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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過對小說《秧歌》的構思和寫作過程的討論，本文測繪了冷戰初期，張 

愛玲的文化活動軌迹與冷戰歷史地理情境之間的關係。本文首先論述在1950和

60年代台海兩岸分隔的背景下，流寓紐約的胡適和客居香港的張愛玲書信往來，

討論《秧歌》和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藉此反思「平淡而近自然」的文學特徵。

然後，以互文解讀的方法，探討《秧歌》和社會主義中國初期的新農村電影《太平

春》（1950）與《遼遠的鄉村》（1950）之間的關聯，思考身處對立意識形態陣營的文

藝創作者，如何回應變化莫測的文藝政策，設定自我的文化位置，尋求可能的藝

術創作題材和風格。最後，從敍事風格和性別政治的角度出發，討論《秧歌》中包

含的典型文化冷戰敍事類型——間諜敍事，並以此探討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文化冷

戰策略與新中國文藝政策之間意味深長的交集。

關鍵詞：張愛玲　《秧歌》　《遼遠的鄉村》　間諜敍事　文化冷戰

近年來，隨着張愛玲（1920-1995）後半生文字接二連三地「出土」，晚期張

愛玲研究不再只是勉強為之的論題1。1949年政局變動之後，張愛玲的文化

活動軌迹跨越了冷戰的地緣政治分隔。她在上海、香港、台灣和美國的文化

經營和實踐，與亞洲和國際冷戰格局的形成和發展息息相關，其中關聯並非

文學和政治、漂泊個體和歷史權變的糾葛可以大而化之、一筆帶過。1949年

的政治分裂，是斷裂也是延續和轉折，是危機也是契機，為中國現代文學的

走向開啟了新的局面，更深刻地影響了張愛玲的晚期文化活動。冷戰帶來的

地緣政治分野，導致跨國族、跨地域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力量的消

長、流動和轉移，既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各自堅壁清野的意識形態的遏

制，同時也是各個陣營努力開疆拓土、尋求聯盟的新的國際整合2。在政

治、文化、語言層面上，國際冷戰格局引發了歧義紛呈的族群、疆土和現代

測繪冷戰文化地形圖： 
張愛玲與《秧歌》

●王曉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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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性的想像，生成了新的邊界、中心、路徑、網絡與交叉點，並形塑了新

的冷戰文化地形圖。

The Rice-Sprout Song是張愛玲以英語寫作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寫作於

1954年的香港，同年，她改寫成中文版的《秧歌》，在香港美國新聞處（USIS）

旗下的《今日世界》雙周刊上連載。1954年7月，中文單行本作為「今日世界叢

書之九」由今日世界社結集出版，封面、插圖出自上海漫畫家薛志英之手；英

文本則於1955年由美國紐約斯克里布納（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社出版。

《秧歌》的出版、翻譯和發行與美國冷戰宣傳機構及其所建立「自由亞洲」的政

治文化區域之間的關係毋庸置疑。1949年前後，大批流亡知識份子南下香

港，香港成為亞洲文化冷戰的前哨，在冷戰期間的第一場區域熱戰——朝鮮

戰爭爆發以來，香港作為自由世界在亞洲的樞紐地位更是不可撼動。除了美

國官方代表機構USIS，中央情報局（CIA）秘密資助的以非政府組織面貌出現

的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以經費贊助、出版等方式輔助美國政府的政

治宣傳，傅葆石、王梅香等學者已經做了相當精彩的研究3。

本文在現有的《秧歌》研究基礎上，測繪經由《秧歌》的構思和寫作而交織

形成的文化地形圖，涉及冷戰初期的上海、東北、香港和紐約等重要時空

點，以此來梳理張愛玲的文化活動軌迹與冷戰歷史地理情境之間的關係，旨

在把晚期張愛玲研究和文化冷戰研究結合起來，開闢新的面向。本文首先論

述在1950和60年代台海兩岸對峙局面形成的背景下，分處於紐約和香港的胡

適和張愛玲通過對《秧歌》和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兩部作品的討論，對晚清

以來中國文學表現的現代性問題作出反思。然後，通過對《秧歌》和社會主義

中國初期的電影《遼遠的鄉村》（1950）與《太平春》（1950）的互文性解讀，探

討身處對立意識形態陣營的文藝創作者，面對冷戰初期風雲變化的文藝政

策，如何設定自己的文化位置，探索藝術創作的可能性、題材和風格。最後， 

從敍事風格和性別政治角度出發，對《秧歌》進行冷戰間諜文類的解讀，探討

美國在亞太地區推動的文化冷戰策略與新中國文藝政策之間不經意的交集。

一　「我們甚麼時候可以回去？」

1954至1955年正值第一次台海危機，國共雙方處於軍事緊張態勢之下。

兩岸在大陳島的衝突角逐直接影響了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和利益， 

以及亞太地區逐漸形成的冷戰地緣政治，美國冷戰戰略部署重心因而轉到 

亞洲。1949年後，胡適流寓紐約，在美國主流媒體慨歎所謂的「痛失中國」

（China loss）的消沉氛圍中，在在關注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在冷戰局勢中實 

現的可能性。台海局勢的變化和美國對台政策的發展正是寓居紐約的胡適關

注的焦點，其在1955年初的日記中的記錄和評論，皆關乎於此。1955年1月 

25日，胡適寫道：「這一天的國際形勢的變化，是一九四五年至今九年中的 

最重大變化。」「我這幾年來，人問我『我們甚麼時候可以回去？』我總回答

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今天的變化是『近在眼前』的趨向了。」胡適還在

當天和第二天的日記中剪貼了三份報導，包括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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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senhower）遞交的〈關於福爾摩沙的國情咨文〉（“Message on Formosa”）和國

