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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一 

本書立意於晚清、民初更替易代的海上文化時空內，凝聚「文心」表徵討論

知識「變」、「續」過程中的才子主體形塑過程。所涉文字有政論、新聞（當代史）、

翻譯、小說、詩文、圖像、雜錄，內容包括歐西軍事外交、亞際空間時事、海上

都會繁華、紛紜香豔時尚、波雲詭譎人情，觸及的人物更是輾轉八方、形形色色、

側身變相而身分難歸舊類，幸而可借魯迅所謂「洋場才子」概其形神，清代同、

光年間這一派海上文化圖景正是鶯飛草長、葳蕤蕪雜。我之研究乃以脈絡化方式

穿行其間，構建文化迴廊交錯延伸於諸多範疇：在公領域中窺見私領域、在冶遊

情欲中揭示家國想像、讓佳人豔事與稗官野史共構、從俗世悲歡離合中孳衍前世

今生的人情。論域不嫌廣泛，歸宗只在「文心」。 
  本書論述採用的基本方法：首先是將紛繁的論述對象脈絡化，接下來致力於

脈絡的結構化，進行文化迴廊的建造，在其中選取鳥瞰「節點」貫串諸多脈絡，

在交叉錯綜的脈絡裡辯證／驗證「文心」。此外，我並不專一運用任何理論，除

非它已經成為某一元素內化在結構脈絡中。 
  本書抽繹的論述脈絡，多不基於現成的線性歷史。將那些規制之下分屬於不

同領域的材料脈絡化，我甘冒非鳳、非龜的「四不相」風險，跨越既定學科界域、

跨文化建構起自己的論述，由是固定理論的基準便難以生效，在撼動既定準則中

完成那些才子的知識主體的塑形。因為要突出其文心，便有了種種越界之舉：「百

美圖」的脈絡不合藝術史研究路數，與民初小說的互文闡釋也跳出了文學史；「海

上法蘭西」的史志研究，由《普法戰紀》帶出「東亞知識社群」的跨國文人集團

之前所未有的對當代世界歷史的關注，也於史學研究途徑殊異。這一切無非為了



追求：在無路處踩踏出歧徑幽境，於蕪雜蔓生的荒園中搭建迴廊以便觀賞另一片

寥闊風景，於生機勃勃中凸顯那個世界裡搏／驛動的文心。 
  在晚清民初的這片歧路花園的文化迴廊上，建構一些重要「節點」，立於這

些節點上鳥瞰花園，才得以把握迴廊的結構性關聯。這些節點可以是一些多面相

的人物，也可以是一類寫作方式，還可以是一部經典小說。多面相人物譬如王韜

（一八二八─一八九七）：可以在中西文化經典翻譯的脈絡中討論他對《聖經》

或「五經」雙向溝通的貢獻，可惜我不談義理；可以在報人圈中論其《循環日報》

的功績，只看刊載〈臺灣番社風俗考〉就說明他對東亞局勢的敏感與關注，番社

問題本書未及詳論，但他的文章在上海、東京報紙上的流轉刊載便顯現其溝通亞

際之功；他關注普法戰爭的方式足以為東亞歷史、政治著述的先驅或導師；其香

豔風月文字與日本文士同調，現代風流蛻變中的都市上海與東京遙相呼應；法國

史志的東亞寫作方式標誌了中日知識階層對歐洲、美洲的認識的一致與互補，正

是在這種現代知識氛圍中，東亞的文化秩序已被重新組構。《海上花列傳》作為

人情小說的經典之作近年來已經確立無疑，然而晚清出現一系列「海上小說」的

現象並未保證被仿效者的地位，卻大有被遮蔽的危機，賴張愛玲英文翻譯、吳語

／國語轉換之力重回晚清，並且以她的美學闡釋將小說、都市洋場、人情的現代

譜系振作起來，這樣的文化迴廊不是按時間順序建構的。我們可以在香豔小傳統

中勾勒圖像的媚美系列，但是吳友如之為前瞻後顧的節點，是前此作百美圖者無

可比擬，後來者沈泊塵、丁悚、但杜宇等人亦無法掩蓋其光芒。 
  建構這些文化迴廊的價值是：將人事置於變動不居的易代背景上、在複雜迂

迴的文化現象與脈絡中，更聚焦現代知識階層形塑的「過程中的主體」（subject in 
process）。多樣化的過程中主體的重疊交互之結構性呈現，才是時移世易的海上

