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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作者事後強調自身的「台灣主
體性」，但《不曾消失的台灣省》

引起爭議這一現象本身便說明：部分持
有強烈「本土」立場的本省人士認為支
持國民黨的外省族群乃是過去的壓迫
者；既然是壓迫者，有何資格發聲叫屈
呢？

歷史背景獨特一度弱化
1949年國民黨撤退台灣時，來自中國
大陸各省的大量民眾遷徙至台灣，最終
形成了台灣的外省人群體。毫無疑問，
在國民黨奉行軍事「戒嚴」的年代中，
省籍問題是嚴重的。當時的國民黨基於
對受過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進行「再中
國化」的需要，強力推行「國語」、壓
制本省族群特別是閩南族群的在地文化
發展。在社會經濟層面上，軍人、教
師、公務員這類生活較為有保障的職業
群體中，外省背景人士的比例也非常之
高。台灣的工商企業界人士也匯聚了外
省精英。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台灣文化
界，外省背景的人士所佔比例也非常之
高。在中國大陸、海內外華僑華人社區
中享有盛名的諸多台灣文化界翹楚大多
也屬於外省背景或在外省家庭長大。日
復一日，「外省」這個代表文化、血
緣、族群意義上的概念在台灣開始和
「精英」、「既得利益」等社會階層用
語掛上鈎。在政治上，外省背景的人士
被視為國民黨的忠貞支持者，認同大中
國或大中華主義，這種認識成為台灣現
實政治鬥爭的一環。
從歷史的角度看，台灣的省籍矛盾是

國共戰爭背景下的一種產物，也是國民
黨早期在台灣試圖確立大中國法統的過
程中衍生的結果。但從1987年台灣解除
「戒嚴」、到1996年台灣進行第一次
「大選」至今，台灣的社會體制已經從
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變成了民主化下的政
黨競爭型政治。
由於本省人在台灣人口比例中佔據了
多數，因此外界也多用「本土化」來形
容台灣的政治轉型。換言之，省籍矛盾
的制度形態已經完全消失。而且伴隨不
同省籍族群之間的聯姻、通婚與交往，
在台灣社會的日常生活中，省籍意識和
界限在新生代特別是年輕人中其實已經
愈來愈淡薄。如果有涉及到省籍，也通
常和文化、歷史、生活的呈現有關，例
如本省的歌仔戲、外省的小吃等。在早
期的選舉中，民進黨為了獲取本省特別
是閩南族群的選票，不時以省籍作為政
治動員口號，對外省族群語多攻擊。這
種現象伴隨社會的嚴肅討論和譴責反省
之後漸漸減少，蔡英文本人甚至在2016
年「競選」時，公開向外省背景的選民
喊話，為民進黨過去的此類行為道歉。
因此，不少人都曾認為台灣經歷了多年
的社會衝撞與討論之後，省籍矛盾已經
漸漸弱化、消失。但這種觀點顯然與後
來的事實不相符合。

仇恨言論沉渣泛起值得深思
與陳水扁時代民進黨在「立法院」處
於少數、地方執政縣市數量也是少數的
「朝小野大」狀態不同，蔡英文時代的
民進黨是完全執政，掌控了立法機構、
也執掌了過半的地方縣市。在這種政治
現實下，省籍矛盾與仇恨意識反而日趨
激烈，更為令人擔憂的是，台灣官方的

公共政策似乎也暗藏省籍意識於其中。
從台灣現實社會到網路中的PTT鄉民

論壇，「中國難民」成為了這兩年用來
指稱外省人的一個代表性詞彙。當年建
設過台灣、開通橫貫公路、用青春和生
命奉獻外島的榮民老伯伯（來自中國大
陸的外省軍人）可以被當街謾罵「滾回
中國」；在台灣盡力持家的大陸配偶被
當街質疑「非法居留」。如果這只是洪
素珠個人的行為則並不值得憂慮，但這
實際上已經成為可以在台灣社會大行其
道的做法。
如此氛圍之下，「愛台灣」成為了一

個緊箍咒。普通的台灣人在中國大陸工
作、就學、創業就是「不愛台灣」。但
大家也屢屢發現支持「台獨」的人士或
家族在中國大陸營商賺錢。這種「我可
以，但你不可以」的心態便是封建社會
地主壓迫佃農的當代版。

