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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生
（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 福建 厦门 ３ ６ １ ０ ０ ５ ）

摘要： 台湾的省籍矛盾根植于台湾社会文化的深层心理因素中。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大量兴建的眷村形成了相对
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 ， 相对封闭的环境造成省籍的隔阂。眷村第一代外省人怀着对中国的强烈认同， 他们是
坚决反“台独”的一代，“ 拥蒋反共”也是他们浓重的意识形态。然而外省第一代深重的故土眷恋的游子性格也造成了
与台湾本土社会的疏离， 进而使得眷村的外省第二代成为台湾社会漫游者， 受到身份认同的困扰。眷村文化作为台
湾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次文化形态 ， 记录了台湾外省人的过去， 眷村文化所留下的省籍矛盾还影响着台湾的现在
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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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省籍矛盾的形成， 有着复杂而深刻的政

人民开始大量迁移台湾。特别是 １９４９ 年前后， 大批

治、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原因。其中近年来

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随着国民党政权抵达台湾并相

台湾蓝绿阵营的政治恶斗、少数政治人物的有意操

聚而居。据传当时为了方便薪资米粮等生活物资的

弄是加剧省籍矛盾的主要现实原因， 然而少数政治

分配， 开始兴建集合式的居民区——
—“眷村”， 由军、

人物之所以有机可乘， 也因为省籍矛盾根植于台湾

公、教、
“中央民意代表”按职等不同抽签取得依不同

社会文化的深层心理因素中。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台

坪数、不同等级划分的无产权宿舍。

湾眷村文化的特殊性， 揭示台湾省籍矛盾的社会文

党政府迁徙到台湾， 也有部份朝鲜战争的战俘被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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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根源。

５８

朝鲜战争前后， 浙江省大陈岛全岛居民被国民

一、眷村： 相对封闭的环境造成省籍的隔阂

送台湾。这二批移民在当时被界定为“有情有义”的

台湾眷村是指 １９４９ 年起至 １９６０ 年代， 在大陆

群体， 随即被安置在“义胞新村”居住。因此， 集合军、

战败的国民党当局， 为了安置被迫从中国大陆各省

公、教、义、
“ 中央民代”等五大阶层的眷属宿舍开始

迁徙到台湾的军公教人员及其眷属， 所兴建的房舍

散布于台湾各地， 台湾本地百姓则围绕着眷村设立

形成的聚居区。由于这些被称为外省籍的去台人员

日用品交易集合市场， 用“以物易物”方式开启与眷

相聚而居， 形成并保持了与台湾本土社会有一定差

村的经济活动。

异的思想文化， 被认为是台湾次文化。台湾眷村文化

台湾的眷村大多建在海陆空军事基地的周边 ，

是台湾社会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不仅是 １９４９ 年

处于封闭状态。眷村内医院、商店、邮局、学校等公共

以后 ６０ 万国民党军队在台湾的真实生活写照， 也是

设施齐备， 所以眷村居民没有大事， 一般都不出村

外省人在台湾 ５０ 多年生活历史的集中反映。

子， 在眷村形成了他们封闭的生活圈子。由于眷村的

台湾眷村的形成与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生活方式、建筑景观及人际关系与具有闽南与客家

它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一次人口迁移， 同时也是

特色的台湾本土社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距离。眷

一种“被迫型政治性人口移转”。台湾光复以后， 大陆

村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 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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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的环境中， 在眷村居住的外省人发展出一套彷

常’”， 因此， 要以推动“转型正义”之名，“ 消除威权统

佛置身于台湾社会之外的性格与情结， 而台湾本省

治遗留的政治符号与资源分配不公”［２］。眷村外省人

籍民众也将眷村看作是一个特殊的外来的社会。国

的“家”到底是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落脚的村子， 或

民党文传会主委杨渡认为：“ 为了国防与安置， 国民

者是台湾现代的城乡？ 他们不断地在对国与家的概

政府在台湾各地设立营区与眷村， 这就形成总体的

念进行定义， 试图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寻找一个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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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影响与冲突” 。

的合理性。

二、眷村： 至死不渝的“中国认同”

