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蘭成文化理念的踐行與失敗 

——以臺灣《三三集刊》為中心的考察 
 
 
 
 

金進 

摘  要：1974 年 5 月，胡蘭成應臺灣“中國文化大學”之聘來台任教，

1976 年 11 月 8 日被逼離開臺灣。1977 年 4 月 20 日（三月初三）“三

三”成立，胡蘭成以通信方式鼓勵朱天文創辦刊物，朱天文、仙枝等人

共同主編三三集刊，1978 年 10 月，胡蘭成以“李磐”為名，自三三集刊十

五輯（《日出西山雨》）起，開始為三三撰稿。1981 年胡蘭成逝世，《三三

集刊》隨即停辦。從三三集刊入手，研究胡蘭成文化理念的實踐過程是

一個新的研究角度，本文將從胡蘭成的文化理念內容的內涵以及“三三

集刊”所受影響的具體表現形式入手，分析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下，胡蘭

成的學說失敗的原因，從而試圖對胡蘭成和三三集刊的文學史地位進行

新的評價和定位。 

關鍵詞：胡蘭成；文化保守主義；文化中國；三三集刊  

 

1974 年 5 月，胡蘭成入境臺灣，應中國文化大學之聘來台任教，同

年秋，開始教授中國古典小說、日本文學、禪宗思想和“華學、科學與

哲學”數門課程。在華岡遇到林慧娥（後易名仙枝，時為中國文化學院

中文系二年級學生），其從暑假起就為胡蘭成謄抄文件。1974 年 8 月和

1975 年 9 月，朱天文兩度隨父親朱西寧上華岡拜訪胡蘭成，其間曾重讀

胡蘭成《今生今世》。1976 年 4 月底，胡蘭成因抗戰漢奸之名被揭發，10



 

 

月被迫停課，《今生今世》《山河歲月》被禁。隨後由朱西寧安排避居景

美朱家隔壁，此後胡蘭成為朱家姊妹及其文友講經論道，在日常生活裏

隨處點撥。因顏元叔、余光中等學者的驅胡行為，胡蘭成終於 1976 年 11

月 8 日被逼離開臺灣。1977 年 4 月 20 日（三月初三）“三三” 成立，在胡

蘭成的通信鼓勵下，朱天文、仙枝等人共同主編三三集刊。1978 年 10

月，胡蘭成以“李磐”為名，自三三集刊十五輯（《日出西山雨》）起，開始

為三三撰稿。1981 年胡蘭成逝世，同年 8 月，《三三集刊》停辦。1989 年

三三書坊停止運作。1名噪一時的“三三集刊”本身包括“三三集刊”二

十八冊和“三三書坊”十二冊，其中“三三書坊”中有胡蘭成化名“李

磐”所作的《禪是一枝花》（1979）、《中國禮樂》（1979）、《中國文學史

話》（1980）和《今日何日兮》（1981）。 

朱天文曾經這樣回溯自己的前期創作，“當時十八歲到二十五歲的

我，……我後來的寫作生涯，整個的其實都在咀嚼、吞吐、反復塗寫和

利用這個‘前身’”。2這段時間正好與胡蘭成與朱家結識、旅居臺灣及

被迫逃到日本，直至 1981 年去世的時間重合。在這篇文章中，有對“三

三”的權威解釋：“三三，具體是有《三三集刊》，在我大學三年級時候

創辦的，1977 年 4 月。兩年後我們成立三三書坊。當時胡先生書《山河

歲月》在臺灣出版遭禁，刪節出版的《今生今世》也給勸告，既然沒有

出版社出胡先生書，我們就自己來，用胡先生在《三三集刊》撰文的筆

名李磬，印行出版。這樣一共出版了四本，至胡先生去世的 1981 年。可

                                                             

1張瑞芬，《胡蘭成，朱天文，與三三：當代臺灣文學論集》，臺北：秀威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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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三三是胡蘭成一手促成的。打從結識胡先生，其間有一年的時間

胡先生住我們家隔壁，著書講學，然後返僑居地日本，至去世，總共七

年。”1可以說，從《三三集刊》的研究入手，進而研究胡蘭成文化理念

的影響和實踐是一個全新的研究角度，本文將從胡蘭成的文化理念內涵

以及《三三集刊》所受其影響的具體表現形式入手，分析在具體的歷史

情境和文學場域下，胡蘭成的學說失敗的原因，從而試圖對胡蘭成和三

三集刊的文學史地位進行新的評價和定位。 

 
 
 
 

一、胡蘭成的文化理念中的保守主義和教化意圖 
 

何謂“三三”？三三集刊扉頁上所寫：“你若認為‘三三’縱排出

乾卦，橫排出坤卦，也好。你若認為‘三三’嚮往中國文學傳統的‘興

比賦’也好。你若認為‘三三’想要三達德，也好。或者你若認為‘三

三’說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故事，也好。你若認為‘三

三’說的‘三位一體’真神的故事，也好。你若認為‘三三’說的‘三

民主義’真理的故事，也好。也許你若認為‘三三’就只是那樣一個

‘三三’，也好。‘三三’即尊崇三民主義與三位一體，前者為孫文學

說，後者為基督教義。”《三三集刊》本欲取名《江河》，可見其中濃烈

的中國意識。三三的精神領袖就是胡蘭成，朱西寧則是背後的支持者。

“胡蘭成著述以作為三三的基本綱領，提供形而上的理論指導，大自然

五大基本法則、忠君愛國之說、中國傳統士的精神等，都成為三三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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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朗上口的基本教義；而朱西寧議論文多以對應現實，如復興中華文