現代性的複雜樣貌。若問本書所討論的現代知識主體究竟如何清晰狀貌？答曰：

始終處於過程中者無由定型，即使居於同一過程者亦人各異象。故晚清、民初乃

至「五四」或國民政府統一、甚而言之抗戰，都沒有形貌一致的現代知識主體，

不求意識形態的統一，便無須強求知識分子的同質化。明乎此，易代文心之深邃

多元可得而察焉。 
  
二 
  目的與方法說明之後，有一些概念須得正名。 
  「海上」一詞從明末三百多年來被人們用作俗語指稱地域，我的研究中借它

構建繁複的文化迴廊，結構關聯多個脈絡。我所見文化人親筆「海上」，最早不

過《題琴鶴高風詩冊》中自署「海上晚生徐光啟」者（見下圖）。明末徐光啟與

利瑪竇之交往已是學界常識，其人文、自然包括農學的百科全書般的貢獻，端賴

「欲求超勝，必然會通；欲求會通，必須翻譯」的理念。在他的意念中，堪輿之

學的「海上」與思想文化知識的世界交流已經是密不可分的，他的文化身分也以

此為標誌。晚清以降，「海上」歷來也是上海文化圈中對本地之別稱。我用「海

上」乃循清末民初文化特徵，溯徐光啟之端緒，試圖呈現深層次的內涵，非徒標

示區域地名或行政單位劃分，意旨側重於交通，既有舟楫交際，更有意識觀念遙

通東亞乃至泰西之涵義。對外，它是通往異域、異族文化乃至歐西器物文明之「門

戶」；對內，空間上它的地域邊緣呈模糊擴張，不斷地吸納周邊（特別是蘇南、

浙江，也有安徽、江西、湖北沿江地區）之官紳仕商、中下階層布衣平民，文化

上它呈現其提升文明、擢拔人之識見的同化力，呈巨大吸納融涵之能量。在我的

研究中，「海上法蘭西」之「宏觀海上」指陳當代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新聞、



歷史在東亞的迴響，從資訊層面上說，有全球化的意味；「中觀海上」則以上海、

香港、東京的亞際文化迴廊為標誌，現代書籍、報刊新聞的文化流轉催生出東亞

現代知識主體；「微觀海上」則以華洋雜處的上海租界與舊城為地理標誌，洋行

資本、掮客買辦、才子文人、書寓妓女麕集，這些形象的寓言表達則有《海上花

列傳》，它引起一系列的以「海上」命名的追隨小說，餘下大小報紙都記載彼時

特殊的洋場人文。 
  易代「文心」由「才子」造就，現代知識主體就是在才子脈絡和海上語境中

生成。晚清民初的海上文化充滿活力，明代的江南才子傳統不絕如縷，匯聚海上

的幾代文人因應中外交通的歷史情境變化而形塑其個人主體，其於世變中吸納與

蘊含的多元文化因素，在洋場租界上轉異新變出現代文化生產機制。文人們從傳

統的文化格局中走出來，將經史子集的知識修養從修齊治平的應用目標轉變為謀

生本錢；他們立身海上現代文化中而不脫「才子」氣息，因了解學習泰西文明而

適應洋場文化氛圍；他們運用文字為稻粱謀而龍蟲並雕，遠離了服從科舉考試的

「君子」生活範式；他們一身而寓幾個面相，養成了洋場文化的人格而良莠不齊。

這複雜的海上世代既滿蘊生機也充斥是非矛盾，隨機局部地面對與評價任何現象，

都令人難以遽斷，故需要加以脈絡化，在多方位的脈絡中建立出結構化的文化迴

廊。 
  我的論述脈絡不看重科場出身者，其由官場而洋務亦是現代化之一途，但是

真正的現代主體必然是「別樣的人們」。魯迅談民初上海的鴛鴦蝴蝶派小說時曾

分別追求功名者與才子的差別：「君子是唯讀四書五經，做八股，非常規矩的。

而才子卻此外還要看小說，例如《紅樓夢》，還要做考試上用不著的古今體詩之

類。」這是科考終止前後的真實情形，魯迅自身跳出君子、才子格局，由格致之

學走向改造國民靈魂的社會批判，他對君子、才子的貶抑可謂左右開弓。晚清舉

凡文心變化之呈現多在越出體制的才子，他們不寄希望於科場，個中人多有於此

途受挫折者，如王韜、蔡爾康、鄒弢、韓邦慶都是這一類才子。君子迂腐而未必

有文心，海上文人才子則不失人之常情。當然，君子未必固陋，才子不一定浮薄。

且才子因海上多樣的文化生活經驗成就其多元知識結構，他們必得認識與理解了

清帝國以外的世界，方得以逞才。 
  王韜、蔡爾康、鄒弢、韓邦慶、吳友如一輩才子各有擅場，還有其一批海上

文人圈內的追隨者，他們創造海上文化的經歷正是洋場上知識菁英成長的歷史，

也是海上知識社群的形成過程。他們在租界文明的規制中保持固有文化主體，又

在與西人合作、與西方文化直接或間接的交流中改變自身的知識結構與行為方式。

此外，印刷與新聞媒體的推廣滲透，維新教育的發展，都促生「文心」之變，是

故晚清海上知識社群思想轉型、知識轉渡，漸漸呈現易代之象，創一時文化新風，

別啟文章流脈。王韜從蘇州水鄉甪直到上海之後的發展過程，他在上海、香港的

文化建樹正是這一社群海上文化建構的翦影。 
  王國維於民初作《宋元戲曲史．序》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其討論下

