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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晚，在青岛市崂山区，著名作家陈
若曦出席首届路遥文学奖颁奖典礼，并为“路
奖”得主阎真颁发奖牌。3月30上午，她发表精
彩演讲《寻找“桃花源”》。本报记者3月28日
晚对她进行了专访。

一本外国人的书召唤我回大陆

晚上9点半多，我们忐忑地敲开了陈若曦的
门，77岁的她毫无倦色，笑容可掬，一个多小时
谈兴甚浓。我们的夜话就从她第一次来大陆展
开。

陈若曦一开始是害怕政治的，她的第一个男
友就因莫须有的“匪嫌”罪名被判刑10年，当
时，一谈大陆，她就色变。

“后来，我读到一本书，埃德加·斯诺写的
《红星照耀中国》，那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
很强的报道性作品，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的共产
党领袖的行踪和风格。我不相信台湾的反共宣
传，外国人写的不会是骗人的，我就开始悄悄接
触红色读物。还有，因为出身乡村木工家庭，向
往社会主义，童年在台湾受过日本殖民统治，我
个人信奉民族主义，书生报国是本分。”

恰在这时，她结识了新男友、后来的丈夫段
世尧，段世尧是个进步青年，跟她谈新中国人民
当家作主，没有压迫与剥削。他们买了《毛选》
四卷认真研读，段世尧把毛主席的诗词放在枕头
底下，睡前必翻看，默诵。陈若曦还买了英文版
的《资本论》，规定睡前必须读10页。他们从内
心深处充满了对新中国的无限向往，最后下了决
心，到祖国大陆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不能从美国直达祖国
大陆，陈若曦夫妇只好绕道欧洲，从法国巴黎辗
转回国。那一天是1965年的10月18号。

“一下飞机，就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在上海的机场。我收集的8大本上万张中外邮
票，被检查人员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全部没
收。我从外国带来的画册因有一些半裸或是全裸
的人体画，也被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了，统统没
收。就连我们沿途照的幻灯片也被反复检查，看
有没有秘密。”陈若曦一边笑一边说，“还有，
他们管我叫段世尧的爱人，我羞死了。因为在台
湾，爱人，是第三者的意思。我们被安排在爱国
大厦，4天中，不停地参观上海市容，看电影，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都是始料不及的，新奇
的。然后到了北京，我们被安排在北京华侨大厦
5楼的一间客房，等待分配工作。结果一等就等
了两年零四个月。”

接待他们的是北京市干部局，但他们的生活
由民政局负责，一到华侨大厦，他们就得到一摞
餐券和布票。他们的餐券是甲等的，每人每天一
元五角，夫妇合在一起，中晚餐都是两菜一汤，
米饭馒头随便要。这是对他们的特别关照。看到
工人师傅吃的都是炸酱面黑馒头，他们请求自动
放弃甲等待遇，后来改成丙等，每人每天一元
钱。

“在饭店里，第一年我生下第一个孩子，是
个男孩，我给起了个很有时代色彩的名字：段
炼。就是自觉接受锻炼的意思。由于没有工作，
除了带孩子，我就出去看大字报，可以说，我目
睹了‘文化大革命’的好多细节，如情绪激昂的
学生运动。”陈若曦说，“往事不堪回首，但我
不后悔我的选择。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国家正处
在拐弯的地方，我们经历了。‘文革’经历让我
得到了成长。我永远不会忘记，即使在那个特殊
年代，祖国同胞对我们生活上的帮助，让我体验
到人间的温暖。”

“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

陈若曦夫妇后来被分配到南京华东水利学院
（现河海大学），段世尧是留美的流体力学博
士，他对分配的工作不太满意，希望搞流体力学
研究。管分配的干部说，水不是流体吗？回答让
人啼笑皆非，一句话，就进了水利学院。他们刚
入校时，正值清理阶级队伍，不久到青龙山煤矿
挖煤，以后开展“一打三反”和捉“五一六”分
子，最后到“五七干校”进行了三年劳动改造，
段世尧学会了种稻插秧，但荒废了专业研究。

这期间，陈若曦生了第二个男孩，为表示男
女平等，儿子随母姓，名叫陈赓，纪念中国人民
解放军陈赓大将。直到1972年秋天，陈若曦才算
走上岗位，教英语。

1973年，陈若曦一家移居香港。在大陆那段
刻骨铭心的日子，如骨鲠在喉，总想写出来。于
是她铺纸命笔，写出了著名小说《尹县长》。

《尹县长》写的是“文革”初期发生在陕西
省兴安县的一个悲剧。冤死者名叫尹飞龙，原型
为一位雷姓人物，他是在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的
国民党上校，为共产党努力工作了十多年，到
“文革”时只是个小小的挂名的县长。这也罢

