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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場／在場」的「園中湖石」：

由《儒林園》探尋知識份子文革 

創傷的歷史根源∗ 

朱衣仙∗∗ 

【提要】 

中國的「十七年」（1949-1966）與文化大革命（1966-1976）
期間的歷史過程，對中國的知識份子來說是一段傷痕記憶，由是，

與這段歷史相關的文學、藝術作品在文革結束後的「新時期」大量

出現。然而，這些所謂「傷痕文學」的作品經常聚焦於知識份子的

苦難記憶，雖亦有許多對歷史進行省思的「反思文學」作品，但真

正對造成這段傷痕歷史的思想根源進行探究者，為數並不多。古華

在 1990 年出版的《儒林園》長篇小說透過故事內容、敘事以及隱含

其中的「文人園林」及「園中湖石」意象，指出此一歷史災難的思

想根源，有其重要意義。本文分析《儒林園》，指出此作一方面透

過一座「十七年」時期的「高教勞改營」對知識份子的折磨與思想

改造過程的描繪，形塑出知識份子在「非人」時代的遭遇，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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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人物繪製出具有風骨，嶙峋挺立於歷史狂潮中的「園中湖石」意

象。本文進一步指出，此作以園中湖石在文本中的「不在場」，使

其「在場」，以召喚「人性」，而小說中作為「虛實共構」的「太

湖石」化身的主角，被以「講／不講」、「活／不活」、「恕／不

恕」、「有情／無情」等看似「二元對立」實則以悖論方式共構的

方式進行塑造。小說藉此對毛澤東據以搧動工農兵，發動階級鬥爭，

藉以打壓知識份子以獲取政權，鞏固領導中心的策略－「辯證唯

物論」進行批判。毛澤東所強調在「二元對立」的矛盾中進行鬥爭

的理論基礎之「辯證唯物論」，正是《儒林園》所指出造成文革災

難的思想根源。 

 
關鍵詞：「十七年」 文革敘事 文人園林 太湖石 辯證唯物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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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敘述文革 
文化大革命（1966-1976）是現代中國的一場重大歷史事件，從

文革「結束」後的 1976 年之後，到 90 年代之間，許許多多的中國小

說都在述說文革。1 其原因正如許子東在《重讀“文革＂》一書中所

分析的：如何回憶、敘述文革與如何梳理、解釋文革的來源與文革的

影響，是在八十年代甚至今天的中國當代作家所很難忽視和迴避的課

題，2 而這可能是因為如果不先敘述文革的故事，不先給文革一個說

法，「很多作家（及讀者）似乎都不能從文化、道德及價值觀的斷裂

心創中真正『生還』，他們與傳統文化及五四的種種精神聯繫都很難

延續」。3 許子東強調這些以小說形式呈現的「文革敘述」，不僅是

值得注意的文學現象，同時，「小說」會成為中國人談論文革的主要

文類也是耐人尋味的歷史現象。他觀察到：以小說「重讀文革」的方

式對 1980 年以來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其實遠較政治或歷史文獻

為深遠。4 

這些小說敘述文革的方式，影響了人們看待這段歷史的觀點，許

子東在《為了忘卻的集體記憶：解讀 50 篇文革小說》一書中，5 曾

分析五十部 1977 年之後在中國出版有關文革的小說，觀察這些與文

革相關的小說之敘事方式，並參考普羅普（Vladimir Prop, 1895-1970）

研究俄國民間故事的敘事範式，歸結出文革敘述的基本情節模式與角

色功能，從中整合出論敘述文革集體記憶的一些特殊「語法與句法」，

6 然後提出這樣的論點：在文革後，國家敘述主體慣於將此一歷史災

                                                 
1 許子東，《許子東講稿：第一卷－重讀“文革＂》（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頁 1。 
2 同上註，頁 1-2。 
3 同上註，頁 2。 
4 同上註。 
5 許子東，《為了忘卻的集體記憶：解讀 50 篇文革小說》（北京：三聯書店，2000）。 
6 許子東，《許子東講稿：第一卷－重讀“文革＂》，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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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敘述成『少數壞人迫害多數好人』，而且最終『壞事變成好事』」

7，而個人作為「記憶者群體」之一員，其「特殊文化心理狀態」則

是以「講述災難」治療文革心理創傷。許子東認為這種心理創傷的治

療方式，其實是一種「為了『忘卻』的記憶」，對歷史的反省並無太

大作用。8 因此，本文認為，若以歷史反省的角度來看，古華（1943-）

出版於 1990 年的《儒林園》的這部長篇小說，有其重要的意義與價

值。  

（二）從《芙蓉鎮》到《儒林園》 
古華在 1981 年曾出版敘述文革的著名小說《芙蓉鎮》，該作當

時在中國迅速獲得重要文學獎項，並因其內容雖表現文革苦難，卻有

著通俗文學中的許多主要情節與元素，而能過透過影視作品的發行與

暢銷，在中國因此受到極大關注，是文革小說中最為著名的作品之

一。而即使許子東在《為了忘卻的集體記憶》中，也觀察了一些海外

與文革相關的小說，古華在 1988 年移居加拿大後，於 1990 年在臺灣

出版的小說《儒林園》，卻不在其論述之列。其原因可能在於《儒林

園》主要故事情節主要發生在文革前夕及文革結束後，在時代分期上

屬於「十七年」與「新時期」，「文革」在書中是看似「不在場」的，

而這正是《儒林園》藉以探討文革災難根源的特殊手法，值得在文學

史上獲得一定的關注。 

《芙蓉鎮》成功後，古華從各種光采中抽身去國。在 10 年的沈

潛之間，寫作了《儒林園》這部相對嚴肅，苦悶的文革相關小說。《儒

林園》可說是古華在與文革拉開十年的時間距離，及與中國拉開一個

太平洋的空間距離後，對文革發生的主要原因所獲得的另一層省思與

體悟。同時，他也以此作對中國如何從文革中獲得歷史認識以走向未

來的根本關懷提出看法。本文認為，古華在《儒林園》中透過意象，

                                                 
7 同上註，頁 213。 
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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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隱喻的方式，呈現了造成文革的思想根源，並對文革歷史進行了深

刻的反省，相較於眾多文革敘述的模式，自有其獨特意義與價值。然

而，《儒林園》自出版後，幾乎不曾受到任何關注與討論，原因或許

仍舊在於文革的敘述者在乎的總是在敘述中獲得創傷療癒，寫作過後

「作者已死／活」；而閱讀者著迷的是觀看荒謬時代荒謬事件，所獲

得的陌生感與娛樂性。這類讀者對過去人所遭遇的歷史事件，即使同

悲共感，終究也只是化為慶幸自己不曾躬逢其苦，畢竟「反省歷史錯

誤的根源」，仍未為社會所鼓勵或同意。而筆者認為，該書既出版於

海外，不受其所批評的社會所限制，那麼對該書的獨特意義與價值進

行分析與瞭解，不但有助於瞭解文革發生的可能思想根源，且在該思

想根源或許仍舊存在於當今中國，繼續支配著官方論述的狀況下，有

提供思辨的價值。  

（三）《儒林園》由「十七年時期」探求文革災難根源的

意義 
如前所述，以聚焦的年代來說，《儒林園》作為文革相關小說，

事實上主要情節及所描述的故事，卻大多是發生在文革開始之前的所

謂的「十七年時期」（1949-1966），其原因可由許子東對文革小說

聚焦年代的說明，得到部分理解。許子東提到在其所分析的五十部作

品中，大部分作品的全部情節都是發生在文革時期，但是其中也有一

類作品，只有部分情節描述文革，其餘情節另涉及了六十年代的「四

清」，1957 年的「反右」和「大躍進」，乃至五十年代初的「土改」

等歷史背景，9 而這類作品之所以著眼於文革之前一、二十年原因是

在這些作品的革命敘事中，顯現作者的理解是：「『文革』不是一個

可以孤立看待的運動和事件，『文革』與其前因後果難以分割」10，

這些作者對主人公在文革前生活狀況或遭遇的描述，其實牽涉到作者

                                                 
9 同上註，頁 9。 
10 同上註，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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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理解『文革』與五六十年代中國社會政治的關係」11。因此，

在文革之後敘述文革，卻著重在文革之前歷史時期的描述，所關注的

其實已不是對文革歷史的敘述，而是對歷史發生根源的探究。這種探

究，在文革結束之後四十年的中國當代文學中，遠少於對文革故事的

描述。  

在與文革相關的小說中，有大量的作品並非沈重的苦難敘事，而

是被以荒誕、黑色幽默、笑中帶淚的方式講述出來，彷彿只有透過這

種講述方式，才能讓人忍心再回顧那沈重得不能再沈重的歷史創傷，

也就是如同只有畫家岳敏君筆下的傻笑人，才能承載這樣的回眸。這

些作品甚至以因禍得福的情節發展故事，12 使文革的災難歷史淪落

為通俗小說娛樂讀者的材料。此現象不止出現在中國大陸的文革敘事

小說，在海外發行的，也經常如此。正如許子東所注意到的，李碧華、

黃碧雲、張戎等人所寫作的海外文革敘事，主要在於滿足「難民記憶

與英語讀者的通俗趣味」。13 相較之下，《儒林園》一方面以小說

嚴肅探討與批判了文革災難發生的思想根源，另方面也寫出了文革過

後，許多知識份子在面對過往歷史時，看似召喚人性，實則失落了人

性的現象。透過《儒林園》，古華呼喚著在文革歷史過程中似乎一直

以「非人」、「不在場」面貌面對歷史的知識份子之「在場」。  

古華在《儒林園》中虛構了一座啟自武則天所設的天牢「儒林

園」。文中敘述代代皆有諸多進步知識份子被囚禁於此園，該園到「十

七年」晚期則被改為「高教勞改營」。一批北京不同大學的學生在一

九六五年初在未觸犯法律的情況下，就分別被送到這個「儒林園勞改

農場」進行思想改造。小說以其中八位青年學生在儒林園被改造的過

程為主軸，再穿插以描繪他們各自的身份背景與被送來教改原因的回

顧情節。小說對文革時期幾乎完全跳過，有意使文革完全「不在場」，

                                                 
11 同上註。 
12 同上註，頁 158。 
13 同上註，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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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章節則結束於這批勞教生在「新時期」的樣貌。  

