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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了“民国范儿” 1 这个词儿。在“民国范儿”那里，

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所谓的中华民国实际上是一个半封建半

殖民地的社会，普通中国人命如草芥。这样的半殖民地，在民国国父孙

中山看来，连殖民地都不如，因此，他称之为“次殖民地”。在这样的

“次殖民地”里，“民国范儿”尽管享受着高等华人的特殊优待，其实

也并没有获得人的资格。在一些“民国范儿”的“新闻”里，“华人与

狗不得入内”是解放后共产党的“爱国主义虚构”。然而，即使是“爱

国主义虚构”，这一“虚构”的版权也属于中华民国的国父们，而不属

于共产党，在中国人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义愤填膺、痛不欲生的时

候，共产党还未诞生。“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记载至少可以追溯到为

了唤醒中国而在日本蹈海自杀的陈天华 1903 年写的《猛回头》。

国父孙中山也像许许多多他的同时代人一样重述了这一“爱国主义

虚构”：“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都是

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

入。’现在虽然是取消了那块牌，还没有取消那个禁例。”2 因此，孙

中山对治国平天下这一传统理念进行了重新阐释：“中国如果强盛起来，

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责任。如果中国不

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末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

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

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

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

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

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

若是不立这个志愿，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我们今日在没有发达之先，

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的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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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

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

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3 

“民国范儿”历史研究与历史考证最典

型、最著名的成果是把 1948 年发生在北平而

震动了天下的美国大兵皮尔逊强奸北大女生

的沈崇事件改写为延安派来的“共党”色诱

美军的故事。但是，并非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

而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领袖和知识界反共的领

军人物胡适，以北大校长和监护人的身份亲

自介入了沈崇案件，并对美军的不公正判决

表达了不满。“民国范儿”觉得不仅人民可

以忽悠和愚弄，而且历史也可以涂抹和篡改。

香港许礼平揭开了历史真相：沈崇即著名画

家丁聪的妻子沈峻，晚清名臣沈葆桢、林则

徐之后，满门都是国民党，她直到 1959 年才

加入共产党。在污蔑和谣言横生之时，她仍

然活在世上。沈崇事件并非偶然，沈崇事件

发生的同一年，在湖北武汉发生了美国大兵

集体强奸民国名媛的“景明楼事件”，类似

1900 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满清王公贵族

的内眷一院子一院子地被强奸，却只能忍羞

含垢。

与孙中山相反，今天“民国范儿”完全

是一双唯帝国主义列强马首是瞻的势利眼和

将帝国主义强权当干爹的奴才相。我不知道

那个黑暗腐败到了极点，对内特务统治，政

治暗杀，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对外束手无策，

执行不抵抗政策，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最

终酿成了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民族悲剧，甚至

差点被小小的日本灭了国的这个所谓的民国

有什么范儿可言？袁世凯总统任命王闿运为

国史馆馆长，民国名联于焉诞生：“民犹昔也，

国犹昔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

不是东西。”我们可以将国史馆长送给民国

总统的“不是东西”这四个字送给今天的“民

国范儿”。

说到“民国范儿”，首先会想到张爱玲。

张爱玲不仅雅俗共享，而且成了“民国范儿”