三、眷村：“拥蒋反共”的意识形态

台湾眷村可以说是军队生活的一部分， 让外省

眷村中外省第一代的命运与蒋氏政权紧密相

移民有一个家的所在。眷村文化中充满着国共内战

连。他们跟着蒋氏父子流落台湾， 蒋氏父子决定着他

所带来的圣战使命的氛围， 军队的精神又集体化和

们的命运， 支配着他们的一生， 安排着他们的生活。

制度化了眷村内子弟的思维， 使居住在眷村的外省

蒋氏父子的“反共复国”事业就是他们生存的使命和

人的归属感和向心力不同于竹篱笆外的世界。眷村

意义，“拥蒋反共”是眷村外省第一代浓重的意识形

居民常把村外人统称为“老百姓”， 与自己的军籍背

态。

景相区别。

这样的意识形态也决定了他们是国民党和泛蓝

老一辈居住在眷村的外省人常说的一句话是

—即
阵营的铁票。国民党在眷村成立过特种党部——

“反共复国回家乡”， 土地、国家、民族这些伟大的光

黄复兴党部。黄复兴党部是国民党在选举中动员能

荣使命， 仍然存在于老一辈居住在眷村中的外省人

力最强的组织， 黄复兴党部的提名人选一般不会落

的印象中。他们中有些人经历过国土沦陷、奋起反击

选， 黄复兴党部的配票能力最为有效。２００６ 年， 谢长

的抗日战争，“ 九一八事变”、
“ 七七芦沟桥事变”、上

廷在竞选台北市长的过程中感叹， 无论他如何努力，

海四行仓库、南京大屠杀是他们的共同历史记忆。

他在眷村中的得票最多都只有一成。

“外省人”这个概念， 在“戡乱复国”时期， 是一个充满
了使命感、甚至是宿命感的词语。

台湾本土力量的兴起， 使得外省第一代“拥蒋”
的意识形态成为他们的原罪。民进党的上台使蒋氏
父子彻底蜕去了原来的光环。在泛绿阵营看来， 蒋介

运， 使他们明确感受到国家与个人的密切关系， 产生

石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 是白色恐怖的制造者， 是

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 他们在台湾随

专制政权的独裁者， 是外来政权。
“去蒋化”是民进党

着时间渐渐凋零， 不少人在离开世间前还坚持着一

执政后期所谓“转型正义”的内容之一， 包括把“桃园

辈子的使命感和回到家乡的梦想。怀着对中国的强

中正机场”更名为“桃园国际机场”、
“ 中正纪念堂”更

烈认同， 他们是坚决反“台独”的一代， 当然， 他们所

名为“民主纪念堂”、在台湾各地拆除蒋介石的雕像、

认同的中国在政治内涵上大多是孙中山所创立的

废除蒋介石的纪念日。

“中华民国”。

眷村中的外省第一代对蒋介石的记忆根深蒂

随着时间的流逝， 眷村中外省人的“中国认同”

固， 难怪谢长廷在眷村拜票还有人支持他“竞选蒋总

不断受到“台独”势力的挑战。由于民进党的“台独”

统”。民进党当局的“去蒋化”显然并不能消除眷村中

主张， 他们无法把票投给民进党候选人， 他们支持过

的外省第一代顽固的“拥蒋反共”意识形态， 相反却

坚决反“台独”的新党的成立， 他们也投票支持过对

加剧了眷村中的外省人对于民进党的反感与仇恨。

抗“台独”分裂势力的林洋港、郝柏村。然而， 他们毕

民进党当局摧毁他们的精神支柱， 颠覆了他们生命

竟是台湾选民中的少数力量， 无法对抗 ２０ 世纪 ９０

的原有意义。

年代以来台湾本土意识高涨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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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眷村外省人由于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命

在眷村第一代外省人的心中， 领袖与国家意识
的重要性几乎相等。所谓“反共复国”事实上就是一

中外省人的“中国认同”在台湾社会难以立足， 他们

场跟随蒋氏父子奋斗的终身事业。当初仓皇赴台的

被贴上“外来政权”附庸的标签， 他们甚至被骂“中国

外省人， 依靠蒋氏父子有限的“照料”， 在那个台湾经

猪”。他们甚至还遭到政治上有意和无意的攻击， 民

济尚未起飞的年代， 尚可自足。加上当时氛围是以

进党认为：“对特定身份团体的差别待遇， 破坏以公

“反共回乡”为首要希望， 苦一点也过得去。只是随后

民 身 份 为 基 础 的 社 会 团 结 ， 造 成 ‘社 会 公 义 不 正

进入的台湾经济成长黄金期， 让不少本省籍农家靠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本土意识的高涨和“台独”浊浪的汹涌， 使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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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致富， 本土工商业资产阶级迅速兴起， 然而