這八個主要角色依小說開始對他們進行詳細描述的章節順序，分

別有：自幼由被劃分為地主階級的母親撫養成人的「武夷山公子」水

抗抗，其父為省委書記。因為政治考量，水抗抗尚在母親腹中時，其

父便和黑五類妻子劃清界限，此後步步高升。水抗抗在勞教營見到父

親，後來知道其母歷盡煎熬後含恨而終的消息，悲痛至極，因而發瘋。

第二位為「關東大漢」劉漢勳，他是清大籃球隊中鋒，在勞教營裡因

食物不足，而顯現出如動物般原始本能的非人狀態。第三位是「太湖

才女」楊麗萍，她是北京師範大學校花，父母在反右運動中先後投太

湖自殺，母生前為教授，父則是為中央高幹建造園林行宮的建築師。

楊麗萍喜好吟誦詩詞，卻因把寫有〈阿房宮賦〉的詩詞貼在天安門的

照片旁而被關入勞教營。她後來在勞教營被「改造成功」，以致在與

負責改造她的工人階級發生關係後，竟為自己竟有幸能與勞動階級結

合而感動涕零。第四位是「紹興師爺」周恕生，北大法律系學生，他

被關入勞教營後，除了說過「士可殺，不可辱」、「為什麼要活？為

什麼要活？」兩句話之外，一律拒絕開口。然而，他夜夜看著在紹興

家鄉的女友照片自慰，鐵床的響嘎聲使其他勞教生對他不滿。直到他

的日記被搜出來，大家才知道他與女友在沈園、蘭亭中發展的純潔的

愛情故事，轉而同情他。他曾綁電線想帶所有勞教營同學一起走，最

後在文革發生前夕自殺。第五位是「河南騾子」趙良成，他曾在 1960

年代大飢荒時期目睹未婚妻與鄉親們餓死，也看過人吃人的慘狀，因

談話時不慎提及「人民公社餓死人」而被送至勞教營。第六位是「好

萊塢博士」王力軍，他是電影學院學生，偷偷寫下〈儒林園日記〉，

希望有朝一日能拍成電影。最後兩位是「保定府學者」陳國棟與來自

昆明的「南詔國王子」召樹銀。「保定府學者」陳國棟是北京醫科大

學學生，因在政治學習會中，堅持「醫學只有人性、沒有階級性」，

不同意醫學只能為政治服務的看法，因而被視為傳播「反動」觀點，

送入勞教營。「南詔國王子」召樹銀則是父母兄弟都在解放前就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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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只留下他和一個姊姊在大陸，身份與海外關係使他和姊姊都過

著黑五類的低頭生活，他因在閒聊時說了句毛澤東的〈沁園春．雪〉

有帝王思想而被送入勞教營。《儒林園》全書二十六章的大部分時間

點都落在文革發生前夕的「十七年」期間，僅以第 24、25 章短短的

篇幅，透過幾位被允許短暫出儒林園到天安門的勞教生所耳聞目睹的

情況，寫出正要開始風起雲湧的文化大革命。最後一章則進入文革結

束五年後的中國，勞教營同學舉行聯誼會聚餐，為即將赴美的王力軍

與楊麗萍餞行，諷刺性地表現出以前有海外關係大家避之唯恐不及，

文革結束後卻變成是光彩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儒林園》中，有著一個和文革一樣「不在場」

的重要意象－「園中湖石」。「太湖石」是傳統江南園林中被「擬

人化」的重要物件，本文認為這種物件以其虛實並構的特質，在此小

說中，被用以指出毛澤東核心思想－「辯證唯物論」（強調二元對

立的思想）之操弄性，藉此論證出文革並非一場孤立的劫難，實則可

部分歸因於「辯證唯物論」的這個思想根源。本文認為，《儒林園》

同時也批判了知識份子在文革中的無聲狀態，更反思了文革過後，知

識份子仍未能盡知識份子之責反省歷史的現象。凡此種種，皆是《儒

林園》作為文革敘事作品中的一個特殊存在之重要價值所在。  

藉由接下來的各章節，本論文將論證古華如何在《儒林園》中透

過文本中隱含的「園中湖石」意象所代表的意涵，以及對與「園中湖

石」疊影的角色「周恕生」，所構設的一組組看似對立，卻實為悖論

的人物形塑，解構其所認為的文革歷史災難的思想根源－毛澤東所

強調對立兩方進行鬥爭之必要性的「辯證唯物論」思想。筆者認為，

唯有藉由這一組組看似對立，實為悖論的人物形塑，方能理解古華批

判「辯證唯物論」的用心。因此，本文需以這些二元組為論述途徑，

方能清楚說明，並非不自覺的也落入古華所欲解構的二元對立思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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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林『園』」vs.「文人『園』」： 

對比的疊影、變動的符指 

《儒林園》故事的場景「儒林園」本身就寓有豐富意涵，既名為

「園」，似乎與中國傳統概念中的「園林／林園」有一定的關係，而

加一「儒」字為「儒林」，可以用「文人」二字替換之，這便與中國

園林傳統中的「文人園林」似乎有了對應。然而，「儒林『園』」與

「文人『園』」之間卻有極大差異，這兩個差異形象在文本中以一實

一虛的方式形成疊影。然而，在這兩個詞語中，「園」這個字在意義

上的共同性與差異性，對照出「符號」的任意性與可變性，也就是符

徵（signifier）所對應的符指（signified）之任意性與可變性，解構了

「表象」與「意義」之間的必然指涉。這種「必然指涉」的觀念，正

是左翼論述中，所經常採用的語言邏輯，例如在文革初期出現的「老

子英雄兒好漢，老子反動兒混蛋」這種「血統論」論述邏輯，便是其

中最為著名者。《儒林園》中幾個被關入勞教營的角色，都是受「血

統論」壓迫的受害者。 

（一）儒林「園」：園景冷峻如冬，怎容春色如許？ 
關於「儒林園」，古華在序曲一「儒林園題記」中是這樣說的： 

儒林園是個自古襲用的地名。它四面皆為山丘環繞。地勢低矮，

並不見險要。山腳巖壁卻如刀斧砍削般陡峭，形成一道難以逾越、

亦難以進入的屏障。這是一座險不露貌的天然壁壘了。壁壘之中，

地勢平闊，有旱田數千，牛羊出沒，有溝渠縱橫，林木扶疏，有

屋舍幢幢，炊煙裊裊，有雄雞啼明，歸雀唱晚……而在溪邊山崖

下，則古城堡似地築有一堵堵黑色高牆，儼然如世外之鄉。只在

遠遠的東邊山腳有一處隘口、一條大路與山外相通。14 

                                                 
14 古華，《儒林園》（臺北：海風出版社，1990），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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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描述中的「儒林園」部分景象彷如陶淵明所描繪的「桃花源」。「桃

花源」是自古中國文人園林所欲模仿再現的一種空間意象，15 敘事者以「採

菊東籬下，幽然見南山」為起頭，感嘆陶淵明「不曾遊得此地，否則發古

之幽思，寫出一篇北國〈儒林園記〉，與南國的〈桃花源記〉珠玉爭輝，

相映成趣，就更要有口皆碑，流芳萬世了」16。此園看似是一處桃花源的

美好世界，但在簡短以桃花源做為引子之後，作者馬上就告訴我們： 

十分有趣的是，儒林園的牧歌情調、田園景色中，竟然隱伏著崗

樓處處，鐵藜重重。原來它是一座外柔內剛、禁衛森然的高等監

獄，古稱天牢。 

在簡短以桃花源做為引子之後，古華馬上以數頁的這類文字描述《儒林園》

作為「千載古獄」的質性，告訴我們這一座「險不露貌的天然壁壘」裡其

實是一座自古專門拘禁讀書人的天牢，近世拘禁過戊戌政變失敗的康梁同

黨、五四運動的北平學界領袖……等，1949 年後改名為「儒林園勞改農

場」，專門囚禁思想犯。這樣的一個「園」，並非是以傳統的「文人園」

來規劃的，與意在再現「桃花源」的「文人園」有著不同的樣貌。古華在

接受應平書的訪談時，也明確的指出：「……《儒林園》……以一座千古

天牢為人物命運的出發地……來寫社會的大災難，時代的大悲劇。」17  

所謂的「文人園」，是由文士園主的思想主導造園設計美學理念

的園林，「有自然之理，得自然之趣」18 是主要的造園法則之一，

表現特徵則是「詩情畫意」。魏晉以來，「文人園」一直是文人雅士

表現自我可仕可隱情志的「理想之境 /樂園」。以此定義來看，「儒

林園」非但不是「文人園」，更是一個文人的「失樂園」（paradise lost）。

                                                 
15 關於〈桃花源記〉與中國文人園林的關係，請見朱衣仙，〈異質地誌學與明清文人園林場域的相

互證發〉，《東海中文學報》第 34 期（2017 年 12 月），頁 1-47、14-15。 
16 古華，《儒林園》，頁 13。 
17 古華，《儒林園》，頁 502。 
18 清．曹雪芹，清．高鶚，《紅樓夢校注》馮其庸等校注（臺北：里仁出版社，2003），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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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細讀文本後，可以發現，《儒林園》小說中其實有著

一座看似不在場「文人園」存乎於文本多所形塑的意象中。首先，我

們將先進一步說明為何「儒林園」非「文人園」，然後再說明小說中

潛藏的「文人園」意象，以此陳述「園」這個字作為一個「符徵」

（signifier），其符指（signified）其實可以是隨意賦予的，並無必然

的指涉。  

《儒林園》中的場景「儒林園」非「文人園」，有一個重要原因，

因為在這座「園」中沒有春天，而「園林」卻是有一個主要特徵是屬

於春天的。《牡丹亭》中的杜麗娘曾唱道：「不到園林，怎知春色如

許」19。古華刻意陳述「儒林園」是沒有春天的，原因如同敘事者在

文本中所說的：「春天是縱慾者，是解放、新生的化身，是自由權利

的同義語，是對於冬天專制統治最徹底的反叛」20。園景冷峻如冬，

怎容春色如許？所以「儒林園」非「文人園」，「儒林園」或可說是

被用來象徵當時的整個中國。在那時的中國，「專制者的心目中，最

美永遠是冬天：冰雪世界，四海安穩，潔白無瑕，無聲無息，無生無

養。以致千容一顏，國人一詞，歌功頌德。萬壽無疆……」21，他們

仇恨「春天」：  

……專制統治者往往本能地仇恨春天，恐懼春天。總是妄圖以冰

凍三尺、冰封千里來囚禁、阻撓春天。或是在美妙地讚頌春天的

同時，伺機策動寒潮突襲春天或是玩弄平衡術來曲解春天：……

他們還時時念動咒符咒語，操縱視聽，歷數春天為萬惡：滋生病

菌，……招徠淫雨，提攜風月，誘發情慾，吶喊自由，鼓惑繁華，

蔑視嚴冬，消融冰川，搧動叛亂！22 

                                                 
19 湯顯祖，《牡丹亭》（臺北：里仁出版社，1995），頁 59。 
20 古華，《儒林園》，頁 98。 
21 同上註，頁 98。 
2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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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深入刻畫「儒林園」的樣貌，在小說中，「南詔國王子」寫信給他遠