的一个重要指标和参数。国粉们不单迷恋张

爱玲的创作，而且说起张爱玲的贵族血统来

更是津津乐道。甚至由于张爱玲的走红，连

轻薄之徒、汉奸小文人胡兰成也搭着张爱玲

的顺风车，成了“民国范儿”的后起之秀。

直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大陆出版的张

爱玲作品几乎只有一本薄薄的《传奇》。当

时，沦陷区文学还是未垦的荒地，因此，我

的一位师妹进入了沦陷区文学研究这块未辟

的荒地。有关张爱玲的评论，例如胡兰成对

她的评论，当时几乎只有在已经发黄的旧期

刊上才能读到。我们几位研究生几乎天天在

北大西门档案馆读旧期刊，读到精彩的关于

张爱玲的评论，经常是奇文共欣赏。有一次，

读到了潘柳黛的张爱玲评论，真是妙语天成。

潘柳黛的创作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但她的张爱玲评论却称得上画龙点睛。因为

胡兰成在张爱玲的评论中将自己的姨太太肉

麻地吹捧为自恋的公主，“和她相处，总觉

得她是贵族”，“这决不是因为她有着传统

的贵族的血液，却是她的放恣的才华与爱悦

自己，作成她的这种贵族气氛的。” 4 所以，

潘柳黛用数学式的精确的科学方法分析张爱

玲的贵族血液：就好比太平洋里淹死了一只

鸡，上海人喝了一口黄浦江里的水，便说是

喝了鸡汤。潘柳黛的评论尽管刻薄，却一针

见血，因此张爱玲一直耿耿于怀。实际上，

潘柳黛的这一评论几乎可以用在所有“民国

范儿”身上。我的这位师妹研究了几年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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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文学以后，终于自己也“沦陷”了，对沦

陷区文学由发掘变成了作呕。

张爱玲有“姨太太文学”5 之称。姨太太

是现代作家张爱玲独特的身份及其文学创作

的一个重要视点。不仅张爱玲的创作有“姨

太太文学”的特点，而且作为“海派传人”

和“张派传人”的王安忆与苏童的《长恨歌》、

《妻妾成群》也都不自觉地承续了这一“姨

太太文学”的传统。张爱玲渊源于《红楼梦》，

然而，《红楼梦》中的姨太太赵姨娘却是曹

雪芹最厌憎、鄙视的人物，因此，曹雪芹与

张爱玲云泥自别。《红楼梦》是传奇的传奇，

顶峰的顶峰，而张爱玲的创作最根本的特点

却是“反传奇”。这既是她卓异的地方，也

是其局限所在。张爱玲表现的是被扭曲了的

人性。她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是变态的。曹雪

芹不仅真实地描绘了贾府那个血泪的、黑暗

的、腐朽的、扭曲的世界，而且还创造了一

个理想的世界——大观园。如果借用一下余

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之说，张爱

玲仅仅剩下《红楼梦》中贾府那个现实的、

晦暗的、肮脏的世界，《红楼梦》里大观园

那个理想、纯粹、美好的世界却是缺位的，

因此，丧失了《红楼梦》两个世界所构成的

巨大的想象空间和艺术张力。换句话说，张

爱玲根本没有为《红楼梦》这部中国最伟大

的小说的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及其“理想

的人性”留下任何空间和位置。那些嗜痂成

癖的“民国范儿”心中缺乏高贵、光明与美好，

习惯于用一种赵姨娘式的卑俗、阴暗、怨毒

的心理来看世界、人物与历史。于是，他们

就像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里的主人公

曹七巧——那个最具张爱玲气质的人物——

的女儿长安一样，“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

的所在。”6 

陈寅恪是现代最博学的学者，是现代的

学术神话，堪称民国学术的象征符号，他自

己也以民国遗民自居。陈寅恪是世家子弟，

极为重视门第，门第氏族也成为他历史研究

的一个最重要的视角，因此，在某种意义上，

陈寅恪可以称得上最顶级的“民国范儿”了。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战

争全面爆发。吴宓在日记中记下了陈寅恪对

中日战争的看法：“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

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

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

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

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

而中国永亡矣云云。”7 陈寅恪和吴宓自比顾

炎武，他们把亡国视为必然。周作人认为，

中国没有海军，根本无法与日本作战，因此，

在周作人的词典里，根本就没有“抵抗”这

个词。陈寅恪和吴宓尽管不像周作人那样毫

无抗拒地追随“历史的力量”与顺应“时代

的潮流”，甘心认贼作父，而是保持了可贵

的民族气节；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在根本

认识上却像周作人一样，看不到中国潜在的

力量，看不到中国的希望和未来，从而陷于

消极绝望。

1941 年 6 月 22 日，纳粹德国入侵苏联。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

战争爆发。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苏

联和美国加入了反法西斯战线。美国是当时

的“世界工厂”，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通

过租借法案，奠定了苏联打败纳粹德国的强

大物质基础。然而，陈独秀 1942 年 3 月发表

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仍然对战争抱着

悲观的态度，因此 1942 年 5 月 8 日延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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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日报》发表李心清的《斥陈独秀的投降主

