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     論  

 

一、帝制中國的身體戰場  

……印刷所有一個人姓呂，他太太進過學堂，沒有纏足，她求

我替她找一雙老式纏足的鞋子，以便逃難時可以穿上。義和團先殺

天足的婦女，婦女而有天足，顯然就是與外國人勾結的記號。  

─艾達．普樂特 (Ida Prui t t )著，廖中和、張鳳珠譯，《漢家女》 (臺北 :學

生書局， 1993 年 )，頁 113。  

 

……辛亥革命前夕，時常有革命黨人和清兵打仗的消息傳來，

也不斷傳來一些謠言，說什麼：「革命黨人見到蓄辮子的人就殺！

見到小腳女人就殺！」姑媽是小腳，媽媽是小腳，我從三歲開始纏

足也是小腳，聽到了這些謠傳，我們心裡都非常害怕。」  

─張金保，《張金保回憶錄》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年 )，頁 28。  

 

南京旗城裡的一般滿族人都很恐慌，傳說革命軍一到，就要把

滿族人殺盡，以報清兵入關時屠殺漢人之仇。滿族人天天全家哭

泣，尤其是婦女，因為既沒有纏足，服裝又和漢人不同，更加發愁，

紛紛向估衣舖購買漢人婦女衣服，打扮成漢人，還硬給十歲左右的

女孩子纏足。  

─馬涯民，〈南京光復見聞瑣記〉，《辛亥革命回憶錄》  (北京 :文史資

料出版社， 1981 年 )，第三集，頁 258。  

 

這三段文字描述的是二十世紀初第一個十年裡的歷史記憶，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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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寧老太太、張金保和馬涯民都是名不見經傳的人物， 1這短短的

幾行話語是他們對義和團事件和辛亥革命所唯一留下的文字記錄；做

為親身經歷 1900 及 1911 年動亂的時代見證者，他們的認識與以往的

歷史敘事大異其趣，沒有義和團員的降神附體法術與八國聯軍的血染

京城，也沒有推翻滿清、建立共和政體的革命景象；在他們的眼中，

這場場的變局，毋寧是以身體為座標，以雙足的纏放、辮子的有無或

頭髮的長短，做為辨別敵我的界線。  

然而，這樣的看法對於略識中國歷史的人來說，無疑是卑之無甚

高論的常識。早在先秦時代，孔子即已說出「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

矣。《論語．憲問篇》」讚揚管仲抵禦夷狄、維繫華夏文化的不世之

功。這句話並沒有告訴千年以來的讀者，管仲究竟做了什麼，而是以

隱喻的方式，說明華夷之別、文野之分，需要以髮型、服飾的轉變來

呈現，這也得見服裝等外在特徵在中國早已是被高度規範化的符號系

統，具有濃厚的文化象徵意義，並埋藏於漢民族的深層意識之中。
2 

此後的兩千年間，這場正衣冠、別華夷的服飾戰爭曾一再地上演。

趙武靈王的胡服騎射、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華夷轉換的方向雖然迥

異，藉由「師夷 (漢 )之長技以制夷 (漢 )」的強國目標，卻是如出一轍。

宋朝之後，來自契丹、女真、蒙古等北方異族的威脅與日俱增，華北

                                                 
1
 《漢家女(A daughter of Han)》一書是山東省蓬萊縣一位平凡婦女寧老太太的口述歷史，由 1930

年代美國基督教會派駐在中國的普樂特(Ida Pruitt)女士記錄成書，1945 年耶魯大學初版，銷行

甚廣，多年來一直是美國各大學介紹近代中國史的重要參考書籍。見吳相湘，〈敘言〉，《漢家女》

(臺北:學生書局，1993 年)，頁 1。張金保出身於貧寒家庭，1910 年到 1920 年代在上海日資的泰

安紗廠從事女工，1926 年 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馬涯民則是累代世居南京的小市民。 

2
 孔子自己對於服制就有一套繁瑣縝密的原則：「君子不以紺緅飾，紅紫不以為褻服。當暑，袗絺綌，

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不佩。非帷裳，必殺之。羔裘玄冠不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見《論

語．鄉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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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金朝百年及蒙元帝國九十年的統治後，明太祖朱元璋所光復的中

原故土，已經是「悉以胡俗變易中國之制，士庶皆辮髮椎髻，深檐胡

帽，衣服則為胯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女衣窄袖短衣，不服裙裳，無

復中國衣冠之舊。」
3於是，明太祖即帝位甫一個月，便「詔復衣冠如

唐制」，他認為元朝變更漢人的服飾和髮型，是「廢棄禮教」的行為，

所以他要「別華夷」，禁絕蒙古人的服飾。此外，「古昔帝王之治天

下，必定制禮制以辨貴賤、明等威。」在他看來，元朝滅亡的重要原

因就是服飾制度「流于僣侈，閭里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異，而奴僕

賤隸，往往肆侈於鄉曲。」導致最後「貴賤無等、僣禮敗度。」
4於是，

洪武一朝先後頒布了上百項的服飾規定，從帝王將相到販夫走卒，舉

凡服飾的衣料、色彩、圖案與長短，都有繁瑣而細膩的規範。「明尊

卑」是朱元璋的另一目標，他要恢復漢代以來「見其服而知貴賤」的

尊卑等級制度。 5 

1644 年，滿清鐵騎入關占領北京後，命令所有漢人必須剃去前額

的頭髮，按照滿人的辮式編紮起來，這項一般被俗稱為「留髮不留頭、

留頭不留髮」的薙髮令，更加激化了江南人民的反抗意識。如論者魏

斐德 (Frederic E. Wakeman)所指出：「在漢人看來，這 (薙髮 )是一種奇

恥大辱。明朝人讓頭髮留得很長，精心梳理，並且戴冠帽。長髮和對

長髮的小心保護成為文人官僚形象與風度的一部分。剃髮確實被看成

是一種野蠻的行為，一種對文明的褻瀆。而且對一個文人來說，剃髮

                                                 
3
 《明太祖實錄》(台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1961 年)，卷 30：10a，「洪武元年2月壬子」。 

4
 同上註。 

5
 有關明代的服飾文化詳見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飾的流行風尚與士大夫的反應〉，《新史學》，10

卷 3期(1999 年 9月)。林麗月，〈衣裳與風教－－晚明的服飾風尚與「服妖」議論〉，《新史學》，

10 卷 3 期(1999 年 9 月)。吳美琪，〈流行與世變：明代江南士人的服飾風尚及其社會心態〉，臺

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 年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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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儒者尊嚴的墮落，這是因為它有悖於孟子『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不敢毀傷、孝之始也』的主張。剃髮近似於閹割，幾乎是一個名節掃

地的象徵，在某種意義上遠甚於身體的死亡。」
6也由於滿清和明朝雙

方都看重髮型、服飾的政治與文化意涵，賦予身體同樣的價值觀，薙

髮一舉方能有效地成為辨別忠誠的認同考驗。  

十九世紀中葉，洪秀全在廣西金田村起事，數年間席捲長江半壁

河山，腦後的辮子再次成為清廷和太平天國爭伐的焦點。東王楊秀清

在 1851 年發布討胡檄文：「夫中國有中國之形象，今滿州悉令削髮，

拖一長尾於後，是使中國之人變為禽獸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

州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

7足見太平天國依然是用同一套價值標準區分華夷與文野，外在的身體

形象仍是文明的表徵，對於「披髮左衽」恐懼的陰影，二千年後依然

在中國迴盪不去。  

自古以來以「衣冠之國」 8著稱的中國，歷代對於服制都有鉅細靡

遺、等級森嚴的規範，研究傳統服飾文化的史家大都同意：「在注重

尊卑貴賤的禮制傳統下，中國服飾的政治意義與等級意義，往往比它

的實用和審美意義更受重視。」 9中國人的外在特徵除了是種族之別的

                                                 
6
 Frederic E. Wakeman,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648-649. 

7
 〈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發布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太平天國歷史博物館編，《太平天國文書彙

