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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自己的話：《莽原》文人群的書寫策略 

李京珮＊
 

摘 要 

1920年代中後期的北京文學場域中，莽原社和未名社成員聚集，共同經營《莽

原》，形成文人群體。文人群體在場域中的互動關係，影響文學創作的書寫策略。魯

迅與青年作者站在同一陣線，進行文明批評，率性而言、憑心立論，以青年覺醒的

姿態，建立自我認同，尋找安身立命的方法。《莽原》文人群的社會批評，忠於現世、

望彼將來，傳達教育訴求並且參與政治，彰顯他們在場域中的邊緣位置，衝撞文學

與政治交錯的權力網絡。此外，青年作者以小說創作刻畫人性，關懷鄉土，也受到

魯迅的日本文論譯作引導，翻譯與創作互為啟發。《莽原》文人群以刊物寄寓理想，

透過文明批評、社會批評、小說創作三種書寫策略，實踐文化想像與文學理念，展

現了具有群體性的精神特徵與文學風格。 

關鍵詞：《莽原》、魯迅、文人群體、書寫策略、《現代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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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 Their Own Thoughts: The Writing 

Strategy of Mangyuan Literati’s 

Community 

Lee Ching-Pei 

Proje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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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literary field of Beijing in the middle and late 1920s, the members of Mangyuan 

Society and Weiming Corporation gathered and to run Mangyuan jointly, constituting a 

literati’s community. The interaction of literati community in the field affected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literary creation. Lu Xun and the young writers stand on the same front and 

performed civilization criticism and spoke wantonly and objectively, establishing 

self-identification and seeking the way of living and working in peace in the manner of 

youth inspiration. The social criticism by Mangyuan literati’s community stuck to its times, 

looked into the future, delivered educational needs and participated in politics, manifesting 

the edge position of Mangyuan literati’s community in the field and shocking the power 

network with literary and politics interlaced. Besides, the young writers outlined human 

nature and showed care for their native land through fiction creation, also guided by Lu 

Xun’s translation of Japanese literary theories, they had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e Mangyuan literati’s community embodied its thoughts in 

publication and brought cultural imagination and literary ideas into practice following three 

writing strategies: civilization criticism, social criticism, and fiction creation, having 

presented the spiritual features and literary styles that could represent a group.  

Keywords: Mangyuan, Lu Xun, literati’s community, Writing strategy, Contemporar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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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自己的話：《莽原》文人群的書寫策略
＊
 

李京珮 

一、前言 

1920 年代中後期，北京的作家以期刊為中心，形成志同道合的創作群體。懷抱

自由言論的知識者，以固定的刊物為媒介而聚集；刊物作為輿論空間的獨立品格，

得到充分的展示。1作家透過組織社群、出版活動，開闢話語陣地，以集體的力量，

影響文學的閱讀與書寫模式。 

1925 年，魯迅（周樹人，1881-1936）受邵飄萍（1886-1926）邀請，編印《莽

原》週刊隨《京報》附送，4 月 20 日至 11 月 27 日共有 32 期，因《京報》停止副

刊之外附送的刊物而終止。魯迅在《莽原》出版預告，期許新刊物「率性而言，憑

心立論；忠於現世，望彼將來」。2週刊多登載散文，主要撰稿者有魯迅、高長虹

（1898-1954）、荊有麟（1903-1951）、景宋（許廣平，1898-1968）、李霽野（1904-1997）

等。莽原社成立於 1925 年 4 月，成員有魯迅、高長虹、荊有麟、向培良（1905-1959）

等。3週刊 1926 年改為半月刊（1926.1.10-1927.12.25），魯迅主編，篇幅增加，登載

更多小說，主要作者有朋其（黃鵬基，1901-1952）、尚鉞（1902-1982）、臺靜農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說自己的話：《莽原》文人群的書寫視界」（MOST 105-2410-H-006-104）

部分研究成果，承蒙補助，謹致謝忱。感謝學報匿名評審提供寶貴意見。 

1 顏浩：〈導言 輿論環境的構建與文人團體的形成〉，《北京的輿論環境與文人團體：1920-1928》（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1-12。 

2 魯迅：〈《莽原》出版預告〉，收入《魯迅全集》第 8 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 472。 

3 范泉主編：〈莽原社〉，《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辭典》（上海：上海書店，1993），頁 424。1925 年 4

月 11 日，魯迅和向培良、高長虹、荊有麟、章衣萍（1902-1947）等舉行酒會，同月 24 日《莽原》

週刊誕生，該社並無組織章程。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六 十 二 期 

 

156 

（1902-1990）等。創刊號版權頁的發行地點為「未名社刊物經售處」4，魯迅 1926

年 8 月從北京到廈門任教，由韋素園（1902-1932）接編5，莽原社內部發生衝突後6，

《莽原》半月刊完全成為未名社的刊物了。未名社成立於 1925 年 8 月，成員是魯迅、

李霽野、臺靜農、韋素園、韋叢蕪（1905-1978）、曹靖華（1897-1987）。7《莽原》

半月刊共 2 卷 26 期結束後，未名社發行了以翻譯為主的《未名》半月刊（1928.1.10- 

1930.4.28）。8莽原與未名兩社皆無嚴格的社團組織形式9，成員之間的文學交集，建

立在《莽原》的投稿活動上10，社團與刊物的關係無法一刀劃清。 

在北京的文學場域中，如果將《莽原》的主要作者視為一個文人群體，共同經

營的刊物為表述自我提供了載體，他們以什麼樣的書寫策略，展現具有群體性的文

學風格？文學場域與權力場域的交互關係，涉及作家在場域中佔據的相對關係與定

位、生存心態的實踐在場域中發生的作用與影響。11本文將以《莽原》文人群為中

心，以《莽原》週刊與半月刊為範圍，考察成員與文學生產的發展脈絡，論述他們

的書寫策略及其意義。 

                                                 
4 編者：〈本刊啟事〉，《莽原》半月刊 1（1926.1.10），頁 41。內容為「本刊由未名社刊物經售處負責

發行，以前的莽原週刊發行訂閱手續概歸北新書局清理。」《莽原》週刊為報紙形式，以版次標示。

《莽原》半月刊則以頁碼標示。 

5 荊有麟：〈《莽原》時代〉，收入魯迅博物館編：《魯迅回憶錄》上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199-205。出自《魯迅回憶斷片》，據 1943 年 11 月上海雜誌公司版排印。他回憶魯迅創辦新刊物，

付出可怕的精力，亦同時供稿給《語絲》、《京報副刊》，出版譯作《出了象牙之塔》、《小約翰》等。

他的說法可作為莽原社、未名社和刊物之間人事紛爭的參考資料。 

6 魯迅：〈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啟事〉，《莽原》半月刊 23（1926.12.10），頁 963-964。他提到《莽