了，他仍然难逃厄运，终因“历史问题”而被枪
毙……这篇作品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1974年
11月号（107期）。

此作发表后，陈若曦就一发而不可收，紧接
着便有《耿尔在北京》《值夜》《晶晶的生日》
《查户口》《任秀兰》等篇什陆续发表，后集结
成《尹县长》一书，于1976年3月在台湾出版，
至1979年4月，三年间竟再版了21次。这篇小说
被评为二十世纪百部中文小说之一。

1976年至1978年，陈若曦移居加拿大，继续
埋头写作，在台湾发表了《老人》等七个短篇小
说，1978年4月，以《老人》为书名的小说集也
结集出版了。此外陈若曦还写了长篇小说《归》
以及其它一些作品。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大陆，
虽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还是非常封闭，文
学批评家、文史家一般都不知道陈若曦在香港发
表的作品，都把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
《班主任》这两篇短篇小说看作“伤痕文学”的
代表作。从时间来说，这两篇作品都比陈若曦的
《尹县长》晚了好几年。“严格说来，《尹县
长》应该是最早的伤痕文学代表作，或者说是发
轫之作。”评论家肖夏林说。

“尹县长”送我回大陆

陈若曦说：“1984年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到
香港，看到我的《尹县长》，觉得我写得还挺客
观的，因为台湾当时和大陆都是互访的，他就回
去把书拿给他爸爸看，说这是姓陈的作家写的。
胡耀邦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他看过之后就通
过媒体说，我们欢迎陈若曦女士有空再来祖国大
陆看看，现在改变很大了。”

“可以说，是‘尹县长’，送我回大陆的。
那是1985年的春天，我回来了，我先到我过去工
作的地方，现在的南京河海大学，旧地重游，物
是人非。后来又去北京，在中南海，胡耀邦一见
面就说，我看过你的书，书写得很真实，没有夸
大嘛！胡耀邦没有架子，谈话很随意，就跟聊天
一样。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他建议我去西藏看
看。”

谈到第二次回祖国大陆的感受，陈若曦说，
恍若隔世，今非昔比，感慨万千。“整个社会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
可以告慰‘尹县长’的在天之灵了。”

1987年，陈若曦到了西藏，西藏作家益希单
增陪着她，去了拉萨等地。“我就觉得西藏太需
要海外的华人来介绍了，所以就觉得自己应该多
做这种工作，那次，我带了一团的人来西藏，走
到哪里，我们就去敲敲门，西藏的建筑是不规则
的，很自然，很好看。藏民很热情地让我们进
去，我记得有个藏族人把我们让到家里，站在一
个箱子上面去够大的衣柜，捧下来的是饼干，饼
干都六个月了，一碰就酥掉了。我就特别感动，
他那么热情，根本不认识你，但像老友相逢。他
一个人在家，我们一敲门就让我们进去，我很感
动。”

陈若曦相继写出了纪实性散文《西藏行》、
《青藏高原的诱惑》等文章，比较公正客观地向
海外介绍了祖国边疆的面貌。她还在美国到处演
讲，宣讲自己眼中的西藏和大陆对西藏的民族自
治政策。

“陈若曦旅馆”

荒唐的动乱年代，让陈若曦失望，她有过泪
水，有过委屈，但她的那颗爱国心，一直像一面
鲜红的旗子，迎风招展。

在大陆改革开放后，她自觉自愿地充当海内
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她在美国伯克莱的家，经常
高朋满座，少长咸集，一时有“陈若曦旅馆”之
誉。海峡两岸到美国的作家，都愿意到她家下
榻，她家房子也多，一住就多日，她不厌其烦地
组织座谈演讲，受其热情款待者，不胜枚举。大
陆老中青三代作家都受过她热情接待，如诗人艾
青夫妇，小说家丁玲、沈从文、萧乾、萧军、王
蒙、茹志鹃、王安忆，剧作家曹禺、吴祖光，表
演艺术家英若诚等等，有五六十位。