化、批駁鄉土文學等，此外他還做了很多務實工作，包括將居所供為活

動場地，及提供物質資助；三三青年在大專院校演講兩百餘場，自動自

發、分工合作形成了一套運作系統。” 1臺灣學者范宜文歸納胡蘭成的文

化信念，一是“復興中華文化”，二是“遵行三民主義”，三是“批駁

鄉土文學”，四是“完成伐共建國”。 2但我認為，這份宣言糅雜着文化

中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基督教教義的政治 /文化信仰，三三成員一開

始就陷入到一個龐雜的文化理想圖景中，而文學創作是一種語言和情感

結合的藝術，這些矛盾都為胡蘭成文化理念的失敗埋下了導火線。  

胡蘭成為什麼能成為三三群士的精神領袖？這是我們要討論的第一個

問題。首先跟敗退臺灣之後的國民黨教育政策有關。1949 年國民黨當局

撤退到臺灣地區，因為戰時環境的限制，在文化方面的建樹不多，很多

文化機構都是以“臨時”的形式形成的。加上對中共文藝政策和日本軍

國主義的忌憚和敵意，對中國現代文學傳統和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都採

取禁絕態度，所以文學傳統相當的支離破碎。“正是這種意識形態上的

薄弱，導致了國民黨當局的文化政策迅速遁入‘大中華中心主義’修辭和帶

有新傳統主義色彩的道德主義之中。比如，為了對抗共產主義宣揚的階

級仇恨，國民黨的右翼理論家鼓吹‘人性’或儒家思想中的性善主張，

然而‘人性’很快就淪為文化官僚口中的教誨性修辭。此外，慫恿知識

份子回避赤裸裸的社會經濟問題，把有關‘階級’的討論列為禁忌。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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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類的消極策略，多年後終於引發了 20 世紀 70 年代鄉土文學運動那樣

的強烈反撲。而與此同時，接受國民黨‘教誨式’意識形態灌輸的知識

份子則發展出一套保守的文化主義觀點，廣泛地為佔據主流文學位置的

文化參與者所信從。”1雖然胡蘭成的學說被餘光中等人認為是一種反理

性的、烏托邦式的文化保守主義，2但因為 1970 年代臺灣文壇右翼化的

“文化民族主義”或者“文化保守主義”傾向，胡蘭成的《山河歲月》

（1975）中對前現代中國的文化思想梳理正當其道，也因此用這種對前

現代中國烏托邦式的召喚吸引了國民黨“文化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下培

養的三三群士。其反共言論是非常明顯的，“提到三民主義，我才想起

一個疑問必須要澄清，就是馬克思講鬥爭為歷史文明向前去的原因。因

為中國人說的反，是從新生出發的，這個反是肯定大自然是善、肯定萬

物都是向上、向陽光的，但階級鬥爭則是把表像的對立來渲染作為本

質，進而挑撥仇恨，根本上就把這個情分來丟失了，他們不知反是新生

的，是為著成全，所以就像陽子沒有電子一般，是成不得和諧光明的天

下世界。”3第二點就是張愛玲的文學影響力。毋庸置疑地說，胡蘭成一

直在利用自己張愛玲前夫的身份消費張愛玲，再加上朱西寧父女的崇拜

                                                             

1張誦聖：《臺灣文學生態：從戒嚴法則到市場規律》，鎮江：江蘇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7 頁。 

2余光中說：“胡蘭成對於中國歷史，一往情深，對於中國文化，則是絕對信任。

可惜《山河歲月》的嚴重缺陷，也因此而來。胡蘭成對於中國文化，只有肯定，絕少

檢討。直接間接，他認定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是至上美滿，冠於世界，相形之下，夷狄

的文明總有所不足。這種感覺，當做一種愛國情緒來欣賞，也許是動人的，可是當做

一種知性的認識來宣揚，則容易誤認。”余光中：《山河歲月話漁樵——評胡蘭成新出

的舊書》，收入《青青邊愁》，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77 年版，第 261 頁。 

3《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學：喜反與好玩——三三集刊作家集體討論》，收《三三集

刊》（第 9 輯），臺北：皇冠雜誌社，1978 年版，第 230 頁。 



 

 

心態和努力實踐，也加強著他對三三群士的影響力。  

早在抗戰時期，胡蘭成就認為“西方文明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

的確比東方在同時代的成就更多。但東方文明在已往一切時代中的成

就，這樣蓄積而成的傳統，卻是大於西方文明的傳統，也就是所謂民族

的本來面目。”1基本上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的傾向。三三集刊中有一組

連載了十四輯“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學”的集體討論，這些標榜“集體討

論”的文章，都是對胡蘭成理論的闡發。如第 7 輯的《建立中國的現代文

學：感激大自然》，文章討論的是胡蘭成的《中國文學史話》中“古來中

國文學的傳統，第一是感激大自然”這一觀點，文中把胡蘭成化名為

“早升旭”這個人物，借這個人物之口來解釋中國文學和西洋文學的傳

統：“至於西洋文學呢，就低俗在他們有人事而沒有天意。西洋的古代

文學沒有寫自然風景，近世的有寫自然風景，像托爾斯泰寫俄羅斯的大

雪曠野中的馬車，英國王爾德童話中寫月光。但都是只寫了物形，沒有

寫得大自然的象，那情緒也是人事的，不曉得自然是無情而有意，所謂

天意。”2之後，三三群士，分別化名為“紅玉”、“花皮五爪”、“喇

叭三號”探討“人事”與“天意”，不過結果是“眾人紛紛云云，勉強

得了一個結論，說天意是包含了人事與神意，而神意就是神意，與人事

無關。但這也說到其大小的問題，與神意與天意的根本不同仍舊口齒不

清。一夥人便僵在那裡。”（第 229 頁）這篇討論文章也暴露出胡蘭成學

說的漏洞。《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學：人世的妙相》（第八輯）、《建立中國

的現代文學：喜反與好玩》（第九輯）、《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學：中國文學

                                                             

1胡蘭成：《文明的傳統》，收《苦竹》1944 年 11 月第 2 期，第 176 頁。 

2《三三集刊》第 7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7 年版，第 226-227 頁。 



 

 

