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謝珮怡

好書在線 www.asianculture.com.tw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 1493

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走
拍
台
灣
．
謝
三
泰

一
本
獻
給
台
灣
的
情
書

《走拍台灣》新書發表會
 北 北 中 南

時間 7.16（六）14:30-16:30 8.6（六）15:00-16:30 7 .23（六）14:30-15:30 8.26（五）19:30-21:00

地點 光點台北2F多功能藝文廳 誠品信義店3F Forum 誠品台中園道店3F藝術書區 高雄三餘書店

 （7.16-7.29於展覽迴廊展出攝影作品）



第 2 版 2016夏季號

好書在線 www.asianculture.com.tw

名 ｜ 家 ｜ 書 ｜ 介

六四屠殺內幕解密
一九八九年發生於北京的六四屠殺事件，

最根本、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動用全副武裝的

軍隊屠殺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所謂的真相，

最重要的也就是屠殺的真相。因此，本人作為

六四屠殺事件的親身經歷者，又是中國古典文

獻學者，多年來一直極力搜集有關六四屠殺事

件的資料，探求六四屠殺事件的真相。此前曾

出版《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一書，詳細記錄

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的整個過

程。本書則主要記述一九八九年奉命進京執行

戒嚴任務的解放軍部隊的詳細情況，從另一個

角度揭示了六四屠殺事件的真相。

寫作本書的念頭產生於一九九○年三月

初，當時本人以跳海游泳的方式逃離中國大

陸、抵達香港，承蒙程翔先生贈送《戒嚴一日》

一書，初步瞭解了六四戒嚴部隊的情況，對鄧

小平、楊尚昆等人有關武力鎮壓的精心佈局感

到震驚，同時發現許多真相未明，例如開槍命

令、戒嚴部隊的番號和人數，於是發願：一定

要廣泛搜集資料，精心研究，寫一部關於六四

戒嚴部隊的專著，將六四屠殺事件的決策者、

執行者記錄在案，有名有姓地釘在歷史的恥辱

柱上。

中共當局至今仍將六四屠殺事件視為禁

區，使得本書的寫作面臨極大的困難。首先是

資料嚴重不足，沒有現成的、可靠的資料可以

使用。其次是由於涉及到中國軍隊，又是特別

敏感的六四戒嚴部隊，搜集資料非常不易。

中共當局歷來將有關軍隊的資訊列為國家機

密，每一支部隊除了番號，例如「陸軍第 38

集團軍」，團級以上建制單位還有代號，例如

「8341」（中央警衛團），規定部隊對外只能

使用代號，連番號都屬於機密，不許使用。再

加上六四屠殺事件過於敏感，在中共官方的資

料中，包括公開宣傳「平息反革命暴亂」勝利

成果、表彰「共和國衛士」的資料中，不僅見

不到部隊的番號，就連部隊的代號都見不到，

讓人無法斷定資料中所提到的官兵到底屬於哪

一支部隊。

值得慶倖的是，本人曾在北京大學古典文

獻專業（國學專業）受過七年專業的訓練，課

程包括目錄學、版本學、考據學，先後獲得學

士、碩士學位；而且在入讀北京大學前曾是公

安邊防部隊的軍人，具有一定的軍事知識，瞭

解軍隊的建制。因此，經過曠日持久的努力，

基本上破解了有關六四戒嚴部隊的資料，一一

確定了部隊番號，從而為寫作本書奠定了基

礎。在破解、確定部隊番號的基礎上，相關的

資料才可以引用，而且可以用來相互驗證，解

讀其它原先無法解讀的資料，一些通常被人們

視為毫無價值的中共官方有關「平息反革命暴

亂」的宣傳資料，陡然間也顯現出應有的價值，

諸如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和前進指揮部

的位置所在，就是在無意有意之間發現的。

本書的寫作是一個艱難而痛苦的過程，但

由於破解了一份又一份資料，找到了一個又一

個答案，又無疑是一個不斷產生驚喜的過程。

本人不止一次對友人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表示，

萬萬沒有想到，在流亡海外，遠離古典文獻專

業多年之後，竟然能用得上考據學的老本行，

或許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之存在。

本書是迄今為止海內外有關六四戒嚴部隊

的第一部專著，首次確定了六四戒嚴部隊的番