原》稿件皆以個人名義投稿。主要糾葛是向培良的獨幕劇本即將出版，韋素園便未刊登稿件，引發

高長虹、尚鉞等人不滿，在《狂飆》週刊發文攻擊。 

7 范泉主編：〈未名社〉，《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辭典》，頁 166。 

8 魯迅：〈19290927 致李霽野〉，收入《魯迅全集》第 11 冊，頁 686。李曾建議將刊物遷到上海，改為

《未名月刊》，魯迅自認不善經營事務，擔心京滬稿件往返費時並不贊成，因此編務由韋素園、李霽

野負責。 

9 湯逸中：〈前言〉，《曠野的聲音：莽原社作品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頁 2-6。 

10 ﹝日﹞菱沼透：〈未名社の人びと─魯迅の下に集まった青年たち（1）〉，《中國研究月報》381

（1979.11），頁 43-47。 

11 高宣揚：〈第五章 場域與社會結構動力學〉，《布迪厄的社會理論》（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

頁 13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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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召喚與覺醒：《莽原》文人群的文明批評 

（一）召喚青年 

《莽原》是魯迅第一次和青年人合作，主編的重要刊物。12魯迅和莽原社、未

名社成員有頻繁的聯繫：高長虹在《莽原》週刊發行期間，到他的寓所拜訪五十次

以上13；他與安徽籍的李霽野、臺靜農等也有密集互動14，時常見面或通信細心指導。

文學場域的世界遵循的是自己的一套運作與變形法則，爭奪正當性的諸多個人與眾

家團體都占據了各自的位置，先建構出場域，才能建構社會軌跡，也就是在場域中

被占據的一系列位置。15《京報》作為《莽原》週刊的出版單位，報社的經濟力量

是刊物的經濟資本。年輕作者在魯迅的鼓勵之下，創作得到許多發表的機會，增加

了文化資本，在文學場域中，從個人到群體，提高了能見度，獲得發言的位置。魯

迅重視文人群體的內核、獨立人格的個體精神，關注刊物的整體語境。他身為知名

作家、大學教授，對於未名社和莽原社作者充滿期望，更將希望寄託在抽象的「青

年」身上。〈編完寫起〉以具體的長城意象，指出歷代的統治者，用新磚、舊有的古

磚來造城壁，仍然阻擋不了胡人，隱喻數千年封建思想的長城將人們包圍。他鼓勵

青年撕去舊社會的假面，勇敢發聲： 

要前進的青年們大抵想尋求一個導師。然而我敢說：他們將永遠尋不到。尋

不到倒是運氣，自知的謝不敏，自許的果真識路嗎？凡自以為識路者，總過了

「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態可掬了，圓穩而已，自己卻誤以為識路。16
 

                                                 
12 董大中：〈四月〉，《1925 年魯迅日記箋釋》（臺北：秀威資訊，2007），頁 115。 

13 廖久明：〈第一章 主將與副將的會合〉，《高長虹與魯迅及許廣平》（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 

頁 19。 

14 李霽野：〈記「未名社」〉，收入黃源著：《懷念魯迅先生》（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6），頁 12。魯

迅在北京世界語學校任教時的安徽籍學生張目寒（1902-1980），1924 年 9 月曾代同鄉友人李霽野請

教翻譯技巧，其後臺靜農、韋素園、韋叢蕪等先後與魯迅相識。 

15 ﹝法﹞皮耶‧布赫迪厄（Pierre-Félix Bourdieu）著，石武耕等譯：〈作者的觀點：文化生產場域的

幾個普遍特性〉，《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臺北：典藏藝術家庭出版公司，2016），

頁 335。 

16 魯迅：〈編完寫起〉，《莽原》週刊 4（1925.5.15），第 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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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樸素的語言，簡單的譬喻，反思封建制度的壓迫與束縛。〈燈下漫筆〉由歷史現

象和日常生活，談封建禮教如何塑造大小、上下關係，深化發揮「吃人」以及國民

劣根性的問題，也呼應了〈狂人日記〉的論述。他寄望青年實踐創造的使命： 

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

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

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宴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

在的青年的使命！17
 

如果變成奴隸之後，苟活著還萬分歡喜，中國的歷史正是「想作奴隸而不得」、「暫

時做穩奴隸」兩種時代的交替。從遠古到近代，受到奴役者不但被人吃，也可以吃

別人，一級一級的制禦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他站在時代的高度，從歷史

與現實的聯繫，剖析奴性心理的危害。對於歷史的評判標準是：國民是否獲得了作

為「人」起碼的「人性」的權利。 

魯迅在《莽原》找到一種書寫方式的轉變與自覺18，甚至以雜文形式表現「創

作」即「批評」的特徵。19「朝花夕拾」系列的〈二十四孝圖〉20，從人們讀書的境

況入手，從「郭巨埋兒」的孝行談到冥界的賞善罰惡，不像現實世界有人標榜「公

理」自命為「導師」，置反對者於死地，提倡言行一致，卻以流言傷害別人。21〈父

親的病〉22根據少時經驗，回憶中醫的藥方千奇百怪，例如原配的蟋蟀一對，彷彿

昆蟲也要貞節，如果再婚就連作藥的資格也喪失了。父親臨終前，自己竟接受長輩

的指示大聲叫魂，打擾他最後一刻的寧靜。魯迅揭露打著道德倫理旗號的「美德」、

愚孝的虛偽，連結迷信帶來的痛苦，張揚真實的人性。他摸索把握屬於自己的現實

                                                 
17 魯迅：〈燈下漫筆（二）〉，《莽原》週刊 5（1925.5.22），第 5 版。 

18 張旭東：〈雜文的自覺：魯迅過渡期寫作的現代性與語言政治（上）〉，《文藝理論與批評》2009：1

（2009.1），頁 42。 

19 陳方競：〈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學批評〉，《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頁 4-5、頁 73。論者認為，魯迅五四時期主要通過小說影響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五四後明顯轉

向以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為主的雜文創作。雜文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結合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展開

的文學批評。 

20 魯迅：〈二十四孝圖〉，《莽原》半月刊 10（1926.5.25），頁 412-421。 

21 魏洪丘：〈二十四孝圖〉，《魯迅《朝花夕拾》研究》（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14），頁 76-84。 

22 魯迅：〈父親的病〉，《莽原》半月刊 21（1926.11.10），頁 856-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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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的意識，將批判現實的位置，根植在超越性的視角上。23《莽原》的經營方向，

是期許「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的加以批評。」24

他也曾經呼籲： 

青年又何需要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

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去問什麼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麼烏煙瘴氣的鳥導師！25
 

他曾說：「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26

魯迅將「召喚青年」當作自己的使命，和年輕作者秉持率性而言、憑心立論的書寫

策略，在共同經營的話語陣地上，將改變思想視為第一要務，解除思想禁錮。他並

不扮演「導師」27，期許和「青年」形成共同的群體，共同擔當文明批評的責任。 

（二）青年覺醒 

《莽原》文人群以青年覺醒的姿態，對於現實中有礙民族生存和發展的種種弊

端，進行文明批評，回望歷史、展望將來，傳遞生存的緊張與創作的焦慮感。高長

虹〈中國與文學〉說：「號稱精神文明國的中國，打敗仗，受外人欺負，或者有可以

原諒的地方，誰能夠拿一本《孝經》去退敵呢？」28他認為中國沒有能夠賞鑒文學

的群眾，讀者把古書當作娛樂或挖掘別人隱私，文學對國民精神的影響力很薄弱，

更不能期待古代的忠孝節義能拯救任何人。尚鉞〈忠誠的奴隸〉29塑造一名飢餓的

青年，怕被熟人看見購買廉價的點心。他虛擬手、肚子、腿、心的對話，揭示人們

                                                 
23 程凱：〈第三章 1925、1926 年北京新文化言論界：再造「思想革命」的起點與終點〉，《革命的張

力：「大革命」前後新文學知識分子的歷史處境與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頁 100-103。 