在昆明背負黑五類枷鎖艱苦生活著的姊姊，談到自己會被送到勞改場的原

因是他以聊天的口氣提及毛主席著名的〈沁園春．雪〉「反映出了毛主席

有帝王思想」23，以此帶出文本中對「雪」的意象所賦予的批判意涵。由

於他在信中也懷念著過去在家鄉遊過的園子裡所植栽的漢柏、唐梅、宋

槐，而他的姊姊在寫給他的信件中，卻向他描述這些園子被「思想改造」

後的樣貌： 

你還記得離我們家不遠的翠湖公園嗎？公園草地好嫩綠，柳樹新

出了葉，湖裡那大片水浮蓮，開滿了水仙花。今年公園裡還增修

了幾處新景致，有「爬雪山」，「過草地」，「紅色遵義城」，

「飛奪蘆淀橋」，「延安寶塔山」。城市居民休息遊公園，也不

能忘了長征精神，革命傳統。只是做得有點假，不耐看。24 

這樣的「園」已遠離古典時代的「文人園」的形貌，事實上，在那樣的一

個革命的年代，所有會喚起抒情感性的物事，都會被「改造」。意味深長

的是，在小說中，其實卻隱藏了一座真正的「文人園」，作為「儒林園」

的對照。這個「文人園」是由「水抗抗」、「楊麗萍」與「周恕生」這三個

角色所構成的意象，這個意象是一座「江南文人園」。 

（二）文人「園」：春色如許的舊時園林 
雖然《儒林園》文本內容中，並未說出「文人園」的指涉，但對

中國文人園林有一定瞭解的讀者，卻可以看出小說中的「水抗抗」、

「楊麗萍」與「周恕生」這三個角色構成了「江南文人園」意象。「『水』

抗抗」與此意象的相關性，在於「水」江南文人園以山水畫意為造園

範本，因此大多建構於水鄉之上，再以假山傍之，以收水石交融之效。

例如滄浪亭、網師園等著名的江南文人園林，皆以水景為中心，園內

                                                 
23 同上註，頁 280。 
24 同上註，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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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物多因水而築，且「池容通國水」25，透過水源的進出與園外世界

連通，隔而不絕。  

至於，「太湖才女」楊麗萍這個角色，可說是「江南文人園」的

化身。首先，來自她的出身。楊麗萍的父母都是江蘇無錫人，無錫在

太湖邊，如同蘇州一樣，素以江南園林著稱。並且楊麗萍的父親楊佑

銘是留美歸國的建築學博士，回國後在位於蘇州城北的「華東建築設

計院」專為「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設計「樓臺亭閣，園林別墅」

26。小說中細數建築設計院為高層設計的，遍佈中國的一座座園林。

蘇州園林可說是江南文人園林的代稱，楊麗萍的父親在蘇州設計全國

的園林，更凸顯了楊麗萍與園林意象的連結。至於楊麗萍名字中的

楊、萍則可說是帶出了江南園林中召喚了詩情畫意的楊柳與浮萍。另

外，楊麗萍愛好吟頌詩詞，擅長蘇州彈評等角色特質，也似乎賦予她

「江南文人園林」的意象。因為正如陳從周所說的：「造園綜合性科

學、藝術也，且包含哲理，觀萬變於其中。淺言之，以無形之詩情畫

意，構有形之水石亭台……」27，文人園林是與詩詞歌賦相互生發的

一個文學場域，而蘇州彈評則是一種和江南文人園林緊密結合的民間

戲曲類型。至於，文本為何特意安排楊麗萍的父母出身無錫，楊麗萍

也一直和母親住在太湖旁的無錫，父親則遠赴蘇州工作，每週往返？

原因是為了文本意在通過中國文人園林的意象，再進一步在水石交融

中，帶出這本小說真正的核心意象－「太湖石」，所以搆設楊麗萍

一家與太湖的清楚關連性便有其必要。楊麗萍這座象徵性的「江南文

人園林」在文本中的存在，主要是為了帶出「紹興師爺」周恕生這個

角色在文本中作為「太湖石」的象徵意義。這一點，需要由楊麗萍父

母這兩個角色的相關情節作進一步說明。  

                                                 
25 「池容通國水」出自袁宏道〈柳浪館月中泛舟〉「池容通國水，柳散一城風」句，轉引自曹淑娟，

〈袁宏道的園亭觀及其柳浪體驗〉，《唐宋元明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北：國立成功大學中國

文學系、國立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5），頁 311-358、頁 341。 
26 古華，《儒林園》，頁 128。 
27 陳從周，《說園》（臺北：木鐸出版社，1986），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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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情節中安排楊麗萍母親喬師師對中共「黨中央」主政後到處

建造行宮園林的作為發出質疑，認為這是在造新的「阿房宮」28，而

喬師師在國民黨主政時期的政府為官的父母，在大陸政權轉移時前去

了臺灣，這卻使得願意留下來迎接新中國誕生的喬師師，一直背負著

黑五類成分的罪名。喬師師在 1957 年大鳴大放的政治風潮中，因不

堪日日被批鬥而自沈太湖。1960 年間「全國城鄉開始大鬧飢荒，鄉

下開始餓死人」29，高官的園林仍舊照常開工，這使得一向懦弱，即

使妻子因政治運動自沈太湖仍配合黨中央的楊佑銘，開始感到失望。

獨自撫養女兒長大的他，在楊麗萍考上大學後，為了不希望因為自己

被劃為右派的成分影響到女兒，同樣也自沈太湖而亡。  

這兩個不願「濁兮濯足」的知識份子自沈太湖的情節，為《儒林

園》文本引出了文人園林中的「太湖石」意象，而這個意象在文本中

是由「紹興師爺」周恕生所化身的。《儒林園》第七章〈太湖風月〉、

第八章〈歸來兮！阿房宮〉寫的是楊麗萍的身世故事與她被送入勞教

營的原因，進入下一章（第九章）〈情書，奸細〉就帶入周恕生的故

事，也是出於由「文人園林」意象進入太湖石意象的設計，而太湖石

在中國文化角色中，既是「物」又「非物」。 

三、是物／非物：「虛實並構」的「園中湖石」 

「太湖石」是產自太湖的一種「奇石」，自唐宋以來即為江南文

人園林造景要素。「太湖石」雖屬一種「物」，但在中國文人園林中

卻扮演「非物／人」的角色，被用來作為文人「風骨」的表徵，也就

是作為有「風骨」的文人之化身。「太湖石」這種具有「物／非物」、

「人／非人」雙重性的意象表徵，在《儒林園》所描述的時代，可說

是別具意義。  

                                                 
28 古華，《儒林園》，頁 136。 
29 同上註，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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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本內容中可推論出「周恕生」是「太湖石」的化身之原因，

除了前面提過的章節安排等因素之外，還有在第十八章〈壯哉！師爺〉

中，對周恕生外表的描述是「瘦骨嶙峋」，而中國文人園林對「太湖

石」的審美取向是講求「皺漏瘦透」30，其中對石之「瘦」的講求，

是因為「瘦」才能稜角分明，才能顯現出「不屈不阿」的「文人風骨」

形象。而「嶙峋」二字，通常即是被用來形容這種「風骨」，「嶙峋」

也可以用作「風骨」一詞的借代語。在故事情節中，周恕生的「風骨」

表現在第九章，一直不肯開口自我批判或批判他人的他，第一次開口

說話所說出的話語就是：「士可殺，不可辱」，這六個字所呈現的正

為「文人風骨」。為此，他被兩個執法員「一人一下掃堂腿」，「掃

得倒一筒木頭似的，趴在了地上，啃了一嘴的泥巴。眼鏡被跌出去好

幾尺遠」31。在這種情況下，周恕生卻「仍不甘服，雙手在地上摸索，

雙腿在地上亂瞪，身後留下四道鮮明的泥印」32。即使因此受傷而無

法站立，他仍掙扎著「屁股著地，雙手抱著膝頭，硬著頸脖，倔強地

朝向大家，就是不肯跪下」33，這些文字可說是筆筆勾勒出一幅嶙峋

而立於文人園中的太湖石圖像。  

這種「文人園中嶙峋立」的太湖石圖像，在傳統文人畫中，常有

竹菊為伴，以點出太湖石所象徵的高潔有節文人形象。「山石」的高

潔意義在竹菊的依傍下更能顯示出來，在《儒林園》中，作者也以文

字繪製出了這樣的菊石圖。就在周恕生情書被搜出受嚴厲批判而顯現

出湖石風骨的第九章即將結束時，古華安排飽受凌虐精神已不正常的

「太湖才女」楊麗萍在屋外唱著江南彈評曲調的李清照〈聲聲慢〉，

歌詞是：「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在這樣的

敘事中，緩緩將鏡頭從對「太湖石」的聚焦中，步步拉遠，帶出「菊

                                                 
30 陳從周主編，《中國園林鑑賞辭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 1042。 
31 古華，《儒林園》，頁 181。 
32 同上註，頁 184。 
3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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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湖石」的畫面。我們可以說，此章之所以用楊麗萍吟唱〈聲聲慢〉

的情節結束，一方面在於進一步塑造周恕生的「太湖石」意象，另方

面也在強調其高潔的文人風骨。顯示出雖然處於菊遭摧殘的時代，但

湖石仍舊嶙峋挺立。  

除了代表「文人風骨」，太湖石具有「孔洞」的特質，所被賦予

的「虛實並構」象徵，對應了作者塑造「周恕生」這個角色的特殊手

法，並直指小說所欲批判的「二元對立」思想。作為「太湖石」這個

象徵物的對應，周恕生這個角色被以「講／不講」、「活／不活」、

「恕／不恕」、「有情／無情」等幾方面進行塑造。而從這幾看似二

元對立，實為悖論的人物塑造方式，可明顯看出古華是如何透過《儒

林園》對「十七年」與文革時期，乃至於對當時的主要思想進行批判

與省思的。 

（一）講／不講 
在《儒林園》中，作者讓「周恕生」在「儒林園勞教營」中從頭

到尾不肯開口說一句話，而透過前述所分析出的「周恕生」與「太湖

石」之意象連結，不免使我們聯想到陸游〈閑居自述〉中所寫的：「花

若解語還多事，石不能言最可人」這句話。
34 第十六章的〈蘭亭會，

沈園戀〉回顧「周恕生」與「夏蓮蓮」在紹興沈園發展的愛情故事強

化了與陸游此語連結的可能。陸游的「石不語」可說是賦予了「周恕

生」之「不講」幾分「話外」的意義。我們認為這其實表現了從「十

七年」到文革時期，在「講」與「不講」之間，所表現的一段耐人尋

味的歷史過程。  

在那段歷史過程中，知識份子可說是沒有「話份」的。這裡的「話

份」一語借用自韓少功的《馬橋辭典》〈話份〉詞條。正如該詞條一

                                                 
34 陸游，〈閒居自述〉：「自許山翁懶是真，紛紛外物豈關身？花如解笑還多事，石不能言最可人。

淨掃明窗憑素几，閑穿密竹岸烏巾。殘年自有青天管，便是無椎也未貧！」。出自《劍南詩稿》

卷三十五，《陸放翁全集》（北京：中國書店，1986），頁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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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所說的：「『話份』在普通話中幾乎找不到近義詞」
35

