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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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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柏杨、王广亚、痖弦们这
个特殊的群体，河南和台湾有
了血脉的联结。历史上，两地
血脉相连的故事，曾发生过多
次。
历史记载，河南人大规模
迁入福建等东南地区，主要有
四次，分别是两晋南北朝时期、
唐代前期、唐代末期和两宋时
期。明清时期福建等地逐渐变
得人稠地狭，开始外迁台湾，奠
定了台湾社会发展的基本格
局，经由福建等地，河南与台湾
建立了跨越时空的血脉联系。
比如福建、台湾很多家族信奉
的“开漳圣王”陈元光，就是唐
代南迁的河南人。一次次的人
口迁徙，让中原文化深深植根
于台湾，正如柏杨所说，台湾本
土文化就是中原文化，台湾主
流文化的源头在中原。近年来
豫、闽、台三地普遍认同：台湾
同胞的祖根 500 年前在福建，
1300 多年前在河南，台湾同胞
来大陆寻根认亲，往往首站福
建，
终站河南。
血脉相连，同根同源，河南
和台湾两兄弟就有很多共同的
话题。近年来，豫台交流内容
丰富多彩，两地间豫剧、佛教文
化、关公文化、根亲文化等交流
活动频频举行。
2011 年 4 月，以抵御法国
侵略的清代台北知府、河南临
颍人陈星聚为主角的豫剧《台
北知府》赴台演出 3 场，3000 多
台湾观众观看了演出，民众反
响热烈。
2013 年 5 月 22 日至 29 日，
信阳豫剧团携新编豫剧《开漳
圣王陈元光》赴台演出 5 场。剧
团除在台北文艺中心戏剧厅演
出外，还深入到庄团、草屯、斗
六、风邑等地的开漳圣王庙流
动演出，与台湾民众更广泛地
接触交流。
2015 年 关 林 关 公 圣 像 赴
台巡游，这是 2010 年关林关公
圣像首次赴台巡游 5 年后再次
进入台湾。巡游关公圣像选用
关公夜读春秋木雕坐像，在台
绕境巡礼祈福历时近两个月，
足迹遍布台湾中华道教关圣帝
君弘道协会管理的东、西、南、

北 、中 等 五 区 共 98 家 会 员 宫
庙，组织十分严密、内容丰富多
彩，巡游活动包括起驾、接驾、
开幕式、城乡踩街、法会、论坛、
民俗演出等，是一次两岸关公
文化的嘉年华。
同年，河南组派三个文化
艺术团分赴台湾台北、台中、高
雄等地执行“欢乐春节”展演任
务，河南的豫剧、杂技、民乐、少
林功夫等特色文化，为台湾同
胞送去了一道丰盛的节日文化
大餐，20 多万台湾民众欣赏了
河南独特的风俗民情，感受了
中原文化的丰富多彩，增进了
台湾同胞对中原的情感。
另一方面，台湾同胞回中
原寻根问祖等文化活动也十分
频繁，其中有佛教、道教交流，
有关公文化和豫剧交流等，最
为重要并且常规化的活动，是
参加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2006 年，新郑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升格为省级主办，此后
每年规格不断提升，典制日趋
完 善 ，由 国 务 院 台 办、中 国 侨
联、全国台联、河南省政府、河
南省政协、中华炎黄文化研究
会共同主办，影响力上升至国
家层面。2006 年以来，
“ 台湾
元素”越来越重要，出席历年拜
祖大典活动的台湾政要有江丙
坤、连战、郁慕明、宋楚瑜、林丰
正、张昭雄、吴伯雄、蒋孝严、徐
立德、丁懋时、詹春柏、胡志强、
萧万长、刘兆玄、饶颖奇等。
连战在黄帝“故里祠”前欣
然题词“扫蒙昧，定中原，世胄
文明於焉开”，表达炎黄子孙对
人文始祖的景仰追思之情。他
说：
“ 过去在台湾，尤其是电视
没有普及之前，我们主要是靠
广播了解时政，电台每小时都
要报一次时间，报的就是‘中原
标准时间’，可见，中原是所有
中华儿女心灵上的故乡。”在故
里祠前题字时，詹春柏写下了
“万流归宗”，胡志强写的则是
“ 广 被 全 球 ”。 萧 万 长 题 写 了
“中华肇造，
万古常新”。
每年数百名台湾退
役将士、各大宗亲协会成
员参加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使这一盛典成为海内
外中华儿女宣示“民族认
同、血脉认同、文化认同”
的重要平台。2016 年 4
月，新郑市成为“海峡
两岸交流基地”。
河南与台湾还有
一项特殊的情缘。清
朝康熙年间，一批台
湾高山族来到南阳邓
州张村镇上营村，他
们娶妻生子，繁衍至
今，成为远近闻名的
“台湾村”。2010 年
10 月，来自阿里山的
高山族前来南阳，探
望他们血脉相连的
同族兄弟，成为当地
一件盛事。