會通過的〈福爾摩沙決議〉（“Formosa Resolution”）等4。胡適所言的重大變

化指的是台海危機所促成的〈福爾摩沙決議〉。相比1954年12月美國與中華民

國簽訂的《中美互防條約》，1955年初通過的〈福爾摩沙決議〉授予美國總統以

軍事行動的權力，必要時可以出兵協助國民政府防衞台灣和澎湖列島，擴大

了美國在該地區的義務範圍，基本確定了延續至今的兩岸對峙格局5。在胡

適看來，冷戰對立之勢在東亞開始後，美國政府一直沒有採取真正有實質性

的舉措，直至這項決議通過，才明確了對台灣當局的支持。如此，有望能在

將來實現一個完整的自由中國，那時「回去」便「近在眼前」了。

就在〈福爾摩沙決議〉發布的兩天前，1955年1月23日，也就是農曆年除

夕，胡適的日記沒有觸及任何亞太地區的軍事政治，而似乎極為偶然地提起

一部出版不久、名不見經傳的小說《秧歌》6：

去年十一月，我收到香港張愛玲女士寄來他的小說《秧歌》，並附有

一信。（信附上頁）

我讀了這本小說，覺得很好。後來又讀了一遍，更覺得作者確已能

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所出中國小說，這本小說可算是最好

的了。

一月廿五日，我答他一信，很稱讚此書。我說，「如果我提倡《醒世

姻緣》與《海上花》的結果單止產生了你這本小說，我也應該很滿意了。」

（此信沒有留稿）

張愛玲的原信黏貼在胡適本日日記上7：

適之先生：

請原諒我這樣冒昧的寫信來。很久以前我讀到您寫的《醒世姻緣》與

《海上花》的考證，印象非常深，後來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來，

前後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不少益處。我希望您肯看一遍《秧

歌》。假使您認為稍稍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興

了。這本書我還寫了一個英文本，由Scribner’s出版，大概還有幾個月，

等印出了我再寄來請您指正。

張愛玲　十月廿五日

儘管張、胡兩家祖上曾有交集8，但分別身處香港和紐約的張愛玲和胡適當

時並不知情。一位是上海孤島時期以來最璀璨的作家，一位是五四運動的精

神領袖、自由民主理想在中國的代言人，連結二人的看似是一部宣揚反共意

識形態的政治小說《秧歌》，實則更是清末民初新文化運動以來有關文學、文

化的現代性的思考。對胡適而言，對《醒世姻緣傳》與《海上花列傳》（以下簡

稱《海上花》）的考證與推介旨在推廣白話文、提倡新小說，經由現代形式的語

言和文學來推動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進程9。而張愛玲更強調其中不可多得的

現代的美學和歷史文化觀念，把「平淡而近自然」的《海上花》視為《紅樓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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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愛玲與《秧歌》	 95後中國小說的又一巔峰、晚清煢煢孑立的文學現代性的承載者。剔除傳奇性

的悲歡離合，立足「平淡而近自然」的美學，是張愛玲在寫作《秧歌》時想要實

踐的，與她1940年代亮麗華美的文學風格迥異，也是胡適認為《秧歌》已經取

得的境界。

當然，兩人都清楚，自晚清新小說發端以來，無論促進啟蒙自強還是民

族救亡，平淡美學從未躋身主流。在晚清，即便各種文學形態眾聲喧嘩，韓

邦慶創作的《海上花》尚且銷路慘澹。1930年代後，批判寫實主義愈來愈引領

大潮bk。在文化冷戰中，政治小說當道，涕泗縱橫、揭露控訴，在以文字為

載體的刀槍劍戟的版圖上，平淡素樸的《秧歌》儘管旨在揭露極權的非人道因

素，依然銷路不佳bl。雖然《秧歌》的英文版在美國出版後獲得了《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周六

文學評論》（Th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等主流媒體的正面評價，卻遠無

法比肩韓素音的《瑰寶》（A Many-Splendoured Thing）一類暢銷作品。雖然《秧歌》 

讓張愛玲在台灣暫時成為所謂的「反共作家」，但其政治宣傳力度遠遜於同時

期陳紀瀅的《荻村傳》bm。胡適讀《秧歌》後在日記中欣然提筆記之，不僅是因

為小說的政治意涵——寫出了共產制度下人民忍受飢餓的折磨：「從頭到尾，

寫的是『飢餓』」bn，更是因為意外收穫到五四初始提倡「思想和言論的自由、

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的種子在冷戰下香港的中文創作園地開花結果，正如他在

回信中寫道：「如果我提倡《醒世姻緣》與《海上花》的結果單止產生了你這本

小說，我也應該很滿意了。」身處異鄉，何去何從，五四發起的自由多元的政

治文化理想，無論在海峽的哪一端，依然未竟。在冷戰非黑即白的意識形態

箝制下，當美國決定更大程度地介入亞洲冷戰的時刻，胡適看似瞥到「我們甚

麼時候可以回去」的趨向，實則對自由中國的前景更加憂心忡忡。

1955年10月，張愛玲離開香港抵達美國。11月，她與好友炎櫻一同拜訪

了寓居曼哈頓東城的胡適。十多年後，張愛玲在香港《明報》發表了回憶文章

〈憶胡適之〉，記述了這些經歷。〈憶胡適之〉書寫的與其說是胡適的其人其

事，不如說是五四以來時代精神的湮沒傳承，並視漂泊異域的胡適為知其不

可為而為之的領導民族復興的靈魂人物bo：

天冷，風大，隔着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適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

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麼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

了。他圍巾裹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裏，厚實的肩背，頭臉

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我忽然一陣凜然，想着：原來是真

像人家說的那樣。而我向來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腳」，否則就站不

住，不可信。我出來沒穿大衣，裏面暖氣太熱，只穿着件大挖領的夏

衣，倒也一點都不冷，站久了只覺得風颼颼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過去

微笑着，可是彷彿有一陣悲風，隔着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

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

1958年，胡適赴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1962年過世。「隔着十萬八千里從時

代的深處吹出來」的「悲風」，是歷史與文學現代性進程的風；冷戰鐵幕兩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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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學術論文 無人能夠置身其外。1968年，為胡適及其時代做記錄的張愛玲，正處於赴美

之後的事業低谷，在《金鎖記》基礎上改編重寫的英文長篇小說《粉淚》（Pink 

Tears）接連遭美國幾家出版社退稿。因此，其欲憑藉英文小說打開美國市場、

「比林語堂還要出風頭」的夢想徹底失敗bp。而寫作〈憶胡適之〉的緣起，依然

是《海上花》。

1967年6月，張愛玲抵達位於美國麻州劍橋的賴氏女子學院研究所

（Radcliffe Institute for Independent Study），開始着手1955年2月20日給胡適的

回信中初次提及的《海上花》英文翻譯計劃bq。1894年《海上花》單行本出版，

鮮有人問津；1926年經由胡適考證作序的亞東版（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不久

即絕版。將其翻譯成英文，介紹給一個完全不同的語言文化傳統的讀者，有

可能改變此書的命運嗎？張愛玲是持懷疑態度的，在〈憶胡適之〉一文的最後

部分就此做了思考。她認為《海上花》的數次湮沒並非語言障礙所致，而在於

其文學風格：「大概還是興趣關係，太欠傳奇化，不 sentimental⋯⋯中國讀者

已經摒棄過兩次的東西，他們能接受？這件工作我一面做着，不免面對着 

這些問題，也老是感覺着，適之先生不在了。」br因此，與1955年信中表現的

對翻譯的自信相比，張愛玲在經歷了與美國出版界的近距離接觸後，明白這

是一項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嘗試：要回到一個「平淡而近自然」的寫實的美 

學傳統，儘管作者在寫情方面「完全是現代的，世界性的」bs，恐怕也是「回 

不去了」。

在翻譯《海上花》的同時，張愛玲着手修訂《十八春》。《十八春》本以「梁

京」為筆名在1950年連載於上海的《亦報》，是張愛玲在1949年後試圖向新中

國文藝政策靠攏的試筆之作。修訂後，小說以《惘然記》為題於1967年2月至 

7月連載於台北《皇冠》雜誌，單行本出版時又改書名為《半生緣》。從社會主

義上海輾轉香港、日本直至美國新英格蘭小鎮，作者所經歷的豈只是十八春

秋、半生緣斷的追憶和惘然？新中國把《十八春》中或自私或可憐的男男女女

從上海灘帶到了大東北，參加革命建設從而獲得新生，而在冷戰高潮於美國

所成就的《惘然記》／《半生緣》則刪改了「時代的紀念碑」般光明的尾巴，任由筆

下人物滯留在舊上海的柴米油鹽、灰撲撲的日常生活中。時隔又一個十八年， 

作者在修訂本中經由曼楨之口道出：「我們回不去了。」bt這裏，回不去的豈

止是此情可待成追憶的情感歷程，也是被冷戰政治所截斷和改變的中國現代

文學的發展路程。從1950年代初期冷戰正酣時胡適面對的「我們甚麼時候可以

回去」的惶恐，到1960年代中期美國反越戰運動高漲之時張愛玲「我們回不去

了」的慨歎，其中指向的不僅是國際政治變化帶來的時空轉換和升斗小民的生

死離散，更是文化傳統的傳承與變革，或斷裂或延續，直指中國文學現代性

的關鍵。

二　《太平春》、《遼遠的鄉村》與《秧歌》

在1955年2月20日給胡適的回信中，張愛玲提到《秧歌》創作過程中實踐

的一些文學觀點，並寫道：「《醒世姻緣》和《海上花》一個寫得濃，一個寫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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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愛玲與《秧歌》	 97淡，但是同樣是最好的寫實的作品。」ck平淡的寫實正是她希望《秧歌》能夠實

