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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一場男性心靈的狂歡節 
小說以勸懲為主，然非風流跌蕩，不能悅觀者之目，非謔浪詼諧，不能解聽者之頤。此書一出，天下

無愁人矣。（《肉蒲團》扉頁題辭） 
近年來受到性別（gender）觀念的影響，性別史成為中國歷史研究中一個新興的領域，然而多數中國

性別史的作品集中於女性史（或稱婦女史），只有少數人關注男性史（history of man as man）、男同志

或男性氣概（masculinity）的研究，或者承認「男性史」與「女性史」有同等的重要性。本書是以歷史與

文學材料來探究明朝末年至民國初年之間，男性的情緒、慾望、身體與私人生活，分為諧謔、情慾與現代

轉型等三篇。書中處理的素材主要為明清以來的笑話書、俗曲、小說（主要是豔情小說，或稱為色情小說、

性小說、性愛小說）與民初報紙的醫藥廣告等，而關懷的焦點是近代中國在傳統至現代的轉換中，男性世

界中幽默感、情慾表達與身體觀念之間的關係。這三者構成了男性生活與思想的重要面向，而聚焦於《金

瓶梅》中所謂「言不褻不笑」，亦即以有關身體、情慾相關的「猥褻」話題作為談笑之資。 
上述這些文本雖不乏女性讀者，且部分文本亦描寫女子之情緒、感受，又涉及男女之互動，然筆者認

為明清諧謔書刊與豔情小說主要反映了男性中心的社會中，男性菁英分子所塑造出來的對身體、情慾與兩

性關係的看法。這些看法一方面狂野大膽、繽紛多彩，以「謔浪詼諧」之手筆書寫情慾活動與身體感受，

另一方面則與儒家倫理、道家養生與佛教果報等理念交織在一起，企圖醒世覺民。清末民初報紙的醫藥廣

告主要處理身體與情慾面，與人們對性的困擾，而較不談諧謔。這些醫藥廣告反映在二十世紀初年之後，

傳統的身體觀、情慾觀在西方現代醫學、國族主義、跨國公司全球市場、新興媒體的衝擊之下所發生的變

化。直至今日這些文本仍廣泛地流傳於中文世界，而其中所反映出來的「縈繞於心的性幻想與性恐懼」以



及「言不褻不笑」等心態亦仍普遍地存在，構成中國文化圈中男性對於性別認知（尤其是對「男性氣概」

的界定）、情慾表述與隱私觀念的重要基礎。最後一章則處理近代中國私領域與隱私觀念的出現，及其所

造成的影響。 
本書各章及附錄的幾篇短文，構思與寫作的時間從一九八○年代後期開始，迄今近三十年。在寫作之時

我並不意識到我處理的課題與男性史之間的關聯，而主要受到學界中「文化轉向」、「新文化史」等趨勢

的影響。二○一四年我開始將這些文章整合成一本專書時，才逐漸領悟到我所寫的其實不是普遍的「歷史」

（History），而只是「他的故事」（his story）。這是性別意識對我治史觀念的一大衝擊。 
從文藝理論的角度來看，本書所分析的幾類文本：豔情小說、俗曲、笑話書與醫藥廣告等可謂一場男