限止於「元之曲」，晚清民初是令他痛苦而又省思不定的對象。於今，我們仍無

法如「唐之詩、宋之詞」一樣經典化地確定晚清、民初的「一代之文學」。但晚

清遭逢「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是個共識，民初也不曾是個定局，晚清大變局催生

三千年未有之文心大變，文人變化乃有文章、文化之變。若就人文主體論，由王

氏論斷同理可得：「一代有一代之文心」。本書以「易代文心」為題的緣由，就是

要由王韜等洋場才子的為文變通、順應天道循環、文化融匯，一窺晚清文心變化

之理路，借張愛玲「不相干」的「小我」主體，反思《紅樓夢》、《海上花列傳》



人情文學在民國時期斷續之脈絡。此中特別關注，晚清民初這一番文心易代必須

歸因於海上洋場之新聞、印刷的發達便捷了傳播與接受，形塑了新型文化結構，

將文心放大、文字廣播乃至視覺圖像反轉引導生活。尤具價值者：晚清民初文化

結構的變動過程，亦為才子文心主體的形塑過程，也是至今未曾底定或者從此再

也不能固定的現代主體，其過程中文人主體的危機和生機，正是饒富意味的論述

空間。 
  「易代文心」並非內涵與外延充分穩固確定的概念，「文心」亦無法在本書

論述的時空範圍內就此定型，正是由「易代」的基本特徵所限制著，「過程中的

主體」是易代最重要的特質。這個過程體現在個別文人才子身上，會有對最前沿

的世界變化的感知與適應，因而能夠採取應變的態度、汲取有效的資源、針對現

實進行創造性的實踐。王韜在香港辦《循環日報》利用中西文字資訊、面對東亞

世界的變化、痛切感受中國的思想文化政治體制的問題而發表旨在變革的政論，

與此前撰譯《普法戰紀》等著皆可視為文化前衛之舉，此即晚清知識階層突出的

現代性標誌，其晚年在上海任格致書院山長，便企圖將改革之議寄託於教育遠景。

然而，在港時期所撰不無回憶筆調的《海陬冶遊錄》雖有對洋場現代特徵的把握，

卻仍擺脫不了《板橋雜記》餘韻流風的籠罩，這與他重回上海（一八八四）連載

刊出的筆記小說《淞隱漫錄》相彷彿，諸多篇章每每呈現新異獵奇的域外視界，

可在文體作法上一仍《聊齋》筆風，新舊雜陳，古今混搭乃其基本特質。可以說，

像王韜這樣的文人才子，一腳已經踏進了現代世界的大門，卻還留一條後腿在門

檻內，他們的文心內部多元，可謂是「多心」的一代。就海上文人群體來看，如

王韜一般腳踏東西世界、自覺作變革文章者，仍屬鳳毛麟角；次一等若鄒弢者流，

並無能力直面西方世界，但他尊王韜為師，亟欲效其先鋒行徑；更有一群海上文

人時刻追隨時尚潮流，其出發點往往是覷出了利益的可乘之機，但是這種人多了，

便有了移風易俗的作用，就創造現代文化市場而論他們是主力，而且有相當一批

人是後來被稱為「海派」文化的始作俑者。本書討論的對象聚焦於王韜乃至於鄒

弢，或稍涉或不及這一批「追隨者」，但並不否認他們仍是易代文心流風所被之

對象。 
  本書研究聚焦於海上文人才子的主體結構的衍變：文人活動所拓展的世界範

圍、其世界認知與主觀意識中文章的仕途和道德功用、文體譜系的承傳與偏離、

藝術形式的守成與創新，括而言之，綜合其文字生涯、文章與個人生活乃至國族

命運的關聯。其文心與當代文化的關係是海上才子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不

復牢牢心繫科場，不再將受制朝廷帝王文化看作崇高榮耀，卻在洋場上覓得相對

寬鬆的環境與自由揮灑文字的空間。報紙筆政、翻譯介紹的稻粱謀文字之外，既

有入世的時政雜感，也有閒心作豔情詩文、筆記、人情小說。報刊媒介是他們文

心展示、情感流露的空間，報刊上氣味相投的文字呼應，是海上知識社群心意聯

絡的活動方式，這些活動又往往跨越國家區域空間的界限。正是海上文人在世變

中的文心變化，形成海上文化的風氣，是他們的文心外化，造就了與文人主體一

致的海上文化。 
  命名一百數十年前的知識主體為「文心」，乃冀求突破現今學術體制的學科

劃分，因它並不僅僅拘限、黏著於文學、文章，而多涉及文史、圖像甚或其他多

種文藝形式。海上文人之文心、文化面相，依賴於相對開放的世界，此文心已迥

非劉勰、陸機之文心，不再以登山觀海的情意顯勝，其世界遊歷亦非「收視反聽，

耽思傍訊。精鶩八極，心遊萬仞」的神與物遊。才子文心形成於「遊」，王韜主

動與被動地往上海、香港、歐洲、扶桑的世界遊歷，原非杜甫的〈壯遊〉和岑參、



高適的邊塞幕府生涯，且既異於科考舉子的赴京遊學，亦非隱士遊歷娛心於名山

大川，更沒有鄭和下西洋的浩然陣勢，卻擁有一顆中國最早醒悟而懂得世界之「易」

的文心；韓邦慶在長三書寓、么二堂子的冶遊經歷比他的科考失利重要得多，閱

洋場與工商背景上活動的校書、狎客、掮客、鄉愚無數，終而參透現代世故人情，

據此才把中國人情小說的成就推向高高的巖頂，開啟後世的都市文學。 
  
三 
  全書所論內容廣泛而或有旁逸斜出，其實不出「文心」籠罩之下的幾個主題

與體現易代特徵的重要人物及藝文類別。這些主題是：當代與歷史的關係，世變

中的人情，時尚與香豔傳統乃至性別文化。這幾個重要的人物都是文化迴廊上的

節點，諸如王韜、韓邦慶、張愛玲、百美圖。 
  王韜是交疊、歧出的文化迴廊上鳥瞰八方的重要節點，其經歷與行為回應著

當代史、時尚與香豔多重主題的交響。王韜是讀書人，由經史子集而現代百科，

都與現實文化息息相關。他一度為海上文運之軸心，其文史著述、新聞傳播、詩

詞流布、中西及東亞文化交流和逸樂文化之多重向度。王韜與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合作翻譯介紹五經給歐西世界，研究經學而不一味「宗經、