現的文學風格。對她而言，五四新文學家之所以看重《海上花》，使之進入現

代文學之林，其「平淡而近自然」至少包括兩層含義：首先是平淡、非傳奇的

敍事；其次是細節的寫實。在發表於1974年的〈談看書〉一文中，她認為好的

寫實可以做到不陷入「三底門答爾」（sentimental）、傳奇化的泥沼cl。平淡的

寫實並不等同於源自歐洲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的寫實主義，而是融合了傳統的

世情小說對不同社會階層的事態言行的把握，以及現代文學對現實的理解和

再現。夏志清認為，張愛玲對世情小說的偏好是因為對其表現的深厚的歷史

感的看重cm。盧應初則指出：「她為『寫實』而進行的跨越傳統和時代的大冒險

使她的小說創造性地提煉整合了近代的通俗小說、寫實的純文學和現代主義

小說的認知方式和技術，並使她最終超越她所學習與吸納的這許多傳統。」cn

桑梓蘭在對《小團圓》的解讀中討論了張愛玲對真實的偏愛，不同於批判寫實

主義對社會現實的精準摹仿再現，而是靠近承繼世情小說的1920年代社會小

說具有「人生味」的真實co。李明皓在對英文版《秧歌》和《赤地之戀》（Naked 

Earth）的解讀中，則聚焦在張愛玲對感官細節的生動描寫，認為她強調的寫實

是一種感官寫實主義（sensual realism）cp。

隨着張愛玲的後期作品相繼面世，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討論其作品風格

轉向平淡自然cq。例如，陳輝揚認為，《色，戒》、《浮花浪蕊》和《相見歡》「標

誌着張愛玲創作的新高峰：一種樸厚沉潛的氣質，淡化了早期作品中那種狂

喜與放恣」cr。郭玉雯指出，完成於1960年代的《怨女》「正是她揚棄早期的華

麗之風而轉向師法《海上花列傳》的佳作」cs；李元貞則強調，《怨女》以「較平

實而完整的手法，去塑造一位具有真實感的人物」ct，開拓了張愛玲晚期寫作

的新境界。有關張愛玲晚期風格的討論一般聚焦在她1952年離開上海後的作

品，本文認為，張愛玲靠攏平淡近真的美學風格，至少從她在上海寫作的第

一部作品《十八春》就開始了。1950年3月24日，《亦報》登載了桑弧用筆名「叔

紅」發表的文章〈推薦梁京的小說〉，為即將連載的《十八春》造勢。桑弧寫道，

作者之前的風格過於穠麗，這部新作「比從前來得疏朗，也來得醇厚，但在基

本上仍保持原有的明豔的色調。同時，在思想感情上，他也顯出比從前沉着

而安穩，這是他的可喜的進步」dk。此處，桑弧準確地把握了張愛玲寫作風格

的轉變趨向。

筆者以為，更自覺的變化發生在1951年開始連載於《亦報》的中篇小說 

《小艾》，不論是敍事結構、人物塑造還是文字風格，都明顯地表現出轉向平

淡的實驗痕迹。《小艾》沒有一個故事性的內核，沒有像《金鎖記》一樣強烈的

戲劇性衝突，文字簡樸，而且敍述視角更接近中國傳統小說的全知敍述，平

面鋪開，展現了諸多人物的感觀、活動和言行，但並沒有傳統敍述中作者凌

駕一切的長篇大論、夾敍夾議的流弊，是張愛玲試圖綜合世情小說和西方現

代寫實風格的一次認真的嘗試。與之前的《十八春》一樣，《小艾》以社會主義

政治信息倉促收尾。在後來「重新出土」的台灣版本中，張愛玲刪除了小說光

明的結尾dl。至今，海峽兩岸皆無所謂「完整」的張愛玲「全集」，正如《秧歌》

與《赤地之戀》無法在中國大陸出版，《小艾》與《半生緣》的原初版本也無法出

現於台灣市場。這種奇詭的不對稱的出版狀況，在在透露了冷戰文化地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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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術論文 箝制特徵dm。《小艾》和《秧歌》分別完成於冷戰鐵幕分隔的兩端，均帶有政治