肆意嘲弄外省作家成就
就文化領域而言，由於蜚聲海內外的

外省背景作家、藝術家數量眾多，這群
人首先成為了被打倒和羞辱的對象。余
光中是公認的漢語文學巨匠，但是其病
逝至今都未獲得台灣官方的「褒揚
令」。而刪減台灣中學課本中的文言文
數量，在本質上成為了部分不知名的台
灣本土作家「分贓」的模式：他們可以
透過執政者讓自己的作品被選入教材。
同時，也恰恰是這些所謂的台灣「本
土」文人，他們寫不出優秀的作品、沒
有普世的人文關懷、也打不出響亮的名
氣，但卻肆意在今天的台灣嘲弄外省作
家的成就，背離文化人的人格價值。
不久前，台灣將「戒嚴」時代的景美

看守所正式變為人權博物館，以彰顯社

會進步、民主化和轉型正義的價值。但
賴清德在致辭時全程使用閩南語。不僅
是這一場合，在其他諸多和國民黨當年
的政治壓迫有關的官方紀念活動中，使
用閩南語幾乎成為一條不成文的規則。
這種做法背後所暗藏的觀念是：外省人
是獨裁者、壓迫者；本省人是受害者。
正是這種「受害者意識」主導了台灣近
年來諸多的公共文化與社會政策。
然而實情卻是，從1949年到1987年的

「戒嚴」時期中，政治受難者的外省籍

人士比例超過四成。而在整體人口比例
中，外省人只佔台灣人口總數的一成五
左右。換言之，若比較社會人口比例和
政治受難者比例，外省人士才是「戒
嚴」時代的最大受難族群。例如，外省
背景的作家李敖便曾經被關押在景美看
守所。因此，官員在任何相關紀念活動
中刻意使用閩南語要麼是對歷史的無
知、要麼就是刻意製造省籍矛盾。

新威權下的台版「德雷福斯」
當前省籍壓迫的典型事例當屬台灣大

學校長人事案。阻止校長當選人管中閔
就任的台灣官員中，沒有人公開承認自
己心中有省籍意識。但關注此事的人，
不論立場為何，都明白省籍問題是一個
真實存在的壁壘和障礙。
管中閔既是馬英九時期的高官，同時

在族群背景上屬於外省人。他曾用「爺
們」這樣頗具大陸華北色彩的語彙形容
自己的氣度，也獲得了「管爺」的尊
稱。管爺不論是家庭出身抑或行事作
風，都頗具華北大漢的風範，此類人必
然成為現今台灣執政者的眼中釘。想像
之中與意料之外的是，阻止管爺上任的
手法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從論文抄襲到
赴大陸地區兼職再到獨立董事爭議，給
外界的印象無非是千方百計要入罪於管
中閔，而且還使得台灣的大學自治受
損。這種做法連擔任過陳水扁副手的呂
秀蓮都無法認同，發佈聲明希望維護大
學自治的法治精神。但值得觀察的是，
阻止管中閔上任其實是一種非常明確的
狗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在這
種模式中，政客用一種表面上毫無問
題、但只有他自己和支持者能夠聽懂的
語言進行政治動員。所以，台灣大學校

長人事案的議題發酵之後，不少親綠的
台灣學者和組織紛紛表示支持台灣教育
部門阻止管中閔上任，理由也非常直
接：要剷除大學校園中的保守派和舊勢
力。
因為省籍和意識形態原因，管中閔顯

然成為了台灣版的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管中閔是這種新威權的受害
者。與舊威權不同，新威權在形式上仍
保有民主選舉的體系，但卻在社會自由
度上出現倒退，這種倒退來自於一種用
血緣、身份或族群來聯結正當性的意識
形態話語。與此種意識形態不相符合的
一切人和事都會被排斥在公共資源之
外。在台灣，新威權下的選舉政治成為
了部分持強烈「本土」立場的本省世家
大族、文化精英獲取權力與資源的手
段；成為了排斥和剝奪外省族群權益的
工具；大陸書籍在台灣出版發行要經過
審查；主政者以「台灣價值」作為標準
要求「朝野」和社會各界人士進行「忠
貞」表態；司法體系面對行政權的擴張
主動淪陷。任何政治清算的華麗辭藻背
後，最深刻的理由仍是省籍問題。管爺
從身份到思想都不符合台灣主政者口中
的「台灣價值」，自然無法就任台灣大
學校長。而放眼世界，從東歐的波蘭、
匈牙利到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和地區，新
威權的表現方式幾乎如出一轍：以貌似
公正、進步的價值觀去塑造立足於血緣
和身份的新型排他性社會體系。