性心靈上的「狂歡節」，可稱之為「狂歡節話語」。「狂歡節話語」（“Carnivalesque” discourse）是一個

源於俄國學者巴赫汀（Mikhail Bakhtin）的觀念，意指以幽默、混亂來顛覆主流論述的一種文本模式

（literary mode）。在西方世界狂歡節（亦稱「嘉年華會」）期間，傳統的日常生活、社會規約與階級劃

分都被打破，簡單地說是將傳統秩序徹底翻轉，並對所有習以為常的觀念加以抨擊。根據巴赫汀所述，

「狂歡節話語」把「肉體的低下部位」和「肉體的物質性原則」提得很高，「是對肉體感性慾望的正面肯

定和讚美」；「將一元統一的官方語言所掩蓋和壓制的眾聲喧譁現象昭然於眾」，並「讓溫文爾雅、矯揉

造作的官方和菁英文化尷尬」，因而展現了大眾文化的革命性格。「狂歡節話語」和巴赫汀「醜怪」

（grotesque）的觀念有密切的關係。「醜怪」是一種相對於官方主流文化的一種狀態。官方文化強調的

是一種嚴肅、完整、永恆、秩序、一致，和循規蹈矩的生活與理念，「醜怪」則企圖解除這類規約，是一

種對國家或教會權力的僭越、質疑、抗拒和解構。它使身體和生活能在大吃大喝、大笑大鬧中獲得紓解與

再創造，並使社會獲得一種新的活力。如果借用巴赫汀的觀念，本文所分析的明清以來中國的笑話書刊、

豔情小說與醫藥廣告等，一方面具有諧謔、逗趣之性質，另一方面則公開述說身體、情慾之私密感受，並

對禮教加以嘲諷（可謂「白晝宣淫」），都可以屬於具有「醜怪」性質的「狂歡節話語」。我們也可以將

此類文本比擬為一場「社會的夢」，其內容部分為男性集體心態之展現。這些文本中的內容是以折射、扭

曲、誇大的方式表達出受到禮教與法律所壓抑的各種慾望，因而具有「反社會性」。難怪有學者認為晚明

俗文學興起的精神背景是出於一種「真」的追求，表現出一種「自由的精神面貌，沒有任何道統規範，可

以隨心所欲地戀愛，或表現慾望的純潔無垢」。不過我們也不宜過度強調近代中國「狂歡節話語」的批判

性與革命性，這些文本的創造者（與讀者）主要為男性菁英階層，而且他們一方面固然以大膽的諧謔想像

挑戰了既有的社會規範，但另一方面，這些光怪陸離、驚世駭俗的挑戰並非全然背離現有秩序，反而有一

部分是維護既有的男性中心的體制，造成情慾與禮教、私情與公義之間的拉扯與較勁。 
這種近代中國男性「狂歡節話語」中既革命、又保守的性格，以及人類情緒、感受的歷史與文化面向，

是本書關懷的重點。傳統歷史學比較重視人類生活中公共面與理智面，而不處理私人生活中的情緒與身體

等課題。這一部分是因為許多人認為這兩個領域都受生理影響，有較強的普遍性，因而可由科學來研究，

或文學與藝術來反映。然而，隨著法國年鑑學派對「心態史」之提倡、人類學中「文化」觀念對歷史學的

衝擊，以及史學界所發生的「文化轉向」等，性別史、情緒史與身體史逐漸變成歷史研究之課題，並儼然

躍升為非常熱門的研究題目。 
筆者對文化史的興趣源於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年筆者在東海大學參與高承恕、林載爵、蔡英文等先生主

持的「科際整合討論會」（一九七九─一九八三），該會之參與者有社會、政治、經濟與歷史系的老師與

學生。當時高承恕教授帶著學術研究本土化的夢想，遵循「不離事而言理」的古訓，帶領大家「一頭跳進

歷史之中」。讀書會的成員開始從英法歷史的比較來思索「西方之所以成為今日之西方」。接著又從歷史

與社會之接榫點走向年鑑學派的作品。在這期間，討論會中大家不但閱讀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布勞岱（Fernand Braudel, 1902-1985）與其他有關西方歷史文化的書，一起吃喝

談笑，也因為翟本瑞、陳介玄的關係，我接觸到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學與

布紐爾（Luis Buñuel, 1900-1983）的超寫實主義電影。其中布紐爾的《青樓怨婦》（Belle de Jour, 
1967）、《布爾喬亞拘謹的風采》（The Discreet Charm of the Bourgeoisie, 1972）、《自由的幻影》

（The Phantom of Liberty , 1974））等片讓筆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電影的共同主題即是慾望、道德、

諧謔、嘲諷等心靈現象。對布紐爾來說，性的本身並不獨立存在，它一方依賴道德與罪惡感而生，另一方

面，在慾望舒展的心理過程之中，真實與虛幻很難區別。 



然而這些西方作品所展現的心靈世界與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狀況有何異同？我們應如何借用西方經驗