編》(北京:中華書局，1979 年)，頁 105。 

8
 《春秋左傳注疏》有云：「中國有禮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更印證了最晚到先秦時

代，服飾和禮儀已為區分華夏和夷狄的文化標誌。見《十三經注疏》(台北:藝文印書館，1955 年)，

第 6冊，卷 56，頁 976。 

9
林麗月，〈衣裳與風教──晚明的服飾風尚與「服妖」議論〉，《新史學》，10 卷 3 期(1999 年 9

月)，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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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也是階級與性別的分野所在。然而，服飾或髮型變易的重要性

不僅於此，對傳統儒家文化薰陶下的中國人而言，小至個人身家，不

合社會規範的服飾，可能是惡運纏身的根源、人心不古的見證，或是

破壞倫常禮教的禍首、招來災異的不祥之兆；大至國家朝廷的榮辱興

衰與國運命脈，每每可從世間男女的風行裝扮中見微知著、預告未來。

長久以來不絕如縷的「服妖」之說就是最好的例子。  

「服妖」一詞最早可見諸《尚書．大傳》〈洪範．五行傳〉：「貌

之不恭，是謂不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惡，時則有服妖。」先

秦時代開始的服妖觀念，在東漢班固的《漢書．五行志》中得到更完

整的發揮：「風俗狂慢，變節易度，則有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

10前有論者指出服妖說的理論基礎是：「漢儒 (董仲舒等 )據陰陽五行說

與天人感應說而衍生出來的說法，在歷代 (五行志 )都有類似的記載。」

11董仲舒結合先秦陰陽家和儒家的思想，將原本渺不可及的天意重新拉

回人間：「國家將有失敗之道，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不知自省，

又出怪異警懼之；尚不知變，而傷敗乃至。」12於是世間種種光怪陸離、

違背常軌的服飾、髮型與裝扮，不過都是天譴將至的預告罷了。  

在正史的記載中，因服妖之事而亡國的首例是夏桀的寵妃妹喜「冠

男子之冠」，顛倒陰陽，夏遂失去天下； 13春秋鄭國公子臧則因「好聚

鷸冠……幾亡國。」 14漢昭帝時，昌邑王劉賀購買了許多「仄注冠」賞

給大臣和奴僕冠戴，紊亂了上下尊卑的服制秩序，被劉向認為是日後

                                                 
10
 班固，《漢書》(台北:鼎文書局，1978 年)，卷 27中之上，〈五行志七〉，頁 1353。 

11
劉復生，〈宋代「衣服變古」及其時代特徵－－兼論「服妖」現象的社會意義〉，《中國史研究》，

1998 年 2期，頁 91。 

12
 班固，《漢書》，卷 56，〈董仲舒傳〉，頁 2498。 

13
 房玄齡等撰，《晉書》(台北:鼎文書局，1978 年)，卷 24，〈五行志上〉，頁822。 

14
班固，《漢書》，卷27中之上，〈五行志七〉，頁 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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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賀被廢為庶人的服妖之兆。 15東漢初年更始部將在經過洛陽時，「皆

幘而衣婦人衣繡，時智者見之，以為服之不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邊

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更始遂為赤眉所殺。」
16更著名的服妖之事，

是漢末大將軍梁冀之妻孫壽所創的「愁眉、啼妝、墜馬髻、折要 (腰 )

步、齲齒笑」 17等裝扮，洛陽仕女一時趨之若鶩，競相仿效，最後遭致

全家誅戮的下場。
18從正史記載中絡繹不絕的警告，將不符身分倫常等

級的服飾視為亡國之兆，而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的服妖之說，直到清

代仍然是史不絕書，如《清史稿．災異志》記載：「道光十七年， (湖

北 )崇陽鄉民好服尖頭帽鞋，站步不穩，識者謂之服妖。」
19
鴉片戰爭時

廣州一名地方士人在看到中國買辦競仿西人風尚後感嘆「小帽頂尚

尖，如回子帽，衣衫尚窄，竟有袖僅容臂，袖口僅能出拳者。又用鬼

子鈕扣，遙望與鬼子無甚異別。斯雖俗尚細故，愚謂此亦服妖也類。」

20
時序到了晚清的最後餘暉，在歐風美雨的洗禮下，城市居民的服飾裝

束更是千變萬幻，不少人對於服飾紊亂的現象感到憂心忡忡：「今日

服裝之奇異，不中不東不西、不男不女、不娼妓不良家。嗚呼！此即

所謂服妖。」
21
雖然晚清的服妖言論在意旨上是否仍然具有強烈的漢代

                                                 
15
班固，《漢書》卷 27中之上，〈五行志七〉，頁 1353。 

16
范曄，《後漢書》(台北:鼎文書局，1978 年)，〈五行志一〉，頁 3270。 

17
范曄，《後漢書》，〈五行志一〉，頁 3270-3271。 

18
 關於漢代以前的服妖現象，可參考趙牧，〈漢代服妖透視〉，《遼寧教育學院學報》，1995 年 3

期，頁 75-78。唐宋以後的服妖現象則見劉復生，〈宋代「衣服變古」及其時代特徵－－兼論「服

妖」現象的社會意義〉，《中國史研究》，1998 年 2期，頁 85-93。 

19
 《清史稿校註》(台北:國史館，1986 年)，第 2冊，卷 42，志 17，〈災異三〉，頁 1546。 

20
 著者不詳，〈英夷入粵紀略〉，中國史學會主編，《鴉片戰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年)，

第 3冊，頁 15。 

21
 《申報》，1911 年 10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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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五行說的內涵，需要再做進一步的分梳，但從民國初年編纂《清

史稿》的滿清遺老依舊將不合社會規範的奇裝異服放入〈災異志〉的

現象看來，似乎在這些遺老心中，天道依舊還在默默監管著人身。  

從「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的夷夏之防到象徵「國之將亡、

必有妖孽」的服妖之說，不難一窺服飾、髮型等外在裝扮在中國文化

中的多重隱喻。對漢民族而言，衣冠服飾不僅是保護身體、追求美觀

的個人行為，也是建構個體與群體關係的主要象徵，
22
歷代掌權者透過

倫常禮制的規範，約束個人在衣著上不得擅自越雷池一步，藉此鞏固

井然有序的社會等級，於是「望其服而知其人」的理想，反映了帝制

中國在種族、階級、性別等社會權力關係上的高度穩定。  

然而，自十九世紀的最後十年開始，中國人服飾外形與政治社會

權力結構相對應的穩定關係，迅速地在十幾年間出現崩解。以往的研

究多從兩個完全平行的層面來看待這樣的變化，第一是從國族主義的

角度，將討論的焦點集中在剪辮與放足的議題上，女子的纏足與男子

的辮髮原本就是劃分滿漢種族界限的標尺，當這段明末清初慘烈的歷

史記憶被重新喚起後，它也成為見證反滿革命的具體象徵。
23
同時，隨

著清廷對外戰爭的失敗與國際地位的一蹶不振，男人腦後的辮子也被

外人譏笑為豚尾 (豬尾巴 )，纏足更被視為是野蠻、落後、不人道的惡俗。

相比之下，後者可能才是中國知識分子內心深處痛恨纏足與辮髮的真

正理由；在清末十年的反清浪潮裡，革命黨人的身體力行與大聲疾呼，

加深了兩者是新世紀裡中國「最駭笑取辱者」的下等印記，更被當成

                                                 
22
 關於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關係的討論，參見黃克武、張哲嘉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

之重建》(台北:中研院近史所，1999 年)。 

23
 關於晚清歷史記憶的遺忘與復甦，及其在反滿革命、國家建構中的角色。參見王汎森，〈清末的

歷史記憶與國家建構─以章太炎為例〉，《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北:聯經出版公司，2003

年)，頁 9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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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種弱、國貧、兵窳的最終根源。
24
於是「男子豚尾女小腳」成為晚清