24 魯迅：〈《華蓋集》題記〉，《莽原》半月刊 2（1926.1.25），頁 43。 

25 魯迅：〈編完寫起〉，《莽原》週刊 4（1925.5.15），第 15 版。 

26 魯迅：〈寫在「墳」後面〉，《語絲》108（1926.12.4），頁 16。《語絲》1-80 期以版次標註，81 期起

改版，以頁碼標註。 

27 姜濤：〈第六章 教訓與反教訓〉，《公寓裡的塔：1920 年代中國的文學與青年》（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2016），頁 255-261。 

28 長虹：〈中國與文學〉，《莽原》週刊 6（1925.5.29），第 6 版。 

29 尚鉞：〈忠誠的奴隸〉，《莽原》週刊 6（1925.5.29），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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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為了面子，意志薄弱，說出虛偽的話、作出不合理的舉動。黃鵬基〈狂言〉30同

樣以「我」反覆扣問，中國人究竟會不會思考「怎麼樣」，打倒或不打倒軍閥、當奴

隸或不當奴隸，是罪惡或不罪惡？永遠不能評論人或事的功過，只能「狂言」。自問

自答的句式，勾勒中國人面對任何事情都試圖溫和，恐懼面對現實，諷刺了拒絕思

考者的游移與猶疑。 

許廣平〈酒癮〉31以寓言手法，述說「我」是一隻鴨子，經歷過輪迴投入畜道

的靈魂，降到漆黑污濁的地獄，掙扎哭泣，在徬徨中誕生成為人類。「我」在人世間，

一生發出光和熱，無拘束的笑罵、咆哮、怒目、謳歌，打破悶人的空氣。下一次經

歷輪迴之前，作時代的反叛者，才不枉費到人世走一遭。〈懷疑〉32則引用魯迅在前

一期說青年可以「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的話，她說

聰明人的本領是置身事外，等社會國家改良了才會揖讓而起，大抒抱負。她肯定「青

年」是傻子，願意為爭取國恥紀念而流血，願意冒險、坐監獄，以卵擊石，聰明人

太多，而傻子卻太少。〈內幕之一部〉33批評媒體誇大報導五卅之後各地捐款踴躍、

示威運動憤激，號稱要罷工罷市的群眾，卻選在端午節假日罷工，兼顧生計和「愛

國」的口號。領導群眾的知識階層往往為私利互相攻擊，這只會讓被領導的群眾疑

惑和恐懼，彰顯階級差異的矛盾。 

向培良〈悲劇在我們的民族裡〉34隱然呼應了許廣平的說法，描述中國人聰明

機伶，「聰明人」太多，用陰險巧妙的方法取得地位。〈買窩頭有感〉35、〈聰明與天

才〉36，則感慨知識階層只是一群穿長衫的動物，受權力階級豢養。無產階級受到蔑

視與虐待，不得不承認知識階層的優異權力，於是敬而遠之，伺機報復。他認為受

教育者不該以高傲態度試圖開化群眾，應該真正的走入民間。李霽野〈樂觀主義〉37、

                                                 
30 黃鵬基：〈狂言〉，《莽原》週刊 32（1925.11.27），第 2-3 版。 

31 景宋：〈酒癮〉，《莽原》週刊 9（1925.6.19），第 5 版。 

32 景宋：〈懷疑〉，《莽原》週刊 5（1925.5.22），第 6 版。 

33 景宋：〈內幕之一部〉，《莽原》週刊 11（1925.7.3），第 4-5 版。 

34 培良：〈檳榔集 第三 悲劇在我們的民族裡〉，《莽原》週刊 5（1925.5.22），第 6-7 版。 

35 培良：〈檳榔集 第五 買窩頭有感〉，《莽原》週刊 29（1925.11.6），第 3 版。 

36 培良：〈檳榔集 第六 聰明與天才〉，《莽原》週刊 30（1925.11.13），第 5 版。 

37 霽野：〈樂觀主義〉，《莽原》週刊 4（1925.5.15），第 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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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表現主義〉38，以青年的視角，探討人們時常表面樂觀、拒絕面對現實，以為

不看不聽就能安居樂業。對照西方各國，中國人既不英勇也不自由，更遑論幽默或

活潑。男女情感往往被道德和名分壓抑，學者和名流也被「反表現」精神籠罩，導

致無法進步，整個民族如果遇到任何危難，立刻如同烏龜，縮進殼內躲避。思想和

感情的壓抑，是最可怕的事。《莽原》文人群的文明批評，勇於面對中國的病態，綜

觀歷史，對國民精神的奴性和虛偽展開批判，建立自我認同。他們經歷由傳統到現

代的過渡，在處境轉變的時候，尋找安身立命的方法。他們忠於現世，抨擊文明的

黑暗面；望彼將來，書寫時代情懷。「青年」覺醒了，這抱持希望、眺望未來的新生

的群體，試圖找出政治行為、社會問題背後的文化密碼，關注人民生活，要剷除阻

礙生存與進步的物質的野蠻、精神的野蠻，彰顯文學的精神力量。 

三、從關注到參與：《莽原》文人群的社會批評 

（一）教育訴求 

魯迅在《莽原》創刊後，曾經在寫給許廣平的信中提及：「中國現今文壇狀況實

在不佳，……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為

了想由此引些新的這一種批評者來。」。39當時他是北大國文系教授，也在北京女子

師範大學兼課。〈我的「籍」和「系」〉40、〈流言和謊話〉41，談女師大學潮。42北大

                                                 
38 霽野：〈反表現主義〉，《莽原》半月刊 2（1926.1.25），頁 15。 

39 魯迅：〈19250428 致許廣平〉，收入《魯迅全集》第 12 冊，頁 308。 

40 魯迅：〈我的「籍」和「系」〉，《莽原》週刊 7（1925.6.5），第 15-16 版。 

41 魯迅：〈流言和謊話〉，《莽原》週刊 16（1925.8.7），第 8 版。 

42 女校長楊蔭榆（1884-1938）曾留學日本、美國，1924 年上任後卻以封建思想治校，將學校與學生

的關係比喻為婆媳關係，試圖開除包括許廣平在內的六名自治會成員，引發學生大規模抗議，校長

請求警署派巡警在校防護鎮壓入校監視。學生控訴遭校長威脅開除學籍，楊宣稱「暴劣學生肆行滋

擾」，聲明勉力維持校務是為了徹底整飭學風，培植人才。教育總長章士釗（1881-1973），執掌教育

部仰賴段祺瑞（1865-1936）支持。他的教育觀念極為保守，支持楊的治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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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教授陳西瀅（陳源，1896-1970）在《現代評論》43的散文44，暗指國文系的