义理论》。

委员长常凯申 8 是“民国范儿”当之无愧

的代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1935

年 11 月 19 日，他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演讲对外政策时宣称：“和平未到完

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

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9 它充分表达了对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抵抗政策”。1980

年，梁漱溟在与美国学者艾恺的谈话中这样

评论常凯申同志：“起初我们没有料到蒋介

石、国民党能够被赶出大陆，以前没有料到，

因为显然国民党是中国政府嘛，共产党只占

局部地方，对外国民党代表中国，美国无论

哪一方面，军事方面什么都是支持国民党，

我们没有料想在兵力多、有美国的武器帮助、

外交上的援助，种种好条件、便利，被赶出

大陆，这个没想到，实在没想到，为什么就

是这样子被赶出大陆了？就是蒋介石太坏了，

蒋介石太不得人心，他一点信义没有，说话

不算数……”他说常凯申最大的贡献是造成

了共产党的成功。10 最具喜感的常凯申的无

赖，是他用国际条约的形式丢掉了外蒙，但

等到他把整个中国大陆都丢给了共产党，逃

到了台湾岛上之后，他又重新把外蒙“纳入”

了“中华民国”的版图。他的那个所谓“中华民国”

不过是一个虚构，只存在于他蒋某的地图上，

尤其是 1971 年那个所谓的“中华民国”被逐

出联合国之后，连代表中国的虚假名义也失

掉了。殷海光将蒋介石统治集团称为马戏团。

尽管台湾岛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是美国“不

沉的航空母舰”，但尼克松访华后，美国干

爹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它抛弃了，马戏团再也

表演不下去了，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台湾

长大的民国子民李安“爱国主义”的虚妄感

和荒诞感，也因此李安才会用无比华丽的修

辞拍出《色戒》这种虚无的“被 X”的电影。

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

后来，又进一步策动分裂华北。胡适要求国

民政府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并且与汪精卫一

伙组成低调俱乐部，主张对日妥协。如果常

凯申委员长听从了胡适博士的建议，以条约

的形式在法理上承认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事

实，那么，也许中国的版图便又因此失去很

大一块。不过，胡适博士和常凯申委员长都

了解美国的强大。胡适在 1935 年 6 月 20 日

致王世杰的信中阐述了两个重要观点：（一）

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

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

汪精卫与东条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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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前局势。（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

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

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

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11 七七事变之后阅

旬，常凯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我

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

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

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

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

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

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牺

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

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

地。”“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

战而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

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

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

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

牺牲一切之决心。”12 我对常凯申几乎没有什

么好感 , 然而，比起当时的许多“民国范儿”

来，他仍然显示了一个政治家不同的见识、

担当、决心与勇气。常凯申也正是通过抗战

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民族领袖的称号。不过，

发国难财，五子登科，民国一代，实际上只

成就了四大家族。马寅初痛陈四大家族的腐

败，谓常凯申“非民族伟人，为亲族伟人”13。 

民国腐败登峰造极，太子蒋经国“打老虎”，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赚得“傅大炮”

的称号，都在一致述说着天方夜谭般的民国

腐败故事。

常凯申和胡适一样相信乃至迷信美国，

尤其是把抵抗日本的希望寄托在英美的干涉

上。常凯申幻想使苏联、英美卷入战争，其

根本战略思想可以四字概括：“苦撑待变。”

常凯申没有脱离晚清以来“以夷制夷”的思

路与策略，不图自我的革新和根本的建设。

抗战初期，不惜代价发动大规模的淞沪会战，

就是出于这种战略目的。141941 年 12 月 9 日，

在美英对日宣战以后，常凯申领导的国民政

府才追随其后对日宣战。直到这时，这场已

经进行了 4 年多时间的战争才开始有了正式

的名目。

梁漱溟晚年这样回忆 1937 年中日战争全

面爆发以后国内的思想情绪与氛围：“全国

有一种崩溃之象。”于是，他到延安去，看

共产党有没有办法。他见到了毛泽东以后，

对世界获得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毛泽东告诉

他，中国非有这么一天不可，非有这么一个

大灾难不可。毛泽东将《论持久战》的思想

讲给他听，日本想要吞并中国是妄想和笑

话。15 与陈寅恪一样曾经留学德国的蒋百里，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假托一个外国人