知識分子創痛鉅深的最大國恥來源。  

第二是著眼於晚清商業文化的發展，隨著對外通商口岸商業活動

的勃興，外國租界裡的移民社會，變成一塊可以暫時擺脫傳統中國社

會規範與禮教束縛的化外之地，過去被服制禮儀管制地喘不過氣來的

商人與妓女等不入流的人物，如今終於可以在服裝的變化上大作文

章，根據時人的觀察，晚清「上海風氣，時時變易，三數年間，往往

有如隔代。」
25
較之同時期西方城市的流行風潮，亦未遑多讓。近年來，

隨著上海研究的蔚為顯學，晚清時髦男女的裝飾打扮與消費行為，也

不斷地被挖掘出來，見證一個曾經屬於中國的摩登時代。
26 

為了強國強種的目標而雷厲風行的剪辮放足，與趨時求新、花樣

百出的時髦裝束，即使不是風馬牛不相及的參與商，也極少有學者會

把這兩件事放在一起討論，它們唯一的共同點，大概就都是屬於身體

展現的一部分。然而，如果我們將晚清身體外表上的變化，放回到當

時的歷史情境之中，前述中國傳統文化看待身體的災異服妖之說與豐

富的象徵意涵，似乎也在提醒我們，如今我們解讀晚清男女身體外形

變化的「現代化」觀點，可能和當時人的看法，存在著一定的鴻溝。  

這裡我舉一個未盡妥切的例子來說明這種觀點差距上的意義。

1903 年，剛到東京讀書後的魯迅，有一天，他到港口去接同鄉的幾名

留學生，其中一位是范愛農，當數人抵達後，范愛農的箱子不小心翻

                                                 
24
 康有為，〈請禁婦女纏足摺〉，收於李又寧、張玉法編，《近代中國女權運動史料》(台北:傳記

文學社，1975 年)，上冊，頁 509。 

25
 吳趼人，〈我佛山人筆記〉，《吳趼人全集》，第十卷(哈爾濱：北方文藝出版社，1998 年)，頁

294。 

26
 有關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參見 Sherman Cochran, Inventing Nanjing Road: Commercial 

Culture in Shanghai, 1900-1945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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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開來，魯迅驚訝的發現箱子裡竟然藏了幾雙中國女子的金蓮繡鞋，

從此魯迅就對其極為鄙視，甚至到了深惡痛絕的地步，處處與范愛農

過不去。直到十年之後，魯迅與范愛農在紹興重逢時，魯迅談起這件

讓他耿耿於懷的艷史醜事，大呼冤枉的范愛農才說那幾雙繡花鞋是幫

他的老師徐錫麟帶的，千里迢迢應是給師母所用。
27
魯迅對三寸金蓮的

痛恨，由此可見一斑，但革命立場最激進的徐錫麟，同時也是三寸金

蓮的忠誠愛好者，此後的中國人大概都是魯迅的同道中人，但徐錫麟

看似矛盾的兩種行為，其實暗示聲嘶力竭的愛國口號，可能和內心裡

所想的根本是兩碼子事，而傳統思維的影響力量，更值得我們重新評

估。  

服制、髮型這些帝制中國觀察政權是否穩定維持的鎖鑰，雖然在

清末民初出現劇烈的變化，但上述中國人看待身體象徵的思維方式，

卻有可能被保留了下來，每當兵荒馬亂、風雲動盪的關頭，個人的外

在特徵，都得要重新接受檢驗。如何把握這段時期身體外形變化的複

雜意義，避免抽刀斷水，將歷史上說不清楚的雜音化為單一的旋律。

近來已有學者引入時尚角度重讀纏足的現象，對現代／傳統、天足／

小腳的二元對立系統提出質疑，嘗試改寫晚清的國族／國足論述，認

為晚清以來一波壓過一波的天足運動中，「一直都有另一種殿堂與廟

堂之外的流行文化時尚與之並行，以一種更為切合實際、貼近人心的

日常生活踐履方式，讓纏足由時髦變成褪流行，讓天足由土氣變得摩

登，展現了另一種移風易俗的強大動量。」28原來這些原本被視為罪孽

深重、故步自封的小腳金蓮，早已先一步地走路／走入現代性。夏曉

                                                 
27
 魯迅，〈范愛農〉，《朝花夕拾》，《魯迅文集》(哈爾濱:黑龍江人民出版社，1995 年)，冊 3，

頁 124-125。 

28
 張小虹，〈現代性的小腳－－文化易界與日常生活踐履〉，馮品佳主編，《通識人文十一講》(台

北:麥田出版社，2004 年)，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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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也提出纏足史的新觀點，認為研究者最值得問的問題不是放足的具

體成果與時代意義，而是為什麼一項維繫千年、深植人心的習俗，竟

會在短短幾年間被絕大多數的知識分子棄如敝屣？
29 

國族主義、時尚意識、災異服妖與文化象徵等種種觀點，以往都

存在於討論身體的不同研究成果之中，然而，如果要較為精確的掌握

清末民初中國人服飾外形變化的重要意涵，最好的做法是將這些變化

放回到當時的文化脈絡與時代氛圍裡重新觀察，避免單一理論的框

限，也許我們將會發現許多看似涇渭分明的歷史現象，似乎又變得朦

朧起來。  

 

二、近代中國變局的再認識  

回頭來看近代中國的歷史，面對西潮一波強過一波的衝擊，晚清

士人所提出的肆應對策雖然迥異，但皆以憂心忡忡的態度看待此「數

千年未有之大變局」30。例如政治主張南轅北轍的康有為與孫中山，前

者在「上光緒帝書」中剴切陳詞：「守舊不可，必當變法；緩變不可，

必當速變；小變不可，必當全變。」 31後者於 1905 年在倫敦與嚴復會

面，對於嚴氏指稱中國民眾「民品之劣，民智之卑」，今後唯有從教

育著手的緩進主張，孫文只答以：「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32可想而

知當時康與孫不顧一切、求新求變的立場幾無二致，也預告此後百年

中國人在救亡圖存壓力下的急迫心態。  

                                                 
29
 夏曉虹，《晚清文人婦女觀》(北京:知識出版社，1995 年)，頁 117。 

30
 李鴻章、王韜及嚴復等人都有相似的說法。 

31
 沈茂駿編，《康南海政史文選》(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 年)，頁 186。 

32
 嚴璩，〈侯官嚴先生年譜〉，《嚴復集》(北京:中華書局，1986 年)，第 5冊，頁 1550。 



 ．11． 

不論是 1950-60 年代對西方漢學界研究取徑影響深遠的「西方衝擊

與中國回應」說， 33或是 1980 年代金觀濤、劉青峰根據自然科學方法

所提出的「超穩定結構」，
34都是以帝制中國是一個停滯不前的社會為

立論的前提。學者柯文 (Paul A.Cohen)對此曾有一個「美女與野獸」的

有趣比喻，有點像是童話短路版的故事。在其筆下，相較於中國這頭

「野獸」，西方成了深具魔法的「美人」，野獸經她一吻，千百年的

沈睡終被打破，將原本一直被閉鎖住的發展潛力釋放出來，成為近代

中國求新求變的動力來源。
35不管此一說法是否確實，近代中國的

「變」，相信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五四新文化運動過去以石破天驚之勢，向來被視為是揮別傳統、

迎向現代的開端；不過這一、二十年來學界的諸多研究，卻為我們開

啟了一頁新的圖景。  

早在芮瑪麗 (Mary Wright)極具典範性的開創研究中，即認為在辛

亥革命的前十年間，中國社會開始出現一系列令人瞠目結舌的劇變。

民族主義成為凝聚國人的新動力，士農工商各安其業的四民階層逐漸

崩潰，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成形中的新社會，將在未來時代扮演弄潮

兒的新階層，如學生、婦女、新式軍人、華僑、工人及中產階級等，

都可在晚清十年裡找到他們躍躍欲試的蹤跡。此後中國一波接著一波

的革命，都可說是第一階段 (1900-1913 年 )原有活動的加速；所有革命

的因子，在晚清就已經非常清楚的存在了。 36 

                                                 
33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9-55. 

34
 金觀濤、劉青峰，《興盛與危機：論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台北:谷風出版社，1987 年)。 

35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pp.151-152. 