，所以我

們會需要從《馬橋辭典》借用這個語詞來討論「講／不講」。「話份」

是「馬橋」詞彙中「特別緊要的詞之一」，意思是「語言權利，或者

說在語言總量中占有一定份額的權利」。  

握有話份的人，他們操縱的話題被眾人追隨，他們的詞語、句式、

語氣等等被眾人習用，權力正是在這種語言的繁殖中得以形

成…。“話份＂一詞，道破了權利的語言品格。一個成熟的政權，

一個強大的集團，總是擁有自己強大的語言體系，總是伴隨著一

系列文牘、會議、禮儀、演說家、典籍、紀念碑、新概念、宣傳

口號、藝術作品，甚至新的地名或新的年號等等，以此取得和確

立自己在全社會的話份。
36  

從這段引文中很容易可以看出其指涉的正是：在那段歷史時期中，最握有

話份人的，無非是「毛主席」，「毛話語」主宰了一個時代的話語。而一般

民眾中，被賦予最多「話份」的人，則是貧下中農，貧下中農即使不會講，

不想講，也會被請出來「講」，出來「憶苦思甜」。汪曾祺曾寫過一個短篇

小說〈歷史〉，談農民的「講用」，就反映了這段歷史的荒謬性。 

那麼沒有話份的人呢？韓少功在〈話份〉中說道：「一個沒有話

份的人，所謂人微言輕，說什麼都是白說，人們不會在乎他說什麼，

甚至不會在乎他是否有機會把話說出來。他的言語總是消散在冷漠的

荒原，永遠得不到回應」
37

。在十七年與文革期間，知識份子屬於最

沒有「話份」的一群。但那時知識份子的「不講」，除了沒有「話份」，

其實還有更深刻的因素，這一點，目前暢銷各地的中國科幻小說《三

體》也由敘事者道出了其中原由： 

                                                 
35 韓少功，《馬橋辭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頁 171。 
36 同上註，頁 157。 
37 同上註，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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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牛鬼蛇神相比，反動學術權威有他們的特點：當打擊最初

到來時，他們的表現往往是高傲而頑固的，這也是他們傷亡率最

高的階段；他們有的因為不肯認罪而被活活打死，有的則選擇了

用自殺的模式來維護自己的尊嚴。 

從這一階段倖存下來的人，在持續的殘酷打擊下漸漸麻木，這一

種自我保護的精神外殼，使他們避免最後的崩潰。他們在批鬥會

上常常進入半睡眠狀態，只有一聲恫嚇才能使其驚醒過來，機械

地重複那已說過無數遍的認罪詞；然後，他們中的一部份人便進

入了第三階段，況日持久的批判將鮮明的政治圖像如水銀般注入

了他們的意識，將他們那由知識和理性構築的思想大廈徹底摧

毀，他們真的相信自己有罪，真的看到了自己對為大事業構成的

損害，並為此痛哭流涕，他們的懺悔往往比那些非知識份子的牛

鬼蛇神要深刻得多，也真誠得多。38 

《三體》所描述的是文革的狀況，在《儒林園》所寫的「十七年」時代，

知識份子是被要求要進行自我批判的，他們當時雖無「話份」，卻是被迫

要「講」，也就是要要自我檢討，自我批判。即便如此，有風骨的知識份

子卻總能在這種自我檢討中，呈現出對價值觀堅持的風骨，豐子愷的〈檢

查我的思想〉即為一個佳例。
39  

                                                 
38 劉慈欣，《三體》（臺北：貓頭鷹出版社，2011），頁 68。 
39 例如豐子愷在 1952 年被迫發表了一篇〈檢查我的思想〉，發表於《大公報》。該文看似是他對

自己過去的生活和思想進行反省和否定而寫出這樣的檢討：「直到現在，這種小資產階級的自由

主義的思想在我心中還沒有出清，我正在用馬列寧主義思想來根除它」。對此文，劉再復曾感到

迷惑，他說： 

豐子愷本人在時代的壓力下竟然不得不在被社會凌辱之後也自我凌辱，而且給這顆一塵不

染的心靈扣上『名利觀點』、『舊人道主義』等各種帽子，甚至把它視為一種『病毒』，

要求『群眾』來清洗這種病毒。這是怎麼回事？這是怎樣的邏輯？這是怎樣的革命？難道

真的需要連最純潔的童心也要摧殘乾淨，才算革命得徹底嗎？難道中國的進步真要付出整

個人性的代價連人性最底層的天真天籟也要消滅嗎？讀了豐子愷先生的檢查，我不能不感

到難過，為一名善良作家的自我踐踏而難過；我也不能不感到迷惘，為人類的童心無處安

生而感到迷惘（劉再復，〈豐子愷帶給我的迷惘〉，《中國時報》，1997 年 11 月 7 日）。 

 但其實豐子愷此文全段細述這些舊思想的內容，真正用合乎當時政治正確概念檢討的只有樣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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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豐子愷的例子中可看出，知識份子對自己堅持信念的被要求

「不講」，卻在被要求的「講」中，「講」出他們所被要求的「不講」。

而《儒林園》中的「周恕生」雖「不講」，但他的「不講」卻有其力

量，他的「不講」，使他所唯二講出的話：「士可殺，不可辱」，以

及「為什麼要活？為什麼要活？」，更有「講」的力量。石雖「不語」，

但「不語」的「語」，其力量實則更強大。  

（二）活／不活 
在勞改營中，「周恕生」從頭到尾都「不講」，一直拒絕說話，

細讀文本，可發現他總共只有講過兩句話：「士可殺，不可辱。為什

麼要活？為什麼要活？」40。他的「不活」，是《儒林園》文本中的

一個重要情節。除了質問為什麼要活，他還在日記中寫道：「這個世

界我看透了，不讓人活，只讓人畜生一樣苟且偷生……」41，由此可

知他的「不活」，是因為不想處在像畜生一樣苟且偷生的「非人」狀

態。古華似乎是透過這樣的情節安排與「為什麼要活？」的話語，詰

問著：在這樣的社會狀況下，「不活」而如「太湖石」般進入「物」

的狀態，會是文人呈現其「風骨」不得不的一種選擇。  

                                                                                                                      
的一兩句，細讀可發現其實他是在藉此被迫「要講」的檢討，宣揚舊思想的內容，這是他對被迫

「要講」的政治正確內容的「不講」。以下用其自我檢查的第四點「舊人道主義觀點」為例來說

明這種在「講」與「不講」之間耐人尋味之處。在〈檢查我的思想〉中，豐子愷檢討自己這種思

想的來源有二，其中之一是家傳的舊道德思想： 

這種思想的來源，也有兩個：第一是家傳的舊道德思想。我父親是舉人，我祖母是女知識

分子，我幼時讀過四書五經。“溫柔敦厚＂是我的家教。我小時曾以“忠恕＂、“溫良恭

儉讓＂為座右銘。因此一向缺乏鬥爭心，而確信感化主義。（豐子愷，〈檢查我的思想〉，

《天涯》第 5 期，頁 77-78。） 

 豐子愷對自己的「思想檢查」實際隱含了對毛澤東思想的檢查，以及對自己的「人道主義」觀點

的傳播。對毛澤東的批判是著眼於毛澤東在 1927 年所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說

的：「革命不是請客吃飯、不是做文章、不是繪畫繡花，不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不迫、文質彬

彬、那樣溫良恭讓。革命就是暴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暴烈的行動」（毛澤東，〈湖南

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戰士》第 30 期，1927 年 3 月）。豐子愷在「檢討」中，實際是對自己

的「人道主義」觀點進行了堅持與傳播。在這裡他被迫「講」自己的「過錯」，但他實際上卻是

「不講」自己的「過錯」。 
40 古華，《儒林園》，頁 356。 
41 同上註，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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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華在《儒林園》中安排周恕生的「不活」，與他在《芙蓉鎮》

中所強調的「要活著」，形成強烈對照。《芙蓉鎮》中的男女主角，

各因為知識份子與富商的身份，在文革期間不斷被批鬥，在這種處境

中，他們都「不曉得自己為甚麼活著，為甚麼還能活著」42。而女主

角「胡玉音」在「每次挨鬥挨打、遊街示眾後……就覺得自己活夠了」

43。她每次睡醒，也總要自問：「奇怪，還活著？為甚麼還不死啊」

44，她幾次想投河，但看到自己在清澈水中的倒影是那樣善良純真，

就感到委屈而有了氣：「我偏不死！我偏不死！我為甚麼要死？我犯

了哪樣法，哪樣罪？我為甚麼活不得？」45。她在「活」與「不活」

之間掙扎，直到自從她與男主角「秦書田」相愛，懷了孩子後，才「開

始覺得活著是多麼地好，多麼地有意思。真傻，從前卻總是想到死，

死」46。她和男主角因相愛而被嚴酷拷打批闘，最後被押在宣判台上

宣判各處數年徒刑時：「兩人……反動的心相通，彼此的意思都明白：

『活下去，要像牲口一樣活下去』。」47。另外，在「秦書田」被發

放勞改期間，友人將「胡玉音」送往醫院生產，當「胡玉音」被從產

房推出來時，一動不動，就像死了一樣。在護士告訴友人「胡玉音」

是因為麻藥未退才尚未醒來時，友人心裡大喊大叫「活著！活著！」、

「活著！活著！」48。小說接近尾聲時，生下孩子的「胡玉音」開始

覺得「好死不如賴活，賴著臉皮也要活，人家把你當作鬼、當作黑色

的女鬼也要活……才不死哪，再苦再賤，他都活得有意思，值得」49。

古華《芙蓉鎮》中所賦予主角的這種強烈的「活著」的意志，可說與

余華的小說《活著》中奮力「活著」的主角福貴兩相輝映。  

                                                 
42 古華，《芙蓉鎮》（臺北：遠流出版社，1988），頁 190。 
43 同上註，頁 191。 
44 同上註。 
45 同上註，頁 193。 
46 同上註，頁 200。 
47 同上註，頁 214。 
48 同上註，頁 241。 
49 同上註，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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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為何在古華寫於十年後的《儒林園》中卻會安排「周恕生」