號和人數，包括北京軍區屬下的陸軍第 24集

團軍、陸軍第 27集團軍、陸軍第 28集團軍、

陸軍第 38集團軍、陸軍第 63集團軍、陸軍第

65集團軍，瀋陽軍區屬下的陸軍第 39集團軍、

陸軍第 40集團軍、陸軍第 64集團軍，濟南軍

區屬下的陸軍第 20集團軍、陸軍第 26集團軍、

陸軍第 54集團軍、陸軍第 67集團軍，南京軍

區屬下的陸軍第 12集團軍，直屬中央軍委指

揮的空降兵第 15軍，以及北京軍區屬下的炮

兵第 14師、北京衛戍區屬下的警衛第 1師、

警衛第 3師、天津警備區屬下的坦克第 1師、

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總人數逾 20萬。

本書列出專門章節，將上述所有的部隊，

從奉命進京，到執行天安門廣場清場命令，其

間所發生的情況均一一予以敘述，包括進京路

線、方式、情形，執行天安門廣場清場命令的

表現，等等。

本書專門列出一章，探討開槍命令等人們

普遍感興趣和關注的問題。這一章分為十四

節，內容包括：北京戒嚴的緣起和決策過程，

關於北京戒嚴的軍事部署，解放軍戒嚴部隊的

數量和番號，防止黨內「政變」和軍隊「兵

變」，進京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和進京路線，天

安門廣場清場命令的下達，解放軍戒嚴部隊的

挺進目標和路線，開槍命令的下達情況，關於

天安門廣場清場，一場沒有武裝對手的戰爭，

一份論功行賞的升官晉爵名單，戒嚴部隊軍人

和武警的死亡情況，戒嚴部隊軍人兇狠殺人的

原因，戒嚴部隊軍人事後的瘋狂報復。

本書提供了一份迄今為止最完整的六四戒

嚴部隊各級指揮官升官進爵的名單，並公佈了

一份參與北京戒嚴行動的六四戒嚴部隊官兵名

錄，包括這些官兵所在的部隊番號、職務、軍

銜，人數逾兩千。這些六四戒嚴部隊官兵即使

不是六四屠殺事件的責任者，也是六四屠殺事

件的見證人，他們有責任、有義務說清楚他們

◎吳仁華

當年做了什麼，見到什麼。

在中國目前的政治局勢下，要還原六四屠

殺事件的真相，有待於知情者和研究者的共同

努力。毫無疑問，六四戒嚴部隊官兵當屬重要

的知情者，令人遺憾的是，時至今日，只有兩

位有良知的六四戒嚴部隊軍人公開站出來敘述

當年的親身經歷，一位是陸軍第 39集團軍步兵

第 116師高射砲兵團雷達站站長李曉明中尉，

現在居住澳大利亞墨爾本市，二○○二年五月

三十日在美國紐約召開記者會，講述親身經歷；

一位是陸軍第 54集團軍步兵第 162師士兵張

世軍，現在居住中國山東省滕州市善國南路東

二巷三十五號，二○○九年三月六日發表致中

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公開信後，於三月二十日凌

晨被捕，關押十多天後獲釋。

本人真誠地期待讀者提供有關六四戒嚴部

隊的資料和線索，以便繼續對本書進行補充和

修訂。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距今已經整整

五十年了。

然而，直到五十年後的今天，在中國，文

革仍然被列為敏感話題，當局不允許對之展開

自由的討論。這就從反面告訴我們，回顧文革、

討論文革不只有學術的意義與歷史的意義，而

且還有政治的意義與現實的意義。

當代中國之事，有兩大難：一是難在確定

事實真相，一是難在給出合理解釋。

共產專制的特點是黑箱作業，不透明。按

說文革還算是好的，文革是中共內部矛盾的一

次大公開，是活生生的官場現形記。但即便如

此，文革中很多重要事件的幕後真相為何，我

們到現在還是弄不清楚。例如林彪事件，坊間

流傳的版本就有好幾種，我或許可以判定哪些

版本是假的，但是我無法判定哪個版本是真

的。只是我以為，「臺前」與「幕後」兩相比

較，還是「臺前」重要些，因為「臺前」的事

情是直接發生作用和產生後果的。就像林彪事

件，我們不清楚林彪到底是怎麼死的，也不清

楚《五七一工程紀要》是不是林彪搞的，但是，

林彪之死造成的爆炸性效果，《五七一工程紀

要》的振聾發聵，每一個文革過來人都很清楚。

林彪事件如何深刻地影響了以後的文革進程以

及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我們也是很清楚的。可

見，對於歷史來說，「臺前」的一切更重要，

尤其是在若干年以後，各種事件的後果都得以

展現。

相比之下，解釋的困難才是更大的困難。

因為極權主義是個怪物，上至權力頂層的運作

機理，下至平民百姓的心態與行為邏輯，都很

不同於尋常。例如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導致人