36
 Mary Wright, “Introduction: The Rising Tide of Change,＂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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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多思想史的研究成果，證實了近代中國變遷過程中，二十世紀

第一個十年的革命性意義。張灝、金觀濤、劉青峰及羅志田等分別從

人物、報刊及價值系統的研究取徑，挖掘晚清隱而未彰的線索。 1970

年代張灝從梁啟超影響深遠的《新民說》中，敏銳的看出梁啟超的理

想國民形象對此後的中國知識分子持續不墜的吸引力。共產革命成功

後，從雷鋒到王杰等一系列的無產階級楷模，都不脫梁氏筆下新民形

象的通俗化翻版。在張灝的結論裡：「十九世紀九○年代中葉至二十

世紀最初十年裡發生的思想變化，應被看成是一個比五四時代更為重

要的分水嶺。」
37金觀濤及劉青峰則從《新青年》中「科學」及「民主」

這兩個名詞出現頻率的量化分析，得到驚人的發現：  

《新青年》雜誌很少使用民主這個詞，用於反對儒家倫理的大

多是「人權」和「個人獨立」。……科學這個詞除了用來和迷信對

立外，主要用來表明進步、物質、倫理建設的基礎等意義，很少用

於直接批判儒家倫理。那麼《新青年》中用於直接否定儒家倫理的

是甚麼詞呢？我們發現使用得最頻繁的是常識。……科學和民主只

是現代常識和個人獨立的代名詞而已。 38 

這表示從 1901 年清廷推行新政，到 1919 年五四運動的十幾年間，

「中國文化結構中最深的層面──常識理性內部開始出現了某種重大

變動。……以科學為代名詞的現代常識和以民主為代名詞的個人獨立，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1-63. 

37
 Chang Hao,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312-313. 部分譯文參見張灝著，崔志海、葛夫平

譯，《梁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 年)，頁 218。 

38
 金觀濤、劉青峰，〈新文化運動的另一種圖像〉，收於政治大學文學院編，《五四運動八十週年

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 政治大學文學院，2000 年)，頁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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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了傳統的常識和人之常情。」39而羅志田則「從西學不能為用到中

學不能為體」的思想權勢轉移過程，論證了「 1918 年前的一二十年才

是中國變化最劇烈的一段時間」。
40 

這些研究成果促使我們正視二十世紀初 1901-1918 年間，中國在思

想層面上揮別過去、迎向未來的樞紐位置；及此一階段先於、甚至超

過五四的開創價值。但更值得重視的，毋寧是對向來被史家賦予分水

嶺及里程碑意義的辛亥革命或五四運動，也因為此一階段的重要性，

而必須重予思考。  

這些卓有洞見的說法，我其實拳拳服膺，但不能無惑的是，在後

現代史學的衝擊下，史學的真實性被劃上了問號。試舉一例，在柯文

的筆下，義和團的歷史再也不是那麼地輪廓分明，有關歷史、記憶與

神話的分野已有精密的探討，他早已提醒我們，歷史未必是那麼真實。

但柯文的推論並非是塵埃落地，反而可能是吹皺一池春水，借用金觀

濤和劉青峰的話，我們接續著五四遺產，是不是也存在著另一種「常

識理性」的盲點，以致讓我們對晚清人物所感受到的變易視而不見？  

辛亥革命向來被民國史家視為中國現代史的起點，在短短不到兩

個月的時間內，全國絕大多數的省份紛紛響應，革命黨人在南京建立

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孫中山就任臨時大總統，一時之間，期待

許久的革命果實，彷彿就像是放在餐盤上般的唾手可得。雖然，辛亥

革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但在歷史學家的眼中，它從來就不是一場

成功的革命。這是因為象徵舊官僚和北洋系勢力的袁世凱，在繼任大

                                                 
39
 金觀濤、劉青峰，〈新文化運動與常識理性的變遷〉，《二十一世紀》，1999 年 4月號，頁 40-5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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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國：清末民初思

想權勢與社會權勢的轉移及其互動關係〉，《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8

年)，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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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後取得絕對的權力，經過善後大借款、暗殺宋教仁及罷免國民黨

南方三都督等一系列事件後，革命黨人決定走回武裝對抗的老路，發

動二次革命，因此辛亥革命落得只是一場為人做嫁的徒勞之舉。接下

來的幾年，袁政府愈趨保守，社會上瀰漫著尊孔讀經、崇尚傳統道德

秩序的復古風氣。直至洪憲紀元出現，像霹靂一聲，驚醒眾多象牙塔

裡知識分子的迷夢。
41如此更印證辛亥革命只是畫出了一個民主共和的

大餅，吃不到，也摸不著，就好像 1921 年瞿秋白 (1899-1935)在提到辛

亥革命時所說的，那次革命「成立了一個括弧內的『民國』」。 42另一

方面，流亡海外的孫中山，重整革命隊伍，再舉革命大業，經過十年

的努力，直到彌留之際，縈繞不忘、念茲在茲的還是「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力」。這句話同時包含了時間的辯證向度與革命的合法性

問題，既然革命的完成是個不斷延宕的過程，為了使日後的討袁戰爭、

護法運動及國民革命建立合法性，在邏輯上，辛亥革命就註定不是一

場成功的革命，它的存在只是在為下一次的革命高潮預先埋下伏筆。  

辛亥革命雖是近代中國研究中的重要顯學，歷史學家卻又難掩對

其虎頭蛇尾、未竟其功的失望。歷來關於辛亥革命的研究取徑，不脫

人物研究、區域革命、革命組織與行動等範疇。43借用李金強的說法「從

                                                 
41
 以錢玄同為例，他曾生動地說出洪憲帝制對他原本埋首於舊紙堆中的心靈所造成的巨大震撼：「若

玄同者，於新學問、新智識，一點也沒有；自從十二歲到二十九歲，東撞西摸，以盤為日，以康瓠

為周鼎，以瓦釜為黃鐘，發昏作夢者整整十八年。自洪憲紀元，始如一個響霹靂震醒迷夢，始知國

粹之萬不可保存，糞之萬不可不排泄；願我可愛可敬之支那青年，做二十世紀之文明人，做中華民

國的新國民。」〈保護眼珠與換回人眼〉，《新青年》，5卷 6號(1918 年 12 月)，頁 627。 

42
瞿秋白，〈餓鄉紀程〉，《瞿秋白文集》。另見王汎森，〈思潮與社會條件－－新文化運動中的兩

個例子〉，《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北:聯經出版社，2003 年)，頁 246-247。 

43
 以最新的一本工具書──胡平生教授所編的《中國現代史書籍論文資料舉要》為例，針對辛亥革

命的研究成果除通論及其他外，分為革命團體、改良與革命、起事與宣傳、區域革命、社會參與、

國際關係、革命人物、民國的確立等八類。綜合性的研究回顧另可參考李金強，〈辛亥革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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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辛亥革命研究的學者，都在追問為什麼會有革命？誰製造並主導革

命？革命為什麼不徹底？」44上述的問題意識主導了半個世紀以來辛亥

革命史的主要關懷與視野，這固然是不容輕忽、牽涉到傳統鑑戒史觀

下的歷史評價問題，卻也容易造成一種認知上的障礙，將辛亥革命局

限在傳統政治史的框架之內，遺漏了革命對於一般庶民的日常生活、

思想觀念及價值系統等文化層面所帶來的諸般影響。  

然而，在這幾十年來學界的諸多研究中，已有少數學者另闢蹊徑，

1901-1913 年間的革命高潮不再是他們探索的重點，而是將目光轉移到

晚清十年間傳統權威崩解、社會結構轉型與價值系統瓦解等一系列的

變化。尤其以芮瑪麗 (Mary Wright)和李孝悌重新爬梳挖掘晚清十年隱

而未彰的政治、階級與文化圖像，最具開創性的典範意義。芮瑪麗 (Mary 

Wright)極早就質疑階級分析的有效性，認為與其生吞活剝的尋找資產

階級主導革命的蛛絲馬跡，不如更強調中國社會內部結構的轉型，在

二十世紀第一個十年裡，維繫千年的科舉制度廢除，傳統士紳的來源

就此中斷，新式學堂學生、婦女、新式軍人、華僑、產業工人及中產

階級逐漸浮現，成為引領時代風騷的中堅。
45芮的觀察深刻而敏銳，此

                                                                                                                                               
《六十年來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台北:中研院近史所，1989 年)，下冊，頁 751-809。中國大陸方

面則以李喜所、凌東夫編，《辛亥革命研究一覽》(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 年)。章開沅編，

《國內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綜覽》(武漢:湖北教育出版社，1991 年)。林增平、郭漢民、饒懷民主編，

《辛亥革命史研究備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 年)最為重要。西文方面的研究回顧可參考

Joseph Esherick, “1911: A Review,＂ Modern China 2:2(1976). Winston Hsieh, Historiography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5). Hsueh Chun-tu, ed.,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1911(New York: M. E. Sharpe, 1983).  