意識形態的痕迹。但《秧歌》平淡寫實的手法要成熟許多，不難理解張愛玲為

甚麼選擇此書郵寄給胡適，用以向《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致敬。

《秧歌》的故事設定在1950年代初土地改革初步結束後上海周邊的一個村

莊，在上海幫傭的月香回到家鄉後，很快發現農村食物匱乏。年底，派駐在

譚家村的共產黨幹部王霖勒令各家各戶上繳糧食支援朝鮮戰爭前線，慰問軍

烈屬。月香的勞模丈夫金根公開反抗，導致村民搶糧騷亂，地方武裝暴力介

入。金根受傷死去，月香放火燒了糧倉。在慘澹的新年，倖存的村民被迫扭

起了秧歌，給軍烈屬拜年，迎接不可知的未來。小說的另一條主線講述上海

文聯派來的電影編劇顧岡在村子裏收集素材，創作歌頌土改後農村新面貌的

電影劇本。面對饑饉的現實，顧岡左支右絀，編造殘留地主和國民黨特務破

壞生產、放火燒糧的劇本dn。

學界有關《秧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說的政治主題，除了爭論小說是否

USIS授意之作，讚譽者如夏志清認為小說揭露了極權政治高壓下民眾食不果

腹、噤若寒蟬的真相do；批評者則認為此書出於政治原因而對新中國的真實

情況進行歪曲污衊，例如，1980年代，當張愛玲重新回到中國大陸的文學視

野時，柯靈在歡迎老朋友的同時寫道：「《秧歌》和《赤地之戀》的致命傷在於虛

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dp本文則關注《秧歌》的寫作風

格，討論張愛玲在與兩部新中國電影《太平春》和《遼遠的鄉村》的互文對話中

營造的文本的多重性，以及在政治壓力下對平淡寫實的思考。這兩部電影的

導演桑弧和吳永剛，都曾經是上海電影黃金時期詮釋現代城市生活的翹楚。

1949年，兩人均轉向描寫新中國初期農村的變化，一部電影描寫江南小鎮，

另一部則聚焦東北鄉村；作為進入新話語秩序的轉折作品，在主流批評界的

遭遇卻截然不同。有意思的是，這兩部電影對離開社會主義上海前往亞太地

區冷戰前哨的香港的張愛玲有着重要的影響。

《太平春》由石揮和上官雲珠主演，由當時還是私營的上海文華影業公司

（以下簡稱「文華」）於1950年出品。這是桑弧在新中國的轉型之作，上映後非

常賣座dq。影片講述從抗戰結束到華東解放浙江東部某小鎮老裁縫一家和鄉

紳趙氏夫婦的生活際遇，表現新舊交替時代的轉變。老裁縫本將女兒鳳英許

配給學徒根寶，趙老爺垂涎鳳英美色，設計陷害根寶。不久，趙氏夫婦隨着

國民黨政府潰逃，老裁縫卻拘囿於人情世故，堅守諾言，幫忙看護趙氏夫婦

的錢財。直到華東解放，糊塗的老裁縫在現實教訓下才終於覺悟，交出趙家

的錢財，還把政府給的獎金全部買了公債，蛻變為時代新人。在早幾年完成

的《不了情》（1947）與《太太萬歲》（1947）中，桑弧聚焦都市市民生活，敍事

風格細膩溫婉，尤其以描摹日常哀樂點滴見長。《太平春》的轉變非常明顯，

不僅場景從上海移到浙東小鎮和水網遍布的鄉村，而且敍事線條粗糲，風格

明快。

1950年6月23日，張愛玲署名「梁京」，在《亦報》發表了〈年畫風格的《太

平春》〉，是她在新中國發表的唯一一篇影評。她對影片頗為喜愛，認為具有

民間藝術的特色，「線條簡單化，色調特別鮮明，不是嚴格的寫實主義的，但

是仍舊不減於它的真實性與親切感」。短短九百字的文章，開篇描繪影片中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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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愛玲與《秧歌》	 99英迎親途中逃婚的段落：「花轎中途掉包，轎門一開，新娘驚喜交集，和她的

愛人四目直視，有些女性觀眾就忍不住輕聲催促：『還不快點！』他們逃到小

船上，又有個女人喃喃說：『快點划！快點划！』」dr為了搭救被抓壯丁的根

寶，鳳英被迫答應給趙老爺做妾。花轎隊伍在窄窄的鄉間泥路緩緩地走着，

行至半路，根寶在轎夫的幫助下，使出調包計將鳳英劫走，把一隻老母豬裹

上嫁衣，權充新娘，塞入花轎。至趙老爺家，打開轎門，母豬長喙拱出，眾

人才發現新娘已然搖身變成母豬，登時廳上哭笑打鬧，亂成一團。觀看如此

橋段，張愛玲寫道：「我也從來沒有這樣感覺到與群眾的心情這樣合拍，真痛

快極了。」她強調影片表現出傳統年畫一般的民間藝術的特色，「那種大紅大

紫的畫面與健旺的氣息」，是一個「劃時代的作品」ds。

這一場老母豬調包計顯然是影片的賣點之一，文華製作的電影海報圖像

描繪的正是開轎門的一刻，轎簾微掀，「豬」影綽約。張愛玲對此顯然印象深

刻。《秧歌》第十二章講述年關將至，村民在幹部的逼迫下，殺豬以慰勞軍烈

屬。本章精彩地描述了殺豬的場面，文字直接來源自張愛玲在戰後去浙東農

村探望胡蘭成所寫的筆記《異鄉記》。但是，殺豬所引發的譚大娘對抗戰時期

藏豬入牀的痛苦回憶，很可能受到《太平春》的調包計的啟發。為了躲避和平

軍的劫掠，譚大娘把家裏唯一的老母豬藏在牀上，裝成生病的女子臥着：「母

豬咕嚕着，表示抗議。他們給牠蓋上一條舊棉被，大紅布面，上面有星形的

小白花。老婦人把被窩牽上來，蒙上牠的頭，四面塞得嚴嚴的。她設想得很

周到，還從牀底下撈出一雙鞋來，比得齊齊整整的放在牀前。」dt然而，士兵

最終發現了被窩裏的母豬，逼着譚大娘的兒子扛着豬走了，兒子再也沒有回

來。從田埂到河岸，白牆黑瓦的村落到清淺的溪流，《太平春》捕捉了浙東村

鎮風光，印證着張愛玲探訪胡蘭成時寫下的筆記，也為之後《秧歌》故事的展

開提供了背景。

張愛玲更推崇的是《太平春》獨有的寫實主義手法，認為影片的風格看似

拙樸，實則平淡天真，具有民間藝術的色彩。作為1940年代的資深影評人和

編劇，她並沒有想到，主流媒體的評價與自己完全不同ek。張愛玲的影評發

表次日，《文匯報》同時刊出梅朵的〈評《太平春》〉和黎遠岡的〈對《太平春》的

幾點意見〉兩篇評論，對《太平春》大加批判，指責影片犯了溫情主義的錯誤，

尤其是石揮扮演的老裁縫，對權貴趙氏夫婦相待以禮，缺少從階級政治立場

出發的嚴厲批判el。畢克偉（Paul G. Pickowicz）討論說，在社會主義初期，《太

平春》的誤區在於「人道主義觀念壓倒了對包括階級矛盾和國際鬥爭在內的人的 

衝突的關注。它努力想成為革命電影，歸根到底卻還是一部人文主義作品」em。 

顯然，主流意識形態批判關注的是《太平春》的政治內容和態度，認為影片溫

情脈脈，缺少政治覺悟的提升，沒有轟轟烈烈的革命性和殘酷的鬥爭性。這

種左派修辭應該是張愛玲非常熟悉的，套用她在〈自己的文章〉中的論述，《太

平春》不是「強有力的」「時代的紀念碑」式的作品，缺少「極端病態和極端覺悟」

的人物en。我們無法知道張愛玲是否讀到了《文匯報》對《太平春》的批判文

章，但是閱讀《秧歌》中顧岡反覆斟酌劇本的敍事安排，可見她對主流媒體宣

傳的文藝政策顯然並不陌生，而且通過顧岡的劇本設計進行了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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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術論文 在觀看和評論《太平春》的同時，張愛玲還看了一部1950年上映的電影《遼

遠的鄉村》。她對《遼遠的鄉村》評價不高，但是在寫作《秧歌》的時候，卻用

這部影片作為對照文本，與之就電影的敍事問題和寫實方式進行對話，來構

思小說的第二條故事主線，即顧岡如何為新中國編寫他的電影劇本處女作。

《遼遠的鄉村》和《太平春》同樣講述新中國前後鄉鎮的變化，一部獲得成功，

另一部則被批判。通過描寫顧岡為了創作成功的作品，如何反覆斟酌權衡劇

本的情節處理和敍事方式，張愛玲揭示了自己對社會主義中國文藝政策、社

會政治書寫和主流意識形態的理解，也回應了兩部影片在主流批判界遭受的

不同評價。在中文版《秧歌》的〈跋〉裏，她寫道：「《秧歌》裏面的人物雖然都

是虛構的，事情卻都是有根有據的。」她仔細羅列了寫作時參考的資料來源，

除了《人民文學》、《解放日報》等主流報刊材料，還包括一部「是甚麼人編導，

已經記不得了」的電影「遙遠的鄉村」eo。在她的寫作生涯中，類似如此的自證

真實的嘗試非常少見，頗有些清末民初融合傳統與西方小說敍述特點的新小

說家的作法，即為了強調作品的真實性，往往在文中附上一筆，說明小說素

材來自耳聞目睹或者報紙新聞。本文認為，張愛玲的用意絕不僅僅在於多此

一舉地強調小說素材的真實性，而是通過多重文本對話形成的思考和批判空

間，探討在電影再現和主流意識形態之間、敍事表達和文藝政策之間，左右

挪移、尋找安全的書寫空間的無奈。

這部張愛玲所謂的記不得何人編導的電影「遙遠的鄉村」，其實是東北電

影製片廠（以下簡稱「東影」）1949年拍攝、1950年出品的影片《遼遠的鄉村》。

從「遼遠」到「遙遠」，影片題目應該是張愛玲的筆誤，或者是記憶錯誤。這是

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土改為題材的電影，由吳永剛導演。吳永剛最初以

美工師入行，1934年為聯華影業公司編劇執導處女作《神女》，一舉成名。《遼

遠的鄉村》是吳永剛1949年後的轉型之作。電影講述1947年的東北，解放軍

擊敗國民黨軍隊後，進行土改以加強鞏固政權。初見成效之後，東村和西村

的農民為修壩而鬧不團結，影響了當地的農業生產。省城來的黨員幹部王漢

龍和新婚妻子張娟被派到農村新區主持工作，組織群眾，勝利完成了修壩的

任務。影片以集體狂歡的慶豐收大會結尾，省主席勉勵民眾積極生產，支援

前線，為徹底打敗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奮鬥，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