的作者》（第十輯）、《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學：文學與歷史的氣運》（第十

一輯）。 1我更願意把這些討論文章看作是胡蘭成獨立撰寫的“文學與歷

史”問題專文，這些論文所涉及的文化（文學）觀點凸顯出胡蘭成的文

化保守主義立場。 

首先是反五四新文化立場。胡蘭成說“‘五四’新文學運動之後，

北京大學一派疑古的新風氣，但是堯典裏所講的星象位置，竟在天文學

上得到了證實。而且二次大戰後，地下考古學所發現的美索波達米亞的

古文明，更可參照堯典裏的世界，得到新的證實。只是我們的一般學者

文人，至今尚以五十年前的顧頡剛的古史辨說禹是一條蟲為新奇，這種

無知，是因於其人品低下，喪失民族自信之故。” 2對於“春秋戰國是論

文的時代”的三個特色的歸納：“其立論的理是依於大自然的五基本法

則演繹而來，乃至如韓非子，也還是有老子的“天地不仁”為其思想，

比西洋的法治論高曠。再如孫子，他是一寫就寫出了永遠新鮮的兵法

論，德國克勞維茨的軍事學，是把握了現代的技術方面，但在原理上還

是不違孫子，不及孫子”；“發明了許多新字新語，一種是用於說明

‘無’的，如物象的象，乾坤、陰陽、虛實的虛，與仿佛、窈冥等形容

詞，與仁義的仁，禮樂的樂，都是新字新語。”“中國的文章的造型，

是有陰陽虛實與位置變化的，只有以這樣形式的，徘徊徐疾，有調而非

旋律的文章，才能適合於寫出中國的論文所特有的那種內容，不是西洋

那種邏輯體系的報告文學式的文體寫的論文可比，而必然是文學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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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輯《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學：知性的文學》也是出自胡蘭成的文章，

其中對五四新文學不斷進行攻擊和否定。更有甚者，在第 12 輯中，一段

“五四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革命，若非這革命，不會有今天的許多好文

章。但是五四犯了三個錯誤：一否定禮教。二否定士。三把文學作為藝

術的一種。把文學當作藝術的一種是把文學看小了，其原因見於前幾期

的討論文。這裡只說禮教這種東西，就有肯定即妄，宋儒妄到女人不可

出門一步，但是五四把禮教給否定了，這又是使人的情義漂失了。禮教

只可有更革，但史上每換朝代，頂多也只是改了正朔與服色，沒有改到

祭祀與賓主倫常間之禮的。禮儀是中國人情意表現的形式，五四在原則

上把禮教打倒了，至少在文學上寫中國人的情意沒有了形式，以致小說

裏用了西洋人的情意與動作的形式來描寫中國人，這樣，文學先就不美

了”1，又是把五四運動給否定掉了。  

其次是反共立場。第 12 輯《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學：文學與時代的運

氣——三三集刊作者討論會》這篇一看就知道是胡蘭成的文章，與第 11

輯一樣，出自胡蘭成的同一篇論文。在中國大陸版本中，最後一段刪掉

了：“今日何日兮？中國的同胞們，隋唐的江山文明，見證了五胡亂華

變奏局中，王猛、崔浩、高允、文明皇后的時代的大意願，天道不爽，

歷史的氣運興衰有時，中國今日之處境，猶甚于五胡亂華，  而國父的革

命已邁七十個年頭，中國的前途將往何所？世界的前景又將如何？‘革

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竟會是一句空話嗎？”在這一段中，一句

“五胡亂華變奏局”，就隱藏着濃厚的反共意識。如“三三之士當前的

                                                             

1《三三集刊》第 12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 年版，第 248 頁。 



 

 

目標是在反共，光復大陸，但這必定要有思想。” 1“我今建議，三三不

會音樂的人亦要學會知道樂理，會音樂的人要練習中國的古樂。……今

三三的青年有光復大陸、創造新時代之志，即此是學禮學樂的基本。” 2

加上在一些對話中，類似“今天共產黨也是落到這裏頭去了，因此即使

他們叫駡勞動是神聖的，但同時勞動又拿來當刑罰的工具，想一想就知

道這是矛盾的，他們還是把勞動看成受詛咒的，而變本加厲拿來當作今

天他們所施行、變相的奴隸制度” 3這樣的表達，這些語句都不負責任地

把三三諸子的文學實踐直接跟反共掛鉤，也抹殺了三三諸子創作的多樣

性。 

最後，胡蘭成學說有着明顯的“文化中國”教化意圖。從第 15 輯

《音樂論——聲的究極》開始，一直到第 24 輯，胡蘭成直接化名“李

磐”來現身說法。他直接指出“三三會寫文章的年輕人今知讀中國的古

書與國父全集，這是使創作的前途可以日月長新花長生。……學唱是或

昆曲，或平劇，或古樂的頌歌，都可，也必定要練習出正音來。曲調是

秦漢至清的郊廟頌樂，與大雅小雅的譜調，以及自孔子的幽蘭操以來的

琴曲、宋詞元曲等譜調，與漢魏六朝以來的童謠民歌的唱法與舞姿都講

究練習，必定要唱出舞出一個江山風景、英雄胸襟與萬民之情來。” 4就

胡蘭成對三三諸子的影響來看，三三合唱團的建立必然與之有相當關

                                                             

1《三三集刊》第 13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 年版，第 247 頁。 

2李磐：《音樂論 10》，《三三集刊》第 24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9 年版，第

43 頁。 

3《三三集刊》第 9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 年版，第 249 頁。 

4李磐，《音樂論 10》，收《三三集刊》第 24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9 年

版，第 44 頁。 



 

 

係。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三三群士之外，三三集刊有一支“文化中國”