之口，用简单的一句话结束了《日本人》一书，

表达了和毛泽东相同的持久战思想：“胜也罢，

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16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早在 1919 年和 1920

年，苏俄政府即已主动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

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建议根据平等互惠原

则，谈判缔结新条约。越飞建议中国废除与

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苏俄将支

持中国的这一立场。然而，顾维钧告诉苏俄

政府：“中国政府已考虑了苏俄的建议，我

们十分赞赏苏俄给予支持和实行合作的表示，

不过中国政府对于不平等条约并不想采取单

方面行动的政策。”17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建立伪满

洲国傀儡政权。国联中的英法等大国不敢得

罪日本，十九国委员会中只有瑞士、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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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和捷克四个小国提出四国决议草案，

谴责日本侵略，不承认伪满洲国。顾维钧作

为民国最著名的外交官回忆在此期间国联的

一次公开辩论说：“我为中国发言时，我自

己都感到平淡无味。因为政府指示，不要在

大会发言中提到日本侵略的问题，我不得不

删掉有关中、日问题的一大段。它几乎占原

稿三分之一。”18 今天鼓吹和平外交的翻译官

错生了时代，如果替蒋介石当外交官，尤其

为汪精卫“和平运动”前驱，可谓得其所哉。

有一次，我看到两位“鲁迅研究专家”

在媒体上一本正经地讨论鲁迅反不反日本侵

略的问题。他们的结论是：反日还是不反日，

在鲁迅那里找不到文字根据。比起那些公

然造谣污蔑鲁迅是日本特务和汉奸的卑劣文

人来，他们这种说法看起来很客观、中立、

公允和学术。不过，我很奇怪，也很惊讶，

并且大为“佩服”的是，鲁迅抗日的文字是

怎样在这些“鲁迅研究专家”眼前消失的？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鲁迅的杂文对蒋介石

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辛辣

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充分表达了其鲜明的、

坚定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立场。在鲁

迅的胞弟，同时也是极端敌视他的大汉奸周

作人眼里，鲁迅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如果用

民族主义者来称呼常凯申同志还算勉强的话，

用它来概括鲁迅就完全失掉了尺寸。鲁迅不

是什么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位左翼作家。作

为左翼作家，鲁迅自然地站在弱小民族反抗

帝国主义的立场上。针对主张与日本帝国主

义亲善妥协的胡适博士，1933 年以鲁迅的笔

名发表的著名的《出卖灵魂的秘诀》进行了

毫不容情的鞭挞：“据博士说：‘日本军阀

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颇难消

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见

报载胡适之的最近谈话，下同）。这是值得

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不，

法子是有的。‘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

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

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

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

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

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

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

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19 怒斥和鞭挞“低

调俱乐部”的胡适博士，难道不是充分反映

了鲁迅坚定的反日立场吗？这篇瞿秋白撰写

却是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并且收录在鲁迅的

杂文集《伪自由书》里的文章，无疑代表了

鲁迅的立场与观点，表明了鲁迅与胡适等党

国文人针锋相对的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的决心。由于鲁迅作品鲜明的抗日立场与

漫溢的抗日精神，因此，在 1937 年中国全面

抗战爆发以后，在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半岛，

鲁迅的作品成为了禁书。这也充分证明了某

些所谓“鲁迅研究专家”实际上是鲁迅谣言

电影《抓壮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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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潘光旦将汉奸归结为病、贫、愚、私四