《秧歌》則通過兩位外來者的觀察和體驗，來展現新中國農村生活的真實

情況。一位是回鄉的月香，另一位是被派遣到村的顧岡。通過顧岡的視角，

張愛玲書寫的是拍攝《遼遠的鄉村》的吳永剛或者任何一個新中國成立後的文

藝創作者，如何在不違反社會主義文藝政策的前提下，尋求藝術創作的可能。 

到達村莊不久，顧岡開始被飢餓折磨，這既是生理也是心理層面的折磨。無

論是從參加過土改的同事處了解的，抑或報刊上的宣傳軼事或統計數字， 

都表明土改後農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報紙上是從來沒有提過一個字，

說這一帶地方——或是國內任何地方——發生了饑饉。他有一種奇異的虛空

之感，就像是他跳出了時間與空間，生活在一個不存在的地方。」ep顧岡的身

體卻誠實地因為挨餓而枯瘦下去，但他不能瘦得皮包骨頭地回上海，因為會

洩漏饑饉的事實，而被「公安局當作『國特造謠』給逮了去」eq。於是，顧岡開

始一次次去鎮上私下買食物，躲起來偷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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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愛玲與《秧歌》	101對顧岡來說，更大的挑戰來自劇本創作：如何在不觸及饑饉和農村經濟

凋敝的情況下，找到合適的題材，編寫一個表現社會主義新農村欣欣向榮 

的劇本。顧岡絞盡腦汁，散步時偶爾看到村裏的溪流，給了他靈感，決定寫

一個築壩的故事：「假定這條溪每年都泛濫出來，淹沒了兩岸的農田，破壞了

一部分的農作物，那麼，就有一個工程師被派到這裏來籌劃對策。他和當地

年老的農民會商之下，由老農建議，築了一個壩，上面有活動的閘門，開關

隨意。於是就解決了這問題。」er這裏，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張愛玲對吳永剛電

影敍事的套用。《遼遠的鄉村》講述的就是土改後農村修建水壩的故事，從城

市派遣來農村新區的幹部王漢龍，與當地兩位曾經在日據時期日本人工廠工

作過的有技術經驗的農民合作，設計出可以活動的閘門，從而成功修築了水

壩，解決了每年溪水泛濫的問題。

有意思的是，在《秧歌》中，張愛玲詳細思考了為甚麼這是一個可能被當

時的文藝政策接受的題材。通過顧岡，她總結分析了自己對《文藝報》宣傳的

相關文藝政策的解讀：首先，土改後農民的歡呼雀躍已經是過時的主題，而

且，一部作品不能僅僅停留在描寫物質層面的滿足，必須上升到農民的新的

政治覺悟，否則不宜再寫。其次，馬上開始的農村集體化、成立互助組的題

材更是碰不得，尺度把握不當，就容易轉調變質成農民不滿政府沒收剛剛到

手的土地的故事，因而遭到批判。而修建水壩、改善生產則是既安全、又討

巧的題材：「這故事正可以表現農民的智慧與技術上的知識的結合。如果這辦

法是工程師獨自一個人想出來的，那麼編劇人不免要被批評為『耽溺在知識份

子自高自大的幻想裏。』劇中可能有一個頑固的老農不肯和技術人員合作，只

倚賴他自己過去的經驗。他是犯了『經驗主義』，結果終於被爭取過來了。」她

寫道，當時已經有影片表現城市工廠裏工程師和老工人合作，修理鍋爐、車

牀、機器零件等，這些在1949年以前都是從美國輸入的，現在卻靠着人民的

經驗和智慧，自己解決了。類似的題材只設定在工廠，從來沒有移用到農村

故事裏。所以，顧岡如此構思的劇本，「給新中國的電影又闢出了一條新路。

這題材至少夠拍三五十張影片」es。張愛玲的這些思考，讀起來也像是對吳永

剛《遼遠的鄉村》以及新中國初期的電影創作的簡短評論。

《秧歌》對社會主義電影創作思考的另一個重點是：由縱火焚燒糧倉而產

生的奇觀式的高潮。《太平春》被聲討的原因之一正是缺乏暴力的奇觀、傳奇

的高潮、聲嘶力竭的控訴；年畫一般刻畫出的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哪怕是

具有強烈的色彩，也不足以產生煽動性，完成有效的政治宣傳。《秧歌》中顧

岡硬生生杜撰卻沒有發生的破壞水壩的構思，靈感顯然來自《遼遠的鄉村》的

第一個高潮；影片的另一個高潮是：惡霸地主東霸天攜同女兒孫秀梅和潛伏

的國民黨特務，帶着美國製造的炸彈和國民黨頒發的陸軍中將委任書，深夜

去燒糧，剛剛點火就被民兵抓獲了。張愛玲在〈跋〉中寫道，看了電影之後，

覺得滑稽可笑，尤其是「劇中放火燒倉那一節，當時看了就有一個思想，如果

不是完全虛構的話，那一定是農民的報復行為，被歪曲了的」et。在《秧歌》

中，她果然把放火燒倉寫為村民月香的復仇行為。為劇本苦苦尋求高潮的顧

岡看到熊熊大火時，「感到一種原始性的狂喜」：「『這不正是我所尋找的麼，』

他興奮的想。『一個強壯的驚心動魄的景象，作為我那張影片的高潮⋯⋯』」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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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術論文 隨即他意識到，描寫農民縱火，哪怕把事件放在解放前，也是犯忌的題材。