的外援文學部隊。詩人鄭愁予就是一例，“《衣缽》系列組詩” 1，由

《仰望》、《芥子》、《熱血》、《背影》和《衣缽》等 5 首詩歌組成，其旨在

悼念孫中山先生，其中《背影》的最後一段：“兩萬人提燈為一個老壯

士照路/帶着最後生日的感慨  您將遠行/在深灰的大氅裏  裹着一腔什麼/啊

/那是革命的衣缽  歷史已預知/當夕陽  浮雕您底背影在臨江的黃埔/那時正

是您滿意的訣別/因為  第二代的同志已長成”，聯繫前後文，這其中的

“第二代的同志”指的是外省第一代，而《衣缽》最後一段中的“第三

代”指的就是三三諸子，但其中的反共思維是相當明顯的。第十二輯重

刊了鄭愁予的《仁者無敵》，“（詩歌）分六節，‘慈母’‘祖國’‘負

重’‘功成’‘致遠’和‘誓言’，其中的內容相當空洞，不過也可以

從反面看出蔣介石在臺灣的無作為：“當此民族危亡的大難啊您是怎般

度過/當太康艦遊弋于滄海明月間/連綿萬里的故國而無一泊地/當部屬不

肖 盟友背棄/啊  這般瀕臨絕境豈是凡人所能屈忍得了的/然而   只有經得

起最後的試煉/那神的宏恩/只有忍得下最大的屈辱/那道行的力量才能淬

發/衰梁雜亂的舊業下毀了/且乘此造起鋼骨渾然的新建築”2整首詩中一

味讚美蔣介石的“仁”，可是稍懂歷史的人，就知道蔣介石的一系列罪

行，“寧漢合流”後的反革命大屠殺（1928）、抗日戰爭中的消極抗日

（1937-1945）、“解放戰爭”中挑起的國共內戰（1945-1949），這些似

乎都被當代臺灣主流知識份子遺忘了，有的只是被洗腦之後的“謳

歌”。3這些對“中華民國”的悲情回溯，故意營造的沒落朝代的遺民身

                                                             

1《三三集刊》第 11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 年版，第 124-140 頁。 

2《三三集刊》第 12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 年版，第 134 頁。 

3《臺灣省戒嚴令》（正式名稱：《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布告戒字第一號》），是一



 

 

份，這些都契合着 1970 年代海外方興未艾的文化中國思潮，支撐着胡蘭

成所宣導的文化中國理念。  

 

二、三三群士1與“張腔”“胡說”2 

及他們所受影響的具體表現形式 
 

從整體創作特色來定位的話，三三群士的創作屬於 1970 年代的臺灣

校園青春文學範疇。三三群士都是眷村子弟，這些眷村子弟多有軍中背

景，這些出身於中上層家庭、相對來說受過良好教育的軍人，形成了臺

灣獨特的眷村次文化的骨幹，他們的文化傳統以及文壇地位惠及外省第

二代作家，培養了以朱天文、朱天心、馬叔禮為首的三三群士。無論從

創作內容還是藝術實踐，再加上他們在校大學生的身份歸屬，其作品中

的校園文學氣息是相當濃厚的。“促使早期‘三三社’成員在 20 世紀 70

                                                             

個於 1949 年 5 月 19 日由中華民國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頒佈的戒

嚴令，內容為宣告自同年 5 月 20 日零時起在臺灣省全境（含臺灣本島、澎湖群島及其

它附屬島嶼）實施戒嚴，從戒嚴令頒佈直到 1949 年底，中華民國政府相關單位陸續

頒佈了一些相關管制法令。至 1987 年 7 月 15 日由蔣經國總統宣佈解嚴為止，共持續

了 38 年又 56 天之久，是世界上持續時間最久的戒嚴。  

1 “三三群士” 是當時臺灣文化界對三三集刊作者群的稱呼。原文是 “自從書坊出了 

‘中國站起 ’ ，文化界的先輩們便開始喚三三的朋友們是  ‘三三群士 ’ ，這讓三三的朋友

們又愧煞又驚惶。” 仙枝：《三三小根苗》，《三三集刊》第 25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32 頁。 

2這兩個詞都是王德威教授發明的，前者原文為 “小說界也有張腔，肇始者不是別

人，正是張愛玲” ，參見王德威：《張愛玲成了祖師奶奶》，收《小說中國》，臺北：麥

田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37-341 頁。後者原文“彼時的朱天文還太  ‘正經 ’ ；要再等

十年，她才終於把  ‘張腔 ’ 與 ‘胡說 ’ 熔為一爐，從而煉出自己的風格” ，參見王德威：

《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的文學影響力與  “張派” 作家的超越之路》，收《想像中

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版，第 251 頁。 



 

 

年代後期和 80 年代以華麗的身姿所展示的文化保守主義，與其說是出於

意識形態的動機，可能更多地反映了年輕氣盛的理想主義。”1這種青春

理想主義式的校園文學的表現方式是一種文化中國視野下的文學創作。

這些年輕作家，他們都沒有在大陸生活的經驗，小說中的中國並非當時

的中國現實，有的是大學校園中的學習生活，有的是詩歌中用文本建構

起來的文化幻影，有的是軍中文藝的顛倒歷史的戰鬥。可以說他們將胡

蘭成學說中關於中國文化的思考，用記憶和虛構對“文化中國”進行闡

釋。三三群士與他們的偶像張愛玲相較而言，“張愛玲那時代的人們比

現在的人們多有接觸時勢的感覺，也比較會獨立的思考事情，也比較多

讀書。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朱天文的一代年輕人，則惟是趨時尚，而

於時勢無感覺，很少會獨立思想，很少讀功課作業外的書，受美國式教

育的影響，體格成人了，精神多未成人，每是成人的騃豎。青年作家因

為見識不及，根底不夠，多像草生一秋即萎。這點我與朱天文談起，她

倒是肯重新用功讀書。知道今是頹廢的時代，即你是可以不受一個時代

的限制，而生於許多時代中，生出革命的朝氣的。” 2平心而論，三三的

組織結構散漫，他們的組織純粹靠一群文學青年的熱情維持：“三三集

刊的籌畫準備，先是策訂下清清晰晰的進行綱領，合作而不分工，寫

稿、約稿、禱告、拉出版社來支援，每人皆四項工作同時進行，全憑信

心，義無反顧，勁頭充足而極為順利。其中只接洽出版社有所曲折，也

皆無不好；大多出版社俱乏異想和眼光，是心已死，故不為所動，間有

願意支持印行者，不免自認在作極大的施捨或犧牲。……適於此時，皇

                                                             