徵聖」，唯信奉「易」之「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原則。他的《普法戰紀》（一

八七三年香港出版）是開風氣者，居民間而述史，非野史而為外國當代歷史，數

十年完成由「紀」而「志」（《重訂法國志略》，一八八九年上海出版）的歷史文

類之升格。此類史著不求「居今識古」（《文心雕龍．史傳第十六》），卻創發當代

史敘述路徑。不間斷地編撰與法國有關的史志論著，自一八七○年代初期至一八

八九、一八九○年近二十年的時間，對此歐陸名邦未嘗稍懈的持續關注，幾乎可

以說貫穿了王韜一生中的壯年期精華歲月（四十四歲至六十一歲）。緣此線索仔

細觀察其書寫法國及編撰史志的過程，當能深度審視晚清時期的思想轉型與知識

轉渡的各個階段，進而揭示「海上知識社群」的實踐與貢獻在近現代中國文學文

化的演變歷程中，不容忽視。 
  其歷史著述的開端實緣於自上海出逃後在香港辦報，上海、香港、東京三城

之間的新聞及其刊載詩文的流轉溝通中，王韜不啻頭號指標人物，從東亞文人社

群的交流來看，亦堪稱引領群倫。詩的交流呈現一種「亞際文化生態」，彌足珍

貴地在東亞現代報刊中轉載刊登，《朝野新聞》、《循環日報》與《申報》形成文

化迴廊，串聯東京、香港和上海，又遠遠應答歐西現代，捕捉了明治維新後日本

學界著重撰譯外國史的風潮、新聞紙與報社成為輿論公器的時代氛圍。故遁至天

南的「逸民」，在日本的地位不下公使，他與日本幕末遺臣、《朝野新聞》主筆成

島柳北的著作，展現中日文人面對來勢洶洶的西方文明與潮流的深刻思索。此類

城市冶遊文學中，亦凝煉出東亞大城上海、東京與香港的當世容顏，城市史的現

代書寫模式於焉肇始。此外，王韜的感召力更在城市逸樂文化生活圈中望重一時，

海陬神遊、品花選秀當仁不讓。從菁英文化到香豔逸樂面面俱到，他和海上知識

社群共同塑造了海上文化及洋場意識形態。 
  「當代與歷史的關係」、「世變中的人情」皆為個人研究方向的延展。二○○

九年出版的拙著《海上傾城：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異，一八四九─一九○八》中

已有兩個專章重點考察王韜；韓邦慶是博士論文《現代性與情色烏托邦：韓邦慶

〈海上花列傳〉研究》（二○○四）完成後仍反覆闡釋的母題，它也延伸為前揭

拙著的三章。經過這些年來的省思審視，益加確定：韓邦慶的價值需借由張愛玲

顯現，人情一脈表述近現代洋場人際關係非韓邦慶無以名，非張愛玲這個海上傳



人的翻譯闡發幾至黯沒。韓邦慶除了筆記小說文類與王韜等有交集，虛構的章回

小說《海上花列傳》無可比擬，追隨者「海上小說」甚囂塵上，乃至蝕損了始作

俑者的光華，這也可算是海上文化市場行銷的諷刺。張愛玲體味中國小說中的人

情，其深入不下於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提出「人情小說」概念的魯迅，與魯迅

的見解差異在於她沒有放棄這個概念在晚清文學中的活力，她看一般視為黑幕的

妓家人際關係亦是常人之情。魯迅則以「譴責」與「狹邪」作為晚清小說的主流

文類，置《海上花列傳》於狹邪一流中。張愛玲把韓邦慶從文學史的「狹邪」框

範中解放出來，她和韓邦慶於人情一脈其心一也。張愛玲留意人情小說脈絡從《金

瓶梅》到《紅樓夢》、《海上花列傳》，對後二者尤有跳脫學術框架的另類研究著

述，這是在歷經層疊的世變之後，抓住變和不變的人情，闡釋中華文化中人的生

命的特殊內涵。 