浙江籍教師在背後鼓動學潮。45魯迅和學生站在同一陣線，不畏流言，主動介紹自

己的「籍」和「系」。「流言」回應當時陳的「閒話」專欄用詞，駁斥陳的指控。魯

迅批駁「學風」並非造謠撒謊所能整飭，揭露學生受到壓迫的事實。大學與教育部

乃至政府有盤根錯節的關係，校園政治演變成街頭政治事件；就支持學生或校長，

知識分子分成多派而且在各自的刊物上形成輿論導向。46對照〈「碰壁」之後〉47、〈「碰

壁」之餘〉48，「壁」指涉保守的教育態度與政治權力的結合，揭露章士釗仗恃執政

府勢力強制整頓「女學」49，質疑何以《現代評論》隱約表態支持。在《莽原》週

刊他能暢所欲言，認為教育問題不該被扭曲為政治問題，鼓勵學生大膽發聲，爭取

學習的自主權。 

女師大學潮的重要人物許廣平，〈反抗下去〉50圍繞同樣的主題開展。她自稱和

一群「毛丫頭」抵抗政治力量，捋虎鬚闖出了大亂子，終究讓校長下台。章士釗宣

布解散女師大後，還要籌備新的國立女子大學，北大宣布要脫離教育部。51胡適

                                                 
43 《現代評論》週刊（1924.12.13-1928.12.19）內容兼具政治與文藝，主要撰稿人是王世杰（1891-1981），

燕樹棠（1891-1984）、周鯁生（1889-1971）等。陳西瀅主編文藝欄 1、2 卷，3 卷後由楊振聲（1890-1956）

負責。 

44 西瀅：〈閒話〉，《現代評論》1：25（1925.5.30），頁 9-12。西瀅：〈閒話〉，《現代評論》2：48（1925.11.7），

頁 12-13。陳將女師大的學潮比喻為臭茅廁，某籍某系的教員「挑剔風潮」，人人都該去幫忙掃除，

質疑魯迅「創作動機」未必純潔。 

45 魯迅：〈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收入《魯迅全集》第 8 冊，頁 473。原發表於 1925 年 5

月 27 日《京報》。連署者馬裕藻（1878-1945）、沈尹默（1883-1971）、沈兼士（1887-1947）、李泰

棻（1896-1972）、錢玄同（1887-1939）、周作人（1885-1967）、周樹人。這些北大國文系教授，除

了李之外皆為浙江籍。 

46 王天根：〈第九章 《語絲》、《新月》與新文化健將漸次分界〉，《近代中國報刊與社會重構的傳媒

鏡像：1915-1937》（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6），頁 354。 

47 魯迅：〈「碰壁」之後〉，《語絲》29（1925.6.1），第 1-3 版。《語絲》1-80 期以版次標註，81 期起改

版，以頁碼標註。 

48 魯迅：〈「碰壁」之餘〉，《語絲》45（1925.9.21），第 6-8 版。 

49 章士釗：〈停辦女子師範大學呈文〉，《甲寅》1：4（1925.8.8），頁 1-3。 

50 景宋：〈反抗下去〉，《莽原》週刊 21（1925.9.11），第 8 版。 

51 〈創設國立女子大學呈文〉，《甲寅》1：6（1925.8.22），頁 1-2。未署名，屬於首篇「特載」，目錄

欄〈章教長創立國立女子大學呈文〉。內文是「管理之方，略參私塾辦法，先之以家人師保之親，

次之以禮樂書數之事，卒乃器數與文藝俱得，禮教與質學齊輝，女學之成，茲為極則。……執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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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1962）、陳西瀅等學界人士認為學校不該捲入風潮，並不贊成此事，等於是

間接贊同教育部的意見。她呼籲北大的先生同學眾志成城，讓骸骨的迷戀者看看青

年的反抗力量！高長虹的「弦上」系列展現犀利的文筆，〈兩敗俱傷〉52、〈聞晨報

載章士釗與通信社記者的談話之後〉53，談女師大停辦，《晨報》的報導說校長和學

生是「兩敗俱傷」。高長虹藉此檢驗教育界已受政治力控制，甚至媒體也被收編，如

何打破阻礙教育的社會？操縱教育部的總長，將段祺瑞視為皇帝，「稟告」執政要解

散舊校另組新校，宣稱整頓學風，實則犧牲教育！他亦曾延伸批判《現代評論》的

文學審美尺度： 

你談起一點什麼時，最好先捧出一個什麼水平線來。這樣，你可成功做一個

批評家。也許水平線並不認識你，但也不妨胡亂敷衍一下，好在水平線也未

必認識別人。54
 

這「水平線」分明針對《現代評論》的出版預告，宣稱「現代叢書」不會有一本無

價值的書、一本水平線下的書，要做到「現代叢書」四個字，便是一種極有力量的

保證。55高的說法，將《現代評論》視為掌握文化結合政治資本的一方。「水平線」

彷彿是藝術價值的既定標準，也是劃分陣營的邊界。《莽原》文人群的批判，勇敢衝

撞文學與政治交錯的權力網絡。 

女師大學潮是北京文學場域中的危機事件。當教育環境受政治勢力干預，從教

育問題擴大到政治問題時，年輕作者較多的《莽原》相對於北大教授組成的《現代

評論》，處於文化資本較少的位置，作者自居為邊緣的、受壓迫的學生立場，與權力

中心的「學者」交鋒。這種自我定位，預設一種具有批判性的教育訴求、群體特徵。

文化習性由個人交往方式和群體活動累積而成，《莽原》文人群的社會批評，彰顯在

文化場域中扮演的角色。集體活動比個人發言更能表現共同的文化習性，匯集群體

                                                                                                                                      
在整頓女學，始可得言整頓矣。」 

52 長虹：〈弦上（十一）兩敗俱傷〉，《莽原》週刊 17（1925.8.14），第 6-7 版。 

53 長虹：〈弦上（十三）聞晨報載章士釗與通信社記者的談話之後〉，《莽原》週刊 17（1925.8.14），第

7 版。 

54 長虹：〈弦上（八）我的命令〉，《莽原》週刊 13（1925.7.17），第 2 版。 

55 〈現代叢書出版預告〉，《現代評論》1：9（1925.2.7），頁 2。未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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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的凝聚力。共同經營的文學事業，是文化價值體系的象徵，面對政治介入的時