44
 李金強，〈辛亥革命的研究〉，《六十年來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下冊，頁 809。 

45
 Mary Wright, “Introduction: The Rising Tide of Change,＂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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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研究趨勢也印證了她的真知灼見。 46 

                                                 
46
 1900 年後風起雲湧的留學日本風潮，培養出上萬名的新知識份子，他們在危難重重的時局下向敵

國取經，每個留日學生或多或少都曾遭受過被日人嘲笑為猪尾巴或半邊和尚的羞辱，這些人也成為

日後反滿革命的中堅，關於清末留日革命黨人的言論、組織及活動，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重要

成果可參見 Michael Gasster,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Radicalism(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黃福慶，

《清末留日學生》(台北:中研院近史所，1975 年)。至於革命黨人在國內，特別是在租界的活動則

可舉 Mary Backus Rankin,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 1902-1911(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庚子

後國內廣設各級新式學堂，對於這些新學堂學生的研究，過去一直不甚了了，近年來大陸學者桑兵

對此作出縝密而細膩的考訂，見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上海:學林出版社，1995 年)。

《清末新知識界的社團與活動》(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1995 年)。至於新式產業工人，

則可參考兩本針對上海及天津這兩個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所作的研究：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Gail Hersh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此外，針對晚清婦女的覺醒及女權的提倡，相關的研究早已

是汗牛充棟，其中以鮑家麟、林維紅、劉人鵬、夏曉虹等人的成果最為可觀，見鮑家麟，〈辛亥革

命時期的婦女思想〉、〈秋瑾與清末婦女運動〉，《中國婦女史論集》(台北:稻鄉出版社，1992

年)。林維紅，〈同盟會時代女革命志士的活動〉，《中國婦女史論集》(台北:稻鄉出版社，1992

年)。劉人鵬，《近代中國女權論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台北:學生書局，2000 年)。夏

曉虹，《晚清女性與近代中國》(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4 年)。在庚子後另一個躍上歷史舞台

的主角是新軍，關於新軍及軍人集團的研究，參見 Edmund S.K. Fung,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 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Canberra, 

Australia :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0).及熊志勇，《從邊緣走向中心－－

晚清社會變遷中的軍人集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年)。孫中山曾經說過：「華僑為革命

之母」，在國民黨的組織中，華僑一直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重要研究成果可見顏清湟，《星馬華

人與辛亥革命》(台北:聯經出版社，1982 年)。張希哲、陳三井主編，《華僑與孫中山先生領導的

國民革命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國史館，1997 年)。至於眾說紛云、難有定論的資產階級，最

具典範性的研究仍是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中國資產階級的黃金時代》(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4 年)。近年來大陸學者也有不少紮實的實證研究，如朱英，《近代中國商人與社會》

(武漢:湖北教育出版社，2002 年)。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天津:天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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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孝悌則是把散落一地的史料串起，將視野轉移到辛亥革命時期

的大眾文化層面，透過二十世紀初大量出現的白話報刊、白話宣傳品、

閱報社、宣講、講報、演說及改良戲曲等傳播媒介，他觀察出這是庚

子後在「開民智」的集體訴求下，
47「由民間的紳士、知識分子、輿論

界、商人、教師、僧侶、婦女及革命志士首開其端……來自社會和民間

的自發性努力是主要的推動力量。隨著運動的普及和深化，政府自上

而下的命令、資助和民間自發性的努力相輔相成。」
48國家與民間力量

的合作，共同勾勒、繪製出一個理想色彩濃厚，且動力十足的下層社

會啟蒙運動。不過，這場運動的重要性還不僅在於啟迪無數過去被視

為愚夫愚婦的下層民眾，「而是整個二十世紀中國『走向民眾』運動

的起點和第一波。」因此，就知識分子走向人民的這層意義來說，1900

年代實在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新動向的起點與開端。49相較於魯迅看到

的是傳統如何不死不僵，繼續影響著中國的一般人民，芮瑪麗 (Mary 

Wright)和李孝悌則從不同的角度，為暮氣已深的大清帝國把脈；原來

真正的劇變處不在革命風暴的當下，而是狀似平靜的漫漫前夜。  

他們分別從新社會階級的出現，以及知識分子與民間文化的關

係，帶出了值得注意的研究取徑，本文則是希望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

                                                                                                                                               
民出版社，1995 年)。《商人精神的嬗變－－近代中國商人觀念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 年)。楊立強，《清末民初資產階級與社會變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年)。
 

47
 這個口號是由嚴復率先提出，他在庚子後發表的〈原強修訂稿〉中，正式標舉出「鼓民力」、「開

民智」、「新民德」三個鮮明的口號。見《論世變之亟－－嚴復集》(瀋陽:遼寧人民出版社，1994

年)，頁 36。李孝悌認為由於義和團之亂所帶來的空前危機，使得嚴復「開民智」的主張一下子變

成知識分子最流行的口頭禪，其普遍的程度絕不下於五四時代的「德先生」與「賽先生」。見李孝

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台北:中研院近史所，1992 年)，頁 13。 

48
李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頁 215。 

49
李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頁 218-223。〈從中國傳統士庶文化的關係

看 20世紀的新動向〉，《中研院近史所集刊》，19期(1990 年 6月)，頁 336-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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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爬梳清末民初豐富而多元的政治文化，擬以身體為觀察角度進行

探討。以往對於近代中國變局的研究，多從思想觀念和組織活動兩個

層面來分析，近幾年來西方學界開始注意到地域差異和身分認同在其

中所扮演的重要性，不只是富國強種等意識形態和政治行動的鬥爭，

也是日常生活和人際網絡的一部分。
50
自十九世紀中葉以來，沿海城市

快速的商業發展，帶動市民的消費文化，當時男女的服飾、髮型和妝

扮已出現明顯的流行風尚，對於傳統服飾反映身分秩序的等級意義，

帶來不小的衝擊。此外，清廷統治權力的逐漸消退，地方督撫勢力的

抬頭，民間社會力量的崛起等等，都使得晚清這些「呼天籲地、破顙

裂喉」的熱血青年，不惜以身體為戰場，向即將傾塌的舊勢力示威，

向即將形成的新威權挑釁。而晚清男女的身體僭越，所突顯的不只是

禮教倫常的崩解，也是性別界線與社會秩序重整的開端。 

在政治、社會、文化結構變動劇烈的清末民初時期，身體外形的

變化，雖然無法發出動人心弦的吶喊聲響，卻可能比形諸筆下的文字

更能洩露出當時人難以明說的欲望、價值與期待，而種種權力的升長

也都要藉由身體的變化來展現，它更是各方競逐角力的重要戰場，晚

清逐漸浮現出來的政治黨派、社會團體及新興階級，對於新國民的身

體場域，以及新國民身體的呈現，舉凡髮型、衣著、裝飾、體格和禮

儀等，都有自成一格的看法，不僅反映其理想中的國民形象，也為一

個即將成形的「想像的共同體」，勾勒出一個具體的輪廓、線條與形

態。 

如果跳出不纏足運動與剪辮易服的研究框架，對清末民初男女身

體外形上的變化意義，重新看待及評估，我們將不難發現服飾穿著豈

只是枝微末節，它也是晚清報刊園地中最熱門的報導及討論議題，上

                                                 
50 Keith R. Schoppa, Blood Road: 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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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時報》及天津《大公報》都曾進行過多次有關服裝造形的徵文比