1張誦聖：《臺灣文學生態：從戒嚴法則到市場規律》，第 130 頁。 

2胡蘭成：《來寫朱天文》（1976），收《中國文學史話》，臺北：遠流，1991 年版，

第 268 頁。 



 

 

冠出版社聞知而主動來洽支持，一切編務悉由三三集刊負責，不予任何

干預，版稅則提高一倍。” 1其中對辦刊過程的描述，足見這群青少年的

青春熱情。 

從整體風格而言，三三群士的創作是對“張腔”“胡說”的繼承和

發揮。首先是胡蘭成文化理論對三三群士創作的統攝。“胡派學說講的

是天人革命，詩禮中國；儒釋兼備，卻又透露嫵媚嬌嬈之氣。有趣的

是，儘管胡蘭成寫得天花亂墜，總有個呼之欲出的張愛玲權充他的繆

斯。‘三三’諸子中，兼修張、胡兩家而出類拔萃者，當然是朱天

文。”2胡蘭成說朱天文與張愛玲不但都是大學三年級，“兩人相像的地

方是一個新字，一個柔字，又一個大字。而且兩人都謙虛，張愛玲肯稱

讚蘇青的文章與相貌，朱天文亦看同輩的作品……。還有在事物上的笨

拙相像。兩人的相貌神情也有幾分相似，文章也有幾分相近。” 3另外，

也提到仙枝這一筆名，也是胡蘭成為她取自蘇軾的名句“別有紅塵外，

仙枝日月長”。4這些給朱天文、朱天心、仙枝眾弟子巨大的壓力，一直

以張愛玲為模仿甚至超越的對象。1995 年，朱天文以《荒人手記》獲得

華語文壇一致讚賞，在接受訪問時候，她說自己十年不讀張愛玲，以前

總覺得她是無法超越的偶像，“今天看看，感覺自己好像可以平了。也

                                                             

1三三群士：《三三注》，收《三三集刊》第 25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9 年

版，第 105 頁。 

2仙枝，《序言》，收《好天氣誰給題名》，臺北：三三書坊，1979 年版，第 1 頁。  

3胡蘭成：《來寫朱天文》，收《中國文學史話》，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1 年

版，第 283 頁。 

4王德威：《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的文學影響力與“張派”作家的超越之路》，

收《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版，第 251 頁。 



 

 

不是平，是總算可以不同了。” 1可見在其創作生涯中，朱天文無意識中

也在跟張愛玲較勁。仙枝（林慧娥）曾說“於淚眼中思省過往的二十年

是父母所生所養，往後八年卻是幸得蘭師點化才知此身立世的可貴可

喜”。 

胡蘭成的專著中對“三三諸人”影響最深的是《中國文學史話》。仙

枝曾經撰文道：“李磐先生是讀書人，寫文章時卻無書。……書桌上單

單是一本航空信紙，一枝藍色原子筆，或偶爾從外頭摘來的一束路邊花

插在陶瓶裏，每天寫過一千多字，約集一章的份量，便先航空寄了來，

於是《中國文學史話》就一點一描，一勾一勒地成象成形了出來。天文

說人家寫史話一類的文章，大多循跡而行，考古似地追蹤考據，李先生

的史話卻是自己踹了步子，要讀者依跡而往求之，是開天闢地呢。君子

言必有典，而李先生是與中國的古人今人皆生自天，所以講中國文學史

可以如此無隔。我與天文讀時，啊！是這樣的，是這樣的呵！一邊兒欣

喜，又要一邊兒頓足，知得太晚了！” 2“自民初五四以來於今六十年，

文壇皆是據西洋文學來評論中國文學，有多少傲慢無知，彼此鬥爭，如

禪語腳下草深數丈，骷髏遍地無人知。今李先生此書也不與人爭，而只

讓中國文學自己出來說話，就自然都澄清了。讀此書使人覺得自己亦要

對天地是智者，對中國是情人。文章是智者之言，而亦是情人之言。” 3

而最能直接表達李磐（胡蘭成）與“三三諸人”關係的是十年後朱天文

之言：“以上是胡先生于民國六十六年夏天於僑居地日本寫完的《中國

                                                             

1朱天文：《如何與張愛玲劃清界限》，《中國時報》，1994 年 7 月 17 日，第 7 版。 

2仙枝：《序》，李磐：《中國文學史話》，臺北：三三書坊，1980 年版，第 3-4

頁。 

3仙枝：《序》，李磐：《中國文學史話》，臺北：三三書坊，1980 年版，第 5 頁。 



 

 

文學史話》。因胡先生在臺灣授課的學生中多有青年寫作者，故著此作勵

教激志，且援彼等青年的作品為例多做說明，其背景如此。” 1在這本著

作中，不到十萬字的《中國文學史話》中，對仙枝、朱天文、朱天心和

袁瓊瓊的評價竟共有八十多處，如此提攜未成名的作家少作，胡蘭成的

護犢之心可見一斑。不過聯繫胡蘭成當時落水狗般的生活際遇，我更願

意把他的提攜行為看作心中文學理想的印證與實現。以朱天心為例，她

連載於“三三集刊”的《擊壤歌：北一女三年記》被胡蘭成盛讚“那好

處是有唐虞三代傳下來的高曠清亮強大。現在是朱天心的《擊壤歌》有

這個”； 2“《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裏的，與朱天文《青青子

衿》裏的對世人世事與物的無差別的善意，就是文學的絕對的境地”， 3

讚譽之辭溢於筆端。 

張愛玲是胡蘭成的前妻，雖然 1970 年代張愛玲另嫁他人並定居美

國，胡蘭成也旅居日本，老死不相往來，但胡蘭成在臺灣的影響力多少

與張愛玲有關係。從胡蘭成的自戀文字來看，無論他如何天花亂墜地說

張愛玲和他之間的文學理念的相互影響， 4都改變不了胡蘭成消費張愛玲

的文學史事實。平心而論，除了張愛玲自身模糊的政治立場之外，胡蘭

成的漢奸身份和所發表的與張愛玲相關的言論，在將張愛玲推入“反動

作家”的陣營中。像“有人說張愛玲的文章不革命，張愛玲文章本來也

沒有他們所知道的那種革命。革命是要使無產階級歸於人的生活，小資

                                                             