偏執「本土」令文化建構必敗
國民黨「戒嚴」時代壓制閩南文化、

客家文化的做法固然錯誤，去發掘和實
踐在地文化的審美以及培養人與土地的
情感認同也沒有錯，但是這種文化上的
糾偏不可以呈現出報復式的矯枉過正。
在上世紀90年代，台灣的古裝劇《包青
天》、《新白娘子傳奇》等紅遍了台海
兩岸和海外華人社會，體現了當時台灣
的文化軟實力。即便是現代劇，能夠真
正打動大陸觀眾的也是《婆媳過招七十
回》這種展現台灣省籍共融的家庭喜
劇。頗受年輕族群喜愛的《那些年，我
們一起追的女孩》、《我可能不會愛
你》也因立足在共通性的城市生活而獲
得共鳴。具體而言，台灣近年來流行鄉
土劇，但獲得台灣以外華人社會認同的
作品其實很少。個中緣由，值得深思。
更加值得討論的是，目前全力推動實

現台灣文化「本土化」的本省精英階
層，他們中不少人擁有歐美學歷和海外
背景，這些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又是否
看歌仔戲、聽閩南語歌曲？換言之，若
精英階層只是將自己在私人生活中並不
重視的文化載體灌輸給大眾，或僅僅是
以此作為獲得政治利益的工具，既不道
德，也會最終被歷史所譴責。這種文化
建構限縮台灣人的國際視野、不負責
任，且必定會失敗。
錯誤公共政策的受害者是不分省籍

的，從戒嚴時代的司法不公到今天台灣
的一些爭議性都市更新（如台北紹興、
華光社區），外省背景人士受到的傷害
並不少。以省籍區分自我與他者是一種
非常陳舊和錯誤的價值觀，也是執政者
卸責自身無能的廉價手段。如果無法有
效抑制此種思潮而任其蔓延，台灣勢必
陷入到無休止的內耗和對立中。《不曾
消失的台灣省》便帶來了這樣的思考。

德雷福斯是十九世紀末一名猶太裔的
法國陸軍軍官，被誣告出賣情報給德國
人。當時無數的作家、知識分子、記者出
面為德雷福斯爭取平反。這一案件擾攘十
多年，最終德雷福斯獲勝。德雷福斯事件
的社會背景是：法國社會視猶太人為政
治、經濟、文化領域的既得利益者，認為
是猶太人讓法國變得羸弱不堪從而輸掉了

與普魯士的戰爭；所以要振興法國就必須
趕走猶太人。無論是當時的法國還是後來
的納粹德國，反猶主義不僅僅是少數政治
精英的思維，更有非常深厚的大眾基礎。
這些忠實奉行反猶方針的人們永遠以「受
害者」自居，用仇恨去報復他們眼中的
「既得利益者」。這不僅是族群政治的通
常做法，也是新威權的社會基礎所在。

台灣人口中的九成五乃是漢族人。在這些漢
族人中，有本省和外省之分。所謂本省人，是
指當年鄭成功驅逐荷蘭之後包括清代，從中國
大陸沿海省份遷徙至台灣的漢人，包括閩南人
和客家人。而閩南人又以福建的漳州、泉州為
主要來源地。外省人主要指1945年台灣光復之
後特別是1949年國民黨撤退台灣時，跟隨國民
政府前往台灣的中國大陸各省的各行各業人

士。自此，在台灣形成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族
群概念。
一直以來，台灣作為一個海島型移民社會，人

口大體上呈現出流動性態勢，不同族群之間也在
不斷磨合相處之道。早期的閩南移民之間有「漳
泉械鬥」的族群衝突；閩南人和客家人之間也存
在「閩客對立」。因而，如何實現族群共融一直
是台灣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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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變革中呈現出的身份碰撞和討論社會變革中呈現出的身份碰撞和討論。。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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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本省人與外省人 解讀德雷福斯

■■中正紀念堂成為轉型正義的對象中正紀念堂成為轉型正義的對象。。 ■■彰顯中國傳統文化與藝術的故宮博物院彰顯中國傳統文化與藝術的故宮博物院

■李敖被關入景美看守所時的體檢記錄。

■景美看守所。

■■台灣大學師台灣大學師
生抗議大學自生抗議大學自
治受損治受損。。

■■二二八事件和平鐘成為當年歷史的符號二二八事件和平鐘成為當年歷史的符號。。

■■台北台北101101大樓大樓。。

■「毋忘在莒」乃老一輩台灣外
省人心中大中國意識的符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