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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五月九日至十日，香港科技大學賽馬會高等研究院和人文學部
聯合主辦“五四之後：當代人文的三個方向”國際學術研討會。二○一九年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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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百年紀念，科大會議躬逢其盛，期望對這一攸關中國文明現代化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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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各種反思。更重要的，與會者也願藉此機會討論五四“之後”，當代中國如
何面向未來，再創新猷。
會議另一目的是向現當代中國人文研究三位大師，夏志清（192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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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他們文字、行止與香港密不可分。香港的自由空氣、開放環境提供他們學
術想像的資源，甚至成為安身立命的所在。
自從一九六一年《中國現代小說史》問世，夏志清先生為現代中國文學研
究樹立典範，而且為英美學院開創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意

義不僅在於夏先生開風氣之先，憑個人對歐美人文主義和形式主義批評的信念，

如做學問；對電影的熱愛曾一度讓他有了不如歸去的衝動。而他的世界主義也代表

論斷現代中國小說的流變和意義，也在於他提出問題的方式，他所堅持的比較文

一種政治的信念和抉擇。李歐梵的中英著作極多。英語世界中的四部專書各有開拓

學眼光，還有他敢於與眾不同的勇氣，為後之來者預留許多對話空間。今天不論

先河的意義。
《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我們重估魯迅、沈從文，討論張愛玲、錢鍾書，或談論中國文人的文學政治症

writers, 1973）描寫五四以後作家從郁達夫到蕭紅等的歌哭行止、革命戀愛，夾議夾

候群、“感時憂國”情結，都必須從夏先生的觀點出發。有些話題就算他未曾涉

敘，堪稱是歐美學生進入現代中國文學領域的重要指南。《鐵屋中的吶喊》將魯迅

及，也每每要讓我們想像如果有先生出手，將會作出何等示範。

請下神壇，以三十年代的文化政治為背景，縱觀大師的所為與所不為，有史識，也

一九七一年，夏先生首次以“感時憂國”（obsession with China）一詞來

有洞見，更多同情的理解。
《上海摩登》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形容中國文人面對現代性挑戰的矛盾態度。他認為，現代中國文人如此憂國憂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1999）同樣是膾炙人口的作品。全書介紹上海的殖民風情

民，以至於將他們對現狀的反感轉變為一種施虐 / 受虐般的心態。他們將任何社

與前衛文藝，是當代「上海學」大盛的關鍵著作之一。
《東西之間：我的香港》
（City

會或政治困境都看作是中國獨有的病症，因而對中國現狀極盡批判之能事。這

Between Worlds: My Hong Kong, 2008）則處理另外一座他鍾愛的城市，對香港的過去和

樣的態度雖然讓現代中國文學充滿道德與政治的緊張，卻也導致畫地自限、患

現在有深入淺出的描寫，深情自在其中。

得患失的反效果。夏志清認為補救之道在於迎向（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主義
（cosmopolitanism）。
《中國現代小說史》自初版迄今已經六十年。迄今為止仍然是英語世界最有

從學院的大傳統來看，李歐梵在台大受教於夏濟安先生，來美以後私淑夏
志清先生；夏氏兄弟所代表的英美人文主義的精神可謂由他發揚光大。他論魯迅
的方式不妨看作是與業師濟安先生名著《黑暗的閘門》（Gate of Darkness, 1967）

影響力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專書。不僅學者學生對晚清、五四以降的各項課題趨之

的精彩對話。但李歐梵在哈佛求學時也曾師承捷克漢學大師普實克（Jaroslav

若鶩，研究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門。儘管論者根據不同理論、政治，甚至性別、區

Průšek），普氏的左翼方法以及波西米亞式的浪漫主義風格也因此有了華裔傳

域立場，對此書時有辯詰的聲音，但未見另外一部小說史出現與抗衡，則是不爭

人。普氏日後在英美漢學圈佔有一席之地，必須歸功李歐梵為其編纂的專書《抒

之實。而一甲子後的今天，夏志清對“感時憂國”症候群的批判依然鏗鏘有聲。

情與史詩》（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1981）。而李歐梵個人治學的風格也在在反映