1朱天文：《編輯報告》，收胡蘭成，《中國文學史話》，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1

年版，第 2 頁。 

2李磐（胡蘭成）：《中國文學史話》，臺北：三三書坊，1980 年版，第 95 頁。 

3李磐（胡蘭成）：《中國文學史話》，臺北：三三書坊，1980 年版，第 145 頁。 

4胡蘭成：《民國女子》，收《今生今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 年版。  



 

 

產階級與農民歸於人的生活，資產階級歸於人的生活，不是要歸於無產

階級。是人類審判無產階級，不是無產階級審判人類。所以，張愛玲的

文章不是無產階級的也罷” 1，另外，胡蘭成的一些說法，如“所謂左傾

文學與右傾文學，我本來不贊成有這樣的區別，文學是只有好壞的區別

的。無產階級文學尤其是廢話。歷史上可以有無產階級專政，然而不能

有無產階級的機器或無產階級的生產力，卻是社會的機器與生命力，也

沒有無產階級的文明，卻是人類的文明。……文學與其他藝術一樣，它

是批判階級的，不是被階級批判，它是人類的，不是階級的。” 2“專制

使人變成冷嘲，所以只能有魯迅，不能有彌衡。鸚鵡洲有彌衡祠，一次

黃昏時候我經過，聯想到魯迅，把兩人比較，覺得魯迅還是工於心計，

而彌衡是沒有心計的。”3再之其文化漢奸的身份，使得這些語句簡直就

是在言論上捆綁張愛玲，拖其下水。  

從整體創作主題而言，三三群士的創作是反共立場與文化中國相結

合的雙重文化理念。反共色彩是三三群士作品的重要特色：“我們三三

同仁要用功寫文章，要用功理論，因為最高的情與最高的知乃是同一

事。我們的師是國父，昔人說‘見與師齊，損師半德，識過於師，方可

傳授’，我們為達成國父的未竟之業，必要明白無疑的曉得如何對處現

實的形勢與事件，在理論上與實行的方法上，我們無時無刻不可忘記要

                                                             

1胡蘭成：《張愛玲與左派（1945）》，收《亂世文壇》，香港：天地圖書，2007 年

版，第 31 頁。 

2胡蘭成：《左派趣味（1945）》，《亂世文壇》，香港：天地圖書，2007 年版，第

118 頁。 

3胡蘭成：《中國文明與世界文藝復興（1945）》，《亂世文壇》，香港：天地圖書，

2007 年版，第 186 頁。 



 

 

教育自己，與教育青年，不要動輒就來說大眾，而是要教育出對大眾有

指導能力的先知先覺和後知後覺的青年，自數人至十人百人千人。有了

數十人、數百人，就可以看時代參加大陸人民與共軍的反共起義。若有

千人以上，光復大陸時就可分派到全國各地指導政治及產業的新做法與

復興禮教，再建中國文明的同一生活樣式。” 1三三集刊（第十四輯）上

曾經刊發了時任臺灣“國防  

 

 

 

 

部”總政戰部主任的王昇 2的《提筆上陣 迎接戰鬥》，這篇反共文章中提

出了一大堆不著邊際的口號，如“什麼叫做新文藝？這個‘新’是不是

從來沒有看過的叫做‘新’？是不是別出心裁搞幾個花樣叫‘新’？不

是的。那麼什麼叫做新呢？最好的就是最新；最符合倫理、民主、科學

的就是最新；最能切合共同需要的就是最新。國軍的新文藝運動，就是

朝向這個方向去努力的，我們希望這個運動既要萬紫千紅、多彩多姿，

又要求真、求善、求美。” 3“因此我們除了加強武力的戰鬥，極有必要

                                                             

1《三三集刊》第 24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9 年版，第 251 頁。 

2王昇（1915-2006），江西龍南人，畢業于陸軍軍官學校，1943 年贛南時期即

追隨蔣經國，1948 年又在上海協助蔣經國管制經濟，輔助“反貪打老虎”。王去臺灣後，

曾任政工幹校校長、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等職，並躋身國民黨中常委，進入權力核心，

主持反統戰組織“劉少康辦公室”，權傾一時，勢力滲透臺灣員警、安全、調查等機構，

對臺灣社會的言論、文化、新聞、保防等均有極大掌控權，外界曾以“地下行政院”稱

之；後因“江南命案”調任“駐外大使”。晚年出任臺灣“促進中國現代化學術研究基金會”

董事長，肯定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 

3《三三集刊》第 14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 年版，第 35 頁。 



 

 

加強文藝戰鬥，我們的新文藝，是以愛為動機，以仁愛本位的文藝，也

就是民族文藝，……我們需要真理，三民主義就是真理，我今天敢大膽

說，世界上你要講解決民族問題，我們的民族主義是最完美的，它首求

國內民族平等，再求國際地位平等，還要救世界上的弱小民族，我們的

民權主義，也是世界上最全美的主義，講革命民權，講主權在民，講均

權制度，講權能區分；再談到經濟：資本主義的經濟，已經在那裏修

正；共產黨的經濟更是死路一條，如果世界有個正確的方向的話，除了

民生主義以外，是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的。” 1在這篇講話中，包括很多重

要的刊登文章，如馬叔禮《上王上將書》（第 11 輯）、郭為藩《民族主義

實踐的要務》（第 18 輯）、謝延庚《從政治潮流取向看三民主義》（第 22

輯）等等，都凸顯的是一種政治實用主義，充斥着冷戰思維，這種表面

的實用主義色彩和臺面下的強勢控制本質就是蔣經國時代威權統治的主

要特徵，也是我們討論 1970 年代後期臺灣文學的基本認知背景。 

 
 