候，他們藉由超越現實利益的社會批評，維護道德信念，實現文學追求。 

（二）政治參與 

《莽原》文人群以社會批評參與政治，批判性的文字透過具有時效性的刊物發

表，標榜獨立品格，追求健全的理性精神，有介入現實的願望與文化使命感。例如

魯迅〈春末閒談〉56、〈雜語〉57，勾勒政局和文壇的亂象。軍閥彷彿爭奪地獄的統

治權，無論誰是勝利者，人民都是受害者，文壇上也有許多人互相吹捧，為自己辯

護、拉抬聲勢。1924 年國共合作，段祺瑞政府利用復古派的文人，1925 年初國共兩

黨與北洋軍閥政府為召開國民會議發生紛爭。魯迅將抽象的道理以具體的形象述說，

「細腰蜂」譬喻「拿著軟刀子的妖魔」對人民使用精神麻痺的方法，反諷當權者的

思維邏輯，用任何手段禁止集會和發表意見，卻不能禁止人民的思想。 

關注時事的青年作者，從現實的題材、親身的經歷，用生動巧妙的語言，傳遞

信念。高長虹〈病中囈語〉58、〈給反抗者〉59、〈識時務者〉60篇幅都很短，他從「識

時務者是為俊傑」談起，認為外國的潮流一旦進入中國，就變形為時務，中國的俊

傑太多了。「學者」可以埋首於國故，或者主張空虛的正義。如果民眾等待學者的領

導，才能理解中國的外交問題，不敢積極採取經濟絕交等具體行動，政治局勢絕不

會有所改變。他反省人們在失敗中呻吟，口中呼喊著反抗，要先傾聽自己內心的聲

音和軟弱，才有力量打破僵局。荊有麟〈退還庚子賠款〉61由歷史對照現實，舉出

美國將庚款用於教育，日本則作為國際溝通費用，獲益的中國人很少，只有洋話漂

亮的碩博士及享受招待的學生代表而已。荊有麟諷刺軍閥聲稱「教育」和「文化」

                                                 
56 冥昭：〈春末閒談〉，《莽原》週刊 1（1925.4.24），第 4-5 版。 

57 魯迅：〈雜語〉，《莽原》週刊 1（1925.4.24），第 8 版。 

58 長虹：〈弦上（一）病中囈語〉，《莽原》週刊 9（1925.6.19），第 1 版。 

59 長虹：〈弦上（三）給反抗者〉，《莽原》週刊 10（1925.7.3），第 1 版。 

60 長虹：〈弦上（九）識時務者〉，《莽原》週刊 14（1925.7.24），第 6 版。 

61 有麟：〈退還庚子賠款〉，《莽原》週刊 14（1925.7.24），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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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國命脈，假藉辦教育分潤庚款，反而將主權交給外國人。〈白費了〉62描述政府

為了關稅會議的「體面」，唯恐外國代表恥笑中國建設落後，花大筆金錢整修城市門

面。軍閥內戰，從人民身上索討經費，實際上都是為了派系利益，爭奪政權。〈昨日

和明日〉63、〈國民精神養成所〉64談到五七、五九事件，大多數人拒絕面對外交挫

敗，歸咎鬼神和命運，抱持忍讓主義。自從滬案發生，各種職業的代表組成團體召

開會議，中國人向來沒有目的，短時間內積極奮發的表現，未必能改變現狀。他自

稱不是歷史家也不是預言家，只是看見現在，回憶過去，想起未來。 

荊有麟在五卅之後的多篇散文，關注國人對於外交事件的反應。〈再談救國〉65

認為全國以罷工、罷市、罷課作為抵抗只是示弱，應看清軍閥政府養兵是用來爭權

混戰，是否對足以在外交上發揮功能保護人民，激發民眾，監督或要求政府應該振

作。如果只是哀鳴祈求「公理」，不如早日提倡武裝救國。〈名不符實〉則說：「我覺

得中國各樣都可怕，因為都是虛偽的緣故。」66他指出幾種自稱指導社會、代表人

民的媒體，例如以勞動、世界、正義為名的報刊，多半報導政客的消息，不將軍閥

殘害民眾的真實情形傳播到國外去，倘若沒有拿到私人津貼就大聲吼叫。某「大報」

刊登一些與現代無關的東西，幫著官員去做復古運動。「大報」和「津貼」明顯質疑

《現代評論》辦刊經費來自段祺瑞與章士釗的金援，失去公正的言說立場。《莽原》

半月刊即將改為《未名》發行時，編者再次聲明：「我們沒有募過若干股，其次沒有

總長津貼千元或若干元。」67強調媒體的發言權不應受到官方箝制，顯現對言論自

由的追求。 

《現代評論》成員以留學英美的學者為主，認為女師大是單一學校的問題，重

要性遠不如五卅。北京教育界是社會的中堅，應全力督促政府處理外交問題，卻耗

費大量心力回應學潮。就國家利益而言，五卅和學潮何者重要？民眾應由知識階層

                                                 
62 有麟：〈白費了〉，《莽原》週刊 28（1925.10.30），第 7-8 版。 

63 有麟：〈昨日和明日〉，《莽原》週刊 3（1925.5.8），第 3 版。 

64 有麟：〈國民精神養成所〉，《莽原》週刊 15（1925.7.31），第 8 版。 

65 有麟：〈再談救國：並答朱莊仁先生〉，《莽原》週刊 9（1925.6.19），第 8 版。 

66 有麟：〈名不符實〉，《莽原》週刊 24（1925.10.2），第 7 版。 

67 編者：〈關於《莽原》的結束與《未名》的開始〉，《莽原》半月刊 2：21、22（1927.1.25），頁 876。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六 十 二 期 

 

166 

加以教育，應以節制的情感、理智的控制，訴諸法律和制度，凝聚群眾的努力，進

行愛國運動，避免失控，循序漸進改良現況。68這種以公正寬宏的口吻，提出用法

律程序改變社會的方法，受到《莽原》文人群的質疑：「紳士」立意良好卻緩不濟急，

高估了中國人的道德與能力。文學場域之內的問題，受到來自外部的政治、經濟資

本操控，群體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複雜。《莽原》文人群藉由社會批評參與政治，將