賽，從男子剪辮易服後何去何從，女學生該穿什麼樣的制服以及肯定

滿族女子旗裝有助男女平等及世界大同等等，都曾引起時代青年認真

而熱烈的迴響，初看之下，可能會以為這不過是晚清時人天馬行空、

馳騁想像的戲謔表現，但這些針對身體外形的嚴肅討論，卻也象徵舊

規範尚未全盤崩解，新秩序卻又還未建立之前的一段相對自由且開放

的身體世界。 

本文除了將討論晚清身體外形的具體變化及其所反映的文化意

義，也進一步將從身體的觀點來看辛亥革命時期的政治文化與時代精

神，有關這方面的靈感來自於俄國學者巴赫汀(Mikhail Bakhtin)對文

藝復興時期作家拉伯雷(Rabelais)的創作與中世紀民間文化關連性的

研究，巴赫汀所提出的狂歡節理論，是指在中世紀和文藝復興時代的

民間文化狂歡節中，充斥著反叛與顛覆的精神，狂歡節具有強烈的生

命力量，這是歌頌身體感官欲望與赤裸功能，一個屬於平民大眾的節

慶，以對抗官方文化、基督教會和古典教義，它在公眾廣場上自由舉

行，每個人都自願自發的參加，人人都身兼導演及主角，充滿了嘻笑

怒罵、恣意縱欲，追求身體感官愉悅的滿足，盡情吃喝、排泄、交媾，

身體的肉體形象被誇張、變形與扭曲，成為狂歡節風格「怪誕現實主

義」中的核心，「肉體的低下部位」與「開放的孔穴」被盡情謳歌、

嘲弄、消解，一切高與低、官與民、上與下的界線與距離，在此都消

失於無形。
51
 

巴赫汀所描寫的是中世紀與文藝復興時期的民間狂歡節文化，但

他所舉的民間反叛精神與身體力量的張揚，卻值得我們藉以重估辛亥

革命的文化意義。除了吳趼人、李伯元等人的譴責小說如《二十年目

                                                 
51
巴赫汀(Mikhail Bakhtin)，曾兆林、夏忠憲等譯，《巴赫汀全集─拉伯雷研究》(石家莊:河北教

育出版社，1998 年)，卷 6，頁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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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之怪現狀》、《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等，才有論者注意到

這些作品所流露的喧嚷諷謔、嘻笑怒罵的鬧劇風格；
52
事實上，誇張身

體的扭曲、變形與挑釁，在革命黨人如吳稚暉、葉楚傖等人的革命文

章中已可得窺一二，從革命黨人最早的革命報刊《中國日報》開始即

有「諧文」的專欄，這股充斥著各種笑聲，從訕笑、諷笑、譏笑到盡

情放肆的笑，在晚清最後幾年的勢頭來得更加強烈，《申報》的〈自

由談〉副刊、《時報》的〈滑稽時報〉副刊、《大公報》、《民立報》、

《天鐸報》等以啟蒙、革命為宗旨的重要報紙，都可清楚的聽聞陣陣

的笑聲；在《新小說》、《繡像小說》、《小說林》及《月月小說》

等四大小說期刊中，「笑話」也是最主要的專欄之一，而各種標榜遊

戲之名的娛樂小報中，戲謔及笑鬧文章更是不可或缺的部分。
53
 

相較於五四以後感時憂國、涕淚縱橫所主導的時代精神，辛亥革

命時期的時代氛圍就顯得一點正經也沒，革命黨人、熱情男女與新派

分子，他們選擇向舊傳統與舊勢力開戰的武器，除了義正辭嚴、慷慨

激昂的革命聲調外，更多的是藉由剪辮、易服、變裝等行為，以嘻笑

怒罵的方式，顛覆傳統的價值。這股來自於張揚身體的笑聲力量，促

使我們重估中國傳統中以幽默看待生命的能力，弔詭的是，辛亥革命

期間所流露的陣陣笑聲，其源頭可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喜劇風格，

而非西方的政治理論或革命學說，這股來自於身體的笑聲，在 1920 年

代後的革命浪潮中，再也難得聽到。但這卻不影響我們重新檢視身體

                                                 
52
 王德威，〈譴責以外的喧鬧：試探晚清小說的鬧劇意義〉，《想像中國的方法：歷史、小說、敘

事》(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1998 年)，頁 71-79。 

53
 這些娛樂小報最知名者莫過於李伯元於1896 年主辦的《游戲報》。據阿英(錢杏邨)的調查晚清娛

樂小報至少有《繁華》、《笑林》、《游戲》、《消閑》、《寓言》、《采風》、《新上海》、《花

世界》、《花天》、《春江花月》等三十二種。絕大多數今已不見。見阿英，《晚清小說史》(北

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年)，頁 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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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中的文化意義。 

 

三、研究取徑與研究回顧  

本文主要探討的既然是清末民初種種身體上的變化所反映的社會

與文化意義，有關身體史的研究範疇，如果沒有加以適度的框限，那

這樣的研究回顧本身，很可能就是一場災難。以費俠莉 (Charlotte 

Furth)的一篇針對身體史研究取向的綜論性文章來說，她舉自己的新

著《繁盛之陰：中國醫學史中的性別，960-1665》(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與 栗 山 茂 久

(Shigehisa Kuriyama)的《身體的表述與希臘和中國醫學的分歧》(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為例，兩本書都是談論醫學史裡的身體知識與身體

經驗，前者的問題意識在從中醫學的觀點來看中國人的性別與身體概

念。後者則是從中國與希臘最早的醫書裡來看身體描述的差異，栗山

茂久的疑問是為何雙方所看到的身體截然不同？在中醫裡沒有對肌肉

的描述，卻有無法用眼睛看出的經、脈，但肌肉卻是西方身體最主要

的呈現特質。然而費俠莉也說由於研究取徑與關注層面的歧異，他們

兩人討論的彷彿不是同一個身體。
54
 

至於有關近代中國身體史的重要研究，黃金麟的《歷史、身體、

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可以說是國內最具代表性的

研究成果，他從國家化的身體、法權身體、時間的身體與空間的身體

等四個範疇，綜論近代中國人所經歷的身體變化。另外，西方學界也

有一本集結許多身體史研究成果的論文集，即 Angela Zito 及 Tani 

                                                 
54
 費俠莉(Charlotte Furth)，蔣竹山譯，〈再現與感知─身體史研究的兩種取向〉，《新史學》，

10卷 4期(1999 年 12月)，頁 12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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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rlow 所編的《中國的身體、主體性與權力》(Body, 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該書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的主題是「分散的身

體」，其中一篇論文探討中國傳統醫學理論中有關「風」的概念。另

一篇論文追問一個中國繪畫史上的重要問題：「為什麼在中國畫裡從

來沒有看到人的身體，特別是裸體」。第二部分是「政治力刻畫的身

體」，分別從乾隆皇帝如何透過畫像、題字及祭天典禮等，將其主體

性透過身體、衣著、禮儀而為天下創造秩序，而人民屬「陰」和「子」，

受到皇帝的撫育與感化。另外兩篇論文分別是探討中共統治下中國農

民對身體的概念，以及蕭紅的小說《生死場》裡所呈現的性別意識與

愛國主義之間的落差，女人必須放棄她的性別角色才能愛國，顯示父

權意識與愛國主義在某種程度上是結合為一的。第三部分是「儀式化

的身體」，何偉亞(James L. Hevia)以 1793 年馬戛爾尼使華，拒絕向

乾隆皇帝磕頭事件為例，說明西方人對中國磕頭禮節的抗拒，反映中

西雙方對主權的認知存在著差異，近代歐美國家的主權觀念是單一而

排他的，認為國家主權不容分割，但清代的主權觀念是階層化而包容

一切。因此，西洋外交使節履行儀禮時，把自己的身體當成外在實體

的表現工具，而對中國人而言，身體則是透過禮節而建構出人與人的

關係，從此處可以進一步論述中國人「禮」的概念，「禮」需要行禮

的雙方共同建構合禮的關係，缺少一方即不成禮。第四部分是有關「性

別的身體」，Tani E. Barlow 研究「婦女」、「女性」、「女子」等

名詞的淵源、演變與背後的意涵，以及婦女和國家及家庭的關係。
55
 

很明顯的，黃金麟的靈感來自於傅柯(Michel Foucault)有關近代

國家對身體規訓權力(disciplinary power)的研究，他的四個切入的

角度，處處都可見傅柯學說的影子。後者則是受到人類學及文化研究

                                                 
55
 相關書評及本文所引部分中文文字，請見黃俊傑，〈中國思想史中「身體觀」研究的新視野〉，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0期(2002 年 3月)，頁 541-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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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從象徵(symbol)與儀式(ritual)的觀點，將身體的表現視為