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人為大饑荒，導致數千萬

人非正常死亡，毛澤東不因此而垮臺就已經夠

不可思議的了，殊不知三五年後，毛澤東的個

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達到最高點。這不是太

不可思議了嗎？例如，中國有兩千多年的尊師

重道傳統，何以在文革中卻發生了全國範圍的

學生打老師現象？文革中，許許多多人被無端

打成「反革命」或「黑幫」而自殺身亡，後來

人們每每把他們的自殺解釋為抗議。這種解釋

至少對很多自殺者是講不通的，因為這些自殺

者留下的遺言是「毛主席萬歲」，而且還叮囑

自己的親人和兒女「永遠做黨的好兒女，做毛

主席的好學生」。毛澤東搞文革，不只是對民

眾犯罪，而且也是對他那個黨犯罪；共產黨的

高級幹部，在毛澤東時代受的罪比在蔣介石時

代受的罪還多，死在文革的比死在抗戰加內戰

的還多。毛死後，他在文革中扶持起來的人都

被打倒，而他在文革中打倒的人都上了臺，然

而就是這些吃夠毛的苦頭的人，卻一直在精心

地維護毛的形象和毛的地位。這無疑是一個奇

特的現象。另一個更奇特的現象是，一些普通

老百姓，在毛時代被折騰得一貧如洗，到鄧時

代才有了機會發財致富，可是他們卻不去崇拜

鄧而去崇拜毛，不是把鄧、而是把毛當作平安

與財富的守護神。作家老鬼寫了一部紀實文學

《血色黃昏》，講的是文革期間一個北京知青

在內蒙古的真實經歷，贏得知青一代的熱烈共

鳴，都稱讚這本書寫出了原汁原味的真實。可

是一位西方漢學家向我抱怨他讀不懂這本書，

因為他實在不明白主人公為什麼要做出那些荒

唐魯莽的舉動。豈止是外國人讀不懂革命小將

的行為，當這些昔日的革命小將把自己的文革

經歷講給自己的孩子聽時，連自己的孩子也不

理解。對他們而言，我們當年所做的一切，都

只是為「愚蠢」二字做註腳而已。

類似的問題還很多，都是需要我們合理解

釋的，解釋給外人和後人，也是解釋給我們自

己。

文革已經遠去，可是文革的幽靈卻仍然徘

徊在我們身邊。既有人呼喚再來一次文革，又

有人警告決不能讓文革重演。就在不久前，北

京城還傳出來所謂「十日文革」的小道消息，

說的是習近平搞毛式文革或是搞毛式個人崇

拜，遭到其同僚聯手制止。此事是真是假，或

許很快就可以清楚。不過有一點倒是很明顯

的。如今臺上的紅二代們，照說在文革中和他

們的父母都深受毛澤東之害，可是等到他們上

得臺來，從舉止做派到執政風格，卻總是去效

仿毛澤東。薄熙來在重慶大搞唱紅歌運動，引

起不少人質疑。薄熙來回應道：「按道理說，

我應當不喜歡毛澤東，我父親因為文革被整了

十二年，我自己也坐過監獄。但是，我想來想

去，中國只有走毛澤東的道路才行。」習近平

不曾把話講得如此明白，但也有類似的意味。

縱觀習近平的所作所為，不像是習仲勛的兒

子，倒更像是毛澤東的孫子。很可惡，也很可

悲。

著名的西方文革史家、哈佛大學教授麥克

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在《毛澤東最

後的革命》一書裏講到：沒有毛澤東主義的文

革，就沒有鄧小平主義的改革。這話講得很對。

毛澤東在文革期間推行極左的經濟路線外加閉

關鎖國，致使中國民生凋敝，國民經濟瀕於崩

潰邊緣。物極必反，這才刺激出鄧小平的經濟

改革，重新引進資本主義，從偷偷摸摸到大張

旗鼓。窮怕了的中國民眾激發出舉世驚嘆的致

富衝動與活力，於是才有了所謂「中國奇蹟」。

不過麥克法夸爾這話只講對了一半。文革

浩劫，首先的、主要的、大量的是政治迫害，

是史無前例的思想罪和文字獄。物極必反，它

理當激發出強大的自由化運動。事實上，文革

結束後，中國首先爆發的也正是自由化運動，

包括民間的民主牆運動和官方的思想解放運

動，平反冤假錯案，批判兩個凡是，等等。這

一強大的自由化運動在 89民運達到高潮，但

是被鄧小平的六四屠殺所中斷。在談到文革浩

劫時，我們更不應該遺忘的是殘酷的政治迫

害以及廣泛而深刻的恐懼。基於文革的慘痛教

訓，我們更應該做的是，終止政治迫害，結束

一黨專政。這應是我們紀念文革五十週年的重

點所在。

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 ? ◎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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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歷史唯物主義新論
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思想中最重要的成分