种原因。他认为，前三种情有可原，最不可

原谅的是基于私的汉奸，他们才是真正的汉

奸。而同样是基于私的汉奸，“市侩土劣也

还有几分可恕之处，因为他们所贪的是赤裸

裸的利，他们一面贪，一面也不讳饰其为贪，

一面做汉奸，一面也不避忌汉奸的名号，他

们是些真小人，真小人比较可恕。最不堪的

是士绅官吏以及曾经在党、政、教等界当过

领袖的人；他们所贪的是比较抽象的权势，

所争的是一口私人的怨气；他们一面贪与争，

一面必讳其所贪所争，不但讳，且从而为之辞，

例如‘民族前途的福利’‘东亚永久的和平’

之类；他们一面做汉奸，一面却自承为民族

的救星；他们是伪君子，是侫人，侫人最不

可恕。”潘光旦认为，中国这种自私自利心

的畸形发展是淘汰的结果，中国这样一个多

灾多难的民族，尤其是在灾荒的淘汰影响之

下，“惟有最自私、最能搜括、最会保身家

的分子才最有生存与繁殖的机会。”20 今天，

在“民族魂”鲁迅被污蔑为日本汉奸特务的

同时，刻骨地自私而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一

边吃着鲁迅、一边骂着鲁迅的真正的汉奸文

人周作人却被“民国范儿”捧到了天上。即

使上个世纪 40 年代在日本占领下，汉奸文人

对周作人的吹捧也没有到今天“民国范儿”

这样荒唐离奇、颠倒黑白的程度。胡兰成的《周

作人与鲁迅》一文认为，鲁迅与周作人的思

想出发点是相同的，两人晚年走上了完全不

同的道路，原因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

而鲁迅则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

他借周作人的弟子沈启无的话说：“和鲁迅

分离，于他的影响甚大，鲁迅的死于他更是

一种损失！因为鲁迅在时，究竟是他的一个

敌手，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敌手，没有了鲁迅，

他是要感觉更荒凉的。”21 

胡适是民国最大的范儿，是“民国范儿”

的范儿。当时，人人都以“我的朋友胡适之”

为无尚荣光。据说鲁迅被神化了，因此，新

时期要将鲁迅请下神台。在鲁迅被请下神台

之时，胡适却被供上了神台。精英们，尤其

是“民国范儿”纷纷以胡粉自居，为胡适自

由主义在中国现代不能通行大吐其血。胡适

对自己的政治能量颇为自负。1948 年，在国

民党政权垮台前夕，蒋介石声明自己不竞选

总统并提议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与蒋介

石一唱一和，配合得天衣无缝，称赞这“是

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在蒋介石登

上总统宝座以后，胡适以国民大会主席团主

席和民意代表的身份向蒋介石送上了总统当

选证书。胡适一直自命为中国自由的使者与

光明的象征，他为 1932 年出版的《招商局三

大案》一书题辞：“公开检举，是打倒黑暗

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

因为民权保障同盟揭露国民党监狱的黑暗，

胡适在《北京通信》中公开检举并且愤而退

出了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因此写了《光明所

到……》一文：“我于是大彻大悟。监狱里

是不准用外国语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

一到，就开了特例，因为他能够‘公开检举’，

他能够和外国人‘很亲爱的’谈话，他就是‘光

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

他于是向外国人‘公开检举’了民权保障同

盟，‘黑暗’倒在这一面。”22 历史学家汪荣

祖在《当胡适遇到蒋介石：论自由主义的挫

折》一文中这样评论置身于历史潮流中的胡

适：“蒋介石在表面上对胡适的礼遇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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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夸大了胡的影响力，民众不免对胡有过