國家、社會的問題，轉為文化思想的論述，反映內心的困惑：傳播媒體是爭取社會

話語權力的利器，如何藉此影響輿論、建立文化秩序？他們批判「大報」的資金來

源，因為自己的刊物經費並非來自「官方」，跳脫經濟問題，針對公共問題、政治事

件發言時，內容能否被讀者認同，就不是完全能影響刊物生存的條件。作為輿論陣

地的《莽原》，為生存和延續而努力的同時，便能「忠於現世，望彼將來」，社會批

評的文本，維護了刊物自由和獨立的神聖性。 

《莽原》文人群批評社會上的虛偽風氣，反省國人面對外交衝擊時的怯懦和恐

懼，愚昧與自負。當群眾一味強調抵禦外侮、抵抗英日的傷害時，中國內部到處都

有紛爭，人與人之間的怨憤卻造成更大的傷害：沒有面臨強敵的決心，只敢攻擊身

邊的弱者。攻擊別人是異端、國賊、洋賊，彷彿就能冠冕堂皇掩飾自己的怯懦和卑

劣。回顧歷史，中國人面對危難時，素來互相傷害和壓迫，先遭殃的是自己的同胞

和子孫，無智無勇，以為靠「氣」就能擁有公理與正義。罷工、罷課抗議的群眾，

彷彿煽起同仇敵慨之心就足以報仇雪恨，無法監督政府，這樣的激情是缺乏理性的

激情。藉由現代傳媒，《莽原》文人群營造輿論空間，構成公共領域，形成思想的力

量，探索文學與政治的距離，展現同人的戰鬥力。他們以社會批評參與政治，將個

人的獨到觀察和發現，鎔鑄在語言與意象之上，進行獨立判斷，無所不談。他們營

造群體風範，透過多樣化的說理技巧與幽默諷刺的語言，自由的形式與內容與讀者

交流、注重具象化的傳達，流露啟蒙淑世的責任感，發揮文學的審美功能和社會功

能。 

                                                 
68 召：〈對愛國運動的謠言〉，《現代評論》2：28（1925.6.20），頁 5。陶孟和：〈持久的愛國運動〉，《現

代評論》2：29（1925.6.27），頁 6-7。松：〈女師大風潮與教育界〉，《現代評論》2：37（1925.8.22），

頁 4-5。西瀅：〈閒話〉，《現代評論》2：38（1925.8.29），頁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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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破毀舊時代，創造新時代： 

《莽原》文人群的小說創作 

（一）刻畫人性 

《莽原》從週刊到半月刊，少了《京報》的支持後，改由未名社發行。經濟資

本雖然減少，《莽原》文人群確保發言陣地，忠於自我，更積極於文學創作與出版事

業69，累積文化資本。半月刊篇幅擴大，能容納字數較多的小說與譯作。同時值得

注意的，是魯迅此一時期的日本文論譯作，能夠延伸和擴展原文的文化意義。年輕

作者受到他的鼓勵積極創作，或隱或顯接受這些文學理論，經由小說進行操作與實

踐，對於小說的書寫策略提供指引。魯迅譯金子筑水（1870-1937）的〈新時代與文

藝〉70，論者首先說明文藝的本質，是時代產生文藝，文藝能夠改造社會精神和意

氣。文藝的價值在於破壞舊時代和舊精神，開闢出新生活的林間路。新文化嚮往的

方向和精神，應由文藝和哲學來暗示，期許新文藝發揮人間性，將人們的精神從束

縛和壓迫中解放。《莽原》文人群小說創作與譯介的題材之間，互相啟發與暗示。例

如高歌〈死屍〉71的主角是個已婚的青年男子，一睜眼發現自己躺在棺材裡。家人

討論他為什麼臉色不變而身體冰冷，沒法確認是不是死了。在封棺的聲響中，死還

沒有降臨，他就厭惡了死，於是捏緊拳頭推開棺蓋走出來。妻子熟睡，孩子在棺木邊

玩耍，他微笑著離開了家，再也不回頭。「死者」的獨白，回顧思索命運前途，對社

會的徹底否定，增加作品的真實感。作者用象徵的手法、跳躍的思路，雖然在敘事

結構上不夠完整，卻能揭示痛苦的靈魂束縛，蘊含無言的悲哀。向培良〈肉底觸〉72

寫二十三歲的青年對異性充滿好奇，在電車上試著碰觸陌生女子的膝蓋，得到感官

的短暫刺激，努力控制自己不要逾越禮教。他凝望另一名女子，又忍不住上前輕輕

                                                 
69 魯迅：〈《未名叢刊》與《烏合叢書》魯迅編〉，收入《魯迅全集》第 8 冊，頁 488。原發表於臺靜農

編《關於魯迅及其著作》版權頁後。 

70 ﹝日﹞金子筑水著，魯迅譯：〈新時代與文藝〉，《莽原》週刊 14（1925.7.24），第 1-4 版。  

71 高歌：〈死屍〉，《莽原》半月刊 15（1926.8.10），頁 642-644。 

72 培良：〈肉底觸〉，《莽原》半月刊 16（1926.8.25），頁 674-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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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觸她的玉臂，溫軟的觸感灼熱了他的全身。小說通過人物言行，描繪青年受到禮

教壓抑，在理智和性慾之間掙扎。青年無法正視慾望的存在，只能選擇逃避。被寄

予希望的青年，活在苦悶之中，一觸即發的慾望讓他隨時害怕失去理性。這些文本，

正如金子筑水的論點，由文藝中發掘日常生活蘊藉的意義，闡釋青年面對婚戀議題

的苦悶，以人物的內心獨白、細節的描寫，透顯精神解放的渴望、自我覺醒的意識，

深化對人性的描摹。 

《莽原》文人群的小說，從社會歷史、文化風俗，刻畫人物的生存狀態和人性

的複雜。黃鵬基〈火腿先生在人海裡奔走〉73，由一條由重慶火腿作坊製造的火腿

「我」，述說自己是便宜貨，被店主裹上稻香村的招牌提高身價，送到大官家裡。一

年之中多次更換包裝，假扮宣威火腿，官員派僕人拿去巴結上司。輾轉奔走的火腿，

遭到蒼蠅攻擊，身體漸漸衰弱，被轉送給屋子裡只有書而沒有任何貴重禮品的毛先

生。他打算燉來吃，卻發現火腿早已腐壞了。黃鵬基透過詼諧語調，勾勒闊人和政

客的嘴臉，描摹爭奪名利、趨炎附勢的手段。〈少奶奶的病〉74寫一個吝嗇少婦為了

節省學費，不送孩子到幼稚園而讓他跟老師認字背古書，為了避免發三節禮金而故

意在年節前開除傭人。她成天打牌閒聊，照鏡子覺得好像瘦了，經由幫傭的小丫頭

傳出去，卻變成她病了。丈夫請來名醫，開了三塊錢的蒸餾水當作藥，她更覺得自

己真的是病人，深信不疑長期服用。小說刻畫婦人在家庭瑣事中，缺乏生活目標，

心理的空虛投射為疾病的妄想。〈沙灘上〉75擬寫屈原（B.C.340-B.C.278）的夢境，

楚王能夠判別忠臣與奸臣，夢醒後的屈原，赫然發現仍處於困頓環境中，知道自己

必須清醒面對挫折。小說用屈原的獨白，投射抱持理想的青年找不到出路的矛盾、

迷茫與痛苦，表現青年知識分子的生命狀態。 

黃鵬基的小說集《荊棘》是刺激社會之意，明白主張文學不必像奶油一樣，應

該如刺，文學家不應頹喪，應該要剛健。76他的小說具有暴露社會黑暗的意義77，以

                                                 
73 黃鵬基：〈火腿先生在人海裡奔走〉，《莽原》週刊 25（1925.10.9），第 1-7 版。 

74 朋其：〈少奶奶的病〉，《莽原》半月刊 10（1926.5.25），頁 426-436。 

75 黃鵬基：〈沙灘上〉，《莽原》半月刊 2（1926.1.25），頁 65-69。 

76 魯迅：〈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 小說二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頁 10。 

77 劉傳輝：〈諷刺幽默作家黃鵬基〉，《魯迅研究月刊》1（1991.1），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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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利的語言描畫各式人物，實踐「刺的文學」理念。78他反對文學作品玩弄頹傷的