不斷說「為甚什要活？為什麼要活？」，甚至讓周恕生最後甚至以「為

什麼要活？」為理由，牽佈電線，企圖讓勞教營中被監禁的知識份子

全都「不活」，並在計畫失敗後，仍以自殺實踐其「不活」的想法呢？

筆者認為，或許古華是想藉由「周恕生」表現如《三體》中所描述的

文革最初階段那些「高傲而頑固」、「選擇了用自殺的模式來維護自

己的尊嚴」的所謂的「反動學術權威」。「士可殺，不可辱」是這些

知識份子決定「不活」的信念，相較於《芙蓉鎮》，周恕生唯有悲壯

地轉為「非人」的「物」－「太湖石」，方能呈現一代知識份子「嶙

峋而立」的「風骨」。而這種具有「風骨」象徵、嶙峋而立的太湖石，

實際上卻經常是支持文革時代知識份子在非人處境中堅持活下去的

一種力量。而對照於這個角色被安排的名字最後一個字的「生」與「活」

的同義，這種「不活」，更具意義。談到周恕生的名字，再與他「紹

興師爺」的這個得自其來自紹興的身分，不免使人聯想起同樣出身紹

興的魯迅－周樹人，在「樹」與「恕」的轉換之間，帶出「恕／不

恕」的辨證。  

（三）恕／不恕 
綜觀《儒林園》故事內容，以及檢視章節份量與篇章安排，可以

得知「周恕生」可說是《儒林園》中的核心角色。意味深長的是，作

者除了刻意讓他和魯迅（原名周樹人）一樣姓周，且家住紹興，與魯

迅故居「百草園」、「三味書屋」屬同一巷弄。以「周恕生」對照周

樹人，其意義首先在於，在那個時代，魯迅可說是當時在毛澤東之外，

最具有「話份」的人物，雖說當時魯迅已過世，但由於毛澤東對魯迅

思想的曲解與挪用，使魯迅著作中留存的話語被解除脈絡，再被賦予

具當時主要意識形態下所認可的內涵，成為一切的真理。正如韓少功

在《馬橋辭典》中談「話份」時所說的：「『文化大革命』中，馬克

思和魯迅在中國受到了最高程度的尊崇，是空蕩蕩書店裡最終得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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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的幾位偉人中的兩位」
50

。「魯迅」思想可說是被毛澤東所調整挪

用，據以操作，以行其個人政治操作的。例如毛澤東對魯迅「恕」的

觀念的片面解釋，即為如此。而古華卻用「周恕生」這個角色與「魯

迅」兩相對應，形構出「恕」與「不恕」悖論與思辨，無形中，也為

魯迅被誤解的「不恕」，作了釐清。  

小說以「周恕生」對照「周樹人」，以「恕」代「樹」，透過「樹」

「恕」同音而做的轉換，間接討論了魯迅是否真的「不恕」的議題。

毛澤東刻意曲解魯迅思想，對知識份子行「不恕」的對待，並藉以製

造階級的仇恨對立。此「不恕」，不但上溯千古，且將此「階級罪惡」

強行放置在在二十世紀知識份子身上要求背負，據此對知識份子進行

絕不原諒的無情批鬥。毛澤東的「不恕」對「十七年」與文革災難的

根源性影響，使當代研究魯迅的學者，重新檢視魯迅思想中的「恕道」

觀念，為魯迅的思想與毛澤東思想之間劃出一定的界限。51 

關於魯迅「恕」與「不恕」的思想論題，主要是出自於他的〈打

落水狗〉、〈鑄劍〉等作品，52 以及魯迅在 1936 年病重時所寫的一

句話：「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來，怎麼回答呢？

我想了一下，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不寬恕」53。宋

志堅的〈孔子的寬恕與魯迅的不寬恕〉一文便詳細論證出：魯迅的不

寬恕與孔子的寬恕其實有其相通之處，並不是極端對立，相通之處都

是兩者都不是絕對的不寬恕，「都有一個界限，就是『改而止』」54，

也都是「以直報怨」式的「恕」。55 

前面曾談到豐子愷曾被迫書寫〈檢查我的思想〉一文，由該文可

                                                 
50 韓少功，《馬橋辭典》，頁 157-158。 
51 如吳作橋，〈試論魯迅的人道主義〉，《魯迅研究月刊》，1996 年，頁 28-33。宋志堅，〈孔子

的寬恕與魯迅的不寬恕〉，《文藝評論》，2012 年，8-9，頁 180-187。 
52 宋志堅，〈孔子的寬恕與魯迅的不寬恕〉一文列出相關文本並進行分析。請見宋志堅，〈孔子的

寬恕與魯迅的不寬恕〉，《文藝評論》，2012 年，8-9，頁 180-187、186-187。 
53 魯迅，〈死〉，《中流》第 2 期，1936 年 9 月。 
54 宋志堅，〈孔子的寬恕與魯迅的不寬恕〉，頁 186。 
55 同上註，頁 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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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傳統文人對「恕道」的看重，以及這種看重，如何成為思想檢

查時被批判的重點。以下是豐子愷被迫「講」時，如何細說自己對恕

道的信仰與實踐：  

我小時曾以“忠恕＂、“溫良恭儉讓＂為座右銘。因此一向缺乏

鬥爭心，而確信感化主義。我的參加創辦立達學園，就是這思想

的事實表現。立達的創辦人以匡互生先生為首……我也參加在

內，……。我所以如此熱心，是為了立達的感化主義的教育：不

記過，不開除，……；學生犯了過失，教師苦口地說服他，匡先

生甚至對他們流涕；校中捉牢了偷兒不送公安局，也用勸導和說

服來幫助他改過自新……凡此等等，我都衷心地同意，因此熱心

地參加。 

由豐子愷這段文字，可以看出人道主義者對「恕」的主張，與毛澤東「不

恕」的思想之間，有著怎樣的衝突。他在文中談到自己的主要家學之一，

就是「恕道」，還以上百字的篇幅，細細列舉立達對學生所進行的恕道教

育，並說自己對這些教育方式：「都衷心地同意，因此熱心地參加」。他甚

至說出：「我讀夏丐尊先生譯的『愛的教育』，常常流淚。現在回想，立達

的精神，有幾點是有意義的。豐子愷可說是藉其被迫的「講」，表面上反

省自己對「恕」的主張與行為，實質上卻在宣揚恕道，且質疑了毛澤東思

想中的「不恕」。「恕」是寬容，而「周恕生」對照魯迅原名「周樹人」與

「周恕人」的諧音，共同批判了毛澤東的「不恕」。56 

傳統的「恕」道代表「寬容」，而在《儒林園》中，「周恕生」

的相關情節中，刻意表現了他對這種代表寬容的「恕道」之實踐。例

                                                 
56 豐子愷被迫對自己的「人道主義」思想進行檢討，但事實上當時備受尊崇的魯迅也是一個「人道

主義者」，吳作橋在〈試論魯迅的人道主義〉一文中便分析道：「人道主義既然是對於弱者、稚

者、反抗者的同情、愛惜與讚美，也必然是對於惡勢力的一種詛咒與憎恨與無情的鬥爭。有愛必

然有恨，愛與恨是『人道主義』一詞不可或缺的兩個方面……愛與恨的辯證統一才是真的人道主

義」，並以此說明魯迅乃一人道主義者。請見吳作橋，〈試論魯迅的人道主義〉，《魯迅研究月

刊》，1996 年 07 月，頁 28-33、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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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大家揪出同教「河南騾子」偷「周恕生」情書繳交給勞教員，

以致被群起憤慨地作為「奸細」揍打時，原本一直靜坐的「周恕生」，

卻「忽地『哇哇』大叫，像頭惡狼似地撲入人群，整個身子趴在了血

跡斑斑『湖南騾子』身上！如果還有人施展拳腳，就只會打在紹興師

爺身上了」57，由此情節可看出周恕生饒恕了出賣他的人，……。以

致後來，其他的勞教生受其感染，也實踐了這種「恕道」，我們可以

看到在周恕生布下電網，要電死大家卻被發現時，58 大家並不怨恨

他。同時勞教生在被動員對周恕生以批判「鞭屍」時，甚至還脫帽偷

偷哀悼他，59 這是其他勞教生對「恕道」的實踐。凡此都在對照與

批判著「對過去幾千年的階級仇恨一點都不寬恕」的階級鬥爭思維。 

進一步看，「恕」是中國歷代文人所恪守的儒家思想重要原則之

一。《論語・里仁》有言：「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60 朱熹對曾子此語的註解為：「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己矣

者，竭盡而無遺之辭也」61。據此，所謂的恕，乃是推己及人，設身

處地為他人著想。梅葆玖在談及其父梅蘭芳在弟子們心中的形象是嚴

守「忠厚恕道」的家規，「有傲骨但沒有傲氣」具有「溫和卻不軟弱

的文人風骨」，62 而周恕生一貫的憤怒形象，正是「有傲骨但沒有

傲氣」、具有「溫和卻不軟弱的文人風骨」。周恕生的傲骨使他看似

「不恕」，但作者古華刻意安排他對「湖南騾子」報以「恕道」的情

節，呈現「恕」與「不恕」之間的辯證關係，而其「恕」與「不恕」

的辯證關係，也呈顯在他看似「無情」卻「有情」的表現上。  

                                                 
57 古華，《儒林園》，頁 196。 
58 同上註，頁 346-350。 
59 同上註，頁 358。 
60 朱熹，《四書集注》（臺北：學海，1975 年）。 
61 同上註。 
62 〈梅蘭芳雙甲子誕辰梅葆玖懷念先父：“忠厚恕道＂盡顯文人風骨〉，《新華網》，2014 年 07

月 04 日，https://kknews.cc/culture/4qq2aov.html，（2017 年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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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情／無情 
「情」可說是「周恕生」這個角色的重要內涵，他的「看似無情

卻有情」，對比於國家主體的「看似有情卻無情」，更顯動人。「周

恕生」作為「太湖石」所代表的「情」的內涵可從許多情節中看出來，

首先，他在勞教營中始終不肯開口說話，卻常獨自哼唱著《梁山伯與

祝英台》中的〈樓台會〉。另外，第十六章的〈蘭亭會，沈園戀〉與

第十七章〈今世又梁祝〉細細描繪他與情人夏蓮蓮在紹興蘭亭與沈園

這兩座園林中發展出愛情的故事。還有在勞教營中日日為夏蓮蓮寫寄

不出去的「情」書，作者在在都是以「情」在塑造著周恕生這個角色。 

小說中藉勞教員公開宣讀周恕生的情書的情節，可說能對照出對

當時社會思想的強烈批判，也同時顯示當時許多思維的荒謬性。例如

勞教員批判周恕生：「自比封建時代的才子佳人，靈魂多骯髒，多陰

暗」63。「才子佳人」故事傳頌的是人性中的「情愛」本質，當時卻

將愛情視為「小資產階級情調」進行批判。這種連「情」都被視為骯

髒的時代，正為周恕生「不活」的一種理由。另外，同樣以園林為場

景的才子佳人戲曲《牡丹亭》，女主角杜麗娘為「情」而死，是「至

情」的表達，而在寫有周恕生自殺情節標題為〈壯哉！師爺〉的第十

八章，就彷彿歌頌著這樣的至情。正如同《牡丹亭》作者湯顯祖在序

中所說的：「如麗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不知所起，一往而深，

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不可與死，死而不可復生者，皆非情之

至也」。「太湖石」之為「物」，因有「情」而「生」，成其之為「人」；

「太湖石」之為「人」，因其「有情」而可以「死」，成其之為「物」。

也如同湯顯祖在此序中最後所感嘆的：「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

自非通人，恒以理相格耳。第云理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牡丹亭》中的太湖石，是杜麗娘放置「寫真／自畫像」以傳情給夢