的靈感來反思中國？好友翟本瑞也因此開始研究動物分類、笑話書、春宮畫等。在這些想法的激勵之下，

在我心中浮現的不但是「西方之所以成為今日之西方」，也是「中國之所以成為今日之中國」。 
一九八八年我赴英國牛津大學讀書，指導老師是專門研究道教與戲曲史的龍彼得（Piet Van der Loon）

教授，以及研究中國近世經濟史、文化史的專家伊懋可（Mark Elvin）教授。龍教授為我奠定漢學研究的

基礎，也讓我一窺中國庶民生活中的戲曲、宗教世界。伊懋可教授對我的影響更大，那時他正在撰寫 
Changing Stories in the Chinese World 一書稿。該書研究十九世紀初葉以來的一些文本，如李汝珍的《鏡

花緣》、張應昌編輯的《清詩鐸》、網珠生的小說《人海潮》、浩然的小說《西沙兒女》、司馬中原的小

說《孽種》等，處理中國在不同時期的價值與情感，及其所映現的歷史世界。在他的鼓勵下，我開始研究

《鏡花緣》的幽默。同時，伊懋可教授介紹我閱讀當時同樣在牛津大學教書的法國史家 Theodore Zeldin 
教授有關法國情緒史的作品，以及當時劍橋大學出版社剛出版的一本法國中古以來清潔觀念的歷史著作。

Theodore Zeldin 的書處理一八四八─一九四五年間的野心、愛情、憤怒、驕傲、品味與焦慮等課題。

Georges Vigarello 的 Concepts of Cleanliness: Changing Attitudes in France since the Middle Ages 則研究過

去一千年來法國人對清潔、健康與衛生的看法。這兩本書都對我有所啟發。一九九四年我返回台灣，從一

九九九年到二○○二年，我參加了由熊秉真教授主持的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明清社會文化中的情、欲與禮

教」，又主持了國科會計畫「明清豔情小說的文化史分析」（由李心怡、黃夙慧等人擔任助理）。在這些

計畫之中我的研究主題以「幽默史」為中心，拓展到與幽默相關的身體與情慾等課題，本書的多篇文章是

上述主題計畫與國科會計畫的產物。這些文章的完成也得力於一九九五年陳慶浩與王秋桂所編輯的《思無

邪匯寶》的出版，這一套書廣泛蒐羅了全世界各圖書館所藏豔情小說之善本，為此一研究奠定重要的文本

基礎。 
我的核心問題是「幽默感」與「身體感」所交織而成的明清以降中國男性的心態史，亦即男性談笑之

內容如何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生變化？而不同時期之笑話、小說如何表現出人們身體感、情慾觀？眾所周

知，笑是人類的一種本能，也是一個複雜的文化現象，長久以來笑話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例如佛洛依德、

柏格森（Henri Bergson）等有關笑話理論的研究，探究為何笑話可笑，以及其背後之心理與語言機制。至

於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哲學的研究視角，則探討幽默的社會、政治、思想功能與運作。例如，人類

學者強調：笑話與文化背景之關聯；政治學者與社會學者則處理族群笑話（愛爾蘭人、波蘭人、蘇北人）、

政治卡通、幽默與人際溝通（例如注意以幽默化解人際之緊張的社會功能）；哲學家探究幽默與哲思之關

聯（如禪宗的話頭如何啟發智慧）等。文學領域（尤其通俗文學）之中，笑話研究為一重要課題，例如在

西方有不少學者研究莎士比亞的幽默。 
在中國研究的範疇內，笑話主要是由文學研究者擔綱，如周作人、婁子匡、王利器、趙景深、黃慶聲、

陳萬益、林淑貞等人作了大量的有關中國笑話史的研究。此一研究取向有階級性的假定，他們傾向於將笑

話視為源於下層社會、口語傳統，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同意雅俗、士庶之區別往往並不那麼明確。 
另一個與情緒史及笑話研究相關的領域是「身體感」的研究，因為笑話書之中涉及身體者為數不少。

這方面人類學與歷史學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由視覺、味覺、嗅覺、聽覺、觸覺等所構成的身體感是人類

生命經驗的重要部分，這些感覺的形成不但吸引感官神經學者的興趣，也引發了歷史學與人類學的探究。

Constance Classen 的 Worlds of Sense: Exploring the Senses in History and Across Cultures 指出相對於西方