李歐梵是當代學界少見的世界主義實踐者。他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訓練是歷

東西、左右兼容的特色。

史，但他的興趣包羅廣闊，終以文學研究者見重領域內外。一九八七年他論魯迅

夏志清、李歐梵都長年留美，代表兩代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軍者。劉

專書《鐵屋中的吶喊》（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1987），一反

再復則出身大陸，一九八○年代為中國文藝界的指標人物。他的《論文學的主體

主流說法，勾勒現代中國文學之父極其複雜的面貌，早已成為魯迅研究的經典之

性》、《性格組合論》等專著叩問主體性與歷史的辯證，質疑簡化的公式教條，

一。但在本行以外，他對西方人文領域的浸潤，從文學、古典音樂、歌劇到電影

也見證文學與革命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因緣際會，一九九○年代以後劉再復長

以及文化現象無不興致勃勃。

駐海外，所思所見有了脫胎換骨的改變。他提倡告別革命，促使我們思考革命本

李歐梵不是傳統定義的世界主義者。對新奇的文化、多變的世事，他不願維持

身已被物化，成為政治或知識霸權的危機。他更提倡放逐諸神。他所謂的諸神其

淺嘗輒止的審美距離，而每每展現捨我其誰的投入感。他對西方古典音樂的鑽研猶

實沒有特定政教對象，而是個人心中執念或意識形態教條，不論左翼或右翼，不

論保守或前衛。與其說劉再復以此否定一切，展露虛無主義，不如說他意在調動
批判性的思考，質疑任何將主義、信仰教條化、偶像化、神話化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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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都在座）的文章，從各個方面，對五四展開了眾聲喧嘩的討論。王德威特別

