音分析陈纪滢的《荻村传》的文章《我看傻常顺儿》
、周子强对张爱玲《秧歌》的评
价、周弃子分别对徐訏的《盲恋》和苏雪林的《绿天》增订本的品评等等，这些述评的发表多
是小说出版之时，对读者有很大的引导作用。如果说小说评介多以介绍为主，那么散文的评介
则穿上了合适的理论批评的“鞋子”
。最惹人注目的是殷海光评论梁实秋的《雅舍小品》
，雅舍
的主人被殷海光评价为“充满了灵性和具有风格的人”
，其文章“最足以见人情世态”
。 ［１３ ］还有
周弃子为吴鲁芹的《鸡尾酒会及其他》作序，总结其为文特点以小入眼，以幽默著称。此外，
还有聂华苓和公孙嬿等人的评介文章；值得重视的是，余光中的诗集《舟子的悲歌》一出版，
梁实秋就写下了至今仍在余光中评论中占重要位置的诗评，称这是一部“相当纯粹的抒情诗集”
，
是一个年轻诗人写下的“艺术并不年轻”的作品。［１４］ 这里还应提到每期刊登的类似编后语的《给
读者的信》
，往往以极经济的篇幅来对刊载的文学作品进行评论，也是该刊的一大特色。
除了上述形成一定规模的文学批评之外，
《自由中国》还介绍了外国文艺思想和中国古典文
学，前者主要介绍外国名家作品、国外文艺思潮和文学理论，使该刊成为面向世界文坛的一个
平台；后者则多集中在《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的研究上，这类论文颇有见地，对中国传统文化
进行了深入研究，显示了对古老中国文化的深层次的传承与锻接。另外还对文学作品改编电影
进行讨论，也颇见理论深度。这些文章揭示了《自由中国》与 ５０ 年代文坛的深厚关系，在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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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开拓出一个新的批评空间。
（二） 小说

小说是《自由中国》文艺栏又一重镇，取得了卓然可观的成绩，刊载了许多

艺术品位独具的作品，其长篇小说 ４ 部，中篇小说 ４ 部，短篇小说 １７７ 篇。由于《自由中国》
的刊载而名震一时的小说有很多，如《江湖行》
、
《又是秋天》、《葛藤》、《城南旧事》、《落月》
等，这些作品在港台、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中，至今仍拥有不少读者。
１．
“他传体”小说的风靡

这类小说的叙述者多以第三者的立场为主人公作传，对其性格

命运的演变过程进行描述。徐訏的《江湖行》围绕着周也庄的经历发展来组织材料，名为江湖
行，实为周也庄的个人传记，为当时“他传体”小说的杰出代表，从两性之爱中，透视出政治、
道德、哲学、宗教等更为深奥的道理。孟瑶十五万言的《几番风雨》是专门为《自由中国》撰
写的长篇小说，描写了富家女何小薇“不知自筑藩篱以自卫而毁于一旦。”此时的孟瑶正服膺浪
漫主义，小薇本身就是浪漫主义的典型。这类小说多是表现时代与个人命运休戚相关，人物游
走于历史空间，演绎出富含包孕性的个人生存体验。
２．海外华文文学的出现

５０ 年代中后期，随着台湾社会的逐步开放，留学生文学开始登

上台湾文坛。在旅美作家中，於梨华和丛甦为《自由中国》撰写了很多小说和散文。１９５８ 年，
被誉为“留学生文学的鼻祖”於梨华的《也是秋天》在《自由中国》上连载，震撼了当时的文
坛，该文以全知叙事角度反映陆家子女在美国的生活，通过一些家庭琐事揭示出中美文化的冲
突。此类小说多是在东西方文化冲撞的框架中描写留学生人生百态，对 ８０ 年代以来的大陆留学
生文学具有潜在的影响。继於梨华之后，另有丛甦邮来了系列有情节散文：《西雅图的秋天》
、
《黄昏在唐人街》和《蜗居和漂鸟》
，抒写异乡生活的种种感受，将处于历史夹缝中的台湾人的
生存状态逼真地再现出来。
《自由中国》刊登的这些留学生文学为提高民族文学的水准和中西文
化的熔铸，打出了一个清新的“手势”
。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台湾留学生
文学既丰富了华文文学的文化形态，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华文文学与西方文学互动关系的
视角。
３ ．女性意识小 说 的 涌 现
［１５］