《文藝報》與《人民文學》對於文藝作品的取材都有過極明確的指示，不能逗留

在醜惡的過去，應當歌頌光明fl。

然而，顧岡捨不得放棄那一場火，仍舊用它作為水壩故事的高潮。和《遼

遠的鄉村》的編導一樣，顧岡設計地主為放火燒倉的罪人：「這一次他被當場

捉住了，他那姨太太捧着個小包袱緊緊跟隨在他後面奔走着，也被逮住了。

他們想必是預備在得手以後立刻遠走高飛。小包袱裏除了別的貴重物件之外， 

還收藏着他最珍視的那一張委任狀。」顧岡的劇本讀起來就像《遼遠的鄉村》的

內容提要。和影片一樣，這場偉大的火還沒有燒起來就被即時制止了：「剛剛

有一兩袋米開始冒起煙來，就已經有一個守兵繞着牆角跑了過來，大聲喊叫

着：『失火了！失火了！有人放火！』要不然，那就顯得民兵太低能了，太缺

少警惕性。一定有許多報紙怒氣沖沖地聲討他，『敵友不分地濫用諷刺的武器

抨擊人民自己的組織⋯⋯超出了建設性的批評的範圍⋯⋯』那張影片大概不

會被禁映——那太引人注意了——僅只是在放映期間悄悄的抽掉了，從此永

遠下落不明。」fm

這場大火，不管是否及時被撲滅，也是政治敍事中不可或缺的高潮設

置。對左派意識形態話語而言，這種誇張的、充滿戲劇性的場景，是促使政

治覺悟誕生的關鍵。所以，不論是顧岡虛擬的劇本，還是吳永剛的新中國獻

禮之作《遼遠的鄉村》，這場火儘管沒有熊熊燃燒，助長敵人的氣焰，卻是必

備的高潮因素。發人深省的是，在鐵幕另一端的右派陣營，奇觀式的戲劇想

像同樣是文學信息戰的最佳武器。在《秧歌》高潮處，大火肆虐，金光燦爛，

成全了共產黨幹部王霖的間諜理論（下詳）和顧岡難產的電影劇本。尋求非傳

奇的平淡寫實的張愛玲，不得不以這場傳奇式的大火來完成《秧歌》的政治敍

事，否則就如她給胡適的信中所說：「《秧歌》這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國讀者的

口味——尤其是東南亞的讀者。」fn面對鐵幕後對共產主義罪惡充滿好奇的讀

者——不論是美國本土讀者，還是分散在東南亞各地的「自由亞洲」的讀者，

這場大火是必不可少的政治敍述的關鍵，是政治壓迫下人民走投無路的證

明。但同時，張愛玲不厭其煩地以冗長的篇幅來記述顧岡的斟酌思量過程，

來消解和嘲弄在政治限制之下不得不編寫的戲劇性高潮，在在強調了她本人

與桑弧、吳永剛和虛構的人物顧岡一樣，在或左或右的意識形態的高壓下如

履薄冰、左支右絀，書寫着可能和不可能的真實。

關於結尾的高潮設計，小說的中文版、英文初稿和定稿有着不同的處理

方式。中文版大致保留了英文初稿的結尾，以含蓄的手法點出月香之死，並

沒有實寫，而是記述有個民兵「曾經看見一個女人在黑影裏奔跑，被他追趕，

一直把她趕到火裏去了」fo。斯克里布納出版社英文初稿的編輯並不滿意這樣

的敍事設計，要求張愛玲增補月香死亡場景的細節，以增強小說的政治譴責

力量。最終，在1955年英文版《秧歌》的尾聲多了一幕奇觀式的場景：村民在

清理火場時，發現了一具女人的屍體，保持坐姿，呈現一種奇異的亮粉色光

澤fp。對尋找書寫鐵幕背後的真實體驗的紐約編輯來說，糧倉大火構成的奇

觀彷彿還不夠強烈，需要加入神秘的具有東方主義色彩的女性坐佛形象，才

能感動自由世界的讀者。1957年，小說被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改編成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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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愛玲與《秧歌》	103視片fq。對電視面向的通俗大眾而言，直白式的控訴似乎過於激烈。編劇增

添了賺人眼淚的「三底門答爾」的感傷力量，在片子的結尾，月香涕泗縱橫，

厲聲呼喚着丈夫的魂靈，祈求他原諒中國大地上懦弱的芸芸眾生。對奇觀式

戲劇高潮的耽美熱愛、對文字和敍事的經營和操控、對宣傳有效性的理解和

運用，鐵幕兩端的左右陣營在不經意間達成了共識。

三　「一定有間諜」：《秧歌》的間諜敍事

《秧歌》描寫飢餓的農民憤而反抗，拒絕繳納軍糧，幹部王霖不敢相信也

無法理解這是農民的自發行為。在命令開槍阻止暴動、保護倉庫之後，王霖

頹然說出：「我們失敗了。」但在苦苦思索後，他豁然開朗：「一定有間諜！」

他的「臉色忽然興奮活潑起來，眼睛也很亮」：「一定有間諜搗亂。不然群眾決

不會好好的鬧起來的。得要徹底的檢查一下。」fr小說結尾，月香放火燒倉，

為王霖的間諜假設做出了完美的論證。對信仰共產主義的忠誠戰士王霖而言， 

間諜理論是解釋政治工作中出現異常情況、社會建設中發生突發性事件的最

佳論述。《秧歌》的間諜敍事雛形來自電影《遼遠的鄉村》，卻自覺地對之作出

揶揄，揭示其「紅顏禍水」的程式化的性別盲點。

《遼遠的鄉村》作為第一部描寫鄉村土改的作品，進入新中國「十七年」

（1949-1966）電影史之列，論者往往忽略了影片表現的另一條重要的敍事線

索，即抓間諜，識別潛伏的國民黨特務和殘留地主的陰謀，擊潰他們對社會

主義建設的破壞。在土改後的新農村，幹部王漢龍與惡霸地主東霸天、地主

女兒孫秀梅，以及潛伏的國民黨特務、當地的醫生李尖頭進行鬥爭，識破他

們的陰謀。東霸天和李尖頭深夜提着標有「美國」兩個大字的炸藥去炸毀水壩， 

但民兵高度警戒，使他們的邪惡計劃未能得逞。豐收以後，二人又企圖放火

燒毀公糧，王漢龍組織民兵將他們一網打盡。

從這個角度出發，本文認為，影片同時開啟了風行社會主義中國初期影

壇的反特片的先河。反特片是十七年電影中最具特色的影片類型，帶有濃重

的冷戰意識形態色彩，同時具有很強的大眾娛樂性，代表性作品包括《無形的

戰線》（1949）、《人民的巨掌》（1950）、《國慶十點鐘》（1956）、《寂靜的山林》

（1957）、《羊城暗哨》（1957），等等。反特片與西方陣營以「007系列」作品為

代表的間諜片一起，構成了冷戰初期鐵幕兩端少有的平行發展的流行片種，

如戴錦華在其研究中指出，「是1949年以降，中國電影中唯一一個『國際同步』

的電影現象」fs。丘靜美把十七年電影中的反特片放在冷戰初期全球地緣政治

語境嬗變中進行考察，認為反特片或者驚險樣式特務偵察片，屬於冷戰時期

典型的「國防敍事樣式（或類型）」，其主旨在於強調反殖民、反強權的獨立國

家意識；同時，相比當時的主流經典革命影片，反特片擁有政治通俗文化的

特性，以娛樂性見長ft。這一通俗文化的特性保障了反特片旺盛的生命力，

使之長興不衰。在本世紀的華語影壇，張愛玲短篇小說《色，戒》在2007年經

由李安改編，轉身化為諜戰片，開啟了又一波豐富的電影和電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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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術論文 間諜敍事作為電影和文學類型，是極為典型的冷戰文化產物。間諜是「他