一、晚清翻譯和維多利亞文學

提到一點：我們不必要把晚清與五四作為單一連貫線性的敘述，其實也可以把
它們分開，變成兩種相關的話語，作雙向的對話。晚清和五四如何對話，這一直

以上是我對於王德威這篇文章的解讀，不見得對。今天想把我個人的研究

是我心目中縈繞不去的問題，至今還沒有解決。王德威在他的那篇文章裏借用本

的心路歷程向各位粗淺地介紹一下，有些心得已經寫成文章發表了。其實我根本

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的歷史哲學論點：“呈現過去並不是將過去

沒有什麼先見或後見之明，我的研究只不過是一個斷斷續續的求索過程。我在美

追本還原，而是執著於記憶某一危險時刻的爆發點。”—— 爆發成為“現在”或

國做研究生的時候，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史》是必讀書，此書影響甚大，

“此時”（jetztzeit），因此，當我們回憶一個歷史上的關鍵時刻的時候，過去和

五四成為中國現代思想史最重要的話題，相形之下，晚清的意義就很模糊了。在

現今是互相照明的。對我而言，晚清和五四的意義就在於此。我們現在都說“後

我寫博士論文《五四作家的浪漫一代》的時候，我的指導老師史華慈（Benjamin

見之明”，指的不僅是“後學”或“後設理論”的方法，而且可以用本雅明的話

Schwartz）剛好完成他研究嚴復的著作《追求富強：嚴復與西方》，我因而想到

來表達，就是一種思想上的“照明”（illumination），也就是從當下這個著眼點

和嚴復同時的另一位晚清翻譯大家林紓（林琴南），在班上寫了一篇討論林紓翻

重新探視那個歷史的危險時刻。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紀念，1 於是出現了大量

譯西方文學的論文，主要是想引起老師的注意。後來我把這篇文章納入我的博士

的文章討論到底“五四”指的是什麼：一九一九年的學生運動？或是稍前的新

論文，作為其中的一章，林紓也成了五四浪漫一代的“前人”（predecessor），

文學運動？或是更廣義的新文化運動？其實，用本雅明的說法，一下子就解決

因此把五四和晚清連在一起了，這幾乎是一個“無心插柳”（serendipitous）的

了：一九一九年可以視為一個“危險時刻的爆發點”，一個關鍵時刻，一個歷史

行為，不料就此喜歡上了晚清文學，從而閱讀晚清大量的出版物，並開始思考晚

節點，得以照明的就是新文化運動，而這個“新文化”卻是從晚清開始逐漸形成

清和五四文學之間的關聯。現在回想起來，倒是印證了德威“沒有五四，何來晚

的，到了一個歷史的關節點就“爆發”了。說來說去，“五四”這個時刻和晚清

清”的名言。

也是互相呼應的，二者更可以和現在互相辯證，因此王德威才會作雙重的悖論：

我發現一八九○年到一九一一年這二十年間，晚清的文人和知識界都在不

“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沒有五四，何來晚清？”，前者大家都把它作為單

斷擴展他們的世界視野，地理知識和科幻並進，從神州大陸想像到海外仙島，於

一線性的解釋，也就是說，沒有晚清時期的文化奠基工作，五四不會發生，但其

是從中朝的天下觀探索到世界五大洲，又經由翻譯凡爾納（Jules Verne）的科幻

意義不止於此；而後者則是一種“後見之明”，也就是說，有了五四的新視野，

小說，擴展到登陸月球和地底旅行，飛天下地，無所不至其極，其實都是在摸索

晚清才顯得更有意義。於是我們一直在不停地檢討，不停地論述，不停地解構和

這個世界到底是什麼樣的。在時間的領域，西方基督教的“末世論”和西方的歷

重構，眾聲喧嘩，沒有定論。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傳統。

史同時進入晚清文人的思想視野，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翻譯的那
本《泰西新史攬要》也影響深遠，晚清知識分子幾乎人手一冊，未幾就被變頭換
面，變成通俗小說《泰西歷史演義》。晚清文人對西方文學和文化的介紹，本出

1

責編注：本次會議召開於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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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 Huters）那本書名來形容，就是 “Bring the World Home”。這個現象並不代
表“西學”的“華化”，因為這個外來的文化已經擴展了中土人士的世界觀。

六年出版的《月月小說》第三期裏面，有一篇周桂笙的文章：〈英國近三十年中
最著名之小說家〉，以社會歡迎的多寡為次序，列了二十三位作家人名，掛頭的

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晚清文人介紹到中土的作品，絕大多數屬英國的維多

兩位我知道：Dickens 和 Thackeray，名列第三和第四的我卻從未聽過：誰是 Hall

利亞時代的文學，而且絕大多數屬通俗小說的節譯或改寫。“維多利亞時代”指

Caine？誰是 Miss Marie Corelli？第五第六名是 Walter Scott 和 Edward Bulwer-

的是約自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年維多利亞女皇主政的時代。這個“維多利

Lytton …… 我一路看下去，發現至少一半的名字是陌生的。我畢竟還是台大外

亞文化”影響深遠，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蓋伊（Peter Gay）把它的價值內涵 ——

文系畢業的，因此看到這一個名單，感到十分汗顏。比如 Edward Bulwer-Lytton

特別是中產階級的“隱私”（privacy）觀念 —— 引申到整個歐洲大陸，特別是世

是誰，以前就從來沒聽過，一直到最近才從韓南（Patrick Hanan）教授的考證得

紀末的維也納。從現代的立場而言，維多利亞文化代表的就是大英帝國主義的

知，原來中國第一本翻譯的維多利亞小說《昕夕閒談》（Night and Morning）就是

“軟實力”，因而和西方殖民主義、列強的侵略連在一起，是表裏兩面。那麼，

出自 Bulwer-Lytton 之手。還有些人我也不知道的，比如剛提到的 Hall Caine 和

從後殖民理論的立場而言，晚清的翻譯是否代表了大英帝國的文化侵略，晚清文

Marie Corelli，還有 Mrs. Humphrey Ward、Mrs. Henry Wood、Mrs. Braddon、

化“被殖民”了？我覺得並不是那麼簡單，它從來沒有失去中華文化的主體性。

Stanley Weyman、Charles Reade、E.F. Benson …… 當然還有 Rider Haggard，他

林琴南翻譯了大量的維多利亞小說，特別是哈葛德（Rider Haggard）的作品，

的照片也在另一期出現。這些大都是當年走紅的英國通俗作家，他 / 她們的作品

不下二三十種，他就是林琴南翻譯最多的英國作家，如今被後殖民理論家批評得

寫的是什麼？為什麼如此吸引晚清的通俗作家？大致來說，有三種小說最受歡

一塌糊塗。這個人根本就是一個大英帝國主義的代言人，他的小說中洋溢著白人

迎：偵探、冒險和言情，前兩種的代表作家是哈葛德和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居上的種族偏見，然而林琴南偏偏要讚揚他小說中的“尚武精神”。為什麼晚清