者， 原因在于他们受到第一代眷村人对于家国认同

眷村中的外省人不仅回乡无望， 而且他们的经济和

的坚持和回到故乡原点的祈盼影响， 他们更受到身

政治地位的急剧低落， 使得这群当初“拥蒋反共”的

份认同的困扰。眷村中的外省第二代是他们父母生

外省第一代成为台湾社会的下层阶级， 他们因贫穷

命的延续， 他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是在眷村中完成

转为对台湾当局的怨怼， 政治上受压迫的状况也成

的， 他们从小被刻画了共同的未来， 他们一生都必须

为他们不满和挑衅台湾当局的重要原因。

记得， 有一个“保家卫国”的使命。一方面， 眷村外省

四、
眷村： 故土眷恋的游子性格与台湾本土的疏离

第二代学到的， 是中国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文明， 他

台湾著名导演杨德昌曾说， 他的父母是中国传

们中的有些人从小受到中国文化的严格熏陶， 具有

统社会中非常特殊的一代。这一代外省人都因为战

深厚的国学根底。但是另一方面， 他们却对大陆没有

乱离开家乡， 毫无祖产， 随政府来台， 完全靠劳资来

任何感性的印象， 他们对大陆的认识来自于蒋氏政

建立生活。这个描述可以说是居住在眷村的外省人

权和西方社会反共的教育。眷村中的外省第二代与

的写照， 发展在心理层面， 培养了外省第一代的独立

第一代的经验不同， 体验了不同的人生， 一方面， 他

性格， 却也造成第二代的人际关系疏离。杨德昌就曾

们需要从眷村中找到自己的归宿、自己的人生、自己

剖析过他自己的状况：“到现在还没办法很熟练的和

的生活； 另一方面， 他们又意识到眷村的外省属性阻

长辈应对， 回想起来， 还是因为家庭组织太简单。眷

碍了他们融入台湾社会、成为“新台湾人”的过程。

村第二代就在这样没有亲戚却有很多邻居的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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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 并由邻居身上发展对亲人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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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朱天心曾经在作品《想我眷村的兄弟
们》中解释外省第二代始终无法深耕台湾的原因：