2017 年 8 月台湾青年演员到河南学豫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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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一生 终归故乡
每年清明，崔渝生都会带着父亲生前爱吃的食品，从西安乘火车来郑州。通达机场的城郊铁路建好后，她来往就方便多
了，搭乘地铁在双湖大道下车，西行六七百米，就近了父亲的铜像。
这是一处像公园的墓园。柏杨铜像周围环绕着百多平方的草坪，后面是松柏，旁边有小桥流水。铜像是坐式，高约两
米，柏杨左手放在膝盖上的一本书上，右手托着下巴若有所思，神情端庄而安详，严肃又不乏温情。
“父亲铜像采取坐姿，是我的提议。
”崔渝生说,“很多铜像是站姿，我觉得父亲一生太累了，坐像比较好，家人都同意了。
”
柏杨一生，确实太累了。崔渝生在牙牙学语时就跟父亲分离了，40 多岁才又见到他，但她理解父亲，对父亲有着深挚尊
敬和无间的爱。
河南福寿园内，王广亚的铜像站立着，面朝他所创办的学校。这里距离柏杨铜像不远，两位漂泊异乡的游子，最终在故
乡安心、安魂。

亲情乡情牵绊 终生深爱中原
柏 杨 的 一 生 ，极 富 传 奇 色
彩。他半生漂泊，30 多岁开始写
作，小说、杂文都颇有影响，而一
次牢狱之灾，让他转向历史研究
和写作，在这个领域更是成果斐
然，可以说，有华人处，就有柏杨
的作品流传。
柏杨是新乡辉县人，1920 年
出生在开封，原名郭定生，后改名
郭立邦、郭衣洞，笔名柏杨、邓克
保。他自幼丧母，曾自言幼年如
“野生动物般”，受尽继母毒打和
虐待，这让他青少年时期非常叛
逆，有过不少“顽劣”行为。从小
学到大学，他读过很多学校，却没
有拿到过一张文凭。抗战时期，
他辗转于河南、甘肃、重庆等地，
抗战胜利后，他前往东北谋生，后
来一路南下，
去了台湾。
柏杨的写作生涯始于台湾，
这源于他自少年时期养成的阅读
习惯。13 岁时，因与继母发生冲
突，他被父亲送回家乡辉县读书，
幸运地遇到一位好老师，引发了

强烈的阅读兴趣，从此终生爱读
书，虽历经坎坷、艰辛而未曾改
变。因此，他没有文凭，却有满腔
才学。
有人将柏杨在台湾的生活概
括为“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
铁窗，十年史学”，在每个领域，他
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的长篇
小说《异域》在台湾卖出 100 多万
册，后来又改编成电影，影响巨
大；他的杂文面冷心热，研究者将
其与鲁迅相提并论。
从 1968 年到 1976 年，柏杨
坐牢 9 年多，在狱中他写出了《中
国人史纲》
《中国历史年表》
《中国
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等
三部著作。出狱时，除了一身囚
衣、三部书稿，他一无所有，靠朋
友帮助生活。但他很快重新开始
写作，为自己赢得了声望和良好
的生活条件。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的勤奋，他先后完成《丑陋的中国
人》
《柏杨版白话资治通鉴》等著