 
 

三、胡蘭成文化理念失敗的內外原因分析 
 

從 1947 年“二·二八事件”之後，臺灣進入了世界上歷時最長的戒嚴

時期，直至 1987 年解嚴。而 1970 年代末更是臺灣史上風起雲湧的時期，

隨着蔣介石的去世（1975）、中美建交（1979）、美麗島事件（1979），國

民黨在臺灣的威權統治正處於劇變和鬆動之中，畢竟“從時序上劃分段

落，或許可以從一九六九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副院長開始，因為他

標誌着‘蔣經國時代’不可避免的終將到來；至於它的結束，則毫無疑

                                                             

1《三三集刊》第 14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 年版，第 49 頁。 



 

 

問的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中’美斷交。十年臺灣，十年坎坷，而我

們以及我們的今天都是從這裏長大的。” 1長期以來，朱天文、朱天心等

三三群士被其他臺灣作家視為主流意識形態影響下的文學群體。朱天心

回憶起被認為“御用文人”或“國民黨”的打手，至今仍覺委屈。同為

三三群士成員的謝材俊說：“鄉土論戰，我和朋友從純文學這邊很奇怪

的變成純國民黨的這一邊，至今清白難複——誰曉得在漏洞百出的文學

意見和天真浪漫的作品背後，藏着那麼大的政治、民族覺醒加權力意識

呢？”2從所刊發的文章而言，三三集刊中大量的刊登軍中文藝作品，確

實有迎合國民黨文藝政策 

的嫌疑。如第八、九輯連載的《劍門》（1978）就是典型的軍中文藝作

品，曾經獲得第十三屆國軍文藝金像獎中篇小說銀像獎。第一段就把矛

頭直指海峽兩岸的軍事對峙，涉及到兩岸對抗時期的“劍門艦事件”。 3

如果熟悉台海歷史的話，這部小說所描述的故事完全是造假，它設置了

“劍門艦”沒有被擊沉，而是由“鎮南艦”營救成功的虛構結局。小說

                                                             

1楊澤：《七十年代理想繼續燃燒》，臺北：臺灣時報出版公司，1994 年版，第

118 頁。 

2謝材俊：《昨日的雪而今何在？》，收楊澤編，《七 0 年代懺情錄》，臺北：時報出

版社，1994 年版，第 131 頁。 

3劍門艦事件： “劍門號” 原系美國 “海鴉” 級艦隊掃雷艦，由美國於 1965 年 4 月

交給蔣介石集團。1965 年 8 月 5 日，汕頭水警區東山島金剛山觀通站雷達觀測到臺

灣東營港 84 海里處，有 “劍門艦” 和 “章江號” 混在商船中，向我沿海地區襲來。當

晚發生激戰，8 月 6 日淩晨 “章江號”  “劍門號” 先後被擊沉。此役歷時 3 小時 43 分

鐘，擊沉國民黨獵潛艦 2 艘，擊斃國民黨海軍艦隊少將司令胡嘉恒等 170 餘人，生俘 

“劍門艦” 艦長王蘊山等 34 人。 “八·六海戰” 是新中國成立後規模最大的一次海戰，

對臺灣國民黨海軍是一次沉重的打擊，標誌着國民黨海軍在臺灣海峽的軍事優勢已成

為過去。 



 

 

結尾部分：“……國軍已向內陸推進了。七天來，我們勢如破竹，與大

陸內部反共力量節節呼應。海軍除了已掌握了制海權，更進而封鎖了大

陸沿岸及長江口——永彬，你們是首功，恐怕你們都不知道自己扮演了

多重要的角色。你們單艦欺敵行動把敵主力誘散，我們各個擊破，奇襲

作戰順利的成功了——迅雷演習實際上就是真正的反攻登陸實兵行

動。”1這一段中的所謂「單艦欺敵」、「掌握了制海權」等等說法，足見

這是一篇罔顧歷史事實的訂制之作，讓人感覺到文學被極端政治化之後

的造作與噁心。第十輯陳萬軍《種火行動》（1978）是“國軍金鷹獎中篇

小說金鷹作”，故事內容滿含着冷戰政治：“《種火行動》這小說的主

幹，是描述中共的一個軍區司令員，於臺北和一個神秘的政治領袖共商

並執行一項軍國大計的高度機密的‘種火行動’，故事經過則從參與的

幾位空軍軍官，分別辭別其高堂父母、待產妻子、乃至單戀的女友，駕

駛一架神秘‘怪機’潛入中國大陸，歷經險阻艱辛，傷亡流血，悲壯犧

牲，終而完成一項將可使大陸一夜變色的天大的任務。” 2這類作品還有

第 11、12 輯連載的汪洋《春蠶到死》（1978），這篇反共小說肆意抹黑共

產黨抗日軍民，在一些歷史書寫上不尊重史實，如為國民黨對日投降政

策開脫，“中央也有苦衷，不得不安撫他們，不然的話，兩面作戰，那

是兵家大忌，他們是乘機全力擴張勢力”，更過分的是，虛構抗日軍民

策應日軍，幫日軍解圍的情節。這些作品中關於反共文學的描寫讓人感

到其中濃厚的敵對情緒。 

其次，朱西寧的對基督教教義的文學化理念和軍中作家的文學身份

                                                             

1《劍門》，《三三集刊》第 9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 年版，第 1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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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 38 頁。 



 

 