别意识相当强烈，

大陆来台的 ５０ 年代女作家们多受过“五四”文化运动影响，性

其小说关注家庭婚姻、聚焦两性互动之情，走写实路线，提供了一幅幅女

性心灵切片，这些女作家关注的并非家国重建，而是性别身份话语的书写，不是正邪善恶的分
辨，而是婚姻家庭的内置性定位。“台湾女性小说第一块基石” ［１ ６］ 的林海音在该刊上发表的小
说《绿藻和咸蛋》和《城南旧事》都是以揭示女性的敏感心灵为务，逼真再现女性内心深层的
禁锢与情欲。揭示女性的异国恋情当推郭良蕙的《错误的抉择》，描写了美国上尉约翰与中国舞
女如丝的始乱终弃的情感生活，该小说擅长写女性的微妙心理变化，其中的情欲描写颇为精到，
为其此后长篇小说《心锁》中引人大哗的情欲描写，显示出一定的预制倾向。剖析异国女性的
心理有潘人木的小说《乌鲁木齐之忆》
，揭示了善良的白俄女人丝泰拉被俄国人所威胁、利诱，
最后家破人亡的悲惨境遇，对夫权和政权发出正面抨击。
《自由中国》上诸多以女性为核心的述
写，传达了女性定位的多元性，也显示出女性一旦拥有自己运作的文学空间，便成为文学场域
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其必然超越原本左右文坛格局的政治视野。
《自由中国》刊载的这些小说为此后留学生小说、现代派小说和婚姻小说的大量出现奠定
了基调。虽然其中不乏反共小说，但更大量的是不带硝烟战斗色彩的纯小说。小说结构主体的
多样化也极大地丰富了台湾文坛，促进了台湾现代小说的长足发展。
（三） 散文小品 《自由中国》上，几乎拥有了当代台湾散文最重要的风格流派：或温柔
敦厚，或写实逼真，或浪漫抒情，或幽默嘲讽，均呈各家之长。其类型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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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小品、抒情散文和传记。
１ ．文化小品

《自由中国》的文化小品重智慧和幽默，代表人物有梁实秋、吴鲁芹、陈之

藩、於梨华、思果、夏承楹等。梁实秋的《杜甫与佛》具有浓重的中国色彩，颇富情趣和理趣。
和梁实秋一样，吴鲁芹也是一位东西风范兼具的学者，先后发表了《鸡尾酒会》
、
《文人与无行》
、
《谈小帐》和《邻居》等多篇散文，其散文随笔洒脱不羁，知识趣味盎然。思果的散文在内容
上“只从吾人生活中的平常话中提炼出慧人的幽灵情趣”
，［１ ７］《理发》和《主客》都是以轻松的
笔调对日常生活的细节的思索与回味。陈之藩和於梨华的系列旅美散文构成了一大特色，非常
富有文化性。前者写下了关涉科学精神（
《泥土的芬芳》
） 、京剧的没落（《惆怅的夕阳》
） 等
很有情趣的文化随笔。后者写来了《胃气与争气》
、
《白色小屋的主人》等六篇海外寄语，这些
散文大部分是外国生活的随感录，更有世界性的眼光。这类文化小品在理性精神的操守下，进
行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多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在缺乏思想自由的社会里，它们更能启发人
们的自由心态。
２ ．抒情散文

这类散文善于发掘日常生活所隐藏的多种隐喻，多以“我”为创作主述，意

在展示私人空间，抒发自我真情。代表人物为琦君、聂华苓、张秀亚、王蓝、公孙嬿等人。琦
君以倾诉型散文见长，第一篇发表在该刊的散文是《杨梅》，怀念父母的炽热情感。此后发表的
《喜宴》和《凉棚下》都以回忆视角讲述故乡婚礼习俗和乘凉的故事。聂华苓的散文随笔《山
居》以日记体的方式记录了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张秀亚的散文《短简》和《日记抄》分别以
书信体和日记体对日常生活进行饱含情感的纪录，充满诗意、富含才学，真是“清远超绝，纤
尘不染” ［１８］ 。还有王蓝的《画与我》和公孙嬿的《唢呐》等文，这种自叙式的话语方式多是操
守着“爱的哲学”下的人生抒写，多是琐碎的、边缘的，往往更具有鲜明的个性。
３ ．传记