（列寧的說法）或發現（恩格斯的說法）。假若

誠如英國學者阿克頓（H. B. Acton）說的，「馬

克思主義對當代世界的影響是如此之重要，以

致於不需要為了去理解它和評論它而辯護了」

（1973:1），那麼對歷史唯物主義也是如此。再者，

在當代馬克思主義中，歷史唯物主義已再一次成

為熱門話題，尤其自 1970 年代末期以來。

本章首先將簡述馬克思的歷史觀，然後參照

當今之分歧及爭論，來分析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

中潛藏的緊張或分裂，接著自早期馬克思主義中，

描述三種最為適切的歷史唯物主義觀，亦即：普

列漢諾夫、拉布里奧拉和盧卡奇的觀點。本章旨

在為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解釋鋪墊，尤其是為分

析馬克思主義與哈伯馬斯，提供一個分析、比較

和批判的理論背景。

1.1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實際上是一組歷史

探究的方法論原則。因此，在《德意志意識形態》

一書中，他稱之為「唯物主義的方法」或「探究

的方法」（Marx, 1970: 42），並闡述它的前提、

條件和基本概念。這組原則是從他對歐洲歷史的

研究中得出來的，爾後成為他的研究指南（Marx, 

1968: 181）。

1.1.1　歷史的自然基礎

根據馬克思的思想，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

提就是有生命的個人及其需求之存在。因此，首

先成立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身體組織，這可以

說是人的「內在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以及

由此產生的個人與其他自然界的關係（Marx, 1970: 