居住在眷村的第一代外省人在时代及岁月的转

“原因无他， 清明节的时候， 他们并无坟可上……原

变中虽然心里还有一点“反共复国”回家乡的盼望，

来， 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 是无法叫做家乡的”［３］。她

但为了生活， 他们陆续开起面店、卖着烧饼油条， 扮

也描述了眷村中特殊而有限的“台湾人经验”：“ 大概

演起放下枪杆后的台湾百姓角色。面对着竹篱笆外

非眷村， 或六十年代后出生的本省外省人都无法理

的都市化及经济发展， 这一代眷村人只能以虚构的

解， 很多眷村小孩， 在他们二十岁出外读大学或当兵

家乡来填补在孩子们心中的形象。台湾作家朱天心

之前， 是没有‘台湾人’经验的……至于为数众多的

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小说中， 贴切地描写出这一

大陆籍妈妈们， 十数年间的唯一台湾人经验就是菜

代人的特色：“他们总习于把逃难史以及故乡生活的

市场里那几名卖菜的‘老百姓’， 因此她们印象中的

种种， 编作故事以飨儿女。出于一种复杂的心情， 以

台湾人大致可分为两种： 会做生意的， 和不会做生意

及经过十数年反复说明的膨胀， 每个父家母家都曾

［３］
的”
。就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 在台湾出生、长大的

经是大地主或大财主， 都曾经拥有十来个老妈子一

眷村外省第二代， 虽然从小仍接收着保家卫国、回归

排勤务兵以及半打司机， 逃难时沿路不得不丢弃的

家乡的观念， 然而却在步出竹篱笆后看见了不同于

黄金条块与日俱增， 加起来远超过俞鸿均为国民党

想象中的神州大陆和外部世界。身为外省第二代所

搬来台湾的……曾经有过如此的经历、眼界， 怎么甘

背负的家国认同问题及身份问题， 让他们生活在与

愿， 怎么可以就落脚在这小岛上终老？ ”［３］这样的描

环境看似融合却又时时对立的处境之中。面对外部

写， 除了道出这群经历战乱的外省人不甘于落脚在

世界， 眷村外省第二代深感如果再留在村里， 那只代

这个小岛上之外， 也道出了他们面对现实环境的无

表了他“走不出去”。眷村外省第二代生活在充满意

法抵抗， 将宿命的安排与生活无奈的情绪都推给一

识形态， 步调缓慢的村子中， 并且了解村外的世界是

个不存在的虚无。

无法以父母亲的步伐基调去行进的。于是学会带着

眷村外省人的集合是以“反共复国回家乡”为目
的， 对于所生存的台湾却着墨不深， 他们可以侃侃而
谈大陆家乡的历史和地理， 却不知道淡水河的长度、

乌龟漫步于村子围墙内， 并体验着如何在围墙外跨
步赶上社会的脉动。
经历战乱的外省第一代给他们留下的是率直、

曾文水库的集水量， 表现在生活中的态度就成为不

冲动、重感情、好逞强的江湖意气， 也是他们后来远

轻易置产的“过客”心态。

走欧美留学或从商的魄力。阿宝的小说《卡门在台

五、眷村第二代： 台湾社会的漫游者

湾》、杨德昌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都对眷

眷村的外省第二代之所以成为台湾社会漫游

村中生长的第二代外省人的生活进行了入木三分的

“一国两制”
与祖国统一

刻划。马革裹尸气豪壮的战争想象对他们而言是憧

意中强烈的回想起那些零碎的回忆。

憬也是梦魇， 并不时反映在生活之中。从小时候的分

眷村的兴起， 在当时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２０

成两派玩武侠拼杀， 两派头目各自拼命拉人充实力

世纪 ８０ 年代台湾经济起飞 ， 土地成了最珍贵的资

量的游戏， 到长大后聚勇斗狠， 抢夺地盘的帮派行为

源， 许多眷村开始改建， 情况好的兴建居民区， 每一

都是眷村中所营造出的特殊氛围。

户都能分到一所房子， 从原本低矮的小平房住进高

正如小说《卡门在台湾》中的眷村外省人阿宝所

层公寓里， 居住面积也较过去宽敞。“国宅”盖起来

言：“外省人第二代在台湾能搞出什么名堂？ 没有钱

了， 曾经在白蚁啃食木头声陪伴下苦读的眷村第二代

又没有地。想要出头， 不是要向老头子的威权靠拢，

及老弱残兵的外省“老芋仔”都有了共同的“新家”。

［４］

就是向土财主的金权投降。” 这样的描述可以说贴

但是并非所有眷村住户都能得到妥善安排 ， 也

切地道出了外省第二代对于台湾本土意识所怀有的

有部分眷村当年兴建的土地属于公有地， 依照城市

特殊又复杂的疏离心态。

计划可能是公园用地， 为了市政建设， 台湾当局决定

六、逝去的一代： 台湾社会的变迁与进入废墟的

收回这些土地， 像是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便是如
此。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 原本住在公园用地上的人

眷村
眷村象征着一个时代充满挫折的悲剧。由于社

们， 一下子便没了居所， 家中收入好的还可以另购新

会的变迁和本土化的冲击， 台湾当局试图藉由眷村

居， 但是靠退休金生活的人就陷入困境了。如今台北

改造与文化遗忘来转化外省族群的浓厚灰色氛围。

大安森林公园的树木逐渐茁壮茂盛， 公园成为邻近

这使得眷村两代外省居民对于过往， 无法有一个完

居民休闲的去处， 年少的孩子们已经不记得原来这

整记忆， 只能藉由属于自我“物”的片断去做拼贴回

里是一处村子， 但是那些初抵异乡， 曾经在此安身立

忆。

命的人， 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 ３０ 年岁月， 如
眷村外省第一代被战争逼迫离开家乡， 并且因

时代政治与法令的限制失去所有亲人的联系。“家”

今他们已垂垂老矣， 时代的变迁带给他们的恐怕是
唏嘘多于欢乐。
时至今日， 眷村作为两岸纷争历史的产物， 逐渐

母的形象只剩下仓皇败退中压在行李箱底的两张泛

走向消亡。国民党到台湾后最繁盛时多达 ９００ 个的

黄相片。为了反攻计划， 他们关起门来生活在眷村之

军事村庄， 今天只剩下约 １４０ 个， 而且还会越来越

中， 也因为如此， 对于台湾老百姓的认识也是片断

少。但是眷村文化作为台湾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种

的。回想起年轻在台湾的生活， 除了兵工厂、军队， 就

次文化形态， 记录了台湾外省人的过去， 眷村文化所

是村子。这些人也因时代的氛围及标签化的结果成

留下的省籍矛盾还影响着台湾的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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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变成只存在于心中某个角落的片断回忆， 父

了台儿庄大捷、一江山岛战役， 甚或被加之于身的
， 即便绝大多数的置
“二二八事件”原罪的回忆之“物”
身事外的眷村外省人也留下了这些历史事件的烙印。
对于眷村第二代而言， 从小就注定要活在一个
碎裂的命运和记忆之中。台湾作家张启疆曾在《君自
他乡来》中提及：“你们的身世之谜另有一说： 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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