作，一生著述 2000 多万字，在华
人世界引起巨大反响。
随着时光流逝，在台湾的大
陆人乡愁日渐强烈。同乡之间，
同操一方口音，彼此倍感亲切。
辉县在台湾有 300 多人，分散岛
内各地，经热心人奔波联络，建起
了同乡会。
柏杨被推荐为会长后，辉县
同乡会活跃起来，编写了《移民
录》，分发各位乡友，每年春节，大
家携妻带子，聚集台北举行团拜
会，会长致辞，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热闹。有一年柏杨的致辞感人至
深：
“ 我们这些人老之将至，以后
都要携其子孙回去，不能让后人
忘记，我们虽然漂流海岛，根在辉
县，回大陆探亲就是要去寻根认
祖。”
上世纪 90 年代初，为了寄托
思乡之情，台湾辉县同乡会决定
在家乡建一座纪念建筑，费用由
乡友自由捐助，不足部分由柏杨
补齐。经辉县市政府同意，同乡

会筹款 30 万，在故乡的百泉风景
区建起了一座
“怀乡亭”。
在此之前，柏杨也开始寻找
自己失散多年的家人。柏杨在大
陆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是奉父
命在家乡娶妻，婚后育有一女；第
二次是在重庆与信阳息县女孩崔
秀英相爱，也育有一女。抗战胜
利后，他带着妻女回信阳探亲，安
顿好妻女后前往东北谋生，随后
世事变化，他一路南下去了台湾，
从此与家人隔绝。
柏杨的二女儿崔渝生从小在
息县跟随姥姥、姥太生活，姥姥、
姥太先后离世，她才到武汉与母
亲和继父生活，后来辗转到西安
工作。1986 年，柏杨与两个女儿
在香港相见了。
“在香港的四天里，父亲安排
我们住最好的，吃最好的，还买了
很多东西，恨不得将几十年欠下
的亲情一次补上……”

归葬故乡 凝聚两岸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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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柏杨第一次回到大
陆，他先到上海、北京，然后回了
辉县，在家乡住了三天。长女郭
素萍陪他去了老家——常村镇常
北村，见了很多亲戚、儿时的同
学，他满口辉县话，记得幼年的很
多细节，
记得家乡的很多地名。
随后，郭素萍陪他前往西安
见崔渝生，父女三人再度相逢。
1993 年、1998 年，柏杨又两次回
大陆，
去辉县给父母上坟。
柏杨的大陆行，中国现代文
学馆副馆长周明多一路陪同，两
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2006 年
岁末，柏杨将自己的手稿等上万

件文物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始料未及的是，此举在台湾引起
很大震动，有人质疑、指责，也有
人反思。病中的柏杨坚持见周
明，跟他说，捐赠的事自己信心坚
定，绝不动摇，还希望大陆和台湾
多来往，多相互了解，并在一张纸
上写下一行字：
“重回大陆真好！”
表达自己的心愿。
后来，台南大学争取到了柏
杨另一部分手稿等文物，建起柏
杨文物馆，复原了他一生中几个
重要的书写环境，甚至拿走了他
正在使用的沙发、茶几和书柜。
2008 年 4 月 29 日凌晨，柏杨

病 逝 于 台 湾 ，寿 年 89 岁 。 经 周
感觉吗？”
明、郑彦英等先生多方奔走，2010
台湾生台湾长的郭本城的回
年 9 月 12 日，位于新郑龙湖镇的
答让我们很意外。
“对自己故乡的
河南福寿园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安
感觉，就像怀念母亲温暖的怀抱
葬仪式，柏杨的长子郭本城将骨
一样。河南的热情淳朴真诚，深
灰盒安放在雕像下的石室里，盖
刻于心，思念不已。”他说，
“ 中原
上黄土，覆上绿草、鲜花。漂泊一
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就是以河
生的游子，终于安息在了故乡的
南为核心的广袤区域，这乃是先
怀抱里。
父的出生之地，我又是何等的‘与
由于柏杨归葬故乡，他生活
有荣焉’。”
在中国大陆、台湾和澳洲的五个
郭本城说，曾有台湾记者问
子女，都对故乡有了更深厚的情
柏杨：
“柏老，您的祖籍是河南，您
感，
彼此也联系更多，
亲情更浓。
怎么看中原文化？”柏杨回答说：
采访柏杨长子郭本城时我们 “我们的中原文化，是非常灿烂
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您对河南有
的；而台湾的海洋文化，则是非常

多元的。台湾会走向本土化，但
是却没有办法脱离中原文化，因
为本土文化就是中原文化。四维
八德，
最能彰显中原文化。”
郭本城现在时常回大陆，
“每
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就是踏
上故乡之路，而进入河南，才有回
家的归属感，最后踏上郑州、新
乡、辉县的土地时，那种返抵家
门、进入客厅的欣慰和兴奋，难以
言喻，沿途很想下车摘朵小花，或
是一片树叶，就像进入了自己家
里的院子……”