  在歷經了一九二○至一九三○年代個性解放、集體主義與革命意識形態而後，

人情主題必須假道張愛玲復歸。張愛玲以英語敘述開始創作，在比較文學視野中

她不無憾恨地表達：中國小說「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折返「早起」狀態，

她必然與《紅樓夢》、《海上花列傳》相逢。回到韓邦慶，張愛玲《海上花》的英

譯及國語註譯與研究是經歷社會文化易代、超越時間距離的對晚清「文心」的熨

帖闡釋。一個後世的反思者張愛玲堪為重要節點，唯有通過她才對十九世紀最傑

出的海上才子韓邦慶有了充分的估價，張愛玲全力找回被丟失的文心（她在《海

上花．譯後記》文末云「看官們『三棄海上花』」），正是韓邦慶與張愛玲之間的

人情小說的脈絡，才體現出中國敘事文學自身的特質。海上文人韓邦慶面對急速

變化的易代淞濱，面對洋場海上發聲，他高度節制的「穿插藏閃」結構藝術將意

圖控制在隱喻層面，竟至使《海上花列傳》成為一個在其當世及身後數十年意義

未被釋放的寓言。弔詭的是，徒有仿效他的表象的「海上」小說紛紛擾擾，如《海

上繁華夢》、《九尾龜》等大行其道、紅極一時。像許多死後聞名的文學藝術家，

解開韓邦慶藝術符碼的程式，只能期之於易代。重返當時文化語境，韓邦慶雖未

如後來學者所言那樣寂寞，但真正理解他的深邃文心，竟是隔代的事了。孟子曰：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韓邦慶的被「放（棄）」、被遺失的文心，經

張愛玲上下求索，「五詳紅樓夢」，質問被敗壞的閱讀習慣為何讓看官們「三棄海

上花」？找回「彷彿我們沒有過去，至少過去沒有小說」的軼失環節──那些失

落的文心。 
  傳統的文學／文化結構中，經國濟世的士大夫第一考慮的是君臣關係，天人

合一的詩人常常抒發人與自然的關係，白話故事中歷練出來的小說家總是在紛紜

世事中看見人際／人情關係。晚清才子不大在意「廟堂」與「江湖」，他們有一

個聯繫更廣泛的「海上」。王韜的國際視野與韓邦慶的華洋雜處經驗為他們那一

代構建了新的文化空間和聯繫迴廊，易代的後繼者張愛玲於此歷史文化迴廊上更

添新的風景。她穿越晚清、五四與整個二十世紀，讓韓邦慶活在我們生活的當代。

從韓邦慶到張愛玲，他們完成了現代中國小說「人情演義──世變與世故」的充

滿情感衝突的人際關係論述主題。 
  晚清語境中，王韜來香港之後的政論，是他對國際社會關係作出迅即反應的

方式；韓邦慶借洋場上一個個書寓、校書，以穿插藏閃的方式塑造新型人際關係。

表面上看來，他們二人看似沒有發生活動範圍的事實關聯，但是文化迴廊上某種

知識階層的結構性內在關聯仍然存在。這種文化的結構性關聯的易代體現，竟然

著落在張愛玲身上，她將政治現代性的王韜與洋場經濟現代性的韓邦慶，輕輕綰

結於港戰中的人際關係上面來。她筆下的戰時香港與上海，不走「戰爭與和平」



的雙向路徑，專寫戰爭語境中的和平或不太和平的人際關係中穿插藏閃的人情征

戰。張愛玲與韓邦慶的人情流脈貫穿的「世故」猶勝「世變」，為了不致掩蔽了

後者，我的討論採取了「並置」方式，將香港作為一個文化平台（見本書第四章），

且將一般文學比較（無論是「平行」還是「影響」）的基準與原則擱置，探究從

王韜延伸至張愛玲的文化迴廊上的人如何以各自方式與現代中國對話。 
  王韜另樣經史的當代敘述與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人情小傳統雖非相印之