以視覺為主所形成的「世界觀」（world view），有些文化是以味覺（如安達曼群島的土著民族 Ongee 人）

或溫度感（墨西哥南部的 Tzotzil 人）來界定宇宙秩序。作者強調人類的感官不完全是生理性的，而是與

時間、文化密切相關。在中文學界，余舜德所編的《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是身體感的先驅性研

究。該書強調過去感官人類學的研究多以單一感官作為研究的單位，並以修正西方社會文藝復興以來過於

強調視覺的現象作為研究的主題。該書的作者則以不同的主題指出：人們隨時都在使用不同的感官，並結

合不同感官所接受的訊息，而形成舒適、潔淨、骯髒、熱鬧、冷清等經驗。他們不但強調形塑感官的文化

因素，更強調身體與物之間密切的互動。 
本書各文採取的是情緒史與身體感結合的研究取向。情緒史與身體感的視角強調人類的情緒反應及身

體感並非亙古如常，而是因時代、地域、階級、性別、族群等文化因素而有所改變。換言之，文化及語言

影響我們描繪身體與情緒的方式；它們不是「自然」生成的，是在特定歷史情境之下由語言所塑造出來的。



與身體相關的「笑」作為一種情緒，一方面是快樂的表徵與慾望的伸展，但另一方面往往也參雜了哀傷、

憤恨、嫉妒、反抗、人群區隔等，而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之中有不同的特色。 
在本書中筆者希望透過不同時期之文本，探索感官經驗的書寫，展現明清以來男性世界中身體與諧謔

交織而成的世界。這些笑話書、豔情小說、俗曲等被視為特定時空之中作者（或編者）與讀者所共同營造

的文化出產，因而表現出時代的性格。本書中有關《笑林廣記》、《鏡花緣》、《白雪遺音》與各種豔情

小說等書的分析即企圖將這些文本放在明清社會情境之中來觀察。 
這些明清的文本除了反映中國歷史情境下不同時期男性的幽默感之外，還與身體與情慾等議題有密切

的關係。誠如本書標題所指出的猥褻是製造笑料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所謂猥褻是指在言談中提及屎、尿、

肏（如肏你媽）、屄、奶子等涉及身體與情慾的不雅言詞，這些禁忌語言的使用往往可以引人發笑，因此

「言不褻不笑」（女性的幽默之中雖不乏類似之主題，然其特徵不如男性諧謔那麼明顯）。同時，褻瀆所

產生的笑話帶有強烈的對禮教的反撲。禮教與情慾之間的衝突、較勁一直是中國諧謔文學中相當核心的主

題。周作人在《苦茶庵笑話集》（一九三三）的〈序〉中談到中國傳統的笑話可以簡單地分為「挖苦」與

「猥褻」兩大類，所謂挖苦「指以愚蠢殘廢謬誤失敗為材料的」，此外「猥褻的分子在笑話裡自有其特殊

的意義……牠另有一種無敵的刺激力，便去引起人生最強的大欲，促其進行，不過並未抵於實現而以一笑

了事」。這一區別雖不完備，也有相混淆之處，但大致可以反映中國傳統社會中談笑逗趣的重要主題。挖

苦往往代表了社會規範力量的發揮，而猥褻則為情慾宣洩、欲掩彌彰的一種表現。 
本書的探索從十七世紀開始，上篇的三章以明清時期諧謔性質之文本為中心，探討傳統男子諧謔與身