Doyle），後者的福爾摩斯探案一紙風行，膾炙人口。但數量最多也最難處理的

文人對大英帝國主義的文學如此響往？難道只不過是為了對抗強敵要“知己知

是言情小說。

彼”？我覺得這和林紓和他那一代保守人士的“帝國想像”有關，它和較激進的

我發現英國最重要的幾本言情小說都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女作家寫的，最近

知識分子（如梁啟超）建構“民族國家”的“想像社群”不同，然而它背後的視

台灣的幾位年輕的學者不約而同地研究這幾位作家，特別是 Ellen Wood（也就

野更廣，不論是興是衰，帝國想像的範疇都是世界性的。晚清知識分子的“口頭

是上面提到的名單中的 Mrs. Henry Wood）的 East Lynne 這本長篇小說，至少有

禪”就是“老大帝國”，它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機時刻了，如要恢復其元氣，

三四篇論文討論。還有 Elizabeth Braddon 以及稍後的 Marie Corelli，恐怕在座

就要灌輸尚武精神。林紓也關心古埃及的衰亡，但更關心大英帝國的強大文化勢

的就只有陳建華知道她是誰，因為 Marie Corelli 的作品大部分是周瘦鵑翻譯的。

力，因此想經由翻譯來驚醒國人。只有認同帝國的人才會有這種世界觀，這也是

我在最近的一篇長文〈見林又見樹〉中特別討論幾位維多利亞時代的女作家的

一個悖論。

作品和中文譯文，並指出這一個文類（“煽情小說”，sensation novel）不容忽

晚清的翻譯數量驚人，據日本學者樽本照雄多年的研究，至少有一千種以

視，因為它把女性的主體性帶了出來，放在故事的前台，換言之，這類故事說

上，除了林琴南的翻譯之外，還有大量的維多利亞通俗小說。我偶然發現一九○

的都是一個女性如何受盡愛情和婚姻折磨（特別是男性重婚罪的犧牲品），從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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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經驗中磨煉自己。這類小說的開創人物就是《簡愛》的作者布朗蒂（Charlotte

西方文化做全面性的了解和介紹，並從這個角度來探討現代性的意義。換言之，

Bronté）。

他們的言論背後有一個西方的參照系統，並以此為權威。陳獨秀在一九一五年寫

維多利亞小說的另一個文類是“社會小說”，狄更斯的作品足為代表。狄更

的一篇文章中，就引用了一位法國作家薛紐伯（Ch. Seignobos）的《法國現代文

斯是大名人，研究他的學術著作車載斗量。既然我的方法是對等式的研究，就需

明史》，又把這本書翻譯了一部分出來。薛紐伯是誰？這本書在當時法國文壇的

要下兩倍功夫。其實“跨文化”並不簡單，也不是一般的翻譯理論可以解決。總

地位如何？似乎有待學者研究。陳獨秀的偶像是法國，不是英美，和胡適不同。

而言之，晚清的翻譯研究對我是極大的挑戰，深恐精力不足，所以很希望各位年

請各位注意，《新青年》用的是法文譯名，是法文 “La jeunesse”，正像稍後的《現

輕學者繼續研究下去。

代雜誌》也以法文為名：“Les Contemporains”（英文就是 Contemporaries），就
是“當代人”的意思，可見“現代”意識和“當代”意識是混在一起的，指的
就是“這個時代”，就是指二十世紀。持反對意見的人，如學衡派的吳宓和梅光