作为中国现代传记倡导者的胡适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介绍一本最值

得读的自传》中，将沈宗瀚的《克难苦学记》看作是“最有趣味、最能说老实话、最可以鼓励
青年人立志向上的一本自传”
。［１９］《自由中国》社的编辑也承其品性，发表很多传记类文章。雷
震的《明寮一年》回顾了自己读日本东京高等学校时候的一些经历以及个人的所感所想，文笔
朴实，风格自然。其他忆人散文还有殷海光先生的《我忆孟真先生》、苏雪林的《一位驰誉法国
艺坛的中国画家》
、祝秀侠的《忆高剑父先生》和段永兰的《我的父亲》等文，这些传记作品共
同构筑了《自由中国》上丰富而真实的人物画廊。
（四）戏剧和散文诗 《自由中国》作为政论性的刊物，能够给戏剧一定的版面是难能可
贵的。余水姬的两部独幕剧《解放》和《临别的光》因为急于表现教化作用，只剩下明确的说
教。与其相比，王平陵的《自由中国》在人物设计和情节安排上，都显示出一定的水准。围绕
黄鹏程一家在巨变时代所遭遇的种种际遇，揭示出时代对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直至台湾早期
著名戏剧家李曼瑰发表了悲剧《女画家》，才使《自由中国》上的戏剧取得了实绩。该剧刻画了
有才气的女画家一生用情于画画，最后献出了生命。剧情跌宕起伏，诗意的人物，诗意的剧情，
与五四的写情型话剧如出一辙。正是《自由中国》对戏剧的高度重视，对台湾戏剧的发展做出
了一定的贡献。
至于诗歌，５０ 年代台湾的诗社虽然很多，但诗风不很健康。编辑们意识到“新诗直到现在
还没有固定的形式可资遵循”
，［２０］于是先后发表了尤光先的《给胡适之先生的公开信》、周天健
的《论新旧诗的出路》和夏济安《对于新诗的一点意见》进行自由的讨论。在发表诗歌理论的
同时，编辑们鼓励进行身体力行的实验。《自由中国》发表诗歌最多的是余光中，这位从 １９４９
年开始写诗的诗人，发表在《自由中国》上的诗歌，多是少作，
《给惠特曼》
、
《归吻》
、
《黄昏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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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和《病室》等诗多是抒发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对爱情的渴望，对生命的讴歌，这类诗作
代表了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一翼。徐訏发表的《残更》、
《死去》、《不宁》和《传记》等诗歌，
语言自由随意，充满幽默气息，吸收了民歌、古典诗和西方现代诗的表现手法，形成了自己独
特的诗风。还有两人从欧洲寄来诗歌，其一是从考据、新诗到史评样样全能的哈佛大学的周策
纵博士，他是白马文艺社的资深成员，其诗歌受海涅影响，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长诗《纽约》
表达了理智上的追求与情感上的怀乡的分歧，还发表了《瀑布》、《心》和《给亡命者及其他》
等诗。李经在美研究文学，除有论文送交《自由中国》发表外，
《威尼斯之夜》
、
《半途》
、
《十字
架》
、
《希望——给艾略特》等诗也在其上发表。这些欧派诗歌或为象征主义诗歌、现代派诗歌、
意象抒情诗、哲理诗，侧重人生意义的书写，为《自由中国》带来了西化的气息。