42）。在馬克思提到的其他前提中，人類身處其

中的地質、氣候等自然條件，都具有基本重要性

（《馬恩選集》1：67；Ma rx, 1970:42）。由此可知，

人類生存的內在自然與外在自然共同構成了歷史

的前提。照馬克思的自然觀，人本身就是自然的

一部分，所以人與自然的關係根本就是自然本身

的內部關係。（黃瑞祺、黃之棟，2013：10-16）

再者，馬克思指出人類的生存包括—先於所

有其他事物—吃喝、住所、衣物。因此第一個歷

史行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求，即生產物質生活

本身（Marx, 1970: 48）。基本需求的滿足（滿足

需求的行動，以及獲得為了滿足特別需求而用的

工具），會接連引起新的需求。（《馬恩選集》1：

79；Marx,1970: 49）

除此之外，馬克思時常提到族群，這基本上

是社會的生物學層面。他主張人口的增加可能導

致更為密集的分工、生產力的增加，以及需求的

擴增（Marx, 1970: 51）。總之，人類及其需求的

存在、人類身處其中的自然條件、人口等，構成

了歷史的自然基礎。

早在 1844 年，馬克思已開始關注人與自然之

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1844 年經濟學哲

學手稿》中，馬克思宣稱「這種共產主義，作為

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

了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

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馬克思，

1990：79；Marx, 1977:89）。在他看來，人與自然

之間的關係比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為基本。為了

存活，人類必須開發自然，並且因此受到自然所

制約。物質生產根源於自然，而社會關係和意識

則根源於物質生產。自然與社會之間，或自然歷

史與人類歷史之間，並沒有隔閡或對立。馬克思

甚至認為，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以及「把社會

運動看作受一定規律支配的自然歷史過程（馬克

思，1975：20）。

尤有甚者，在方法論或認識論的層面上，馬

克思主張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統一以及一門研

究人的自然科學。「自然科學往後將包括關於人

的科學，正像關於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

這將是一門科學」（馬克思，1990：87；引自 

Callinicos, 1983:102）。馬克思明顯地嘗試在其歷

史唯物主義中結合自然主義與人文主義，以求解

決傳統上人文主義與自然主義間的對立，以及上

述存在於人類與自然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敵對。

這是一個真正具有野心的計畫，其中的義涵（認

誰怕吳國楨？——是誰下令（授意）謀殺江南？
2002年，我從紐約飛到波士頓去參加哈佛燕

京社舉辦的一個關於「中國公民社會」的座談會，

見到了來自三藩市的陸鏗與崔蓉芝。感覺上，陸

鏗說話反應有點遲鈍，連自己寫的稿子都唸不清

楚。同十多年前在紐約中國城餐館裡見到的他不

一樣。那時他是神采飛揚，聲若洪鐘。後來我才

知道他已有了阿茲海默症的初期徵兆。崔蓉芝比

起八○年代在報紙上見到她的樣子，明顯是發福

了。在中餐館吃晚飯時，她忙著給坐在她身旁的

人布菜，就像是一個慈祥的猶太母親。

當時在座，沒有人提到江南。

兩年之後，我在中文報紙上讀到她紀念江南

去世二十周年的文章，「水落石未出」。足見江

南仍是她魂縈夢牽的。江南被謀殺是沉澱在她心

中無法忘懷的痛。

世襲專制緣起緣滅

一個偶然的機緣，我在芝加哥市郊的

Cantigny莊園內的「第一師博物館」研究中心，

獲得了美國報業鉅子，《芝加哥論壇報》發行

人羅伯特．麥考米克（Robert R. McCormick）與

曾任上海市長、台灣省主席的吳國楨兩家人的

往來通信檔案，一共九十封信，時間從 1948年

到 1955年。此外還有美國《生活》雜誌對吳家

長女修蓉在 Cantigny莊園結婚的報導與攝影剪輯

（1952.6.30）等資料，以及吳國楨與蔣介石決裂

時舉行記者招待會的英文聲明原稿。吳國楨同麥

考米克的通信，從討論上海的時局，到如何把台

灣建成亞洲的民主堡壘，到吳家女兒赴美留學，

麥考米克夫婦自願充當監護人，一直持續不斷。

最後，吳國楨在美同蔣家政權公開決裂時，處在

台北國府、駐美使館和中國遊說團的重重壓力

下，麥考米克夫婦是對他仗義相助的「黑馬」。

1948—1955正是中國內戰到國民黨潰敗遷台

的大轉折時期，而這個大轉折決定了台灣往後數

十年的政治命運。 世襲專制在台灣的孕育成形，

吳國楨無疑是個見證人。在這個過程中，他奮力

抗爭，終不免敗下陣來。

以這些通信為經緯，我閱讀了一些資料，做

了比對研究，完成一本書稿，《誰怕吳國楨？——

世襲專制在台緣起緣滅》，今年四月由台灣允晨

文化公司出版。

江南之死

在寫作期間，我覺得「緣起」的部分比較容

易掌握，反而是「緣滅」的部分，對我來說，仍

