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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   論  

一  

自十九世紀西力東漸以來，不少有識之士都敏銳地感受到這是一

場前所未有的衝擊，李鴻章所說的：「三千年未有之變局」，其實是

許多中國人共同的想法。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來看，至少從十九世紀

中葉開始，將近一百年的時間，中國面臨的其實是一個「國家再造」

(state-building)的課題。一個中央集體的帝國，從式微、衰弱、崩潰

到走向重建的過程，其間社會的勢力逐漸擴展，在思想、文化的轉型，

甚至政治、社會、經濟結構的重組過程中，民間社會扮演了重要的角

色。
1 

思想史方面的學者則注意到這是一個正統衰落、邊緣上升的思想

權勢的轉移過程，王爾敏所說的「學戰」概念，
2
就是描述中國人在不

知不覺中被西方改變了思想方式，中國士人沿著西學為用的方向，走

上了中學不能為體的不歸路，文化立足點的失落造成中國人心態的劇

變，從自認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認中國文化野蠻，退居世界文化的

邊緣，整個思想界都形成一股如清末國粹學派鄧實所說的「尊西人若

帝天，視西籍如神聖。」
3
的時代風氣，社會上普遍瀰漫著尊西崇新的

浪潮。
4 

                                                 
1
 李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頁 219。 

2
 王爾敏，〈商戰觀念與重商思想〉，《中國近代思想史論》(台北:華世出版社，1985 年)，頁 164-198。 

3
 引自余英時，〈中國知識分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第 6期(1991 年 7月)，頁 23。 

4
羅志田，〈新的崇拜：西潮衝擊下近代中國思想權勢的轉移〉，《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

會與學術》(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1999 年)，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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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政治制度、社會結構、經濟體系及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劇變

外，在外表的衣服、髮型與裝扮，也在清末民初出現天翻地覆的改變，

然而，這個改變是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細微之處，以致身處其中的人

往往視而不見。從何瑞塔．哈里遜 (Henrietta Harrison)的研究中，我們

不難略窺清末民初中國人身體外形的改變中所隱含的意義。當時目睹

中國人外形變化的西方人，他們最感困惑的即是中國人掃除舊事物的

決裂態度，對一個二十世紀後的中國人來說，做為新國民的概念與定

義，就是對傳統中國人外形的全盤否定，拆下束縛女子千年之久的裹

腳布、剪去象徵效忠清廷的辮子、脫掉代表士大夫的長袍與朝服等，

而當代中國人的認同正是以否定過去的外表為前提。
5 

然而，對長久以來自居於「衣冠上國」的中國士人而言，服裝從

來都不是一件止於保護身體、遮羞掩敝的枝微末節，儒家文化向來是

透過禮儀服制的呈現，來定義每個人的身份，如果不能從傳統禮制對

形諸於外的身體表徵與行為舉止的控制有所體認，將難以分梳清末支

持或抗拒剪辮背後真正的文化意義與道德秩序。例如同光年間出使海

外的張德彝，曾在美國首府華盛頓見到一名從上海來的華籍傳教士，

這名傳教士在美居住七年，不但剪去辮子還穿上西裝，大聲斥責其「今

汝已剪髮異服，則吾不以華人視汝矣！」
6
晚清另一位僻居山西的下層

士紳劉大鵬，在他眼中這些剛從日本留學歸國的洋學生，「非但改裝

洋衣，而且剪其髮辮，殆華人而變為夷者也。」
7 隔年，劉在太谷城

內看到另一位留學生，更是讓他難以接受：  

                                                 
5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2. 