對“三三群士”的創作有着重要影響，也使得胡蘭成的理論與朱西寧所

推薦發表的文學作品產生了相當的距離，分散了踐行胡蘭成文藝理論的

作品的篇幅和影響力。朱西寧一直到第 13 輯才公開自己與基督教信仰之

間的關係，那就是刊在這一輯中的孫文《致中國基督教青年書》，其中認

為基督教能夠讓“今中國人民即由散沙而漸結團體，……諸君既置身于

此高尚堅強宏大之團體，而適中國此時有倒懸待救之人民，豈不當發其

宏願，以此青年之團體而負約西亞之責任，以救此四萬萬人民出水火之

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乎？中國基督教青年勉旃！毋負國人之望。” 1緊接

着的第 14 輯指出“三三”的真意：“對此，兩位先知先覺的偉人已留下

中國基督徒（非西洋化的中國基督教徒）的榜樣，足為範式。故也不必

顧慮已經式微，已經無能的西洋化教會的霸道、專權、排他等無明的將

行於中國。西洋化教會的低文化，一向是，也斷乎是不足淩駕中國的高

文化。這也正是以三位一體真神為樂，為能力，以三民主義真理為體，

為方向的‘三三’所抱持的大信。” 2加之朱西寧“軍中三劍客”的身

份，特別是一直發表軍中文藝，其中很多對抗思維，不只是分掉了三三

集刊的大量篇幅，同時也使得三三集刊蒙上了政治上歸屬國民黨主流文

學的色彩，如陳萬軍的《天之驕子》曾獲得國軍文藝金像獎長篇小說

獎，他是三三集刊《種火行動》（第十輯）、《霹靂塔》（第十四輯）的作

者；履彊的《水勢》曾獲得長篇小說銀像獎，他是三三集刊《阿暉先生及

其他》（第一輯）、《雨夜》（第四輯）、《卜居》（第七輯）、《戰士手記》（第

十一輯）、《驚豔》（第十三輯）的作者；馬蹄鐵的中篇小說《生死場》曾

                                                             

1《三三集刊》第 13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 年版，第 227 頁。 

2《三三集刊》第 14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 年版，第 22 頁。 



 

 

獲得長篇小說佳作獎，他是三三集刊《夜來風雨聲》（第三輯）、《阿貴》

（第八輯）的作者；程幻歡的《歸航》曾獲得短篇小說銀像獎，他是

《喜相逢》（第四輯）的作者，還有汪啟疆的《給我們中國的兒女》曾獲

得短詩銀像獎，他也是三三集刊第八、九輯連載的《劍門》的作者。如

果說胡蘭成的文化保守主義是民間文人的立場，那麼朱西寧的身份就頗

具官方文藝的本色，從三三集刊的內容來看，官方意識壓倒民間話語的

痕跡也是相當明顯的。 

還有一點是，“三三”本身的青春校園文學對胡蘭成文學理念的稀

釋。如朱天心的長篇連載《擊壤歌：北一女三年記》，講述的是臺北第一

女子高中女生小蝦的中學故事，同題材的還有蔣曉雲的短篇連載小說的

《宴》三部曲、謝材俊連載於第 1-2 輯的中篇小說《嶺山雁字》（上、

下）等等，都是校園文學的代表。另外，在《日出東南隅》（謝材俊）可

見被服廠的眷村生活，《守著陽光守著你》（丁亞民）中回憶的是眷村童

年生活，等等。這些情感真摯的現實生活書寫，沖淡了胡蘭成乾巴巴的

文化理論，形成了臺灣文學歷史上最具特色的青春文學團體。  

總而言之，“三三時期”的結束，一方面是因其精神導師胡蘭成遠

走日本，並在 1981 年 7 月去世。另一方面因是胡蘭成的禮樂中國，以及

三三集團的夢想，與現實中的臺灣相距太遠。政治上的劇變，如 1979 年

台美斷交，隨後發生的美麗島事件，文化上的鄉土文學的興起、1975 年

校園民歌興起、1977 年的鄉土文學論戰，這些現實社會處境，都在衝擊

三三集團的生存。就這樣，在劇變的新時代浪潮衝擊下，三三群士曾經

的文學理想，慢慢被推到歷史的暗處。  

 

 



 

 

結語 
 

毋庸置疑，《三三集刊》的誕生和發展是胡蘭成一手扶持的。王德威

認為胡蘭成在臺灣與三三諸子的接觸，“在《三三集刊》這個社團裏，

一群青年男女就跟着胡老師吟哦禮樂、遐想日月江山，想像有朝一日以

王師之態回到中原，建立他們的禮樂中國。這個禮樂的江山最後到底也

沒有達成。沒有，一切都沒有。才不過幾年的時光，這些當年的‘三

三’少年都已經逐漸地成長，歷盡臺灣劇烈的轉變，成為所謂的‘老靈

魂’。胡蘭成的禮樂方案，他的抒情大業，最後都要九九還原，劃歸到

民間的、俗骨凡胎的流動癡嗔愛怨之中。”1 

三三群士對臺灣文壇的影響是巨大的，如第一輯中，吳念真的《今

夜西風冷》（1977）中一開篇就是老蕭懷念河北老家，關於秋天落葉的描

寫，讓人想起了十年後吳念真編劇的《暗戀桃花源》。在這一輯裏，銀正

雄的《一座純真的橋——評陳雨航的〈策馬入林〉》（1977）中談到的桃

花源、武陵人，也啟發了吳念真和朱天文的《暗戀桃花源》。再如，第 23

輯靜圓中的《黃春明的〈小琪的那一頂帽子〉》（1977），黃春明的這篇小

說後來被改編成侯孝賢的電影，而編劇也是三三群士中的吳念真。這些

都為我們重新定位三三、胡蘭成與臺灣文壇的關係，從而為研究外省第

一代（朱西寧）、外省第二代（朱天心、朱天文）兩代人的創作姿態和精

神世界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向。

                                                             

1王德威：《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北京：三聯書店，2010

年版，第 198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