體、情慾之糾葛。第一章〈明清諧謔世界中的身體與情慾〉描寫與分析明清時期諧謔文本，及其與身體、

情慾主題之關聯。該文指出此一表達與中國長期以來文人生活之中的「文字遊戲」的傳統，特別是文字打

諢、諧擬經典和文學作品的手法有密切的關係。這種表現手法的特點是以「雅」的形式來表達「俗」的內

涵，因而具有溝通雅俗品味、上下階層的意義。再者，明清情色幽默在會通雅俗的同時，亦展現性別區隔，

具有界定性別角色與兩性關係，因而表達出維護男性中心禮教秩序的意義。男性中心的情色幽默不但環繞

著陽具的尺寸與功能，關注性在生活上的關鍵地位，也藉著兩性形象的建構，規訓婦女注意言行，避免落

人笑柄；規訓男子注意養生，避免貪色致病或喪命等。 
第二章〈明清笑話中的身體與情慾—以《笑林廣記》為中心之分析〉（與李心怡合著）一文將焦點集

中於最早在乾隆年間出版的《笑林廣記》中的性笑話。《笑林廣記》的性笑話觸及身體、情慾的現實面與

理想面，它們採取戲謔的方式面對現實的缺陷，又誇大地建構一個理想情境以為寄託。笑話內容因為不受

社會規範的箝制，大膽地觸及一般論述之中所罕言的身體部位與情慾活動，此一文本發揮了狂野的情色想

像，以挑戰禮教禁忌，也滿足偷窺、意想不到等心理情結。不過這些笑話的突破之處似乎只限於在扮演社

會「安全瓣」（safety valve）的功能，以略微開放的言說空間，適度地紓解禮教對情慾的壓抑，藉此來維

繫現實秩序的運作。更重要的是這些笑話之內容所表達的仍是一套與當時男性中心之禮教相配合的，有關

「健康」、「美麗」與「正常」的價值觀念。這樣一來，情色笑話與禮教管束實有相輔相成之處。 
上述兩章所分析的諧謔文本中情慾表達可以讓我們反省以「禮教─情慾」二元對立來觀察明清歷史的研

究取向。許多研究明清的學者都從禮教支配的嚴格化與縱慾思潮的反撲來討論明中葉以後的歷史發展，因

此「情慾解放」蘊含了「反禮教」，也有學者特別注意到壓抑與放縱的因果關係。這種「禮教─情慾」二

元對立的論述方式雖有一定的解釋力，然也有其限制性。從諧謔文本的情色描寫可見，禮教與情慾兩者有

交織互動且相互增強的關係，禮教可以藉著情慾表達而展現，情慾表達往往也可以用來維護禮教權威。更

清楚地說諧謔文本中情慾表達的主流論述與男性中心的禮教設計、果報觀念等基本是合拍的。這樣一來，

情色幽默的流傳不但沒有動搖禮教權威，反而成為禮教的一個重要支柱。 
傳統社會的幽默不限於情色笑話，而有更複雜的圖譜。第三章〈《鏡花緣》之幽默—清中葉幽默文學

之分析〉以道光年間出版李汝珍所著的《鏡花緣》為基本史料，探討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社會中不同型態的