中相遇的「柳夢梅」之所在，周恕生所化身的「太湖石」，也就在這

                                                 
63 古華，《儒林園》，頁 186。 



．東海中文學報． 

 ．128．

樣的文本連結中，可以被理解為「情」的象徵。太湖石作為「至情」

的「物／人」在那「無情」的「人非人」時代，捍衛著做為人之所以

為「人」的本質。另外，賈寶玉在《紅樓夢》十七回中的遊園過程中，

指瀟湘館「有自然之理，得自然之趣」，這既是曹雪芹藉賈寶玉之口，

講述造園法則，也是以林黛玉為典型，讚美其至情，方為合自然本質，

合乎人性的表現。  

談到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儒林園》不但透過具太湖石「物象」

的周恕生寫「情」，也透過他寫「慾」，以進一步追溯「人」的本質，

向時代索討「人性」。在第二、三章的〈天牢風采〉中所描述的「周

恕生」幾乎一語不發，但他晚上睡覺前總是會看著情人夏蓮蓮的照片

自慰，使得鐵床架嘎嘎作響，因而引發眾勞教生的不滿。對照後面篇

章中文本為他所勾畫的太湖石形象，整體看似不太協調。在主題如此

嚴肅的創傷文學作品中加入自慰情節，讀來也頗感突兀。但事實上，

古華正以此顯現作為人，就會有情，就會有慾，「慾」作為人的本質

之一，使得我們瞭解到在文本中置入這樣的情節，其實是在召喚「人

性」。  

做為讀者很容易可以看出周恕生的形象是作者主體位置所認同

的一方，所以當勞教員以誦讀方式唸出周恕生情書，藉以批判這一批

信件的反動性時，勞教生們卻在聽完這些充滿感情的文字後，為其情

感所動，也對那些具思辨性的想法，產生共鳴：「都只剩下了軀殼，

而把思想、靈魂、感情留在了早訓話的那土坪上，留在了那個平日不

大起眼、甚至人人都有些嫌惡的紹興師爺身邊了」64。《儒林園》藉

由本質為「物」的「太湖石」意象，來表現「人」的情慾本質，毋寧

是對「唯物」主義的一種嘲諷，也是作為「傷痕文學」中的一部作品，

對「非人」時代的一種詰問。  

                                                 
64 同上註，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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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人／非人： 

以「十七年」作為創傷時代表徵 

《儒林園》的敘事中總是讚美著園林春意，似被用以對照周恕生

的情感與慾望，共同召喚著「人性」：  

儒林園舊監理，也滲透著春的氣息：三棟大寢宮之間的空地上，

長出了亮眼的青草。青草中還夾有一小朵、一小朵不知名的野花。

高牆上、巖壁上，爬著些細瘦的卻是綠葱葱的藤蔓，以及東一片、

西一塊的濕漉漉的青苔、地衣。土坪裡則仍是光禿禿的，……。 

春天了，連頭上的藍天、白雲，都淨潔了、鮮亮了。65 

透過「春」的氣息，文本召喚來「人」的意象，描述了楊麗萍如何在一個

星期天的上午，「孤伶伶地站在土坪上，仰望著藍天上一隊一隊排列成『人』

字型的大雁」66。這雁陣「是那樣地整齊有序，那樣地親密和諧，自由地

翱翔」，使她「望得著了迷」。其他的眾勞教生被她的舉動吸引，來到土坪

上，「獃獃地觀望著天上的大雁」，他們「眼睛模糊了」，原因呢？「不知

是為著天上的歡欣，還是為著地上的悲傷。因為他們自身，便是一隻隻被

折斷了翅膀的大雁。一群衣衫襤褸，不能遨翔的大雁」67。 

為何《儒林園》文本安排這一幕的「知識份子仰盼人形雁群圖」

呢？《儒林園》故事發生的時間主要在 1965 年初，是所謂的「十七

年」時期的第十七年，接著便是文革。翻開著名學者丁帆在與王世城

合著的《「頌歌」與「戰歌」的時代－「十七年文學」論綱》（以

下簡稱《十七年文學》），第一章的標題便是〈「人」與「自我」的

失落〉。「人與自我的失落」是他們所觀察到的「十七年」文學最主

                                                 
65 同上註，頁 98。 
66 同上註，頁 99。 
6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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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現象之一，書中直言：「十七年文學呈現出了一種普遍的『非人

化』面貌」68，「十七年」文學是「人性的空白與禁區」69，他們分

析了當時的文學之所以有這種表現的原因在於，那個時代本身不能談

及「情」與「慾」的「非人」狀況：「對革命功利性、對無產階級特

徵的強調，使得愛情追求、思想苦悶、感傷孤獨、憐憫同情等種種對

『 為 工 農 兵 服 務 』 無 益 的 主 題－被 視 為 『 小 資 情 調 』 而 漸 成 禁

區。……『人』的豐富內涵已被規範為政治一維，作為人的人性已被

抽空」70。其中所列舉出其所謂「人性」的內容為：「舉凡親情友情，

倫理人情，情感體驗，審醜愛美，個人的憂傷痛苦、孤獨寂寞、感時

傷古，對自然界弱者的憐憫同情，乃至一花一草引起的個人情感波

動……均是貶抑「人性」的表現」，兩位學者因此質疑：「離開了這

些豐富複雜的人性構成，『人』還剩下什麼？」71。也就由於這種「外

部社會的『非人化』及其政治內因」，使得「十七年」的文學家呈現

出同時失去「在」與「思」的「非人」面貌： 

當他們準備將自己的「思」奉獻給某種外在意志時，他們也毫無

保留地將自己的「在」奉獻出去。這樣留在他們軀殼內的，就不

再有自我，規定他們做為主體性人存在的內在品質也隨之消失

了。在喧囂、動盪的茫茫塵世間，他們從此成為「非我」的存在

者，不斷被外在力量朝一個「規範」方向塑造，不斷遵循著某種

規則向前運動，而反抗－哪怕只是一種幽微的反抗意象－又

只是一個個不斷被猝然驚醒的短夢。在諸種外來壓力下，他們的

本該作為「思」的物化形式－創作成果，如何會不變形，呈現

為一種「非我」－即「非人」－的被規範面貌呢？72 

                                                 
68 丁帆、王世城，《「頌歌」與「戰歌」的時代－「十七年文學」論綱》（臺北：新地出版社，

2016），頁 48。 
69 同上註，頁 61。 
70 同上註，頁 52-53。 
71 同上註，頁 61。 
72 同上註，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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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年文學》進一步分析「十七年」時期這種「非人」現象的

歷史及文化根源：「這種『人』與『自我』的消失，不是突如其來的」

73，是有其從傳統到五四、三十年代、四十年代的歷史淵源的。他們

認為在五四之前，除了一小部分文人能「意識到自己作為『個人』的

存在並發出個人的聲音外，其他人大都是作為一種『規範』或向『規

範』努力的化身而存在的」74，而這些文化上的規範是：「不將『人』

視為『人』，而視作某種倫理規範的載體。因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缺

少個人意識，缺少對活潑生動的具體之『人』的關懷」，這些傳統文

化因素的存在，「使得五四樹立的『人的傳統』並不堅固」75。到了

二十世紀三十年代，要「歌頌集體力量、體現集體力量」的規範性要

求，使人們「喪失了『人』的真實主體性」76。四十年代的解放區文

學，則被丁帆與王世城視為是「『十七年』文學的源頭和範本」，是

「規範逐漸產生，作家逐漸向規範認同、看齊並且在此過程中拋棄了

自身『思』與『在』的過程」77。這些都是「十七年」文學的「非文

學化」、「文學的政治化」、以及「文學作為「人學」的「非人化」

的內在因素。78 

《儒林園》中，也有許多對「非人」化的批判，以及對「人」的

召喚，例如當周恕生寫給情人的日記被搜出來後，勞教員將之大聲朗

讀出來進行批判，其中寫著這樣的句子：「這個世界我看透了，不讓

人活，只讓人畜生一樣苟且偷生」79；師大之花、太湖才女楊麗萍也

多次痛罵負責「教化」知識份子的工人階級：「你們不是人，也不把

人當人」80、「你們！不是人！不是人……」81。楊麗萍跟柳逢春跨

                                                 
73 同上註，頁 49。 
74 同上註。 
75 同上註。 
76 同上註，頁 51。 
77 同上註。 
78 同上註，頁 60。 
79 古華，《儒林園》，頁 187。 
80 同上註，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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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階級談戀愛，進而發生關係，後來楊麗萍被當成勾引工人階級的罪

犯審判，被要求交代，當時她也不斷說：「不是人」82。事實上，在

傷痕文學中，出現許多同樣批判著時代的「非人」現象，召喚著「人

性」的作品。例如戴厚英所寫的《人啊人》，書名便揭示了其呼喚；

宗璞的〈我是誰〉中，被剃了陰陽頭的知識份子和《儒林園》眾勞教

生一樣仰望天空，看著成「人」字行伍的雁群，但產生了「人」字雁

群被蟲蛭啃蝕的幻覺，批判著時代。83 

古華的另一部創傷文學作品《芙蓉鎮》（1981 年出版）對「非

人時代」的批判更為強烈，同為黑五類的男主角秦書田和女主角胡玉

音在被訂為黑五類而被掛黑牌、被批鬥後：「心理都很痛苦，他們卻

渴望著過上一個『人』的生活」84。秦書田被下放到千里之外服刑，

胡玉音獨自一人掙扎著臨盆時，谷燕山送她到醫院，在等待胡玉音剖

腹產時，谷燕山想著他自己「文化水平不高，不知『人性論』為何物，

水平有限，思想不通竅。……竟也中了『階級鬥爭熄滅論』、『人性

論』的毒害這麼深」85。正如小說中所提到的，在文革時期「人性論、

人情味屬資產階級」86，一直愛著胡玉音的黎滿庚在文革時不肯去上

台批鬥胡玉音，為此大隊黨支部批判他的「人性論」。黎頻頻自問「『人

性論』啊『人性論』，『人性論」是個什麼東西」」他不懂，但「人

性論」這個罪名卻被強塞在他嘴裡。87 透過這段情節，古華明白的

批判了當時的思想意識的「反人性論」現象與「非人化」現象。故事

繼續發展，當文革以拉下「四人幫」的方式結束後，胡玉音獲得平反，

鎮委對她宣布可退屋退款，胡玉音卻說「先不忙退樓屋，不忙退款子，

                                                                                                                      
81 同上註，頁 251。 
82 同上註，頁 261。 
83 宗璞（馮鍾璞），〈我是誰〉，《宗璞小說散文選》（北京：北京出版社，1981 年）。 
84 古華，《芙蓉鎮》（臺北：遠流出版社，1988），頁 189。 
85 同上註，頁 240。 
86 同上註，頁 216。 
87 同上註，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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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先還我男人！還我男人！我要人！要人！」88「我要人！要人！」