有一些疑惑，特別是作為關鍵因素的江南命案。

所以去年十一月下旬，我在台北用電郵與四十年

未見面的柏克萊老友李乃義聯絡。李兄是加州矽

谷成功的企業家，現已退休，在矽谷和上海兩地

居住。接到我的電郵時，他正好人在上海。兩天

後他就從上海飛來台北，在新生南路的紫藤廬與

我見面。

李乃義是吳國楨生前在喬治亞州薩瓦那接待

的最後兩名訪客之一。1984年 3月 17日，李陪

同江南走訪吳國楨，談了兩天，總計十二小時。

◎殷惠敏

此後幾個月江南在朋友面前聲稱，他得到不少寶

貴資料，準備寫吳國楨的傳記。江南首先整理了

他對吳國楨的訪問記，在紐約出版的一本華人刊

物《台灣與世界》第十二期（1984年 6月號）刊

出，題目是「吳國楨八十憶往」。繼而又在該刊

第十三期（1984年 7—8月）刊出「吳國楨逝世

前的一封信」。吳在信中又細述了他兩夫婦 1953

年所遭「汽車謀害」的經過，糾正了江南的一些

報導錯誤。吳還透露他在台被扣為人質的小兒修

潢，最後出國來美前，蔣經國還打算派人將他的

腿打斷，使他成為殘廢，幸而黃少谷善言規勸，

才打消此議。「弟與內子對此均感激少谷不盡

也。」

十一朵曇花

1984年 10月 15日江南命案發生後，江南好

友李乃義是治喪委員會的一個主要負責人。我請

他追憶當時的情況。他告訴我的是一個驚心動魄

的故事。

原來，命案發生的前一天晚上，李乃義在江

南的大理市（Daly City）家中吃飯。他向我強調，

他是學科學的（柏克萊核子工程系），從來不信

靈異鬼神那一套。可是那天晚上，他感覺到江南

似乎情緒很煩躁，沒來由的，（印堂發黑？）晚

飯後聊天，近午夜時分，他家客廳的十一朵曇花

忽然盛開。江南要崔蓉芝拿剪刀把曇花都剪下，

煮水給李乃義喝，因為他喉嚨多痰（抽煙的緣

故？）崔蓉芝捨不得剪花。江南就拿起剪刀「哢

嚓、哢嚓⋯⋯」，十一朵花全剪下來了。

當晚臨走前，他在洗手間洗臉，手錶留在盥

洗台忘了帶走。回家想起，心想第二天到三藩市

上班途中可以彎過去拿。結果第二天早上，車開

在高速公路上，一晃神，竟錯過了大理市出口。

到辦公室不久，中共駐三藩市總領事唐樹備

打來了電話。唐樹備本來當天中午與江南有飯

約，但突然接到江南的大理市家中來電說，江南

當天將無法赴約。講電話的是一個洋人口音。唐

接到訊息後，意識到江南家中可能出了狀況。他

立即分別電告李乃義和柏克萊加大中國研究中心

的圖書館主任陳治平，希望他們抽空到江南家去

看一趟。李趕到大理市，見到痛哭流涕的崔蓉芝，

忙著安慰她。大理市警局刑事探員正在命案現場

搜證。由於這是一起不尋常的謀殺案，既非打劫

行兇，又無財物損失，女主人指出，江南不久前

才出版《蔣經國傳》，這個證詞指向了政治謀殺

的動機。美國聯邦調查局也迅速介入了調查。

李乃義從警局探員手裡取回他的手錶。 連載

《蔣經國傳》的《加州論壇報》副社長阮大方也

從洛杉磯趕來。李乃義自承他是左派、統派，阮

大方是主張革新保台的右派。台灣當局先前還透

過阮的父親，《中央日報》前社長辦阮毅成，要

其子中斷在《加州論壇報》上連載的《蔣經國傳》，

受到婉拒。但在江南命案上，兩人一左一右，初

次見面，竟成莫逆之交。在記者招待會上，兩人

同聲指責國民黨幹下了這件令人髮指的罪行。

FBI人員和大理市警方聯手，一個星期之內

就破了案。但他們要求兩人暫時不要在記者會上

透露消息，因為有些線索尚未收齊整理好。

「如果你當天早上從大理市出口轉出去，

豈不是會當場撞見殺手的行動？你也可能遇害

呢！」我問。

「這不無可能，但既然是政治謀殺，殺手顯

然不願意把事情變得複雜。他們先前已經租了腳

踏車在江南家附近勘察，如果我在他們下手之前

去到，也許他們就推遲計畫的行動了。」

江南命案，從後續發展來看，美國華人沒人

相信當時竹聯幫殺手是主動「為國鋤奸」，也沒

人相信不久前才從駐美武官調回台北升任國防部

情報局長的汪希苓，會自作主張，利用幫派在美

國執行暗殺任務。在美搞情報的汪希苓是瞭解美

國情況的，他不可能不知道，謀殺一個美國公民

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雖然在駐美武官任內，汪

曾透過《中國時報》駐華盛頓特派員傅建中牽線，

同江南談判，要他刪改著作。美國公民江南對汪

的命令式口吻和盛氣凌人的態度，甚為反感。

——本文截取自《風傳媒》

◎黃瑞祺

識論的、方法論的以及理論的）至今仍然被引用

（cf. Benton, 1977; Bhaskar, 1979）。

然而，在馬克思的思想中，自然不是「自然本

身」（nature in itself），而是「人為自然」（man-

made nature）（Jordan,1967: 29, 31）或「人化的自

然」。所以生產性的勞動力、技術、自然科學和

工業全都代表著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歷史性關係，

以及人類與自然的各種結合形式。從這些社會實

踐中，我們可以掌握到「自然的人性本質或人的

自然本質」（Marx, 1963: 88）。據此，自然科學、

技術和工業的歷史，在人類歷史中皆具有基本的

重要性。（黃瑞祺、黃之棟，2005a，200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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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新藍圖新活路