6
張德彝，《歐美環遊記（再述奇）》（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年），頁 66-67。 

7
 劉大鵬，《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年），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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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道之變，日甚一日。人皆言城內一生姓孟名嘉林，從英人學已

三年矣，業既畢，給舉人。去冬詣上海，欲游日本，因東洋學生之哄

遂歸，而服色竟易洋裝。近日歸鄉，人皆目為洋夷，宗族亦待為異類，

此華人變為夷者也。
8
  

從劉大鵬與張德彝的身上，我們看到傳統士人念茲在茲的，是對

服制背後種族與文化意義的重視。因此，清末民初中國人在外形上的

劇變，形之於外的，是髮型、衣服與裝飾，至於形之於內，則牽涉到

一連串與服制對應的思想方式與價值觀念等的崩解與重建。  

 

二  

本文選擇以「變局與身體」為題，是因為一切有關身體外在的變

化，都必須放在時代脈絡與社會環境下觀察，才能把握其意義。歷來

論者已對此多所闡述，年鑑學派史家布勞岱 (Fernand Braudel)曾說：

「一部服飾史所涵蓋的問題，包括了原料、工藝、成本、文化性格、

流行時尚與社會階級制度等等。如果社會處於穩定停滯的狀態，那麼

服飾變革也不會太大，唯有整個社會秩序急速變動時，穿著才會發生

變化。」
9
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在 1904 年談論時尚

時也提到：「越是在政治、社會環境劇變的時代，時尚的變化就越迅

速，只是因為需要將自己與他人區別開來的訴求，而這正是時尚存在

的最重要因素。」
10
根據他們的看法，外表服飾的變化無疑是觀察時

                                                 
8
 劉大鵬，《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年），頁 149。 

9
 Fernand Braudel 著，顧良等譯，《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北京:三聯書店，1992 年），

第 1卷，頁 367。 

10
 齊美爾(Georg Simmel)，〈時尚的哲學〉，羅鋼、王中忱編，《消費文化讀本》(北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2003 年)，頁 24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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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變化最佳的風向球。  

不過，對於「變局即變裝」的觀點，張愛玲卻在騷動的清末民初

服飾劇變過程中，看到了截然不同的意義：  

時裝的日新月異並不一定表現活潑的精神與新穎的思想。恰巧相

反，它可以代表呆滯，由於其他活動範圍內的失敗，所有的創造力都

流入衣服的區域裡去。在政治混亂期間，人們沒有能力改良他們的生

活情形。他們只能夠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各人

住在各人的衣服裡。
11
 

這些說法提醒我們留意每個變局背後的特殊意義，避免被一種放

諸四海而皆準的理論所框限。  

關於清末民初期間，因身體外形的差異而遭逢的第一個劇變是隨

著十九世紀的西力東漸，西方人不但以堅船利砲打開中國的大門，同

時也以怪異形貌衝擊中國傳統的身體知識。我們往往會輕易地以為由

仿西方科學知識的引進，才扭轉了中國傳統看待身體的知識體系，實

則政治社會環境的變動，才是促成中國傳統身體知識體系轉變的主要

動因。  

這背後其實牽涉到複雜的知識體系與時代變局的關係，湯瑪斯．

拉奎爾 (Thomas Laqueur)  在探索西方身體史的歷程時，指出十九世紀

以前，男女兩性的生理性徵並不是西方社會建構兩性權力關係的基

礎，而他的驚人發現是：對於男、女兩性生理差異的認知轉變，並非

醫學進步的結果，而是自十九世紀以來，各種文化、政治力量重整的

                                                 
11
張愛玲，〈更衣記〉，《張愛玲文集》(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 年)，第四卷，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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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故。
12 

在十九世紀中外接觸的變局中，這類盜取器官、取人精髓的反教

話語，和清人深信斷絕大黃、茶葉出口，洋人即會腸塞眼盲等情事，

其實隱藏著相似的意涵，共同反映出當時人是如何看待身體的外形特

徵。即便是這些挖眼偷心的指控，不過是任憑想像力馳騁的謠言與迷

信，也得要有共通的常識基礎，方能如此迅速的流傳且令人深信不疑。 

從 1840 至 1900 年間，絕大多數中國人的觀念都沒有太大的改

變，卻在義和團事件後，這類採生折割、盜人器官的謠言迅速消失於

無形，這反映了一種身體知識的權力轉變，然而，轉變背後的真正動

力，不是解剖學、生理學等西方科學知識，而是中外關係的消長與政

治社會環境的迅速轉變，使得原有的身體知識，不能再自由公開的發

聲；換言之，現實的外在環境往往才是改變傳統身體觀念的決定性因

素，而對於晚清中國人解釋中西雙方身體外形差異的知識體系，來自

於政治權力的影響與控制，其實遠遠先於理性的科學知識。  

 