感情把戲、不贊同文學的消遣作用，主張現代的作品應該像荊棘，社會生出荊棘，

葉和莖是有刺的，根也是有刺的。作品的思想、用字、結構，都應表現刺的意味。

這種文學批評的觀點，正可對照魯迅譯鶴見佑輔（1885-1973）的〈說幽默〉79，鶴

見佑輔主張淚與笑只隔一張紙，嘗過淚的滋味的人，才懂得笑的心情。幽默來自理

性的倒錯感，是從悲哀而生的、理性的逃避的結果，和冷嘲（cynic）一線之隔。純

真的同情，能使幽默不墮於冷嘲，正如同火或水，倘若適當運用，能使人生豐饒。「刺」

如果是一種擴張的、誇大的幽默，有時也因過度追求而損害小說的整體結構，使得

主題的嚴肅議題、結尾刻意設計的滑稽受到影響，減弱全篇的力量。黃鵬基的小說

能顯影青年人的精神空虛、揭示社會的扭曲。他將五四以來小說創作中偶然使用的

諷刺方法理論化，進行文學樣式的自覺拓展，使「為人生」的文學得以延伸。 

（二）關懷鄉土 

關懷鄉土的主題，在《莽原》文人群筆下，描寫不同地域的風光、民俗，也有

普遍性的鄉間人物對環境、命運的看法，突出人物的遭遇與心境轉折。尚鉞〈小小

一個夢〉80寫農村孩童家中經濟困難，母親將食物省下來餵他，哄他早點上床睡覺。

孩子回外婆家飽餐一頓，追逐著雞腿變成的老鼠，忽然驚醒才知道是美好的夢境。

尚鉞對孩童心理的細節描寫，符合藝術形象的塑造和主題的表達，用細膩筆觸刻畫

農村家庭的溫暖氣氛，塑造純樸厚道的人物形象。〈沖喜〉81描述少女受到媒婆欺騙，

對未來的婆家一無所知，期待幸福的生活。婚禮當天，她祭拜天地和祖先，在陰暗

空洞的房裡終於看見重病的新郎。婆婆在旁邊呼喚，說這是娶來沖喜的媳婦。新郎

睜著空洞的眼睛，想噴出胸中阻塞的黏痰，兩眼一瞪死去了。尚鉞的小說，便是試

圖操作關於創作者如何以社會為對象，省思個人相對於全人類的獨立意義。他以簡

潔的筆調，寫實的手法，認識到夢境與現實的矛盾、傳統文化與婚姻自由的矛盾，

                                                 
78 黃鵬基：〈刺的文學〉，《莽原》週刊 28（1925.10.30），第 1-2 版。 

79 ﹝日﹞鶴見佑輔著，魯迅譯：〈說幽默〉，《莽原》半月刊 2：1（1927.1.10），頁 23-34。 

80 尚鉞：〈小小一個夢〉，《莽原》週刊 4（1925.5.15），第 2-4 版。 

81 尚鉞：〈沖喜〉，《莽原》週刊 24（1925.10.2），第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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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對農村人物處境的關懷，描寫人物受封建禮俗綑綁的心理狀態，試圖引起社會

的關注，尋求解放的可能。 

臺靜農曾經回憶，在韋素園鼓勵之下，1926 年後為了供稿給《莽原》半月刊，

開始多寫小說。他說： 

人間的酸辛和淒楚，我耳邊所聽到的，目中所看見的，已經是不堪了；現在

又將它用我的心血細細地寫出，能說這不是不幸的事嗎？同時我又沒有生花

的筆，能夠獻給我同時代的少男少女以偉大的歡欣。82
 

他在第二本小說《建塔者》也提及，小說所寫的人物，多半是這時代的先知，自己

覺得還未能觸及這些十字架上的靈魂深處，一個徘徊於墳墓荒墟的感傷的作者，如

何能以文筆渲染時代的光呢？83他同情被壓迫、被損害的農民和貧困者，傾訴他們

的苦痛，描寫生的堅強、死的掙扎。透過白描手法和個性化的語言，勾勒鄉間的風

俗和社會世相，才能把握小說的特點。抱持這樣的文學批評觀點，他取材於民間84，

積極創作。〈拜堂〉85描寫青年汪二和守寡的嫂子相好，汪大嫂懷孕。兩人找來鄰居

大嬸做儐相，背著父親半夜偷偷拜堂成親。嗜酒如命的汪老爹原本要賣掉媳婦，給

汪二湊個生意本；村裡的闊人卻說「轉房」省下聘禮，更划算。年長的女性寬慰汪

大嫂，沒有必要守節。拜堂時這對叔嫂羞愧難堪，害怕成婚違背人倫，哭泣顫抖著

給死去的汪大磕頭行禮，渴望得到他的原諒。他們不因窮困卑微而放棄生活的希望，

終究組成家庭，互相依靠。拜堂儀式代表對鬼神力量的懼怕，小說對話透顯各階層

人物對轉房習俗的價值觀，揭示主角在困窘生活中面對迷信的衝突，彰顯在經濟和

倫理約束中，扭曲的生理和心理狀態。作家對人物充滿理解和憐憫之情。安徽方言

的使用，增添了文本的鄉土氣息，例如「哈」是「還」，「牽頭」是「子女」，反覆出

現「日子長，以後哈要過活的」，展示出地域文化的特殊性，是語言形式和敘述方式

                                                 
82 臺靜農：〈後記〉，《地之子》（北平：未名社，1928），頁 253-256。 

83 臺靜農：〈後記〉，《建塔者》（北平：未名社，1930），頁 181-182。 

84 湯逸中：〈前言〉，《栽植奇花和喬木：未名社作品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 1-3。 

85 臺靜農：〈拜堂〉，《莽原》半月刊 2：11（1927.6.10），頁 43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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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新。〈棄嬰〉86主角是個讀書人，為了找一份足以餬口的工作四處奔波，途中聽

見一個棄嬰的哭聲，現實的壓力讓他自顧不暇，對任何事都提不起勁，不予理會。

隔天外出求職的時候，看見一群野狗撕扯一塊塊紅黑的肉團，昨日的棄嬰是今日野

狗口中的美食！他懊悔自責，也無法彌補冷漠造成的悲劇。 

魯迅在《莽原》時期關注白樺派87的文學理論88，翻譯有島武郎（1878-1923）〈生

藝術的胎〉89，論者主張一切活動都是想要表現自己的過程，以自己為對象的活動，

是藝術的活動。藝術家以社會為對象，絕不會選擇與自己毫無交涉的對象，是分明

的表現著自己。以此觀察臺靜農的小說，題材包含新舊交替時代的婚姻悲劇，勾勒

農村人民只求溫飽的艱辛生活，傳統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農村的衰敗與群眾的冷

漠等等，實踐了聚焦於平凡題材的審美趣味。 

臺靜農筆下構築的鄉村，是二十年代鄉村社會的微縮圖景，是對底層人物生活

的真實展示，通過典型場景引出周圍人事，豐富情節的內涵，集中筆墨，描寫場面，

展現衝突。〈天二哥〉90的主角是個懶散的酗酒者，相信任何疾病都能用酒治好。他

無所事事，是眾人嘲笑的對象，愛看熱鬧又常與人爭吵，遇到任何挫折都用精神勝

利法解決。他無意改變現狀，終究一病不起。〈新墳〉91的主角四太太，在圍觀的村

民口中，是個可憐的瘋婦。四太太的孩子先後因兵災死亡，她失去人生的寄託，孤

苦無依到處閒蕩，喃喃複述著兒子娶了媳婦、女兒風光出嫁。村民向她道喜，她的

                                                 
86 臺靜農：〈棄嬰〉，《莽原》半月刊 2：6（1927.3.25），頁 219-229。 

87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新青年》5：1（1918.7.15），頁 39-40。他說：「明治四十二