二、五四時期的西方文學理論

迪，並不是反對現代，而是認為只顧追隨現代潮流是不足的，一定要了解整個西
方傳統和經典文學。雙方的辯論，反而豐富了五四對於西學的掌握。有時候我不

如果我們再把五四和晚清來做比較的話，我們可以說五四代表一個新的論

禁好奇，想從“後見之明”的角度探問：到底五四那一代人對於西方文化知識的

述的開始，對於中國傳統，它展現的是一種整體性的批判的意識，對於西方文

掌握程度如何？我的老友瓦格納（Rudolph Wagner）教授也在探討同樣的問題。

化，也照樣的要做全盤性的介紹和研究。但這並非胡適所謂的“全盤西化”（其

數年前他發現了一本奇書《新文化辭書》，一九二三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他用

實胡適後來也改口了），而是正式把西方文化納入五四的新文化運動。研究五四

電子檔傳給我，想引起我的研究興趣。直到最近，我才把這本足足一千六百多頁

運動的人，似乎過於偏重五四反傳統的一面，卻沒有注意到新文化的建構一面，

的大書瀏覽了一遍，發現這本書中所介紹的就是五四時代的新知和西學。書的前

因此，我們可以說，晚清的“西學”為五四的新文化奠定了一個基礎。五四這一

面特別用了一個英文譯名，叫做 A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New Knowledge，“新

代人對於晚清文學和翻譯，也是採取批判的態度。他們認為晚清介紹的那些外國

文化”在英文中變成了“新知”，至少在幾位編者的心目中，“新知”就等同“新

作家都是二三流的，於是開始追問：一流的作家是誰？各個國家的文學傳統有什

文化”。《新文化辭書》介紹了很多西方作家、藝術家、思想家、宗教家和科學

麼不同？最新的文學潮流是什麼？於是開始關注文學史和文化史，大出版商如商

家，但哲學家佔了很大部分，當年幾位響噹噹的大人物，都用了數頁甚至十數頁

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更作大規模的出版計劃，下面我要提到的《新文化辭書》是

的篇幅詳細介紹，例如伯格森（Henri Bergson）、羅素和杜威。內中不少人物的

一個重要的案例。眾所周知，五四那一代的知識分子，不少人到西方留學，外語

名字，對我也是陌生的，例如 Driesch（杜里舒）、Wundt、Eucken（倭鏗），都

的能力顯然較晚清文人高得多，因此介紹進來的是“一手資料”，然而依然眾聲

是德國人。我發現這本辭典所介紹的新知識，德國的哲學和科學佔了主要的部

喧嘩，百花齊放，有待這一代的學者們深入研究。

分，而不是胡適所介紹的英美實證主義。從陳獨秀的法國文化，到胡適的英美哲

我覺得五四非常有意義的一個貢獻 —— 也是一個未完成的貢獻 —— 就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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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以及大量的日文轉譯，五四的西學已經超越了晚清“西學為用”的認知框