度的期盼。其实，胡在蒋面前并无招架之功，

因蒋自以为有恩于胡，而胡亦不能自外于蒋，

虽欲置身于体制之外，然大使、院长皆为蒋

所授之官，实已参与了蒋政府，更何况暗中

接受蒋私下金钱的馈赠，从国史馆所藏蒋介

石嘱俞国华电文可知，自 1951 年至 1955 年间，

胡一共收了蒋九笔钱，总金额 45000 美元，

难怪蒋私底下如此瞧不起胡，甚至骂胡是‘无

耻政客’。在这种蒋胡关系的框架里，胡适

所领导的自由民主，只能成为专权者的点缀，

而其本人在独裁者的眼里又是何等的卑下与

屈辱。”23 

其实，比起这些“民国范儿”来，倒是

“民国媳妇”端庄大度，是非分明，才真正

称得上范儿，哪怕她们没有接受过正规、新

式的学校教育。被许多人认为与胡适这位新

文化运动领袖极不般配的小脚媳妇江冬秀一

再告诫胡适：你若做了官，我们就不便相见

了。1938 年 11 月 24 日，胡适在致江冬秀的

信中感叹：“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

这是你的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

定巴望男人做大官。”24 我总觉得，胡适的步

子之所以走得不是太乱，脸面没有丢光，很

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江冬秀这样一位从农村

出来的没有文凭和学位的普通妇女。

“民国范儿”是病态历史的折射。它回

避南京大屠杀这一民国最重要的历史记忆，

试图通过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等历史记

忆的重新“发掘”、“考证”与颠覆，通过

对“民族魂”鲁迅的八卦式“研究”与流言

性书写，掩盖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

质，消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反

帝反封建的精神内核，通过对“民国范儿”

虚假的贵族身份的伪饰，为中国社会的重新

封建化招魂。这种封建性与流言性的写作将

“民族魂”鲁迅改写为“大先生”，与汉奸“二

先生”并列，以此消解“民族魂”与“汉奸”

根本不同的性格特点。“民国范儿”消抹了“民

族魂”，将周作人、胡兰成、张爱玲抬上了神坛。

被夏志清书写为民国文学的最高典范的张爱

玲文学在根本上是一种畸形的、病态的“姨

太太文学”，它体现了“民国范儿”畸形的、

病态的姨太太心态。只有从舍勒的“怨恨与

现代性”这一角度，我们才可以说，“民国范儿”

也具有某种现代性。

这些历史上不入流的人物受到如此顶礼

膜拜，用张爱玲的说法——低到了尘埃里，

乃是当代文化陷落的结果和证明。最近，看

到王朔在一篇文章里说，中国当代作家是不

及格的，男超不过胡兰成，女超不过张爱玲。

新时期文学取法“民国范儿”，与鲁迅及其

现代文学背道而驰。用今年北大一篇博士论

文的说法，胡兰成不过是汪伪政权里的一个

三流政客。今天装模作样、装神弄鬼，把自

己打扮成文学大师的某些作协高官被胡兰成

甩出去了好几条街。确实，胡兰成是他们望

尘莫及的。因此除了跪舔，我们还能指望他

们做什么呢？

—

1 “民国范儿”这个词有以下三层意思：一是指当下的

一种言必称民国的社会现象；二是指民国时期的一些

所谓名家，尤其是文化名家，比如文中提到的胡适、

张爱玲等；三是指这些民国名家在今天的粉丝。这几

层意思本应加以适当区别，但由于上下文语境限制，

这几层意思在文章中指向明确，不会混淆，所以我们

尊重作者的使用方法，未在词语上再做细分。——编

者注

2 孙中山 :《在神户欢迎会上的演说》，广东省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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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

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

山全集》第 11 卷，第 387 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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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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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远东侵略的罪魁祸首！”见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

公全集》第 2 册，第 1565 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

版部，1984 年。

15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第 80 页。

16 蒋百里：《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蒋百

里全集》第4卷，第350页，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17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 316-317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 5 月。

18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分册，第 354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 2 月。

19鲁迅：《伪自由书·出卖灵魂的秘诀》，《鲁迅全集》

第 5卷，第 76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

20 潘光旦：《优生与抗战》，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

旦文集》第5卷，第91-9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21 胡兰成：《周作人与鲁迅》，《新东方杂志》，1944

年第 3期。

22鲁迅：《光明所到……》，《鲁迅全集》第5卷，第64页，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

23汪荣祖：《当胡适遇到蒋介石：论自由主义的挫折》，

潘光哲主编：《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寻》，第47页，

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3 年。

24耿云志、欧阳哲生整理：《胡适全集》第24卷，第399页，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

文艺理论与批评09期.indd   133 16/9/27   上午10:44



说说“民国范儿”                           124

胡适与蒋介石

文艺理论与批评09期.indd   124 16/9/27   上午1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