幽默，及其在中國近代社會史與思想史上的涵義。文中分別探討了（男性）士人與學術幽默、性格幽默、

範疇錯亂與自我批判以及女子宴會中的女性幽默（亦可視為男性所想像的女性幽默）。這些幽默中有一部

分源自傳統，有一部分則表現出時代特色與創新性。《鏡花緣》的幽默不僅為了談笑，也包含了許多嚴肅

的訊息，作者希望經由傳達這些訊息而達到思想批判與社會改造的目的，因此該書也可以視為是一部經世

思想的作品。 



中篇的第四章與第五章主要研究明清時期的豔情小說之情慾表達，以及其中所反映男性之情色意識。

第四章為〈明清豔情小說中的情慾與禮教〉。文中指出明清的豔情文本以狂野的想像建構一個不以繁衍後

代為目的的情色世界。書中以各類露骨而細膩的性行為之描寫，表現出情慾活動中的身體感受，以此創造

男性讀者的閱讀快感；不過另一方面大多數文本在故事情節安排上最後卻又肯定儒、釋、道三教所強調的

身體觀與倫理秩序，而回歸禮教。本文的焦點即以豔情小說的情色意識中情慾與禮教的拉扯所形成的張力，

來呈現此一男性消費之「文化商品」的特色與歷史地位。 
第五章為〈暗通款曲—明清豔情小說中的情慾與空間〉。本章以三個不同的豔情小說：《肉蒲團》、

《癡婆子傳》與《浪史》來探討明清豔情小說所展現的情慾世界與情色意識。筆者以空間的觀念作為切入

點，探討豔情作家如何透過空間安排與逾越來書寫情慾活動。《肉蒲團》和《浪史》代表男性為中心的性

冒險故事，《癡婆子傳》則從女性對性探索的自白，以及隨之產生的情慾困境來書寫女性情慾。以本文所

分析的三個文本來說，故事情節主要都是發生在中下層的仕紳家庭的場景之中。在此一家戶空間之中，人

們一方面遵守禮教所規範的性別與空間隔絕；另一方面卻又不斷地以偷窺、偷聽與行動來逾越此一界線，

表現出視覺、聽覺與情慾之關聯。在空間逾越之中隱密與暴露、偷窺與展現無疑地是其內部相互拉扯的幾

股力量。這些拉扯使我們得以釐清私密場域的範疇，以及其中公（亦即可以給外人看的）私（亦即不可給

外人看的）界線的游移性、模糊性。其中豔情小說對於「情慾分享」的描寫，或筆者所謂「本尊、分身」

式的情慾活動（分身可以是主人的奴婢、鄰居或朋友），尤其可以顯示明清時期士人「私密感」的一種特

殊型態。這一種情慾分享的情節也配合男子所想像的「天下無妒婦」的情色烏托邦，並與《金瓶梅》之中

妻妾爭風吃醋、明爭暗鬥的描寫形成對比。 
下篇的三章探討「現代轉型」。第六、七章將焦點從明清時期轉移到民國初年，從明末到民初中國男

子對身體與情慾的看法有不少的連續性，但是另一方面隨著西力的衝擊與全球化的發展，傳統的觀念也發

生了許多變遷。第六、七兩章利用民初報紙的醫藥廣告來分析廣告內容所反映出男性的夢想與恐懼（尤其

環繞著「腎虧」的觀念）。第六章的〈從《申報》醫藥廣告看民初上海的醫療文化與社會生活〉，處理報

紙醫藥廣告如何反映與形塑近代中國在中西論述交織之下的疾病觀與身體觀。報紙廣告所建構的情境呈現

了「中╱西」、「新╱舊」交織之圖景，因而反映在多重混雜的矛盾性格之上。這些琳琅滿目的醫藥廣告

創造出一種新的、夾雜中西醫療元素的「身體觀」與「疾病觀」。這些醫藥廣告之論述大致可分為兩種類

型：第一類是綜合型，亦即宣稱無所不治或無所不補的醫療方式或藥品。其背後是將身體視為一整體，病

況之紓解有賴身體全面性之滋補與養生。第二類是專門針對某種部位的藥品，其中腎、血、腦三處最受重

視，被認為是最應加以滋補、調治的身體部位，因而需要「補腎」、「補血」與「補腦」。筆者指出：藥

商在設計廣告之時很有技巧地結合新舊、中西醫療傳統的若干訊息，建構出一套關於「身體知識」的論述

模式；此類知識自清末以來在中國社會發揮了深遠的影響力，其內容甚至可能要比從專業、正統的醫學資

訊，亦即醫院、醫校、醫生，或醫學期刊、雜誌等來源所得到的知識更加重要。這種混雜了各種訊息的廣

告文字，有效地提升了某些藥品，尤其是來自西方藥品的形象，並進而加強了其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在第

七章〈廣告與跨國文化翻譯—二十世紀初期《申報》醫藥廣告的再思考〉延續上一章，進一步地從腎、血、

腦三類型的廣告，分析代理跨國公司藥品的廣告商如何一方面延續本土的文化傳承、語彙觀念，另一方面

借助國外報章相同商品之廣告形象來行銷其商品，總之，全球化與地方化的過程是交織在一起的，全球化

的部分展現科學論述與全球跨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地方化則顯示依賴傳統語彙的身體想像在西

力衝擊之下仍有強勁的延續性。報紙醫藥廣告的出現固然出於藥商賣藥牟利的動機，但卻也創造出一種結

合中西醫學觀念與辭彙的折衷式身體論述，時至今日此一論述仍有巨大的影響力。報紙廣告所訴諸的讀者

無疑地並不限於男性，不過其所構築的環繞著「一滴精十滴血」、「腎虧」或「神經衰弱」的恐懼感對近

代中國男性身體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第八章〈近代中國私領域觀念的崛起與限制〉一文探討「私領域」觀念在近代中國之發展。近代中國