心，仍同歸晚清變易之文心。王韜之另樣文史，其改弦更張顯而「易」見；魯迅

評斷《海上花列傳》為「《紅樓夢》在狹邪小說之澤至此而斬」，此非「錯斬」而

是另開局面；張愛玲以她的 The Book of Change（中譯為《易經》）、《小團圓》

等小說創作賡續韓邦慶，以她的「不相干」美學迴響應答王韜的「天行健」，海

上文人／文化／文學之一變再變，都印證了易代文心之非常，乃為常態的「過程

中之主體」。 
  在文史之外開啟另一主題，我致力建構圖像結構方式的文化迴廊，考究明清

以降至民初時期「百美圖」的文化轉渡、性別文化的嬗變。此研究有一個渾融的

文藝視野，不介意文學（小說）與藝術（圖像）的界限，更表明我的態度：文心

根基不僅在男性文人菁英主體，文心體現不盡在主流文類，也在一般社會的女性

主體與時尚文化互動的轉接變化中。圖畫中的女性行跡與文史符碼共同建構海上

都市文明歷史，「百美圖」敘事可以看作晚清民初海上文化賡續與新變的一個風

向標。「百美圖」變相的歷史轉渡，從晚明余懷《板橋雜記》的遺民氣息到《點

石齋畫報》著名畫師吳友如的海上繁華而香豔愈濃，進入民國的過程既融入了梁

啟超的新民啟蒙與改良元素，更有民初「前五四」性別文化的交錯紛繁。王韜、

韓邦慶體現的文史價值空間以外，視覺文化層面的百美圖像流轉的媚、美、豔、

學（女學生）軌跡則可透視其性別文化的衍生、增殖及疆界跨越。「百美圖」相

──文化時尚與性別展演的梳理，是延續至今的歷史課題，儘管百美圖多已移諸

虛擬空間與螢幕視屏，猶可啟示仍在演變過程中的後繼者。 
  百美圖「相」的文化迴廊組建出更大的文化結構，更多方映射文心。香豔百

美圖畫傳統源遠流長，「百美圖」的共名歷經媚、美、豔、學的形跡移轉──從

表現晚明仕女小景至晚清洋場的西洋景之嬗遞、民初女性由男性畫家在想像中為

之「易（妝）代（言）」，由明末以降而至民初的文化衍生與增殖，在在說明文心

不得不變的大勢所趨。考察比較冠以「百媚」、「百美」、「百豔」、「時裝百美」的

畫冊圖籍可見：明末清初宛俞子編《吳姬百媚》（一六一七年出版）品評吳中媚

者，不外琴（撫琴度曲）棋書畫（筆墨情趣）、攀花望月、納涼擁爐、憑欄陟阜、

垂釣採蓮，畫者標舉的是「品格」之「媚」──「棲神於淡」、「托懷於曠」、「寓

情於傲、標韻於落拓」，是歷代關於妓女的理想化（溢美）的集合；稍後同類型

的《金陵百媚》（一六一八年出版）中的美人圖像，置景多為梅蘭竹菊等花木芳

草，襯托人物氣韻，品格標榜仍延續《吳姬百媚》的路數；清中期顏希源所輯《百

美新詠圖傳》立意迂闊，選取標準和排列秩序儼然王朝正統，美人乃「經史詩傳

習見……，稗官野史所撰概不收入」，講究有來歷而「采其事蹟，綴以圖傳」；清

中後期海上畫派仕女畫家改琦的《紅樓夢圖詠》則在小說想像基礎上再度想像，

看似相近的美人圖像，其虛構的價值取向恰與顏希源《百美新詠圖傳》相反；海

上／洋場才子王韜、蔡爾康、鄒弢等的豔史、宮閨譜系、冶遊指南的文字建構並

不能保證並行的圖像的藝術水準，《上海品豔百花圖》（鄒弢評定）一類反而風行

俗濫，圖像畫面亦未能興起一種個性化的審美欲望，區別這些正在大張豔幟的美

人圖畫的是畫面右上角的具名，欲辨究竟則須於堂子裡冶遊一番；此後群起的媚



美圖像的畫面品質的提升，端賴攝影技術的保證，但根據照片而摹繪的細節真實

終究不能賦予畫面太豐富的內蘊；吳友如所繪《海上百豔圖》（後收為《吳友如

畫寶》之一）圖像主要內容堪謂為「婦嬰行樂圖」，婦女居家的各式生活內容都

可以看出帶有情節性的想像，圖集亦有多幅表現洋場妓女生活，這些圖像共同呈

現出諸多華洋雜處的物質元素，洋場特徵滲透到民間與妓家的環境布局中。展現

出吳友如一面傳承古今媚／美傳統，另一面則對海上洋場女性「寫照傳神」，不

僅有技術上的進步，更重要的是富有寫實特徵的海上景象誕生了。 
  這些洋場上的原景實物本身就是多樣化的結構，它使得圖像結撰的人物與背

景之間的關係邁向新境，一個現代的藝術圖景呼之欲出，但畫圖人物的主體性仍

不足以標誌中國女人的現代性，海上名妓於公共場域高張豔幟的性別展演，並不

能證明她們不是依附型主體，晚清畫風亟待一個現代主體的補正。人格的獨立與