尹雯慧是我的學生，是我剛進入大學教書

時，開授「報導文學」課程的優秀學生，那是

一九九七年的事了，距今將近二十年。當時，

我已離開報界，在政治大學攻讀新聞博士的第

三年，任教於靜宜大學中文系的第二年，開了

「報導文學」這門課程，以一學年的時間，教

導學生認識報導文學，並實際進行採訪與報導

寫作，當時的雯慧就是班上的學生，她相當聰

慧，文筆也佳，在課堂上認真學習，每週提交

的報告也頗為深刻；唯一的遺憾是，這一班學

生在一整個年的研習後，出版他們的報導文學

作品集《第一代毛毛蟲》，有的學生遠赴蘭嶼、

台南、鹽水、屏東、高雄桃源、桃園上巴陵採

訪；有的學生就近在中部地區探訪高美濕地、

台中港、台中啟明學校；有的學生則以人物為

報導對象。一篇篇寫作成果，雖然仍然青澀，

但已展現了他們對土地、社會、族群和人間的

熱誠、探訪、觀察和實踐。

在全班同學的作品合集中，並沒有看到雯

慧的作品，到底甚麼原因，我已不復記得；將

近二十年後的今天，她交到我手上的，竟是這

一本十萬字左右的報導文學集，以她自二○

一一年迄今長期往返並駐點的北印流亡圖博人

聚集地達蘭薩拉 (Dharms la)為主軸，以當地

的圖博族人為近身採訪與觀察的對象，她寫出

了七篇深刻而又動人的報導文學作品，記述七

位圖博人物的生命史。二十年是一段漫長的時

間，用二十年的時間孜孜矻矻，琢磨於報導文

學的踏查與書寫，這是何等敬謹的寫作態度。

就一個老師的立場來說，這是一份遲交十九年

的「作業」；就一個報導文學的提倡者和研究

者來說，這卻是一份獻給進展中的台灣報導文

學史的「禮物」。

台灣的報導文學，自一九三七年由楊逵倡

議並實作至今，已近八十年。這八十年來，報

導文學作家為台灣這塊土地寫出了不少深刻動

人的作品，但多半圍繞在台灣這塊土地及其議

題之上，鮮少踏出台灣，就全球性的題材和議

題進行「蹲點」的深入採訪與報導，雯慧以五

年時間，深入達蘭薩拉，與圖博人一起生活，

進行類似文化人類學家的民族誌採訪，寫出的

這本報導文學集，開闊了台灣報導文學的舊視

界，拓延了台灣報導文學的新場域，在報導文

學史上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從本土到他方，

從浮光掠影的淺碟報導到深刻細描的重層報

導，雯慧展示了二十一世紀台灣新一代報導文

學家不遠千里、不辭勞苦、不畏風霜的開闊、

沉穩和堅毅的報導者精神，同時也開啟了報導

文學從台灣走向世界的新格局。從這個面向

看，本書可說是台灣報導文學的新起點。

反映在內容上， 這本書聚焦於「流亡藏人」

（這四個字是通行說法，但「通行」往往也彰

顯某種文化霸權的難以搖撼）的集體記憶和族

群命運之上。雯慧這五年的蹲點和往返跋涉，

以及她對圖博宗教、文化與政治的深入體會，

都使得本書報導的篇章閃現著非資深

採訪者而不可得的光芒：體會、理解與智

慧。她融入圖博民族之中，體會他們共同面對

的被壓迫者的處境，理解「西藏問題」（又一

個霸權概念）的複雜與弔詭；而同時做為報導

者，她又能拔身而出，一如她在本書〈一條回

家的路〉中所言：「我一直都在調整自己跟受

訪者之間的距離；距離太近容易失焦，看不清

楚；距離太遠又顯得疏離，無法貼近問題的核

心。」她謹守報導者內心的分寸，通過對圖博

歷史、政治和宗教的全面認知，進行報導，既

寫出了一個鮮為台灣人所知的圖博民族的集體

記憶，也讓我們看到其中昭昭可見的圖博宗教

文化的心靈世界。

她能出能入，在本書中，她細緻地通過受

訪者的「生命掌紋」，勾繪出圖博民族的前世

與今生。從《謎途》受訪者各自的經歷、奮鬥、

血淚與沉思，本書七位人物的生命故事都相當

精彩：現任 SFT-India(Student for a Free Tibet)