为便于中美文学、两岸文学交流，陈若曦决
心把海外散沙般的华文作家凝聚起来。1989年7
月，她发起成立了“海外华文女作家联谊会（后
改称协会）”，并担任首位会长。海外华文女作
家协会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会员遍及世界各地。
“中国人都喜欢当什么长啊，哈哈，我这个会
长，是干事的。”

“1995年我回到台湾定居，刚回去的时候是
在大学里教书，在慈济大学，只教两年，我开了
一个当代文学课，专门讲台湾和大陆的文学，我
教过贾平凹的小说，他那一本《废都》，删掉的
字，加了几个方框，这本书我没教。我说开这个
课，要把大陆的人请过来，啊，我好努力地请
啊，然后呢，大陆这边不放人，好累啊。小说家
王蒙请成功了，然后请张贤亮，当时张贤亮也很
红火，张贤亮说我愿意去。不仅是我这个学校的
课，还排着高雄的课，台中的课，都排他去演
讲，唉呀，到了那天他不来，说是手续没办下
来，害我取消了。等到我取消的那一天，张贤亮
说我到机场了，气死我了。所以说你被人骂你活
该啊，我们这种小事都被搞得没脸了，都该骂。
现在很简单了，那个时候要打一个报告到内政
部，一个月才下来，然后送到大陆那边去，然后
你这边又半天不来，好辛苦哦。”陈若曦说。

“七十自述”写出大半生追寻

陈若曦一直“与政治难分难舍”，被评论家
誉为是一位“社会意识强烈”的作家。

2008年，刚满70岁的陈若曦，出版了首部自
传《坚持·无悔——— 陈若曦七十自述》。

陈若曦说：“那本自述本来写了24万字，后
来出版社的人说，陈老师，现在长了都没人看
啊。我就把它删到十七万五千字。我是抱定要么
不写，要写就老实写的信念撰写此书的。”

自述以事件为纲，洋洋洒洒，回顾了陈若曦
在中和与永康街度过的童年、亲眼所见的二二八
事件、求学生涯、感情归属。包括在留美时与台
湾夫婿段世尧结婚，毕业后在先生提议下，回归
心所向往的祖国大陆，以及他们夫妻历经七年
“文化大革命”生涯。

“我是知道什么就写什么，包括二二八事
件，很恐怖啊。有一个人回忆，日本房子不是榻
榻米嘛，高起来的地方里面是空的，叫小孩子躲
在里面，可小孩憋不住了就出来玩，看到了暴行
啊。”陈若曦说。

2011年4月，继自传《坚持·无悔——— 陈若

曦七十自述》后，陈若曦又写出《我乡与她
乡》。在此书中，陈若曦再一次表明，她的创作
“是在反映那一刻的社会现实”。“要我关起门
来写一些脱离现实的故事，非我所愿，也非常不
喜欢。”她这部作品，一如以往，充满现实色彩
和感时忧民的情怀，言之有物，切中问题核心，
令人感动，更令人深思。

和尚还分大陆和台湾？

陈若曦有一些朋友有“台独”倾向，动不动
就走极端。

陈若曦说：“像我的一个妹夫，他支持‘台独’，
我妹妹在加拿大，没到过大陆，妹夫他们家都有

‘台独’倾向，我的妹夫的脚不踏上大陆一步，后来
他的女儿去美国念书了，过节了回来跟她的妈妈
上大陆来旅行，过完了好开心，说大陆好啊。可那
个先生脚都不踩大陆一脚，可你有什么资格讲大
陆不好，你都没去过，这么极端，真没办法！”

陈若曦的一部长篇小说《慧心莲》，得了
“中山文艺奖”，这是她第二次得奖，第一次是
《尹县长》，一个奖给两次，台湾作家中只有她
一个。“有一天，我的妹妹看了书，忽然就跟我
讲，哼！把大陆和尚写得这么好”。

陈若曦说：“小说《慧心莲》透过一家三代
的学佛和出家故事，从遁入空门到争取剃度和生
涯规划，刻画了台湾三十年来的佛教兴革和社会
变化，更为妇女奋斗和成长作了纪录。小说名取
自慧、心、莲三个女人的名字。这是台湾第一本
写佛教的小说，台湾佛教不是大陆传过来的吗？
第一代人出家就是生活所逼、逃难。而现代人出
家不一样了啊，大学毕业生去出家，他把这个当
事业了。书中大学生出家的住持是大陆来的老和
尚，捐钱让尼姑去留学。我妹妹就说，你把那个
大陆和尚写得那么好。我说，和尚还要分大陆来
的和台湾本地的？和尚是慈悲为怀、四大皆空的
啊。所以我就说，‘台独’都到这么偏激的地步
了，不可理喻。我们已经几年不见，我都不跟他
们一家联系了，不来往了，太极端了。还有，
‘台独’分子刻意忽视大陆的变化，太空船上天
了，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了，他们视而不
见。”