自由以知性自我的建立為前提，女子受新式教育既是清末熱門話題，也是民初百

美圖的重大題材，女學生身分的呈現成為此類圖籍聚焦之所在。從學生裝的表層

深入到女學生的自我形塑的性別意識，民初畫家沈泊塵、丁悚、但杜宇用圖畫展

示了各種女學生的可能性，再現敘述了二十世紀前二十年的女子之「文明小史」，

不僅掩映了圍繞著「女學生」議題的多重主體之內在衝突，更揭示出與當代社會

價值觀參差錯雜的性別文化。 
  
四 
  本書內在邏輯的延伸與主題的彰顯雖經歷較長時間，論述意圖同樣是一個

「過程中的主體」，總體思考的邏輯一致性與具體論述多樣性之間的內在張力不

應消弭，也不完全可以簡括為幾句提綱挈領的話，所以分章呈現論述過程的個別

介紹還是必要的。本書三大部分共七章所處理的面相如下： 
  第一部分「新史學──動態的當代史與城市史」由前三章構成。第一章〈海

上法蘭西──王韜與東亞知識社群的當代史志書寫〉，聚焦王韜所撰法國史志與

相關著作，論析晚清時期輻輳於海上的文人與知識社群之思想融匯與文化實踐，

揭示「海上知識社群」交會於上海一地，而始終面向世界的特徵。冀深度審視「海

上知識社群」的文化實踐與貢獻於晚清時期的思想轉型和知識轉渡階段，所占據

的關鍵地位。 
  第二章〈由《朝野新聞》看王韜與中日菁英社群詩文中的亞際文化融匯〉，

欲復現一八七○年代末亞際文化迴廊上的生態，回溯時空語境：光緒己卯年（一

八七九）王韜居香港，因《普法戰紀》揚名東瀛而受邀訪日。在日本期間，東京

的日報曾多次刊登其政論文章、中日友人贈答酬和的漢文詩歌。本章集中觀察《朝

野新聞》所載王韜在日期間的文化活動與所作詩文，仔細梳理報刊中饒富文化交

融意義的相關消息，探究十九世紀末葉亞際文化融匯的複雜內涵。通過各個層面

的考察分析，重構王韜和十九世紀末葉亞際菁英社群互動融通之軌跡，呈現此交

流所輻輳出的東亞城市──上海、香港、東京──三地的思想文化之跨域匯合，

審思其開展或後續發酵的豐碩文化動能。 
  第三章〈冶遊、城市史與文化傳繹──以王韜與成島柳北為中心〉，則探討

冶遊文學在晚清上海以及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東京城市文學發展過程所起的作用，

特別關注明清之際著名文人余懷記述南京秦淮河畔青樓文化興衰的《板橋雜記》

之影響印痕。晚清海上文壇仿余著者以王韜於滬地青樓北里滄桑寄寓家國身世之

感的《海陬冶遊錄》為箇中翹楚。《板橋雜記》作為東亞漢文學圈共同的文化資

源，在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之後續迴響亦不絕如縷：日本幕府末葉與明治維新之際



的文士成島柳北（一八三七─一八八四）記敘江戶時期吉原地區「遊里」空間的

《柳橋新誌》，即為其跨國流播的清晰印痕，亦提供我們嶄新視角審視晚清時期

「漢文學」在西潮東漸的文化語境中如何傳繹與轉化，並與在地文化衝突融匯。

除了擅長描摹大城風月事蹟與遊里興衰之外，王韜與成島柳北的著作更幽微地揭

示他們於風月冶遊書中寄藏「傷今思古」之意，從中梳理個人與歷史之文化記憶，

並創造嶄新文化傳繹的豐富內涵。 
  第二部分「人情演義──世變與世故」由第四章與第五章構成。第四章〈香

港的文學「易」代──從王韜到張愛玲〉關注動盪不安的晚清時期與太平洋戰爭

期間，兩位文壇重量級的人物──王韜與張愛玲──與香港結下的不解之緣。仔

細檢視其著作編年，香港階段的文學成果及其引發的廣大迴響，都在他／她的一

生中占據關鍵位置，故分外值得審視香江經驗於其人其文留下的深刻文化烙印。

本章以「易」為核心母題，從王韜因應變局而作的政論呈顯其欲建構「大我」家

國歷史敘述為始，繼之探究張愛玲自承挖掘陰柔「小我」的「世俗的悲歡得失」

面相，從這連貫《紅樓夢》、《海上花列傳》而遠離大敘述所帶出的文化省思，追

索王韜、張愛玲個人的命運的窮通如何呼應著歷史，揭示其「小我」與「大我」

的對照，為近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現代性轉型留下重要見證。 
  第五章〈五詳《紅樓夢》，三棄《海上花》？──張愛玲的人情文學系譜〉。