三  

晚清變局對身體所造成的衝擊，除了反映在上述中國人與西方人

外形特徵的具體衝突外，另一處是發生在傳統性別空間與身體界線的

變化上，中國人的性別觀念向來與自然空間高度結合，男女必須分處

不同之地，儒家的性別秩序是建立在空間意義的區隔上，甚至包括使

用的物品也要分別在不同的空間中擺放，於是空間的分隔在某種程度

上也被性別化了，原本中國人所強調的男主外、女主內，不只是社會

責任的分工，更是性別秩序與公共空間高度吻合的理想，而這種性別

                                                 
12
 Thomas Laqueur, 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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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的秩序概念，直到清末都還保持著一定的影響力。  

然而，儒家理想下的性別空間，卻在三種全新的空間或行為──

不纏足運動、新式女學堂及西式公園出現後，引發這些新事物對傳統

性別空間與身體概念的爭論，新式女學堂的出現，這個全新的空間概

念，引起保守派的大為恐慌，最讓他們難以想像的是，男女學生放學

後一旦共處於鬧市人來人往之中，傳統性別空間勢必盪然無存，這也

是保守派反對女學的最重要原因，但我們過去往往以顢頇愚昧而一筆

帶過，忽略了這些保守派其實是站在儒家性別秩序下的不平之鳴。另

外，上海等沿海城市所興起的西式公園，過去的看法都將這些西式花

園視為全新的文明事物，並以現代化的標準來解釋這些西式公園的出

現，象徵向西方學習的新城市於焉誕生，但在晚清十年間，當女學生

及一般名媛閨秀被允許自由入園後，反倒引起輿論及社會民情的諸般

非議，如果我們把這些西式公園放到傳統性別秩序的角度來看，不難

發現，清末民初對於這些西式公園，最大的爭論是女性應不應該入園

的疑慮，以及公共空間與性別空間的交集與紊亂。  

在晚清這個舊與新雜然紛陳的時代裡，這些新興事物可能還是依

存在一個舊的架構之中，新派人士雖然熱情擁抱這些象徵全新的事

物，但在舊的觀念還未徹底解體之前，時人還是不可避免地以傳統的

「男女之防」來界定性別空間，在新舊轉換的過程中，舊勢力仍具有

一定的影響力。於是，對於女學堂與西式公園最大的反彈理由，其實

是這些全新的空間，並不在傳統的空間規範之內，它的出現對原有的

性別空間秩序帶來衝擊，並在清末民初引發了一場場新舊空間與性別

秩序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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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外表的服飾裝扮往往可以反射出人心中的幽微意識，從外表、服

飾等社會風尚的轉變，正反映出人心的騷動。晚清時期已然隱含社會

文化變動的因子，不論在身體知識體系和男、女外表服飾髮型上都產

生變化，其所經歷的變化是既全面又深入人心。從起初的抗拒不解、

半信半疑到最後的接受，藉由外在裝束的改變歷程，來觀察近代社會

文化變遷的一個切面。在這個切面中，我們發現了辛亥革命在其中扮

演的關鍵角色遠比想像中來得深遠。  

晚清中國人在外表上的變化，不只反映了國家再造的過程中，對

新國民身體的一種想像與建構，也和十九世紀中期以來沿海城市 (特別

是上海 )的商業活動與消費文化的需求有關，過去都將這兩個層面視為

各自獨立的研究領域，但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時間裡，這兩個影響晚清

時人身體外形變化的因素與動機，卻出現了不再是那麼涇渭分明的交

融現象。  

政治也可以變成是一種時尚，辛亥革命後，報刊大多以這樣的口

吻來形容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西化的裝扮：「革命鉅子，多由海外歸來，

草冠革履，呢服羽衣，已成慣習，喜用外貨，亦無足異。無如政界中

人，互相效法，以為非此不能側身新人物之列。」
13
一身革履西服變

成剛誕生的共和國民標準打扮，這也反映清末民初期間，時人對西方

文明的追求，是到了如何無所不用其極的地步，但李伯元的《文明小

史》早已事先提醒我們，剪辮易服也可能是改革派知識分子追逐新潮

與時髦的展現，他們最終的用意，不過是想利用剪辮易服來獲取名聲

與利益。
14 

                                                 
13
 〈論維持國貨〉，《大公報》，1912 年 6月 1日。  

14
 李伯元，《文明小史》，頁 9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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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的服裝成為最新詞彙自由、平等與共和的象徵符號，青年男