一連串可解碼的符號。兩者雖然都以身體為名，但所處理的課題卻是

大相逕庭，這也得見身體概念的難以定義，雖然都以身體為名，但所

處理的範疇卻可能毫無相涉。對於這樣各說各話、難有交集的研究困

難，費俠莉(Charlotte Furth)的觀點很值得我們參考，她說：「我認

為我們應該認識到個別的『身體史』片斷必須要植根於特定的文化領

域──例如性別史、政治史、勞工史、技術史、藝術史、科學史或宗

教史。……單獨研究狹隘意義的『身體』，犯了重蹈最初身體史的計

畫是要批評學術界將身體孤立看待的覆轍。」
56
 

本文的研究將聚焦於清末民初時人身體外表的具體變化上，除了

探討男性及女性的髮型、服飾及裝扮外，以及這些外表上的改變，對

當時的人來說產生什麼樣的影響，他們又是用什麼樣的思維方式、價

值觀念與自我認知，來看待中國人外形上的變化。有關清末民初身體

外形的研究成果，在男性方面，幾乎都集中在剪辮易服的研究，最早

談 及 的 論 文 是 王 爾 敏 的 〈 斷 髮 易 服 改 元 ─ 變 法 論 之 象 徵 旨 趣 〉 ，

(1981)，他將剪辮、易服及改曆都視為變法維新的象徵，此後革命派

也繼承這樣的觀念，辛亥革命的成功，終於達成剪辮易服的目標。大

陸學界方面也有許多探討剪辮易服的專文，舉其要者如下：陳生璽〈清

末民初的剪辮子運動〉 (1995)，邱巍〈辛亥革命後的剪辮易服潮〉

(2000)，王奇生〈留學生：剪辮易服的帶頭人〉(1995)，張松祥、龔

鵬〈剪辮風潮與反清革命〉(2002)，李喜所〈辮子問題與辛亥革命〉

(2001)，吳善中、黃蓉〈淺論辛亥革命前夕狂飆突起的剪辮運動〉

(2002)，董玉梅〈辛亥首義前後的剪辮運動〉(2001)，李樹〈髮式與

民族心理〉(1994)。這些論文雖然內容詳略不一，但所持的觀點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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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俠莉(Charlotte Furth)，蔣竹山譯，〈再現與感知─身體史研究的兩種取向〉，《新史學》，

10卷 4期(1999 年 12月)，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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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一致，都將剪辮易服視為反滿革命過程的一種表現方式。較有新

意的是黎志剛的〈想像與營造國族：近代中國的髮型問題〉(1998)，

他將清末的剪辮議題視為晚清國族想像與國族建構的一個環節，討論

近代知識分子如何從髮式中去想像未來及變革方案，從對新髮式的倡

議過程、髮式演變成識別革命與政治立場的標記，作者也認為髮型的

變遷反映了民族認同、性別區分等社會經濟的轉變。黎志剛的研究顯

然已經注意到剪辮易服不只是一個政治的行為，也受到社會、經濟與

文化層面的拉扯。 

在纏足與放足方面的研究，最早的焦點都是放在清末民初的不纏

足運動上，有林秋敏〈清末民初的不纏足運動〉(1990)，林維紅〈清季

的婦女不纏足運動〉(1993)，大陸方面則有傅瓊、李浩〈來華傳教士與

近代中國的戒纏足思潮〉(2003)，郝先中〈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的放足運

動〉 (1995)，姜樂軍〈大公報與清季反纏足運動〉 (2004)，劉志琴〈纏

放足的波瀾〉 (2004)，高世瑜〈纏足再議〉 (1999)，夏曉虹〈清季的不

纏足與女學堂〉 (1999)，李鳳飛〈中國婦女纏足與反纏足的歷史考察〉

(1997)，趙新平〈清末不纏足運動與婦女解放〉 (2003)，陳文聯〈論近

代中國的戒纏足思潮〉(2001)等。這些論文都是以清末不纏足運動的思

想言論與具體成果為主，也是長久以來對纏足史歷史的主流觀點。近

年來，已經有一些另闢蹊徑、別開生面的研究出現，高彥頤的〈「痛

史」與疼痛的歷史─試論女性身體、個體與主體性〉(1999)，以身體的

「切膚之痛」重看纏足女子的主體意識。楊念群的〈從科學話語到國

家控制──對女子纏足由美變醜歷史進程的多元分析〉(2004)，則是一

篇深入分析不纏足運動背後運作的權力關係，從原本傳教士殘害自然

身體的科學語言、社會風俗的轉變，到種弱國衰的國家權力控制，可

以看出纏足從來就不是個人的事情，不纏足運動的歷程，反映國家權

力的擴張，對女性的身體而言，只是從一種權力關係的轉換，對女性

身體的暴力宰制，在本質上始終都沒有改變。近年來最值得注意的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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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纏足研究，都引入時尚與審美的觀念，這原本就是纏足存在千年的

主要原因，卻在清末民初強國強種的大歷史敘述下隱沒不見。楊興梅

〈觀念與社會：女子小腳的美醜與近代中國的兩個世界〉 (2000)，  

Dorothy Ko, “Bondage in Time: Footbinding and Fashion Theory”(2000)

及張小虹〈現代性的小腳：文化易界與日常生活踐履〉(2004)等，以時

尚流行的趨勢，來看纏足如何從女性美的象徵變成恥辱與醜陋的過

程。
57 

至於在服飾方面的研究，相關成果最為豐碩的領域是明清史的部

分，如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飾的流行風尚與士大夫的反應〉(1999)、林

麗月〈衣裳與風教──晚明的服飾風尚與服妖議論〉(1999)、吳美琪〈流

行與世變：明代江南士人的服飾風尚及其社會心態〉(2000)等，其關注

的焦點都是在探討明、清兩代在商業經濟的發展下，社會風氣的轉變

帶動服飾的流行與僭越。原本服飾在中國的主要目的是要區別身分地

位的等級，遠過於服飾的審美與流行意義，但在平民階層消費心態的

追逐下，官民服飾競尚華侈，一時蔚為風尚。這幾篇文章都注意到傳

統服飾轉變過程中，背後所反映的政治意義與文化意義。  

針對清末民初女性服裝的討論，Antonia Finnane, “What Should 

Chinese Women Wear? A National Problem”(1996).這篇文章分析旗

袍在民國時期的演變，以及它如何成為中國女性的標準服裝。Sherman 

Cochran, “Marketing Medicine and Advertising Dreams in China, 

1900-1950”(2000).則是討論近代上海商業文化發達後婦女服飾的變

化 ， 特 別 是 廣 告 及 月 份 牌 中 所 呈 現 的 婦 女 服 裝 。 Hung-Yok Ip, 

“Fashioning Appearances:Feminine Beauty in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Culture”(2003). Louise Edwards, “Polic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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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纏足的最新研究成果是 Dorothy Ko, Cinder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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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Woman in Republican China”(2000).處理的時間雖然較晚，