的呼喚，以及兩人再相逢後，說出「萬萬想不到，老天開了眼，我們

還有做人的一天……」89 的這些情節與話語，在在都是在對時代索

求「人性」。  

這種「非人」化現象也以另一種方式反應在「十七年時期」小說

創作中角色的塑造上，《十七年文學》一書就寫道：「如果要問十七

年文學寫了多少種人？可以簡單地回答：兩種：好人和壞人。或者再

極端點回答：沒有一個」90，原因是：「十七年文學所寫的『好人』

或『壞人』都存在『非人化』的傾向或事實上即『非人』」91，論者

從文本中所提出的證據是：  

現實中的『人』，應該是一個內涵豐富的系統。……人首先不僅

僅是作為政治產物而存在的，然而十七年中作家對人的理解（或

是那個時代對人的理解）卻是：階級社會裡人的階級性（及政治

性）佔據著主導地位；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間的關係只能是你

死我活、沒有任何共同層面的敵對關係……這是一個奇怪的命

題：這些人性的內容既不允許在無產階級身上出現，又不能在資

產階級身上出現－還有哪一部作品改寫資產階級的仁慈、博愛

呢：這樣完美的典型和這樣高純度的典型，那個身上還能見到點

常人的氣息呢？92 

地主兒子僅僅因為出身地主階級，便必須不能僅僅只是懶惰而

已，不管他願不願意，因為他已成了階級的符號，他已經不是做

為一個活生生的具體的人出現了。這種以階級政治屬性來定義

人、劃分人，來排斥任何非政治性非階級性的人性，事實上只能

                                                 
88 同上註，頁 255。 
89 同上註，頁 261。 
90 丁帆、王世城，《「頌歌」與「戰歌」的時代－「十七年文學」論綱》，頁 62。 
91 同上註。 
9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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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扼殺了人的最基本特徵。93 

《儒林園》中的楊麗萍、周恕生、水抗抗、召樹銀都是由於這樣的「血統

論」而不能當「人」的。水抗抗的父親不敢與妻兒相認，也出於這個原因，

這是所謂的「人的異化隨之而來的必然是人際關係甚至家庭關係的全面政

治化」94。《十七年文學》舉秦兆陽的《秋娥》為例，指男主角用各種方法

想讓妻子原諒他讓他進門，卻獨獨沒想到要「動之以情」95，原因是「『情』

根本不存在」96，「妻子在他眼裡不是與自己平等的家庭成員，不是愛的對

象，而是政治改造的對象」97，以致於「夫妻間的關係不是以『情』維繫，

而是以政治的準則來維持」98。《儒林園》中關於水抗抗和他父親的關係也

是如此：他們倆在水抗抗二十四歲時才初次見面，見面時兩人「四目相對」，

「就在一刻，兩個社會地位、政治等級都有著天壤之別的人，呈現出了一

種奇妙的精神上的平等。因為他們都失去自己，都不知道自己是誰。他們

早已經沒有了真正的自我，只有一具為偉大領袖的思想，以及由這思想派

生出來的各種各樣的概念、觀點、意識名詞等等填充起來的皮囊、軀殼」

99。水抗抗之父是黨職人員，他對水抗抗說要和被劃為地主分子的母親劃

清界限，脫離關係才能自保：「我也是沒辦法。吃了這碗飯，鬥爭無情，

六親不認，只能講黨性、階級性……」100。水抗抗當場拒絕，因為他不願

意像他父親一樣當「神」，當「一尊政治金剛，革命菩薩」101，也因為他：

「不管怎麼說，也要活得像個人！」102。下一章的起始，在諸多因景生情

                                                 
93 同上註，頁 63。 
94 同上註。 
95 丁帆、王世城，《「頌歌」與「戰歌」的時代－「十七年文學」論綱》，頁 63-64。 
96 同上註，頁 64 
97 同上註。 
98 同上註。 
99 古華，《儒林園》，頁 222。 
100 同上註，頁 225。 
101 同上註，頁 229。 
102 同上註，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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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詠秋古典詩引文的帶領下，古華又讓秋雁「在高潔的藍天上寫下一個接

一個「人」字，咕咕歌唱著，飛過儒林園上空」103。 

藉由「是人／非人」，《儒林園》呈現了創傷文學中常見的「非

人」記憶，以及「是人」的召喚。「創傷文學」指文革結束後的「新

時期」所寫作關於文革歷史創傷的作品，因此創傷文學作品一般多聚

焦於文革時期（1966 年 5 月－1976 年 10 月）的歷史記憶。《儒林園》

就寫作時間與作品內容來看，都可歸類文「傷痕文學」作品，但是其

內容涵蓋的時間跨距卻是文革發生之前的一年，以及文革結束後的幾

年，並在人物背景的回溯描述中，上溯到民國時期。一整個文革時期，

在《儒林園》中，除了文革開始的那一年的幾個零散片段的描述，其

他是完全空白的，也就是完全「不在場」的。固然，這呈現了文革的

發生，有其上溯到「十七年」時期的歷史源頭，但「文革」在《儒林

園》中的「不在場」，卻使其完完全全，更強烈的「在場」。這樣的

「在場／不在場」，可以用「太湖石」意象，在此文本中的「在場／

不在場」來理解。  

五、在場／不在場： 

《儒林園》對「辯證唯物論」的解構 

園中立峰，亦存假中寓真之理，在品題欣賞上以感情悟物，且進

而人格化。 

～陳從周104 

古華的這部小說以「儒林園」為名，看似指涉中國自古以來特有

的空間類型－文人園林，以之為主要意象，但實則是一種對照。旨

在以「儒林園」的非「園」性，對比呈現真正「文人園」的精神意義，

                                                 
103 同上註，頁 233。 
104 陳從周，《說園》，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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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形成知識份子精神「烏托邦樂園」與「失樂園」的對照。正如這部

小說核心的意象－太湖石，從頭到尾並「不在場」，只表現在楊麗

萍園林意象所進行的烘托，及周恕生這個角色的塑造上。然而，這樣

的「不在場」卻使得我們益加感知到「太湖石」的「在場」。「在場

／不在場」可說是一種差異遊戲，一如「講／不講」、「活／不活」、

「恕／不恕」、「有情／無情」，目的都在於顛覆「二元對立」的思

維。而之所以要顛覆此一思維的原因在於「二元對立」可說是「歷史

唯物論」的概念核心，而「歷史唯物論」正是毛澤東搧動工農兵，打

壓知識份子，以獲取政權、鞏固領導中心的最關鍵策略。由於毛澤東

的刻意聚焦，以利用「鬥爭」手段，推動革命，使得「歷史唯物論」

一詞在中國幾乎等同於「馬克思主義」。  

《儒林園》第九章的〈情書，奸細〉一開頭便以對儒林園中的「晨

霧」所進行的兩段對比性描述，解構「唯物辯證論」的「二元對立」

觀：  

晨霧真是大自然的奇蹟，有形有色，包容萬象於懷抱，掩護山川

於渾然。……她是虛無的化身，她為縹緲作證。她撩人光怪陸離

的夢幻，寄人天上人間的遐想。他無爭無求，無得無失，大悟大

徹，瀟灑飄逸。她最神秘，哲理，詩意。 

且慢！晨霧，有人指你為大自然的偽善者！你模糊是非，阻擋視

野，消磨意志，遮蓋醜類，淡化兇殘，淹沒真實，迷濛悲苦，侵

吞星月……你以光明為敵，你與黑夜結盟，你跟陰險為伍，你佈

設迷途歧路！ 

古華以此顯示，同樣是以「晨霧」為描述對象，卻可以有兩種完全對立的

觀點。傳統的道家美學之不泥於二元對立或一己之見，相反的，「歷史唯

物論」造成的思維問題，一如「南詔國王子」在給他姊姊在信中所寫的：

「人活在世上，究竟圖個什麼？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信仰、思想主張，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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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圖回答這個問題。不同文化、種族、信仰，應有不同的回答。我們倒是

省事，只有一種回答，由一個人代替回答。誰不同意，就專政，就你死我

活。為什麼要人家都死了，他才能活？」105。 

對於「辯證唯物論」這種二元對立的鬥爭哲學，李澤厚與劉再復

在《告別革命－二十世紀對談錄》中的〈「鬥爭哲學」和所謂的辯

證唯物論〉一章，有過深刻的對話。李澤厚指出：「鬥爭哲學」是毛

澤東思想的根本，而毛澤東所謂的「鬥爭哲學」等同於他所奉行的「辯

證唯物論」。毛澤東反覆將其鬥爭哲學以「一分為二」表達，而所謂

的「一分為二」是指：「兩極對立是絕對的，一個吃掉一個是絕對的」

106，而毛澤東就是透過將鬥爭「絕對化、必然化」，而「使鬥爭成為

一種不能懷疑的官方哲學」107。劉再復更指出毛澤東的「辯證唯物論」

「這種二元對立的世界圖式始終主宰著我們[指劉再復這一代人的思

維」108。  

進一步說明「辯證唯物論」，根據李澤厚的解釋，辯證唯物論的

「辯證」兩個字是所謂的「矛盾統一」，但毛的鬥爭哲學卻將之曲解

為矛盾兩方之間的鬥爭關係：  

鬥爭哲學依據這一原則把矛盾、鬥爭絕對化，認為對立之間不能

長久調和，否認其維持變動中平衡、和諧的可能和重要。這種哲

學觀念和階級論結合，就絕對拒絕階級調和和合作，而只有你死

我活的階級鬥爭一條出路了。這種思路發展到極端，就是全黨全

民全國的日常生活都要「以階級鬥爭為綱」。109  

而正如劉再復所分析的，過去的中國文人所抱持的是：「我國的

                                                 
105 古華，《儒林園》，頁 280-281。 
106 李澤厚、劉再復，《告別革命－二十世紀中國對談錄》（臺北：麥田出版社，1999），頁 193。 
107 同上註，頁 193-194。 
108 同上註，頁 193-195。 
109 同上註，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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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哲學，講中和、中庸，就是尋找矛盾的調和之路」110，但宣揚毛

澤東「唯物辯證法」最力的華崗（1903-1972），111 在 1953 年的一

次學習報告會，以「唯物辯證法的歷史根源和意義」為題，大大的批

評了傳統的「中庸之道」，他說： 

把唯物辯證法看成是中國儒家思想裡的［中庸之道］，那是大錯

特錯了。宇宙間大大小小的事務，其本來的面貌就是處在不斷運

動中，不斷暴露矛盾和解決矛盾的發展過程中，……唯物辯證法

教導我們：要善於發現事物矛盾，找出這些矛盾的原因和解決這

些矛盾的辦法，從矛盾中指出真理……中庸之道……沒有是非之

分，它們不是找出事物矛盾的原因及其解決辦法，而是使事物矛

盾調和起來，人工的把矛盾掩飾起來，這樣是不能解決矛盾的。112 

華崗強調：「唯物辯證法所以是真理，是因為宇宙間任何一個事物在一定

時間、地點、條件下只能有一個真理，而真理必須通過事物對象矛盾的揭

發和鬥爭，才能發現」113，他也指出：「毛澤東的一切著作都是藉助於辯

證唯物論」114。對於這一點，劉再復的觀點可以為證，他認為在毛澤東「把

鬥爭哲學視為絕對不變、絕對不可懷疑的官方哲學後，以階級鬥爭為綱便

形成一種固定化的思維結構，一講階級合作和階級調和，簡直是罪大惡極」

115。 

諷刺的是，在 1930 年翻譯出版《共產黨宣言》，116 又著有《魯

迅思想的邏輯發展》、《辯證唯物論大綱》的華崗，字西園，筆名林

                                                 
110 同上註。 
111 華崗擔任山東大學校長期間，任學習委員會主任，規劃了全校性的「辯證唯物論」學習會，從

1953 年 9 月到 1954 年 12 月之間為期一年。華崗親自擔任主講，分十一個專題，講授了 35 次。 
112 華崗，〈唯物辯證法的歷史根源和意義〉，徐經澤等紀錄，《文史哲》第 1 期（1954 年 1 月），