盾有進一步的發揮。羅家倫的觀點從哪裏來的呢？他自己在注解裏說參考了兩

架，而且更為全面。這個事實大家都知道，但似乎沒有太多人深入研究。

本書：一本是 Hudson 的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一本是 Moulton

《新文化辭書》的編者有十一位，主編是商務印書館的資深編唐敬杲，他還

的 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這兩位都是當時英美文學理論界有名的人物，

寫過一本《近代思想解剖》，把西方近代思想的變遷 —— 從盧梭到二十世紀初

Richard Moulton 是芝加哥大學的教授，研究聖經的。William Henry Hudson 是

的新思想家，如伯格森和倭鏗 —— 梳理了出來。這本書可能是從日文轉譯或轉

英國人，還寫過小說。羅家倫還引用了瑞恩詩（Paul Samuels Reisch）所寫的

述過來的，我看的是台灣重印版，初版的日期是哪一年我也搞不清楚。另外費

一本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這位先生似乎是一個“亞洲

鴻年寫過一本《杜里舒及其學說》（一九二一年中華學藝社初版），封面赫然有

通”，對於當時的中國和日本的思想潮流似乎瞭如指掌，羅家倫引之為權威，於

兩行德文：“Aus Wissen und Wissenchaft, 3. Driesch und seine Lehre”，顯然是一

是把他的觀點抄了出來。他認為第一流的作家是 Thackeray，還有法國的 Anatole

個“知識和科學”研究系列叢書的第三本。這本書是為了歡迎杜里舒來華訪問而

France。其實《月月小說》中提過的“英國三十位著名文學家”名單中，早已列

作。杜里舒本來是研究生物學的，後從科學轉向哲學。邀請他訪華的是梁啟超領

有 Thackeray 的名字，但沒有區分誰是第一流、誰是第二流。羅家倫為了批判晚

導的“講學會”，他們也想邀請伯格森，但未成功，除此之外，當然還有羅素和

清的翻譯文學，以便樹立一個新的文學觀點，因此要引用來自西方的新權威。把

杜威。這一系列的西方哲人訪問，到底有什麼影響？我們從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

文學經典和通俗作品劃分開來，也是五四那一代人開創的。然而標準何在？

年間的“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可以看出來，表面上似乎是“科學”派贏了，其

羅家倫的例子頗有代表性。我發現他引用的書，其他五四作家 —— 如茅

實“玄學派”的論點更不容忽視，因為“人生觀”這個名詞，就是從德文來的，

盾、郁達夫、鄭振鐸等 —— 都在引用。這個現象，澳洲學者 Bonnie McDougall

倭鏗和杜里舒正是其作俑者。中研院文哲所的彭小妍剛出版一本專著，就是探討

早已研究了，大家可以參看她的那本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to

這個問題。我們由此可以看出來，五四時期的知識界的確開了一個新的局面，而

Modern China（《西方文學理論在現代中國的傳入》），我認為是開山之作。在座

且眾說紛紜，當然各家各派也辯論不休，如今看來，這一個眾聲喧嘩的現象，雖

的吳國坤教授也寫了一篇文章，叫做“The Long and the Short”，提出一個饒有

然內容參差不齊，但也彌足珍貴。我再借用中文大學翻譯系的同事葉佳的研究，

趣味的問題：五四時期的作家如何分辨短篇和長篇小說，意義何在？為什麼最初

提出另外一個例子。

創作的文類是短篇小說？在中國文學傳統中，長篇小說的形式是章回小說，而晚

除了陳獨秀、胡適這樣的領袖人物，還有很多年輕人也爭相發言。比如發

清時期的長篇小說也是用章回小說的形式，不過逐漸改變了內中不少成規。但是

表“五四運動宣言”的羅家倫，就在〈今日中國的小說界〉一文中提出他的文學

五四知識分子要和晚清劃分界限，他們要開創一個新的文類：短篇小說，作為一

觀，認為現在的文學所需要的是一種“寫真主義”，或者是自然主義，Realism

種寫實主義的新載體。新文學必須開創新的文類，不能納入籠統的“說部”混在

或 Naturalism，與陳獨秀的觀點大致相合。他認為林琴南翻譯的東西 —— 他叫

一起。那麼，五四新小說在形式上的理論基礎是什麼？就是這些英美的文學教

做 “Romanism” —— 早已落伍了，他反對這種“荒誕主義”，認為違反了社會

科書和入門書。除了上述的 Hudson 和 Moulton 之外，還有哈佛教授 Bliss Perry

進化論。這裏羅家倫把進化論的思想和文學上的寫實主義連在一起了，此後茅

的 A Study of Prose Fiction，湯澄波的中譯本名叫《小說的研究》（一九二五年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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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印書館初版）；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Clayton Hamilton 的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近代歐洲文學的“主流”，因此，所謂“潮流”的論述在中國也大行其道。

Fiction，中譯本名叫《小說法程》，華林譯（一九二四年商務印書館初版），並有

這些文學入門書和教科書為我們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它不但為五四文

吳宓用文言文寫的序，大讚此書“簡明精當，理論實用，兩皆顧及，可稱善本。

人鋪陳了一個新的文學觀，而且也逐漸奠定了文學批評和專業研究的思想基礎。

其書在美國極通行，哈佛大學至用之為教科書”。吳宓說的不錯，該書自一九○

文學既然成了藝術，“文藝”連成一詞就順理成章了。我在圖書館找到一九三○

八年出版後，多次再版，我看的是三十週年的紀念版，改名為 The Art of Fiction:

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王雲五主編的《萬有文庫》第一集，內中包括五本文藝理論

A Formulation of it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New York: Doubleday, 1939)，第一章就

的書：《文藝批評淺說》（周全平著）、《歐洲近代戲劇》（余心著）、《文學概說》

辯證小說中的“真實”（truth）和外在事實（fact）的差別，其他各章內容包括
寫實主義和 Romance（歷史演義）的不同，敘事的方法、情節、人物、場景、

（郁達夫著）、《修辭格》（唐鉞著）、《文體論》（薛鳳昌著，研究中國傳統文體的
變革）。如此繼續摸索下去，至少可以為五四文學史和知識史添加新的一章。

敘事觀點，以及各種小說文類 —— 如短篇（short-story）、中篇（novelette）和
長篇（novel）的區別，還特別有一章專論短篇小說。另一位哥大的教授 Brander
Mathews 寫的 The Philosophy of the Short Story，顧名思義，專論短篇小說，認為

三、郁達夫和德國文學

這個文類精簡而又提供創意的空間，並可以表達“印象的整體性”，乃長篇所不
及。總而言之，這些介紹性的文學教科書，不約而同地從把文學作為一種藝術，

最後我想再舉一個作家的個案 —— 郁達夫。自從我博士論文出書後，大概

有其本身的形式規律和特點。已經接近上世紀五十年代興起的“新批評”理論

有半個世紀沒有研究書中的兩個主要人物徐志摩和郁達夫了。如今回頭看我五十

（也就是夏氏兄弟所接受的文學理念）。也就在清末民初這個關鍵時刻，中英字

年前寫的《五四作家浪漫的一代》，不看則已，一看就不勝汗顏。最近大陸有人

典中對文學的定義也改變了，“literature” 這個字在中文語境中，從原來的“文”
（例如文章、文辭）轉變成一種有想像力的創意寫作。

批評我，指出書中三十多個錯誤，我心想可能更多，大大小小不下一百個吧。
在內容上最大的失誤是範圍太廣，分析不夠細緻，歷史多於文學。我僅僅談到

因此我們可以說，五四時期的文學觀，雖然眾說紛紜，但其基礎論點已經

五四一代作家的“浪漫情緒”（romantic temper），而沒有涉及文學上的浪漫主義

和中國傳統大不相同，西方文論的介紹，也使得五四作家不知不覺之間對於寫作

問題，或者僅避重就輕，沒有深入探討研究。我在哈佛是念歷史的，不知道怎麼

的方法和模式開始仔細斟酌，魯迅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和

分析文學，後來轉教文學，才發現文學比歷史難多了，特別是文學形式的問題，

回國之後，都大量購買有關西方文學的書籍，最近有學者專門研究魯迅在日記裏

這恰是西方文學理論對我的衝擊。

附帶的購書單，內中大多是日文和德文書，有關文學史之類的著作甚多。當時最

最近當我重讀郁達夫早期小說的時候，就發現不少以前沒有發現的問題：

著名的西方文學史著作，應該首推 Georg Brandes 的 Main Currents in 19th - Century

郁達夫是怎樣開始寫小說的？〈沉淪〉是他的代表作，這本小說集包括三篇小

Literature，就是《十九世紀的文學主流》，此書特別推崇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

說，以寫作的次序來說，第一部不是〈沉淪〉，而是〈銀灰色的死〉，出版的時

原文是德文，可能從日文翻譯或改譯出來的，它讓五四一代的作家知道什麼才是

候才把〈沉淪〉放在第一篇。於是大家集中研究這一篇小說，都認為這是郁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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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作。如果從郁達夫寫作的次序來探討，我們可以窺測他在形式上如何摸