但他們的重點都是放在逐漸擴張的國家權力如何透過對女性外表及身

體的控制與規範，塑造國家理想中的女國民形象。 

從上述簡要的研究回顧中，可以看出過去有關清末民初中國人身

體外形上變化的研究，基本上是將髮型、纏足、服裝等視為各自獨立

的議題，並沒有一個針對身體外形的整體考量，而且這些研究的背後

往往是出自於更大議題的關懷，例如剪辮易服是政治革命與種族的象

徵，解放纏足則是見證國族主義與女權意識的象徵，至於清末上海女

裝的時尚變化，則反映上海商業活動與消費文化的發達。 

研究身體史的重要學者 Bryan S. Turner 認為對身體的探討，大致

有三種切入的觀點或方法：第一是基礎主義，第二是符號系統，第三

則是權力關係。
58
本文主要是採取符號系統的觀點，即把身體視為社會

意義或社會象徵的載體或承擔者。另外在 Mary Douglas 的研究中，發

現「人類身體是有關社會組成和瓦解的隱喻之重要源泉。於是瓦解的

身體表現了社會的瓦解。」
59
這點解釋可以非常貼切地適用於晚清，我

們很難在中國歷史上找到像晚清一樣的劇變時代，外表成為當時中國

第一個要改造的部分，而對於外表的高度重視，反映了中國人舊觀念

的殘存。在二十世紀最初的十幾年裡，中國不論是政治制度、社會環

境、知識內涵及價值體系，都有著驚天動地的劇變，但過去的研究比

較強調男性身體在剪辮易服上的排滿意義，以及纏足對女子身體的戕

害，所帶來國民體質衰弱的後遺症，基本上都不脫民族主義的詮釋觀

點，且將政治身體和消費身體分別處理。然而，晚清人士藉由身體衝

撞政治及文化權威所蘊含的顛覆意義，可能遠大於此。同時，晚清以

                                                 
58
 Bryan S. Turner, The Body and Society :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 (London,Thousand 

Oaks : Sage Publications, 1996). pp.1-5. 

59
 Mary Douglas, Natural Symbols: 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London, 

New York: Penguin, 1978). pp.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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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在變局中對於改造國民身體的高度關切，形體上雖然是以否定傳統

為前提，但背後卻和傳統中國人對身體象徵意涵的重視，仍有著千絲

萬縷的聯繫。 

四、研究方法及章節安排  

過去有關近代中國身體史的研究，因為史料不足的限制，極少有

研究者利用晚清時期所出版的圖像資料，近年來大陸地區大量出版的

各種文獻資料，尤其是在文史資料等回憶文字及圖像資料方面，已經

在一定程度上彌補了過去研究史料的不足。本文以報刊資料、回憶錄

及圖像資料為主要討論素材，包括革命派方面的報刊如《中國日報》、

《蘇報》、《警鐘日報》、《國民日日報》、《遊學譯編》、《浙江

潮》、《江蘇》、《湖北學生界》等，梁啟超及維新派方面所辦的《清

議報》、《新民叢報》、《時報 (上海 )》等，《新聞報》、《申報》、

《大公報 (天津 )》、《民立報》、《民權報》、《天鐸報》等。  

至於在通俗畫報及各類小報上，近年來，由於北京的國家圖書館

大量重印清末民初的畫報，使得我們對晚清畫報的認識，能夠超越過

去局限於《點石齋畫報》 (1884-1900)的印象上，在晚清最後十年裡，

至少出版了一百三十種以上的白話報刊，據李孝悌的研究，知識分子

創辦這些白話報刊的目的，是做為啟蒙下層民眾知識的主要媒介。
60
如

果白話報刊有如此大的效果，那即使不識字也能看的畫報，應該更是

為下層民眾所設立的，在這批重印的晚清畫報中，包括有《新聞畫報》、

《神州畫報》、《民權畫報》、《時事畫報》、《時事報圖畫雜俎》、

《圖畫新聞》、《輿論時事報》、《時事報館戊申全年畫報》、《燕

都時事畫報》、《淺說畫報》、《圖畫日報》、《開通畫報》、《菊

儕畫報》、《通俗畫報》、《北京畫報》、《順天畫報》、《醒俗淺

                                                 
60
 李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頁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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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報》、《醒華日報》、《清代畫報》等等，加上同時期在北京出版

的《人鏡畫報》、《醒世畫報》、《醒俗畫報》等，我們至少可以輯

出三十種以上的畫報，這個數字一定還會增加。  

在雜誌期刊方面，從清末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各種以登載

小說為主的刊物，如《新小說》、《繡像小說》、《小說林》、《月

月小說》、《小說月報》、《小說時報》、《小說大觀》等，還有各

種以婦女為標題的雜誌如《中國新女界雜誌》、《神州女報》、《婦

女時報》、《婦女雜誌》等，這些雜誌在刊頭及前面的插頁，都留下

許多婦女的照片或圖像，有趣的是，在小說類的期刊中，所選入的都

是妓女的照片，而後者這些報導新女性的雜誌，其中出現的都是女學

生、留學女子及具有現代觀的女子照片，從選錄的照片也可看出雜誌

的流品與格調，五四時期《禮拜六》雜誌那句引起軒然大波的廣告詞：

「寧可不娶小老婆，不可不看《禮拜六》。」就以雜誌編者將小說與

妓女等而視之的安排，這個說法似乎並不為過。而這些照片及圖畫史

料在清末的大量出現，在某種意義上，形塑了一種全新的視覺文化，

也對傳統中國人的審美觀念與性別意識，帶來潛移默化的刺激。  

至於本文在章節架構的安排上，除緒論、結論外，共分為四章，

分別從中西方身體的接觸、性別空間與身體界線、男性身體外形的變

化及女性身體外形的變化等四個層面來探討清末民初的變局與身體。  

第二章主要討論在十九世紀中外接觸的變局中，由於中國人與西

方人在膚色、髮色、體型、五官等外形方面的差異，使得中國人在很

長的一段時間裡，對西方人一直有著非我族類、似人似鬼的恐懼，以

致產生出許多光怪陸離、匪夷所思的聯想，晚清中國人為何是以外形

的歧異來解釋西方人難以理解的行為？這類發自於外形差異的想像，

是否反映了中國人獨特的身體觀？這種想像背後的思維模式與行為邏

輯又是什麼？其次，在整個十九世紀近一百年的時間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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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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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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主要討論性別空間與身體界限在清末民初期間所面臨的改

變，傳統中國的性別秩序原本就是建立在空間意義的區隔上，男女兩

性不只是由外形等一連串的特徵所構成，也取決於必須分處於不同的

空間之內。但在晚清的階段，由於不纏足運動及女學堂、西式公園的

出現，都對傳統的性別空間，帶來一定程度的衝擊，本章將探討這些

新式空間出現後，傳統的性別秩序在其間發生了什麼樣的作用與變化。 

第四章主要探討在清末民初的變局中，過去的研究往往只將男性

的辮子，這個原本具有高度政治意義的身體象徵，視為否定滿清統治

合法性的手段罷了，忽略了剪辮的背後，還有許多其他隱而未彰的心

理動機，共同影響了剪辮風潮的動向，包括時尚的展現、妖術的歷史

記憶、性別的倒置及階級的關係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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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所忽視，本章將重新挖掘清末民初的剪辮歷史及其背後的複雜意義。  

第五章主要將探討清末民初期間女性在服裝等外在裝扮上的變化

及其背後所反映的意義。過去的研究對於晚清女性身體外觀上的轉

變，幾乎都把焦點放在纏放足的研究上，其實清末的報刊雜誌及男性

讀者也對女性的服裝、髮型及身體，有著超乎尋常的關心，特別是女

學生的出現，更讓言論界有了一個具體的窺伺對象，究竟這些針對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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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外表的討論，反應什麼樣的時代意義，是對女國民的身體想像？還

是商業文化發達下時尚意識的展現？都將是本文探討的課題。  

本文希望透過過去較不為人所熟知的報刊資料及圖像史料，重新

檢視在清末民初的變局下，反映在中國人身體外形上的劇烈變革過

程，及其背後所蘊含的文化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