隨著自由民主思想與個人主義的傳播，一方面出現國家控制之外「公共領域」或「市民社會」，同時相應

於個人自由、權利概念的引介，也開始出現以往所不曾有的「私領域」與「隱私權」的觀念。嚴復所譯介

的《群己權界論》可以說是近代中國首次透過對自由觀念的闡釋，將西方「私領域」的想法介紹到中國來。

在該書中嚴復很清楚地說明「行己自繇」的範圍：「以小己而居國群之中，使所行之事，利害無涉於他人，

則不必謀於其群，而其權亦非其群所得與。」同時嚴復也非常肯定私有財產與個人求利的合法性。然而嚴

復在譯介此一私領域觀念之時，亦有誤解，而與彌爾所認識的私領域概念有所不同。特別關鍵的一點是嚴



復無法像彌爾那樣毫無保留地肯定個人的「慾望與衝動」（desires and impulses）是「具有內在而實質的

價值」（as having...intrinsic worth），因此只能給予個人自由一個比較狹窄的範圍。在現代社會之中，身

體與情慾是個人自由與隱私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國對私領域的認知深受傳統道德意識的影響，因而限制了

情慾伸張與今日台灣所討論「多元成家」方案的諸多可能。本文嘗試分析嚴復等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引介

私領域概念時所遭遇的困難與限制，影響到國人對私領域範疇的限定與尊重。這一個例子同樣展現出現代

社會之中情慾發抒所要面對的思想約束，而當代諸多情慾問題與此一思想之糾結有關。 
本書所收錄的這幾篇文章使用了以往史學研究較少運用的文學素材，來探究明清至民初男性世界中的

諧謔、情慾與身體。這些文本無論是笑話、情色文學與醫藥廣告都具有放縱不羈、光怪陸離的性格，直接

或間接地衝擊傳統的禮教秩序。用巴赫汀的話來說可謂充滿「醜怪」色彩的「狂歡節話語」。這些文本的

共同點是大膽地觸及身體與情慾等禁忌話題，引發出「言不褻不笑」的諧謔效果。然而這些「不正經」的

言說似乎無法具有推翻禮教秩序的革命性格，反而因釋放了反抗能量，又回歸男性中心的禮教秩序而成為

「社會的安全瓣」。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從男子「狂歡節話語」所顯示出禮教與身體、情慾之拉扯卻展

現了明清以來中國多元複雜而充滿活力的文化樣貌。 
民初之後中國又經歷了軍閥混戰、中日戰爭、國共內戰，以及一九四九年共產革命所導致之兩岸分治。

在這一百多年之間，男性心靈上的「狂歡節」歷經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與中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

命」、「掃黃運動」的清理，「醜怪」之姿一度被掃除殆盡。不過國共的黨國機制的清理工作似乎都只有

短暫的效力。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台灣與文革之後的中國大陸，有關諧謔、情慾

與身體的「醜怪」話語，又挾出版界的蓬勃發展與網際網路之威迅速蔓延，或如老樹新芽，或如新瓶舊酒。

例如張賢亮或馮唐的小說，努力掙脫新時代的枷鎖。張賢亮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一方面呈現文革時

期男子情慾的困境，也輕描淡寫地點出政治統治之基礎在於妥善處理人性中的「慾望」，讓人們「過好日

子」。馮唐在香港出版的情色小說《不二》中想繼續《肉蒲團》等豔情文學的書寫傳統，避免「非我族類」

占據黃書市場，因而重寫魚玄機的故事，又創作了《素女經》，以「純文學」方式「無遮無攔，纖毫畢現」

地描寫情慾，冀望述說情慾能像「吃飯、喝水、曬太陽、睡午覺一樣簡單美好」。然而情慾發抒與個人自

由的範疇、政治體制密切相關，在中國文化圈中情慾之合理安頓需要教育、法律、思想、文化等多層面的

調適與政治制度的更新。他們兩人的夢想看起來簡單，卻很不容易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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