开创了自己的补习学校，后来更
名为台北育达高级商业家事职业
学校。
再见到女儿时他已经很有
钱，但他没打算用钱补偿对女儿
的愧疚，他对女儿说：
“ 你要准备
接我的班，必须上学，我管学费，
生活费你自己打工挣。”
这年王淑芳已经 43 岁，已经
多年没有看过书。此后四年，她
白天打工，晚上读夜校，用四年拿
到本科文凭，然后又用三年读完
研究生。
不久，
王广亚带着女儿回河南
探亲，看到河南教育资源匮乏，决
心回乡办学，此后他谢绝上海、南
京、广州等地的邀请，执意在家乡
办学。这些年，
他在河南办学投入
两亿元，却没往台湾拿一分钱，王

献》杂志等。1972 年，
台北河南同
乡会在台北县南港一块风景秀丽
的地方，建了一座“河南同乡墓
园”，建有大殿、纪念碑、升天堂等
设施，陈设河南在台各种文物，展
示河南在台人士的历史功绩，
并安
放过世的河南同乡灵位。在该园
建造的纪念碑上，因贡献最大，王
广亚的名字排在第一位。
因柏杨、王广亚、痖弦们这个
特殊的群体，河南和台湾有了文
化的联结，他们和他们在台湾的
子 孙 ，将 河 南 文 化 传 留 在 了 宝
岛。这样的事情其实历史上发生
过很多次。河南、台湾相距两三
千里，但历史上中原人口多次南
迁，将中原文化印记一次次带到
台湾。正如柏杨所说，台湾文化
是多元的，但其核心是中原文化。

海上桥村游子搭建两岸教育桥梁

王广

柏杨回乡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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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市大峪沟镇海上桥村的
村名有点怪，没有海，也没有桥，
却叫海上桥。有趣的是，这个村
的游子王广亚是第一个到大陆投
资办学的台湾人，可说是海峡两
岸教育事业的一座桥梁。
我们来到郑州升达经贸管理
学院校园内一套普通单元房时，
王广亚的女儿王淑芳已经削好了
两个苹果，正在为自己削第三个，
她殷勤地劝我们吃苹果，彼此之
间一下子没有了陌生感。
王淑芳与父亲的分离，是在
1947 年，那时她已经记事。
“ 抗战
胜利后，父母带着我和妹妹从重
庆到南京，住在鸣阳街 25 号。怕
我和妹妹走丢，天天教我们记这
个地址。”
“我家的表叔也特别多。”王

淑芳幽默地说，当时前去南京找
工作的亲朋，常在她家住，一到晚
上，屋里打满地铺。但王广亚的
薪俸很微薄，完全不够家用，他的
妻子很大度，常卖些娘家陪嫁的
首饰，
艰难维持生计。
1947 年，王广亚决定把妻女
送回巩义老家，自己前往台湾“找
前程”，没料到，他与家人从此隔
绝数十年。
王淑芳再次得到父亲的消息
时，已在新疆生活了 20 年，她的
丈夫刚去世，她靠一台缝纫机养
活自己和几个孩子。
王广亚先联系上在巩义老家的
妻子，将她接到香港，然后托人去
新疆找到女儿，
也接到香港。那是
1984年，
父女之间已分离37年。
王广亚 1949 年 7 月在台湾

淑芳先后在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
院担任董事、董事长，也只是拿工
资，
“还不是全校最高的，
工资最高
的是学校聘请的教育界名家”
。
“父亲回乡办学，一是为了河
南 学 子 ，二 是 为 我 开 创 一 份 事
业。”
王淑芳说。
在创办的所有学校中，王广
亚对升达倾注了最多的心血，八
九十岁时，他还坚持每月从台湾
飞回来，到学校处理事务。他独
特的办学理念，使升达独具特色，
办校二十多年来，为河南培养了
大量的人才。
王广亚十分看重乡情，
他为家
乡海上桥村修路、建校、修建文化
大院；
在郑州，
除了办学，
他还捐资
兴建了升达艺术馆；在台湾，他资
助台北河南同乡会、资助《中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