者」或「異數」的方便指代，作為類型人物和敍事中介，反映並加強了對敵對陣

營的意識形態滲透、對正常的生活秩序的破壞，以及對顛覆穩定政權的恐懼。 

同時，身份的變化和流動性是間諜生存的根本，間諜往往具有多重身份和跨

越敵我界線的能力，所以，反特片在彰顯冷戰非此即彼、壁壘森嚴的意識形

態分野的同時，又悖論地帶出了此二元對立的話語的複雜性和曖昧性。

間諜或者特務首先指認的是意識形態層面的敵人。同樣是東影出品的、

被視為新中國第一部反特片的《無形的戰線》，在開篇幾個歡慶遼瀋戰役結

束、東北解放的組合鏡頭之後，直接以字幕打出毛澤東著名的關於冷戰的警

示：「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

們作拼死的鬥爭，我們絕對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gk對特務和間諜入侵的提

防和焦慮，指向的是冷戰時期新的對抗方式，諸如心理戰、信息戰、文化戰

等，形成了「無形的戰線」。作為「他者」，間諜不僅存在於對立的政治層面上， 

更融合了性別和文化的因素，這使得間諜敍述更加撲朔迷離，複雜多樣。在

《秧歌》中，王霖向組織上交的間諜報告和顧岡創作的電影劇本，都把月香設

定在間諜的位置：王霖的報告指認她為蠱惑村民暴亂、燒毀糧食的國民黨特

務；在顧岡的藝術創作中，她被想像為地主和特務身邊不可缺少的妖嬈女子， 

「她主要的功用是把她那美麗的身體斜倚在桌上，在那閃動的燈光裏，給那地

主家裏的秘密會議造成一種魅豔的氣氛」gl。「紅顏禍水」是不同文化傳統中常

見的用來指代危險的、不馴服的因素，對正常男性社會秩序和道德規範造成

威脅和逾越。在十七年電影的反特片敍事中，間諜的性別話語構成了一道 

獨特的風景：《英雄虎膽》（1958）中隨着倫巴搖擺曼妙身姿的阿蘭，《寂靜的 

山林》中美國情報組織派遣的風姿綽約的女特務李文英，《激戰前夜》（1957）

中以美色誘惑沿海駐地軍官的台灣潛伏特務林美芳，等等。鏡頭一方面凝視

並展示女性的身體及其誘發的情色欲望，另一方面警示觀眾蛇蠍美人對政治

覺悟、道德立場的腐蝕和戕害。

有意思的是，張愛玲筆下的性別話語同時指向了現代都市文化。月香之

所以被視為令人不安的「他者」，不僅因為她年輕美麗，更因為她有在上海幫

傭生活的經歷。與其他農婦不同，她是一個經過現代城市洗禮、見過世面 

的女人。不論是管理家中有限的錢糧，還是與幹部王霖或是來自上海的顧岡

周旋，月香從容大方、進退有度，與她在上海的見識是分不開的。在冷戰文

化地理學的脈絡中，月香身上體現的城鄉差異，指向的是上海所代表的現代

資本主義都市文化、政治和經濟，是被鐵幕隔開的彼岸的另一個世界。在

1950年代的冷戰話語中，上海、哈爾濱、長春、瀋陽等現代城市因其與西方

殖民勢力或日據時代偽滿洲國的種種歷史糾纏，被視為急需改造的資本主義

殘留空間，布滿糖衣炮彈、溫柔陷阱的十里洋場，侵蝕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迷

魂陣和另類戰場。這些城市具有便利的現代化設施、豐富的物資、資本主義

經濟運作方式、高度發展的物質和消費文化，因此被視為社會主義的改造對

象。在張愛玲的筆下，城市被性別化的比喻書寫成為魅惑力十足的蕩婦嬌娃。

《秧歌》中月香與上海的關聯必須放到這一脈絡中理解。現代女性和都市

一樣被視為不潔之物，誘惑無邪的無產階級墮落，污染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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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愛玲與《秧歌》	105純潔性，這種被無形的敵人入侵和污染的焦慮，正是冷戰政治文化話語的中

心修辭。在建國初期的文化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反映「南京路上好 

八連」的話劇（1960）和電影《霓虹燈下的哨兵》（1964）。連長陳喜因對花襪子

指代的上海城市生活方式的迷戀而被腐蝕。在南京路這種地方，「帝國主義的

陰魂還不散，他們乘着香風，駕着煙霧，時刻出現在我們周圍，形形色色，

從各個方面向我們攻來」gm。香風迷霧，與南京路色彩斑斕的霓虹和即興變幻

的爵士樂一樣，觸及各色感官及至精神，透過冷戰的鐵幕瀰漫開來，構成無

形的羅網。對女性的性誘惑力的警惕和恐懼也是同時期美國冷戰文化的主題

之一；遏制性的威脅和遏制核威懾一樣重要，如美國研究學者梅（Elaine T. 

May）指出，「境內家庭空間的叛逆、境外俄羅斯的入侵、核威力、性、炸彈

和『肉彈』都必須『受到控制以獲得和平』」gn。具有性魅力和控制欲的女性，

不論是情人、妻子還是母親，對社會秩序的威脅與境外虎視眈眈的冷戰敵人

一樣，必須受到箝制和馴服go。

吳永剛素來擅長挖掘現代城市女性的複雜心理，他的處女作《神女》正以

此聞名。《神女》啟用默片皇后阮玲玉，講述為生活所迫淪為暗娼的單身母

親，失手殺死欺凌她的流氓，入獄後把兒子託付給小學校長，寄予未來。吳

永剛以乾淨簡潔的鏡頭語言、含蓄蘊藉的敍事方式刻畫現實，探索女性在出

賣肉體的無奈和母性堅忍之間掙扎的複雜心態，以及社會加於女性的雙重道

德標準。《遼遠的鄉村》也以微妙的方式觸及了新社會的女性問題，為影片留

下了一些曖昧複雜的空間，只是並沒有充分展開。電影中有兩位女性角色，

地主的美麗女兒孫秀梅和王漢龍的妻子張娟。孫

秀梅的第一次出場是張娟初到村子的時候，她上

前與張娟搭訕，聽說張娟是從省城來的，羨慕地

說，這裏路不好走，省城有「溜平的大馬路」。在

一堆圍觀農民中，張娟穿着代表革命和政治進步

的白襯衫打底的幹部裝，理着整齊利落的齊耳短

髮；孫秀梅穿着乾淨的剪裁得當的旗袍，電燙的

頭髮，時尚的髮帶，點出了兩人與眾不同的現代

女性身份，也表明了各自不同的階級屬性。孫秀

梅的第一場戲也是她唯一一次發聲的戲，之後，

她主要出現在深夜搖曳的燈光下地主和國民黨特

務密謀的場景中，以妖媚的女性身姿，作為增加

妖異詭秘氣氛的元素而存在。

王漢龍的程式化表演、單一的人物性格，代

表的是新中國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圭臬的土改

敍事中的典型幹部形象，就如丁玲《太陽照在桑

乾河上》中的張裕民和周立波《暴風驟雨》中的趙

玉林，二人立場堅定，忠於黨性和階級性，疾惡

如仇，大公無私。張娟的人物設置則更有層次

感。她的飾演者周蘇菲在進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 《遼遠的鄉村》以微妙的方式觸及了新社會的女性問題。（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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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術論文 之前，已經有在上海演出話劇和電影的經驗，在《遼遠的鄉村》中恰到好處地