頁 822-835。 
113 同上註，頁 823。 
114 同上註，頁 834。 
115 李澤厚、劉再復，《告別革命－二十世紀中國對談錄》，頁 197。 
116 華崗的譯本是中國出版的《共產黨宣言》第二種全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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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父（一作林石夫）、華石修等。這幾個名字，在在充滿了園林與園

中湖石的意象，而園林美學或「虛實並構」的太湖石，其美學基礎卻

是反「辯證唯物論」的。另外，華崗之名也令人想起山水園林文學經

典中的重要地點－「華子崗」。王維〈山中與裴秀才迪書〉說：「夜

登華子崗，輞水淪漣，與月上下」。「輞水淪漣，與月上下」是一種

水天合一，上下融通的狀態，因此園林中常以「水中月」虛實照應美

學的呈現，117 是一種「矛盾的調和之路」。  

李澤厚以「歷史前進的二律背反」來說明這種狀態在歷史社會學

上的意義在於「歷史總是在矛盾中前進」118，而太湖石之所以成為文

本潛藏的意象，一部份在於其石中有孔的「虛實並構」特質，映現著

「太湖石」在《儒林園》中「不在場」的「在場」之意義，使本文得

以論證：《儒林園》作為創傷文學的一部作品，以「園中湖石」為核

心意象，藉其「不在場」的「在場」，解構了毛澤東那造成中國知識

份子巨大歷史災難，強調二元對立以合理化階級鬥爭的「辯證唯物論」

思想。  

六、結語 

綜觀《儒林園》全書，作為知識份子風骨意象表徵的太湖石之「『不

在場』的『在場』」，固然解構了毛澤東的「辯證唯物論」，成為古

華對文革創傷根源的回顧與反省後所提出的一項有力論述。然而，作

為傳統有風骨文人表徵的太湖石，其在書中的「不在場」，是否正表

現著這樣的文人在文革，甚至文革結束後的新時期，其實真的是「不

在場」的？ 

分析《儒林園》可發現代表太湖石意象的周恕生被作者安排死於

文革前夕，小說中透過周恕生的遺囑，特意明白告訴讀者周恕生死於

                                                 
117 陳從周主編，《中國園林鑑賞辭典》，頁 998。 
118 李澤厚、劉再復，《告別革命－二十世紀中國對談錄》，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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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曆一九六六年四月十日凌晨」 119，一般認為文化大革命開始於

1966 年 5 月，文本設計讓周恕生死於文革前夕，頗耐人尋味。透過

這樣的安排，古華或許正意於提出：在文革的歷史過程中，知識份子

是否並未扮演知識份子該有的角色，而是默默的承接了種種無理的對

待與論述。而在文革結束後的新時期，知識份子對這個歷史災難應有

的反省，也幾乎是付之闕如的。正如《儒林園》小說的最後一章所呈

現的故事結局，幾位倖存的勞教生與水抗抗仍位居高位的父親在酒店

聚餐，水抗抗關心的是他的商務，楊麗萍準備出國承接祖父在美國的

事業。「好萊塢博士」王力軍也將赴美講學，語態隨意輕鬆，似乎傳

達著他的「儒林園日記」日後即使有機會拍成電影，也會是「好萊塢」

版的。種種情節，在在表現了，周恕生死後，知識份子其實已經就「不

在場」了。這麼看來，古華在文革後看似藉傷痕文學作品展開對文革

所喪失人性的重新召喚，但實則迴盪出對人、對國家的深刻悲觀。  

古華的《儒林園》雖出版於 1990 年，但其寫作時間實為 1980

年代。蔡翔在《革命／敘述》一書中指出 1980 年代是一個重要的敘

述領域，而其重要性在於：「如果我們不瞭解前三十年的複雜演變，

那麼我們就不可能真正瞭解 1980 年代，同樣，如果我們不瞭解 1980

年代，那麼我們同樣不可能瞭解前三十年以及後三十年的歷史運動的

多重的邏輯纏繞」。120 他認為只有去瞭解 1980 之前的三十年而非只

有瞭解文革，才能解釋為何文革結束後，中國沒有「回到傳統的社會

主義（“十七年＂）之中－儘管，這一重回“十七年＂的願望曾經

成為主流意識形態的表述內涵」，121 也解釋了中國在 1990 年代「告

別革命」以「重新進入“世界體系＂」122 的原因。由這樣的觀視，

使我們更加肯定了《儒林園》這部長久被忽視的著作，當被重新審視

                                                 
119 古華，《儒林園》，頁 356。 
120 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像（1949-1966）》（北京：北京大學出版

社，2010），頁 385。 
121 同上註，頁 387。 
122 同上註，頁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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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的意義與價值。  

最後，我們認為，《儒林園》也可與古華在相隔二十餘年後（2016

年）在臺灣出版的另一部敘述文革的小說《北京遺事》參照閱讀，用

以理解古華的文革敘事與文革省思在 1980 年代到 2010 年代相隔近三

十年間的差異與變化。尤其因為前者是古華在剛離開中國赴加拿大時

所寫作，後者是他在加拿大居住近三十年後所寫，在比較中將可觀察

到作為一個文革的經歷者，在適應作為一個「海外華人」的身份後，

對文革進行反思、敘述時所表現的變化。瞭解《儒林園》，再對照《北

京遺事》，便可從「個人身份策略上的選擇意涵對文革敘事上的影響」

123 進行比較研究，使觀視的重點與本篇論文一樣，都拋卻「文革的

真相是什麼？」的目的，去探討人們如何記憶、敘述、再現與反思文

革的這個問題。在老成凋謝之際，文革記憶逐漸失憶與「被失憶」，

但造成文革的思想根源在某些程度上猶且支配著當代中國的官方思

維，海外華人的文革敘事又經常被質疑為迎合西方人的中國想像時，

對古華這兩部作品進行這樣的比較閱讀，將會有其重要的意義與價

值。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1. 明・湯顯祖，《牡丹亭》，臺北：里仁出版社，1995。  

 2. 清・曹雪芹，高鶚，《紅樓夢校注》，馮其庸等校注，臺北：里

仁出版社，2003。  

二、近人論著 
 1. 丁帆、王世城，《「頌歌」與「戰歌」的時代－「十七年文學」

論綱》，臺北：新地出版社，2016。  

                                                 
123 蔡明芩，《回憶文革：在超越與再現間的選擇視野》（臺北：國立臺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陸暨兩

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09），頁 175。 



．東海中文學報． 

 ．142．

 2. 古華，《北京遺事》，臺北：聯經出版社，2016。  

 3. 古華，《芙蓉鎮》，臺北：遠流出版社，1988。  

 4. 古華，《儒林園》，臺北：海風出版社，1990。  

 5. 朱衣仙，〈異質地誌學與明清文人園林場域的相互證發〉，《東

海中文學報》第 34 期，2017 年 12 月。  

 6. 李澤厚、劉再復，《告別革命－二十世紀中國對談錄》，臺北：

麥田出版社，1999。  

 7. 宗璞，〈我是誰〉。《宗璞小說散文選》，北京：北京出版社，

1981。  

 8. 華崗，〈唯物辯證法的歷史根源和意義〉，《文史哲》第 1 期，

1954 年 1 月 31 日。 

 9. 曹淑娟，〈袁宏道的園亭觀及其柳浪體驗〉，《唐宋元明學術研

討會論文集》，臺北：國立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國立臺灣大

學中國文學系，2005。 

 10. 許子東，《為了忘卻的集體記憶：解讀 50 篇文革小說》，北京：

三聯書店，2000。  

 11. 許子東，《許子東講稿：第一卷－重讀“文革＂》，北京：人

民文學出版社，2011。 

 12. 陳從周，《說園》，臺北：木鐸，1986。  

 13. 陳從周主編，《中國園林鑑賞辭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

社，2001。 

 14. 趙倚平，〈知識份子思想改造檢討書一束（1951－1952〉，《天

涯》第 5 期，2013 年。  

 15. 劉再復，〈豐子愷帶給我的迷惘〉，《中國時報》，1997 年 11

月 7 日。  

 16. 劉慈欣，《三體》，臺北：貓頭鷹，2011。  

 17. 蔡明芩，《回憶文革：在超越與再現間的選擇視野》，臺北：國

立臺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陸暨兩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09。 



．「不在場／在場」的「園中湖石」： 

由《儒林園》探尋知識份子文革創傷的歷史根源． 

 ．143．

 18. 蔡 翔 ， 《 革 命 / 敘 述 ： 中 國 社 會 主 義 文 學 － 文 化 想 像

（1949-1966）》，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10。  

 19. 韓少功，《馬橋辭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 

 20. 豐子愷，〈檢查我的思想〉，《天涯》第 5 期，2013 年。  

 



．東海中文學報． 

 ．144．

The “Absence/Presence” of the 
“Tai-Hu Rock”: An Inquiry of the 

Reaso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Trauma the Intellectuals 

Experienced from Gu Hua’s Novel 
The Ru-lin Garden 

Chu, I-Hsien ∗ 

【Abstract】 

The Left Wing Movement during the “Seventeen-Year” (1949-1966) 

period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which followed was a 

catastrophe for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erefore, most of the art and 

literary art works of the so-called "New Period" try to reconstruct the 

experience they encountered during these historical events and deal with 

their trauma. However, within them there are only few works offer 

criticism for the attitude of intellectuals facing with those torture and 

provide in-depth thinking for the causes of the relate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Gu Hua’s The Ru-lin Garden is one of them. This article 

studies how the author create an imagery of Tai-hu Rock, which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Chinese literati garden design, to embody the 
dign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i, so-called “Fong-Gu”(風骨) and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不在場／在場」的「園中湖石」： 

由《儒林園》探尋知識份子文革創傷的歷史根源． 

 ．145．

also to represent the paradoxical juxtaposition of negative and positive 
volume (虛實並構) concept of Daoism.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rough 

the imagery of “Taihu Rock” and the design of many meaningful pairs of 

binary opposition sets and the paradoxical juxtaposition of these binary 

opposition sets, the novel criticizes Mao’s core device for evoking 
revolution ─ "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 ─  which is based on 

dichotomy, and attributes it a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this historical 

catastrophe. 

 

Keywords: the Seventeen-year Period, narrat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ese garden, Tai-hu Rock,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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