主席的青年領袖多吉，在上密院圖書館工作詩

人札西，曾任九十三前政治犯運動組織秘書

長、現任圖博流亡政府議員的作家崗拉姆，曾

為拉薩哲蚌寺僧侶、目前擔任圖博兒童村學校

(Tibet Children's Village School)宗教課老師的

阿旺 勒，遭中國當局通緝、目前獲澳洲政府

難民保護政策安置，搬至雪梨的洛桑土登，出

生於尼泊爾的第二代傳統民謠歌手、在台灣出

過五張音樂作品，並曾入圍金曲獎最佳傳統演

唱者的葛莎雀吉，以及曾參與一九八九年拉薩

抗暴活動而被捕入獄，其後逃離中國，擔任過

九十三前政治犯組織常委，目前定居澳洲墨爾

本的邊巴次仁。七位圖博人士的故事，在雯慧

筆下交織出的生命掌紋，縱橫其中的，是血也

是淚，有泣也有歌。

分開來看，這七位的故事，具現了當前圖

博人各自不同的達蘭薩拉生活地圖；整體來看，

就不只是個別的記憶，而是匯聚了每位人物不

同的遭遇、不同的人生，以及不同的背景，凝

合而成的「圖博掌紋」。這使得本書跳脫常見

的「漢人框架」，也讓本書有別於一般的旅行

書寫，而能從舉凡宗教、政治、社運、教育、

媒體的多方觀察，以及圖博傳統藝術、音樂與

文學的內在省思，寫出今日圖博流亡社群的真

實臉顏和心境。要了解流亡圖博及其生命圖

式，本書無疑是一本不可或缺的佳構。

我很高興二十年前教授的「報導文學」課

程，能開出如此燦然亮麗的果實。不過，我只

是一個引路者，啟發者，雯慧這二十年的沉潛、

近五年的實際踏履，以及她流暢而引人入勝的

文字，才是本書成果豐碩的唯一原因。這本書

的寫作計畫，於二○一三年獲得國藝會創作補

助；二○一五年完成後，又獲得文化部藝術新

秀創作出版補助；其中的〈一條回家的路〉更

榮獲二○一五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二

獎──這就足以充分說明雯慧的寫作實力，和

本書從計畫、書寫到出版過程的頻受矚目。

這是一條新的報導文學路徑的展開，台灣

的命運和圖博有類似也有不盡相同之處，但追

求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決心和意願則是一致

的。做為雯慧的第一本報導文學集，《謎途》

不僅止於刻繪流亡圖博集體記憶，還提供給台

灣社會一個值得省思、借鑑與攻錯的他山之

石，因而得以彰顯台灣新一代報導文學家的寬

闊視野和細緻洞見。願雯慧繼續在報導文學這

條孤獨但富涵意義的道路上前行，為她心繫的

圖博，也為她腳踏的台灣！

2014 年是台灣政治意識與發展潮流出現重

大改變的一年，從太陽花學運見證了年輕世代

的投入與網路社會的發展，而六都的選舉結果

則突顯出台灣人民用自己的力量，教訓了失德

失能的執政黨。但這樣仍不能算是台灣人民的

勝利，因為人民依舊面對著失業低薪、食不安

與住不安的困境，面對未來更是驚惶悲觀。台

灣是我們的國家，監督任何執政的政權，讓他

們替人民真正解決問題，保障台灣長久利益與

發展，才能算是台灣人民的勝利。

未來的台灣要走什麼方向？人民最關心

的、最重要的仍是經濟的問題。可是過去十多

年來，政府以「全球化」、「自由化」與「兩

岸經貿」作為主流經濟政策，讓台灣經濟體系

因「兩岸分工」而陷入的產業結構與所得分配

失衡，因重「高科技與金融產業」、輕視「中

小企業、中南部」，不僅使得區域發展、糧食

自給失衡，也傷害了國內消費能力。而政府為

求經濟政績，由資本家、財團的商機判斷來主

導，取代國家發展方向，造成「利潤私人化、

污染社會化」的環境生態與價值理念失衡，導

致了台灣在國際經貿發展，走向了「負面經濟

整合」，讓大部份台灣人民承擔因過度自由開

放後的悲慘結果。

今日登輝很高興，看到台灣有一群年輕的

經濟與社會領域研究學者，十分關心台灣因政

策抉擇所造就的經濟模式，所形成產業結構偏

斜、薪資勞動環境惡化、所得分配不均以及國

際經貿整合突破等問題。他們分別從學理與實

證數據找出當前問題與政策關聯，並以台灣新

經濟模式為核心，就活絡台灣經濟政策的新藍

圖提出具體主張。看到這群年輕一輩的學者，

展現關心台灣前途與未來發展的精神，並以積

極的態度來向政府部門與公民社會提供政策建

言，相信對促進經濟發展與維護社會正義，必

定有相當大的助益。

台灣身為小型開放的經濟體，沒有能力去

主導、改變國際經濟運作的規則，但這些青壯

學者所倡議的「創新」、「就業」、「分配」

三原則，將可以讓台灣人民凝聚出堅定的國家

發展主體意識，以民主的監督力量，促使國家

領導人改變過去那種如打造「鐵達尼號」般的

求快、求數字成長的經濟迷思；同時加強台灣

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生存與發展的能力，以確保

國家經濟安全、發展國家經貿自主性，並以技

術優勢維持成長動能的台灣新經濟模式，將台

灣打造成一艘安全、長久的「諾亞方舟」。

謎途：深刻細繪的圖博掌紋
◎向陽（詩人‧作家）

作家簡白繼《江戶‧東京》之後，最新力作 
 

在夜色的流轉中，照見人性的七情六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