“桃花源”就在脚下

陈若曦当年在美国结婚，为了孩子生在祖国
大陆，采取避孕措施，坚决不让孩子生在外国。
“自己都不想当美国人了，哪能让孩子生在美国
呢。我希望自己的孩子生在大陆，要让儿子是
‘国货’。我这一代中国人，生于日本殖民统治
时期，民族意识特别强烈，感叹中国百年积贫积
弱才备受外侮，知识分子当以天下为己任，且先
天下之忧而忧，学成报效祖国是理所当然之
事。”陈若曦就是这么倔强。

1995年，陈若曦回台定居，为生态环保等公
益事业奉献余力。在陈若曦大半辈子的人生跋涉
中，她从未放弃过对理想、民主、平等、自由的
追求，她与海峡两岸的重要政治人物胡耀邦、蒋
经国等都有过接触，经历过很多文学事件与政治
事件，在她身上有一部鲜活的现当代史，和一颗
饱满的赤子之心。

陈若曦演讲主题是“寻找‘桃花源’”，她
在总结何为“桃花源”时说：“这世上本没有什
么天然存在的桃花源，路在自己脚下，要想找到
这个理想之地，就要看你自己是怎么想和怎么
走，换句话说，脚下就是‘桃花源’，祖国就是
‘桃花源’。”

“桃花源”本来就是陶渊明的天才创造，这
里面有文化寄托。其实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陈
若曦举例说，她的老同学、好朋友、著名作家白
先勇现在搞昆曲，其实，就是在自觉弘扬中华典
雅的文化。

“以前白先勇演那个《牡丹亭》，在台北，
我们这些老同学都去捧场，有一个文学博士，我
们的同学，他睡了半场，到了第二场就说你把票
拿去，我不来了。我呢，是看得津津有味，其他
那些老同学都睡着了。看戏剧，都是要到一定的
年纪才行，像我从前一直标榜现代主义，我的妈
妈带我去看平剧（过去台湾管京剧叫平剧），我
都是睡得迷迷糊糊的，舞台上乒乒乓乓，我都能
睡着，最后我妈妈背我回去。到了大学我还是不
喜欢看，可是到了四十岁，有机会来大陆，我突
然意识到我应该来研究一下，没想到一看就入迷
了，到一个地方，我就说今晚上演戏，你们都不
用陪我，有戏我就去看戏。我发现整个戏园子
里，中年人就我一个，两三排是老年人，其余的
都是空的。我主张京剧要改革，要浓缩，要现代
化。”陈若曦说，“我非常愿意参加大陆的一些
文化活动。比如这个路遥文学奖，我不管是官方
的还是民间的，其实，民间评奖，有时更有草根
性，有生命力。”

生于台湾的陈若曦，本名陈秀美，因
早年与台大外文系的同学白先勇、欧阳
子、王文兴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而
开始为人所知。“当时，我讨厌国民党的
反共八股，当局美其名曰叫战斗文学，整
天打打打啊什么的。我上初中时，搞演
出，我就扮演一个男主角，从台湾派到大
陆偷情报，结果跟大陆的女子（台湾叫
‘女匪干’）相好了，被出卖。嘣——— 枪
一响，我就倒在舞台上成僵尸了。我说这
个的意思，就是我也受到影响。对反共抗
俄啊什么的，我们感到很厌烦，抵触。就
偷着去借西洋的翻译小说，一看，人家有
情有爱，缠缠绵绵，我们整天打打杀杀，
所以说，历史的发展都有个过程。”

陈若曦说，台湾作家陈映真是个很执
拗的人，他认为大陆什么都好，连“文
革”也不能说坏。被台湾人称为“老
左”，“只有我敢当着他的面说‘文革’
的错误，因为我有‘文革’期间7年的经
历啊，我说的时候，他不吭声。他知道我
从来不说谎话的。其他人讲‘文革’的不
好，他把脸一耷拉，不高兴。他不是喜欢
‘文革’，他就是左派，祖国就是好的，
不准你批评。他没有亲身经历嘛，爱国，
爱到了很深的程度，就是不要听你们讲祖
国的坏话。”