說”（bildungsroman）也是要主人翁回歸到當時社會的價值觀。郁達夫可能在他

索的過程，我認為要先看〈南遷〉和〈銀灰色的死〉，最後才看〈沉淪〉。郁達

的德文班上讀過這本小說的選段，特別是“迷娘”的這一段。他從德國文學中似

夫自己已經承認：〈銀灰色的死〉是一篇習作，內容來自英國作家道生（Ernest

乎找到一個短篇小說的形式和氣氛，然而故事未必寫實。也許《沉淪》中的三篇

Dowson）的身世，藝術靈感來自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一篇短

小說可以視為郁達夫自己的成長小說，但似乎沒有完成，也不見得是自傳。小

篇小說。〈南遷〉是三篇之中最長的一篇，研究的人極少，直到最近才有兩位年

說中的主人翁窮途潦倒，而且頹廢得厲害，時有自殺的念頭。郁達夫在自序中

輕學者 —— 一位是芝加哥大學，另一位布朗大學的博士 —— 發表論文，見解獨

說：他敘述的是“現代人的苦悶”
（〈沉淪〉）和一個“無為的理想主義者的沒落”

到。我也曾寫過一篇關於〈南遷〉的文章，認為這也是一篇習作，它的敘事輪廓
都是從德國文學挪用過來的。

（〈南遷〉），這是一個浪漫文學的主題，而不見得是他自己生活的寫照。其實郁
達夫在日本的生活並不差。最近有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花了十年的時間研

〈南遷〉的故事的前半段，敘述主人翁伊人害了肺病，到日本南部一個小島

究郁達夫在名古屋的第八高中讀書時候的生活。現在名古屋大學還有郁達夫的石

去養病，碰見一個日本女郎，兩人開始對話，然後一同唱〈迷娘之歌〉。〈迷娘

刻像，上面寫著“沉淪”兩字，我還在那裏照了一張照片。原來他在名古屋小有

之歌〉在小說文本裏是用德文唱出來的，在小說的結尾，郁達夫自己把全部歌

名氣，作了不少舊詩，和日本朋友唱和。他的日文十分漂亮，穿著日本學生的衣

詞翻成中文，作為小說的附錄。用意何在？（我要聲明：根據現今的小說理論，

服，與日本同學之間毫無隔閡，而且學了兩三年的德文，成績卓著，可以和來自

探測作家的用意 —— intention —— 本身就不對，我是明知故犯）。把〈迷娘之

德國的老師對答如流。

歌〉直接引進小說之中，意義又何在？於是我追本溯源，發現原來郁達夫引用

總而言之，郁達夫的小說中有大量虛構的成分。而虛構需要藝術的養分，

的就是鼎鼎大名的歌德的成長小說《約翰麥斯特的學習年代》（Wilhelm Meisters

我認為大部分來自德國和英國的浪漫主義文學，包括其文類和形式。他自己在一

Lehrjahre; 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中的重要的一節 : 主人翁 Wilhelm

篇文章〈五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中說：他接觸西洋文學，是從俄國文學開始，

Meister 見到了戲班裏的一個意大利少女迷娘，這個少女說 : 你知道有個“檸檬

然後從英譯的俄國小說轉到德國小說，在高等學校期間，總共讀了俄、德、英、

正開的南鄉”嗎？那裏面有“金黃的橙子”等等，她是在懷鄉。郁達夫就把這一

日、法的小說一千本內外。在他的其他文章中，也介紹了大量德文和英文的作

段放到了他的小說裏，日本的南部變成想像中的意大利南鄉。為什麼郁達夫把這

品，凌駕於日文和法文之上。他在關於文學理論的文章裏，大多是用英文資料，

一段德文歌詞直接插入日本的場景中，甚至小說連情節的分段標題也是德文，換

包括上述的文學入門書，但在小說創作中，德國文學的影響更大。

言之，這篇小說幾乎變成了一個“雙聲體”（中文和德文）或“三聲體”（中、

我在重新研究郁達夫的過程中，發現他竟然寫過一首德文詩 “Das Lied eines

德和日文），這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前無古人的大膽嘗試。他是否在

Taugenichts”，作於一九二○年，郭沫若把它譯為“百無聊賴者之歌”，現在且

向歌德致敬？還是要達到一個“移情”的藝術效果，進而把歌德原來意義解構？

把郭氏的譯文援引如下：

當今受過西方學院訓練的研究者，當然是趨向後者，而我卻認為這是郁達夫的一
種形式上的挪用嘗試。眾所周知，歌德本人是非常保守的，他寫的這本“成長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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