四、结语
《自由中国》前后存在了 １１ 年，它目睹、记载和反映了台湾当代现实和文学，尽管两岸文
学史家大都否定 ５０ 年代的文学成果，但我们仅从政论性刊物《自由中国》上的文艺栏就可以看
出：首先，从文化生产机制和艺术取向上看，其既受主流文学的影响，也承继了自由文学的余
绪，使 ５０ 年代台湾文学不只有反共八股，还有引人入胜的小说，精彩的文化小品，富含真知灼
见的书刊评介等等，它们继承了中国文学传统，为台湾文学提供了文学的坐标，直接冲击了泛
政治化倾向；二是由于编者主张发表色彩鲜明而单纯、反映人性的文学作品，对当时正处于阴
霾期的台湾民众精神的提升，无疑意义重大。尤其对外国文学和古典文学的介绍，对开拓读者
新知和深化学养有重要作用；三是虽然对于大陆文坛多持批评和贬斥的态度，但客观上揭示了
台湾文坛与大陆文坛割不断的相关性，暗示了在国民党官方扫除“赤祸”的同时，
《自由中国》
里依然流淌着大陆母体血液的涓涓细流；四、从培养文学人才、传播文学经验、拓展文学市场
等方面，扩大了台湾文学的影响力，在 ５０ 年代的台湾文学生态中，《自由中国》作家和文艺编
辑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由于他们的直接参与和编辑，显示了高人一筹的理论眼光和选题策略，
自由的思想和尖锐的笔锋使其在同类刊物中显示出不凡，极大地繁荣了台湾的文学园地。同时
也促使我们对那些简单划一文学史的分析和描述进行重构，真实揭示 ５０ 年代台湾文学更丰富的
历史空间。
注释：
［１］ 叶石涛：
《台湾文学入门》
，高雄：春晖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１０３ 页。
［２］ 彭瑞金：
《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
，高雄：文学台湾杂志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８０ 页。
［３］ 应凤凰：
《
〈自由中国〉
〈文友通讯〉作家群与 ５０ 年代台湾文学史》
，
《文学台湾》１９９８ 年夏季号。
［４］ 《征稿简则》
：
《自由中国》第 ８ 卷第 ６ 期，１９５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５］ 叶石涛：
《台湾文学史纲》
，高雄：文学界杂志社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９６ 页。
［６］ 朱双一：
《
〈自由中国〉与台湾自由人文主义文学流脉》，范希周主编《台湾研究论文集》，厦门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４４８ 页。这里的“温和的现代派”是指围绕《现代文学》
、蓝星诗社以及留学生文
学的作家和作品。
［７］ 陈纪滢：
《评介〈大火炬的爱〉
》
，
《自由中国》第 ７ 卷第 ３ 期，１９５２ 年８月 １ 日。
［８］ 司徒卫：
《５０ 年代自由中国的新文学》
，
《文讯》月刊 第 ９ 期第 １９ 页，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
［９］ 周子强：
《为胡适之先生有关文艺的谈话进一解》
，
《自由中国》 第 ８ 卷第 １ 期，１９５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０］ 李佥：
《我们需要一个文艺政策吗？》
，
《自由中国》第 １１ 卷第 ８ 期，１９５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97·

［１１］ 刘复之：
《艺术创造与自由》
，
《自由中国》第 １４ 卷第 ９ 期，１９５６ 年 ５ 月 １ 日。
［１２］ 李经：
《戴五星帽的文学批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初步分析》
，
《自由中国》第 １４ 卷第 ４ 期，１９５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１３］ 海光：
《雅舍小品》
，
《自由中国》第六卷第四期，１９５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１４］ 梁实秋：
《舟子的悲歌》
，
《自由中国》第 ６ 卷第 ８ 期，１９５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１５］ 如《中央日报》的“妇女与家庭”版，常出现严肃性别议题争议的园地，常在《自由中国》上发稿
的女作家如张秀亚、徐钟珮、琦君、郭良蕙、艾雯、孟瑶、钟梅音等人也常在其上发表文章。
［１６］ 古继堂：
《台湾小说发展史》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１３８ 页
［１７］ 魏子云：
《思果的人与文》
，
《文讯》革新第 ８ 期，１９９０ 年 ９ 月。
［１８］ 《给读者的报告》
，
《自由中国》第 １１ 卷第 ７ 期，１９５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
［１９］ 胡适：
《介绍一本最值得读的自传》
，
《自由中国》第 １２ 卷第 １ 期， １９５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 《给读者的信》
，
《自由中国》第 １１ 卷第 ３ 期，１９５４ 年 ８ 月 １ 日。

（上接第 ２５ 页）以及调整煽动民粹和挑起敌对的政策手段更是势在必行。这不仅有利于民进党
自身的成长和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岛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
（本文为 ２００４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台湾地区政治文化与政治参与”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批准号：０４ＢＺＺ０３４。）

注释：
[1] 郑楚宣等编著：
《政治学基本理论》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53、168 页。
[2] 关培兰编著：
《组织行为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524 页。
[3] 孙彤主编：
《组织行为学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第 384 页。
[4] 许玉林主编：
《组织行为学》
，中国劳动出版社，1996 年版，第 355 页。
[5] 朱天顺主编：
《当代台湾政治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324 页。
[6] （台湾）
《中央日报》
，1986 年 10 月 1 日。
[7][8] 张建赓、王英：
《民进党政治实力分析》
，见全国台湾研究会编：
《九十年代之台湾》
，中国友谊出版
公司，1993 年版，第 167 页、第 164 页。
[9] 郭定平：
《政党与政府》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4 页。
[10] 王国元：
《组织行为与组织管理》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年版，第 311、319 页。
[11] 龚敏编著：
《组织行为学》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332 页。
[12] http://www.ettoday.com/2004/07/18/108-1640814.htm。
[13] 陈振明主编：
《政策科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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