女對西方文明的追求，處處都反映到對自己外表的求新求變上，如何

做一個文明人與時髦派，成為清末民初言論空間裡的熱門話題，在《申

報．自由談》裡，有一篇「時髦派」的文章說：  

現在我們居然是個共和國民了，各種東西都要改良改良。頂要

緊的是身上的裝飾。今先說女界上所不可少的東西：尖頭高底上等

皮鞋一雙、紫貂手筒一個、金剛鑽或寶石金扣針二三只、白絨繩或

皮圍巾一條、金絲邊新式眼鏡一副、彎形牙梳一只、絲巾一方。  

再說男子不可少的東西，西裝大衣西帽革履手杖外加花球一

個，夾鼻眼鏡一副、洋涇話幾句，出外皮蓬或轎車或黃包車一輛，

還要到處演說。
15 

這段話生動地描述出所謂的新國民，不過是一連串西洋物品的堆

砌與重組。  

 

五 

過去的研究都將剪辮視為反清革命的最重要象徵，事實上，剪辮

的豐富意涵遠不止於政治與種族的單一意義，在清末民初的轉變過程

中，剪辮易服也成為擠身新派人物的一種姿態與表演。忽略了剪辮的

背後，還有許許多多隱而未彰的心理動機，包括時尚流行的展現、審

美意識的傳播、妖術的歷史記憶、性別的倒置及階級的關係等等，這

些因素共同影響並左右了剪辮風潮的動向。  

                                                 
15
 〈時髦派〉，《申報》，1912 年 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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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重要的，晚清時人藉由剪辮等身體形式的衝撞，表達對既有權

威的醜化、嘲弄與顛覆，營造了一種嘻笑怒罵的時代氛圍，藉由對身

體形式的誇張與扭曲，辛亥革命展現了一種以張揚身體的笑為核心的

力量，而這股力量一直被後來的研究者所忽視。  

而清末民初女性身體外表的變化，過去的研究都集中在反纏足的

論述上，千篇一律地以國族主義的觀點，將女性身體的強弱與國家民

族的存亡，緊密的連接在一起。不纏足運動當然是晚清最重要也最受

矚目的部分，但過度的將目光集中於此，卻也容易讓人忽視掉女性求

新求變的能動性，當一千年來這個女性審美的焦點被摒棄之後，時尚

與審美並不會就此消聲匿跡，它們還會繼續尋找其他的出口。在晚清

這個價值崩解的時代裡，女性的髮型、裝扮及服飾等，不斷地從既有

的禮教規範中被釋放出來，如果只從髮型、服飾等外表的轉變程度來

看，晚清女性裝束的變化與創新，可謂空前。  

另一方面，晚清女性的外表也成為新興言論場域的焦點，清末的

報刊雜誌及男性讀者對於女性的服裝、髮型及身體，有著超乎尋常的

關心，特別是女學生的出現，更讓言論界與男性讀者有了一個具體的

窺伺對象，這既反應了對即將成形的新國民 (新女性 )的身體想像，也

是傳統名妓文化的延續與商業文化發達下時尚意識的展現。在清末民

初的變動時代裡，傳統的社會地位與身份階級已不足恃，外形是一個

人在變局中的資本與成功的條件，只要穿上時髦的衣服就是成功的一

半；時髦男女藉此展現，如何在新權威尚未建立之前、舊勢力還未完

全崩解之際，以身體為戰場來挑釁統治權威，或表示對禮教束縛及道

德規範的不滿。 

而清末民初的中國，也因著這些晚清男女求新求變的身體展現，

變得生動鮮活許多。



．242．清末民初的變局與身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