捕捉了張娟細膩的心理變化。作為出身城市的現代女性，張娟嚮往革命，卻

又多愁善感。在影片開場的一組鏡頭中，城市街道上人們敲鑼打鼓、扭着秧

歌歡慶解放，張娟身着時尚的白襯衫，站在寬敞的陽台上興奮地鼓掌歡呼。

不久，她勉強跟隨丈夫登上離開省城的火車，對下派農村顯然並不高興。吳

永剛用特寫鏡頭含蓄地表現這一心理：張娟幽怨無奈的臉龐後是窗外隨着鐵

軌展開的無窮盡的遼遠荒涼的原野。電影發行的海報，也點明了這一城鄉對

立的設定：圖像由上下兩部分構成，上面是張娟的臉龐映着摩天大樓組成的

現代都市的黑色剪影，下方是村野黃土地和幾位農民，王漢龍的側影則跨過

由深淺二色象徵的城鄉圖景，堅毅果決。剛到農村，滿懷心事的張娟就病倒

了。在影片僅有的幾場溫馨的室內家庭戲中，王漢龍努力做妻子的思想工

作，倒水餵藥，直到張娟流下羞愧的眼淚，決定重新振作，參加當地的婦女

工作。張娟的多愁善感容易被寫為軟弱和不堅定的中間人物，正在經歷政治

學習和改變的吳永剛及時打住，沒有展開挖掘這個人物負有的多重內涵。儘

管寥寥幾筆，《遼遠的鄉村》留下的這些意味深長的曖昧空間，足以點出其後

十七年電影中被反覆爭論的有關中間人物的問題，也帶給了張愛玲以啟發，

來塑造《秧歌》中王霖的神秘妻子沙明。

比起月香，沙明是一位更加複雜、難以定位的女性。張愛玲在給胡適的

信中提到，有關沙明的章節是根據美國出版商的審稿意見，為了增加篇幅而

勉強補寫的gp。與月香一樣，沙明的形象點出了城市與農村、性別與「他者」

的話語的相互糾葛。沙明是王霖在蘇北新四軍時期邂逅的一位女學生模樣

的、投身革命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王霖對她一見鍾情，向組織申請結婚。

新婚不久，部隊轉移，小產後身體虛弱的沙明被遺留在當地。王霖返回尋找

時，沙明失蹤了。據說是沙明私自離開了革命隊伍，回到了普通的市民生活。 

小說中沙明與王霖的往事部分，無論意象還是詞藻，都寫得非常豔異繁華，

與其他章節的簡樸平淡迥異。張愛玲運用了早期作品擅長的《聊齋誌異》式的

狐鬼手法，書寫二人短暫的露水姻緣：他們的新婚之夜在破舊的古廟的大殿

上，「她永遠是晚上來，天亮就走，像那些古老的故事裏幽靈的情婦一樣」，

「有時候他幾乎是掙扎着，想打破那巫魘似的魅力」gq。張愛玲對王霖的曖昧

心理做了深入挖掘，王霖不可自拔地迷戀革命的「他者」，以至於不能接受沙

明叛變脫逃的事實，或者說，不願承認像自己這樣的革命忠貞之士會在情感

上被革命的背叛者所降服。小說中最精彩的是王霖數年後重見沙明鬼魂的一

幕：在一次行軍途中，暮色蒼茫，他在一幢被炮火炸毀的大樓的窗框裏，恍

惚看到了沙明的臉倏忽閃過。追蹤而去，發現這棟樓只殘存一方磚牆立面，

牆後瓦礫成堆，空空如也gr：

他抬起眼睛來，去找那樓窗。剛才看見那女人伏在窗口，是左邊第一個

窗戶，那麼，倒過來，該是右面第一個窗戶。這不過是牆壁上一個長方

形的洞眼。那白牆缺掉一隻角，映着暗藍的天，寂寞的站在那裏。他向

那窗戶裏面望進去，裏面空空的，只有那黃昏的天色，略有幾顆星剛剛

出來，一閃一閃。他不由得腦後一陣寒颼颼的，就像把頭皮一把揪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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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愛玲與《秧歌》	107這是一次見鬼的經歷。王霖被嚇得幾乎發狂，同時又生出一種奇怪的喜悅：

沙明應該是死了，化作鬼魂與他相見。這自然是經典的佛洛伊德式的詭異

（uncanny）瞬間，標誌着主體性搖擺和分裂的危機時刻。他寧願相信鬼魂，也

不願意承認自己愛上變節者的失敗。這場「革命鬼話」，我們可以便利地解讀

為張愛玲對「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經典敍事的顛覆反

寫。但更進一步看，王霖的擇善固執，揭示了革命者身上內化了的「他者」因

素，張愛玲也嘲弄了冷戰雙方對黑白分明、二元對立的邏輯的虛偽堅持。

四　結語

蘇真在對冷戰初期興起的信息傳播學研究中談到，美國新聞署（USIA）在

冷戰時期賦予文學、文化以特別的策略意義。以施拉姆（Wilbur Schramm）為

代表的新一代的傳播理論家，認為文學是一種人文化、情感化的信息科學，

而且相比傳統社會科學枯燥的、冷冰冰的統計數字，文學能夠把社會現實中

散亂的信息組織成清晰完整的敍事，以利於理解和共情的方式被讀者接受，

是一種具有審美特性的信息科學gs。在這個意義上，作家不啻於有效的信息

處理的情報人員。王德威在多年之後為《秧歌》的英文再版所書寫的導言中指

出，張愛玲對顧岡迫於政治壓力，無中生有、舞文弄墨的諷刺，不無自況之

意gt。誠哉斯言。在冷戰文化地理學的脈絡中，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地探索

文學和信息相互糾葛纏繞的諸多層面。

本文嘗試思考，冷戰作為一種全球性的跨國族、跨地域的政治、經濟、

軍事和文化勢力，是以何種方式反映在身處其中的作家的文化作品、敍事風

格和空間位移軌迹之中。通過測繪以張愛玲的《秧歌》為索引而連結起來的幾

條冷戰初期的文化地理學軌迹，本文討論了台海對峙局勢形成時期胡適和張

愛玲對晚清、五四以來中國文學現代性的重新審視，也從敍事風格和性別政

治角度出發，對《秧歌》和社會主義中國初期的新農村電影《太平春》、《遼遠的

鄉村》進行互文性的剖析，以理解面對政治的波譎雲詭時，作家對寫實空間的

思考，以及對寫作自身的反思。張愛玲的思考軌迹從民國上海都市現代性的

社會批判延展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農村書寫，從晚清《海上花》上海現代性

的初露端倪經由新中國初期《小艾》的社會主義信息，直至冷戰時期香港《秧

歌》對土改和文藝政策改變進行揭示和回應。這些經歷着歷史空間時間位移的

知識份子，不得不兢兢業業地解讀隨着新的政治態勢而變換不定的文藝政

策，適時調整藝術創作策略。黃心村在對上海淪陷時期的張愛玲研究中指

出，張愛玲的作品鍾情於探索閾界（liminal space）的過渡型時空hk。的確，不

論在文類、語言、媒介、性別還是政治意識形態層面，她都擅長於表現跨界

經驗以及其中生成的流動的主體性。冷戰時期看似決絕的二元對立，導致了

個人和家國的痛苦離散，但也為她的無奈遊走增加了一重新的國際維度。

文化地理學學者科斯格羅夫（Denis Cosgrove）曾經言道：「測繪（mapping）

永遠是一種在世界上留下痕迹或者記號的表演行為，是導向個人和群體的身

份認同的創造和交流的空間行為。」hl在本文嘗試對冷戰文化地形圖的測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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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術論文 中，不論是《秧歌》中的社會主義新作家顧岡，還是往返紐約與台北之間的胡

適，抑或努力融入新中國電影的桑弧和吳永剛，甚至是張愛玲本人，都在詮

釋和處理紛繁的信息，書寫在破裂整合中重現的個人和文化主體性，經營有

限的文學、文化敍事，在冷戰歷史地理的不同節點上，移位、錯位或者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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