陈若曦的经历，每一次，每一步都很
精彩，像个战士一样。她说，我是实践主
义者，我不排斥政治，但也不愿卷入政
治，“因为政治是客观存在，避不开，你
就要勇敢面对它。我认为作家第一件事就
是要讲真话，其实做人最重要的也是讲真
话。”

现在台湾报业是什么情况？陈若曦
说，1988年台湾媒体开禁，报业解除三限
（限证、限张、限印），一时之间群雄并
起。从1988年到1992年，市场上出现了很
多报纸。《中央日报》在开禁后不久就销
声匿迹了。在台湾，办报的资本比办实业
少很多，只要有一点资本都可以办一份报
纸。现在台湾的报纸少了，版面也少了，
在我那个年代，文学副刊，比新闻都好看
啊，现在就是看网络啊，副刊版面就更少
了，后来慢慢的就萎缩了。现在过分自
由，注意力就分散，众声喧哗。

“二十年前我刚从美国回台湾，我说
有个什么新闻，打电话给美国朋友，你没
看到报纸啊，那边朋友说，我们不订报纸
了，我们从网络上看。我觉得蛮奇怪。现
在我们也都上网看报纸了，重要的，浏览
浏览，看看就算了，但像我，还是一直订
报，一直订到三年前，我就不订了，为什
么呢，订报纸，把人养懒了，觉得报纸都
送到门口了，就不想动了，我就怕变成宅
女啊，宅老啊，之后就这样不订报纸，每
天出去运动，然后顺便买报纸。下雨天我
也要出去买报，强迫自己。”陈若曦说。
报纸是让陈若曦出来锻炼的一个“理
由”，一个“牵挂”。

陈若曦说，现在年纪大了，不再写小
说，除非别人约稿，写点短东西。台湾现
在写作的年轻人很多，大多都是在网络
上，比如九把刀。“我看网络不能看久，
眼睛不行。只能收看个E-mail,我只知道九
把刀的名字而已。”

除了西藏、内蒙古，陈若曦还去了祖
国大陆很多地方，曾两次去四川地震灾区
捐助受灾的孩子上学。她说：“山东是个
好地方，青岛啊、威海啊，都好，我还去
过曲阜，专门参加了祭孔仪式，齐鲁之
邦，人杰地灵。山东的馒头，特别有嚼
劲，打开来，密密的，一层层的，手工
的。现在台湾也有卖，都要排队。每天告
诉你，十点半出炉，一天出炉三次，我离
他们的摊位很近，都买不上。”

台湾作家陈若曦是个传奇人物，她出生在台湾，留学美国，“文革”期间来到祖国大陆7年，后又迁居香港，一年后又

前往加拿大，1979年再度移居美国，1995年回台湾定居。虽年逾古稀，她依然往返于海峡两岸，为两岸统一默默地出力。

陈若曦：寻找“桃花源”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于晓波 实习生 曹火霞

下雨天也要

去买报
□ 逄春阶 曹火霞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陈若曦，本名陈
秀美，1938年出生。
台湾大学外文系毕
业。美国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写作系硕士。
1960年与白先勇、王
文兴等创办《现代文
学》杂志，以写实小
说闻名文坛。1989年
创建海外华文女作家
协会。

于晓波/摄影

英国首相卡梅伦
被10岁女孩问倒

身经百战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在竞
选中很少慌乱，日前却被一个10岁女
孩的问题难倒。10岁小女孩莱玛在电
视节目上向卡梅伦提问题：“除了自
己以外，让你选择一位政界人士赢得
大选，会是谁？为什么？”卡梅伦为难地
表示：“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希拉里参选美国总统
的四大对手

67岁的希拉里宣布参
加2016年美国大选。目前
阶段她的最主要对手是杰
布·布什，另有共和党泰
德·科鲁兹、兰德·保罗和
马可·卢比奥。

美华裔议员被任命为
众院民主党助理党鞭

美国华裔国会众议员
孟昭文被众议院民主党党
鞭霍耶任命为众议院助理
党鞭。孟昭文的职责是协
助霍耶就新法案提供建
议，并向民主党领袖反映
党内当下意见动向。

南非两岁DJ迅速走红
天赋令人惊叹

南非约翰内斯堡一名两
岁男童奥拉提尔威·隆韦
恩，因展露出的DJ才能迅
速走红，在Facebook上已经
拥有了近2 . 5万名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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