年，武者小路實篤（1885-1876）等一群青年文士，發刊雜誌《白樺》提倡這派新文學。到大正三四

年（1912-1913）時，勢力漸盛，如今白樺派幾乎成了文壇的中心。武者小路以外，有長與善郎

（1888-1961）、里見淳（1888-1983）、志賀直哉（1883-1971）等，也都有名。」 

88 程麻：〈第五章 白樺派文學和魯迅改造國民性的實踐─談人道主義的人格標準意義〉，《溝通與

更新：魯迅與日本文學關係發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 133-139。白樺派是對

明治時代自然主義文學的反動，更重視以文學磨礪人的自覺意識，提高精神境界，試圖用以改造人

生，實現新的社會理想，成為大正時期文學主流之一。此派文學在日本興盛的時期，正逢中國五四

新文化運動中湧起「人的文學」的波瀾。魯迅 1918 年開始翻譯和介紹此派作品，後於文章中也多

次闡述和發揮了他們標舉的人道主義思想。 

89 ﹝日﹞有島武郎著，魯迅譯：〈生藝術的胎〉，《莽原》半月刊 9（1926.5.10），頁 365-377。 

90 臺靜農：〈天二哥〉，《莽原》半月刊 18（1926.9.25），頁 735-743。 

91 臺靜農：〈新墳〉，《莽原》半月刊 2：3（1927.2.19），頁 9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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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慘是眾人的娛樂。小說從熟悉的生活中取材，擷取現實生活中典型的事件或場面，

以陰冷晦暗的筆調，寫出人間的艱苦與酸辛。四太太、天二哥和魯迅筆下的祥林嫂、

阿 Q，隱然有相近之處。重複寫法的運用，表現人物內心的痛苦與周圍人們的冷漠

麻木，加重悲劇色彩。92魯迅曾高度肯定臺靜農的藝術成就：「能將鄉間的死生，泥

土的氣息，移在紙上的，也沒有更多，更勤於這作者的了。」93
 1926 年臺靜農編選

《關於魯迅及其著作》，是第一本關於魯迅的評論集。原本還要收錄周作人以及國外

的評論，魯迅並未同意，結果反而依照魯迅意見加添了陳西瀅的批評。94序文中，

臺靜農形容此書兼顧正反各方面的文章，「這裏面有揄揚，有貶損，有謾罵，在同一

的時代裡，反映出批評者的不同一的心來」。他也讚譽魯迅小說的藝術成就，「每個

人物，在他的腕下，整個的原形都顯現了，絲毫遮掩不住自己。我愛這種精神，這

也是我集印這本書的主要原因。」95顯然臺靜農在《莽原》時期，深受魯迅的啟發

與影響，由此習得文學技巧與文學批評的脈絡。 

《莽原》文人群小說對風俗人情的描繪，反映現實，透顯豐富的鄉土關懷與地

方色彩。他們運用白描手法呈現惡俗與愚昧的思想，用藝術的真實展示社會生活，

根據人物的性格邏輯，描寫宗法制度殘酷的精神統治，融入誠摯的悲憫，蘊含深刻

的思想。 

五、小結 

報刊是知識分子的言論空間，透過媒體交換意見或展現思想的交鋒。鬆散而自

由的組合是文學群體存在的常態，成員由互動的公共空間中精神選擇的過程，顯現

                                                 
92 賈濤：〈第四章 沿著巨人的肩膀前行〉，《論臺靜農小說的流變和傳承》（開封：河南大學碩士論文，

2011），頁 26-27。 

93 魯迅：〈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 小說二集》，頁 12。 

94 張夢陽：〈第一章 魯迅出世：中國精神文化界的驚雷〉，《中國魯迅學通史》上卷（廣州：廣東教

育出版社，2001），頁 50-51。 

95 臺靜農：〈序言〉，收入臺靜農編：《關於魯迅及其著作》（北京：未名社，1926），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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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特徵。96《莽原》文人群具有相近的文學教養及美學理念，通過作為公共媒體

的刊物，對社會問題發出質疑，與讀者交流意見，檢驗文學與思想的力量。他們一

開始沒有明確的社團意識，這種兼容性也成就了《莽原》的豐富。 

在文學場域中，群體之間的關係，指涉純粹藝術技巧之外的教育、政治問題，

影響文學的形式與內容，也彰顯成員採取什麼樣的立場建立自我認同，如何掌握文

學自主的書寫策略。《莽原》文人群的文學創作，就是他們理解世界的藝術方式、價

值選擇和意義闡釋。作者的言說欲望，藉此聚集和發揮作用。隨著刊物影響力的提

高，青年作者在魯迅的引導下，以覺醒的姿態，開展文明批評與社會批評，從教育

與文化層面著手啟發國民，對抗權力的傲慢。刊物寄寓理想，他們對社會、政治問

題產生質疑與共識，凝聚人文關懷、道德信念，擴大生存空間，展現銳意改革的積

極企圖。他們的小說，隱然受到魯迅此一時期日本文論譯作的啟發。翻譯文本成為

小說創作的養分，關懷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思辨、刻畫人性，細細咀嚼人生的況

味，催促新時代、新觀念的產生。如果他們將傳統視為原始或過去，小說中的受壓

迫者，呈現與「現在」對立的「過去」狀態，隱喻如果現在的中國不改變，就會走

向悲哀的「未來」。他們直視民族的卑怯與頹喪、昏聵與傲慢，期許擺脫消極的精神

束縛，拓展視野。從《莽原》週刊到《未名》半月刊，他們持續從事翻譯工作。至

於如何透過翻譯，眺望與中國新文學具有對話性和啟示性的異域風景，鍛造文化啟

蒙、重構的環節，拉近讀者與原作的時空距離，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將另以一

篇論文深入考察。 

作家的主體意識是文人群體形塑相近文學風格的內在驅動力，確立運作模態。

《莽原》文人群透過不同的書寫策略，在有限的輿論空間內，爭取最大的思想自由，

凝聚向心力，為個人身分與文化想像勾勒輪廓，實踐文化訴求與文學理念，展現了

具有群體性的文學風格。本文至此已歸結出他們的書寫策略及其意義。 

  

                                                 
96 楊洪承：〈第四章 中國現代作家社群文化生態中的「公共空間」認知〉，《人與事中的文學社群：

現代中國文學社團和作家群體文化生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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