如前文所述，張愛玲與韓邦慶於中國現代的小說可謂同心契合：她的文學譜系建

立在曹雪芹、韓邦慶的人情寫實基礎上；而韓邦慶《海上花列傳》的文學價值與

歷史地位，則是張愛玲立足於普遍世俗的悲歡離合、在人情小說的流脈中與小說

美學平台上重新估定的。她從一九六○年代開始投入《紅樓夢》考證與英譯及國

語註譯《海上花列傳》，認為《金瓶梅》、《紅樓夢》一脈相承，而韓邦慶的《海

上花列傳》上承《紅樓夢》的人情文學系譜，這一方面說明張氏為《海上花》的

核心價值長期遭到忽視發出不平之鳴，一方面也透露出張氏企圖凸顯中國近代小

說的人情表述與愛欲書寫之重要意義，並隱有傳人自況之意味。深入分析張愛玲

與《紅樓夢》、《海上花》間的文學傳承與相互闡釋的複雜關係，可梳理出張愛玲

自覺建構自身文學定位的曲折心理脈絡，更得窺晚清民初都市文學如《歇浦潮》

寫實呈現的現代主體之複雜內涵。 
  第三部分探討「『百美圖』相──文化時尚與性別展演」的子題。由第六章

〈點石飛影．海上寫真──晚清「百美圖」敘事的文化轉渡〉與第七章〈民初海

上「百美圖」時尚敘事與性別文化的塑形嬗變〉構成。此兩章可視為姊妹篇，梳

理悠久的百美圖敘事傳統自明末到民初的轉型衍變過程，聚焦探討清末民初「百

美圖」除畫面形象同一為女人外，幾次三番變相，呈現出媚、美、豔、學的脈絡

過程，二文因之分別論述。清代圖像的媚、美、豔三階段呈現是香豔傳統與物質

文化結合漸變為海上文化標誌的過程；民初圖像的媚美傳統轉化為以女學生的形

象身分為主，在開啟民智與自由獨立的意識背景上更顯性別文化之多面意涵。 
  上篇爬羅明清以降「百美圖」敘事傳統，聚焦分析清末上海文藝圈圖文並茂

的報刊文學及圖像書籍的各種「百美圖」敘事文本透顯出的思維概念的轉渡過程，

討論「百美圖」如何影響及創造了近現代文學中圖像敘事的範式，進而追問當視

覺的因素突出之後，文學的想像是被削弱了，抑或其得以乘載及涵融更豐富的意

象？乃至於透過此圖像媒介，轉渡為更具活力的文化創見？藉此反省近代文人文

化私情論述與隸屬於小道的香豔文學傳統在晚清民初上海文化圈的發凡與變演

過程。下篇擇取民初上海文藝圈畫報、書籍「百美圖」多種，以最具代表性的三

家為核心，揭示其與晚清之區別在創作主體打破以褒讚之名行拘限之實的百媚／



百美／百豔繪畫傳統，在了解和同情的基礎上體現民初女性群像與性別文化的相

互定義和辯證關係。論述方法上，側重民國百美圖與晚清上海以吳友如為標誌的

媚／美／豔圖畫脈絡關係的梳理，故欲顯示其從晚清到民國初年的演化理路，仍

著眼於現代都市中性別主體的衍生變態歷程。就中特別關注：作為代言身分的男

性畫家如何參與並形塑近現代女性主體意識的複雜過程，該類圖籍不僅反映民國

初年文化思維曾一度踟躕不前卻艱難行進的足跡，更揭顯近代中國性別意識的萌

芽與衍化歷程遭遇的困境，及相應而生的種種創新求變的嘗試方案。析論的主要

內容固然先是拈出民初「百美圖」敘事的基本面相與特徵，最終歸結於對新女性

身分（女學生）猶然參差的駁雜意涵，但闡釋過程中特別關注新百美圖範疇與新

舊文化語境的拮抗對話：在跳脫窠臼的當下，又與舊有傳統藕斷絲連的姿態。 
  承續橫向與縱向脈絡，自王韜因應變局而作的政論呈顯其欲建構「大我」家

國歷史敘述為始，繼而探究張愛玲自承挖掘「小我」面相而遠離大敘述所帶出的

文化省思、人情美學，再從文化研究的視角，通過清末民初海上文藝圈林林總總

的「百美圖」書籍，重現文人文化私情論述與香豔文學傳統在晚清民初上海文化

圈的變遷歷程，反思其如何影響及創造了近現代文學的書寫範式，轉渡為更具活

力的文化創見。 
  「易代文心」作為專書出版而保留論文單獨發表的痕跡，深深淺淺一步一腳

印，邏輯一貫地考察易代之際文心異變的軌跡，冀能具體呈現晚清民初海上文學

文化賡續與新變的動態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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