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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老殘遊記》敘事研究的動機 

 

一、關注《老殘遊記》的藝術成就 

劉鶚死後僅留下一部小說，即是《老殘遊記》1。這部膾炙人口、廣為流傳

的小說，曾被譽為是清末新小說中，最富有書寫藝術價值的一部小說。胡適先生

嘗為之作序，大加讚揚說： 

《老殘遊記》最擅長的是描寫的技術，無論寫人寫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語

濫調，總想鎔鑄新詞，作實地的描寫。在這一點上，這部書可算是前無古

人了。2 

而胡適先生此論，曾引起若干學人的關注與響應。例如，阿英先生在《晚清小說

                                                 
1 關於劉鶚《老殘遊記》版本釐清的問題，可以追溯到最初連載於 1903 至 1904 年的小說雜誌《繡

像小說》，僅刊行了十四回。其後在 1906 年時，劉鶚又於《天津日日新聞》發表，前後共有二十

回。商務印書館也在 1906 年出版單行本，其書也有二十回。至於《老殘遊記二集》的九回，據

考證亦連載於 1907 年的《天津日日新聞》。而後有人又發現到《老殘遊記》外編卷一，是作者生

前未曾發表的。於是在六零年代，中國大陸的人民文學出版社、齊魯書社，又根據商務印書館，

以及後人發現的二編、殘編再次重版，所以目前在市面或研究方面等可見之版本，均收錄了關於

《老殘遊記》初編的二十回、二編的九回與外編卷一，以及關於此書的序跋、評論或考證等資料。

而本論文在參考數個版本之後，決定參閱台灣著名出版社的書籍，主要有劉鶚著、田素蘭校注、

繆天華校閱：《老殘遊記》（台北：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 年 11 月一版，2003 年 3 月一版

七刷），與《晚清小說大系‧老殘遊記》（台北：廣雅出版社，1984 年一版），以及《老殘遊記》

（台北：桂冠出版社，1986 年一版）以及《《老殘遊記》初二集及其研究》（台北：世界書局，

75 年一版）。以及中國大陸出版的劉鶚著、嚴薇青校點：《插圖本老殘遊記》（濟南：齊魯書社，

2002 年 9 月一版，2003 年 4 月二刷）等版本資料。由於受限於論文篇幅的關係，以及在論述方

面的便利性，故本論文在關於《老殘遊記》內文的引用，會在論文之中標註小說之回目，不再多

加標註出處、版本與頁數。 
2 胡適：〈《老殘遊記》序〉，收錄於《劉鶚及老殘遊記資料》（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年

一版），頁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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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就引用胡適先生的論點，認為從文藝成就來討論或詮釋《老殘遊記》，

不失為一個極佳的觀察方法： 

胡適論小說，亦有所失，但對《老殘遊記》的這評語，確是極恰當的。但

得說明，劉鐵雲所以然有如此的成就，主要的原因絕不在所說的「實物實

景的觀察」，和「語言文字上的關係」，而是劉鐵雲頭腦科學化的結果。3 

從上述二人的論述中，可見他們對於《老殘遊記》一書所蘊含的，無論是它的思

想義理，還是小說語言的藝術表現，皆不吝給予高度評價。這同時也說明了這部

小說，的確是具有其獨特而精湛的文藝價值，故值得加以關注與討論。筆者也認

為兩人的論點，不約而同地指出《老殘遊記》之所以能在清末數千部的小說中，

脫穎而出，一再地被研究、被論述與被肯定的原因所在，其於文藝美學與思想內

容等方面的價值之高，自是不言即明，昭然若揭。 

例如，魯迅先生曾將劉鶚的《老殘遊記》與李寶嘉的《官場現形記》、吳沃

堯的《二十年目睹之怪現狀》與曾樸的《孽海花》等小說列為「清末四大譴責小

說」，並指出： 

光緒庚子（1900）後，譴責小說之出特盛。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內亂（白

蓮教、太平天國、捻、回），亦屢挫於外敵（英、法、日本），細民闇昧，

尚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以幡然思改革，憑敵愾之氣，呼維新與愛國，

而于「富強」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

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

顯其弊病，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雖命意在於匡世，

似與諷刺小說同論，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

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4 

詳究魯迅先生所界定的「譴責小說論」，可從中歸納為兩個要點，加以探討。第

一點，是論述譴責小說之所以產生的時代背景；第二點，是主張譴責小說有助於

發揮救亡圖存的功效，改革清末弊病叢生的窘況，也就是譴責小說的社會功能。

「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

                                                 
3 阿英：《晚清小說史》（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 年一版），頁 36。 

4 魯迅：《中國小說史略》，收錄於《魯迅小說史論文集》（台北：里仁書局，1999 年），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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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病，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

更擴充，並及風俗。」所以魯迅先生認為，小說必須具有諷刺精神與譴責功效，

方能發為最大的社會教育作用。故此論的重點，是從小說的內容層面上，賦予小

說在政治、社會、人心等方面，所必須發揮出的教化功能與諷刺意義。 

故筆者認為，魯迅先生所提出的「譴責小說論」，是從文學反映社會、改革

時局的觀點上，加以界定與論述的。此一觀點的本身，並沒有絕對的是非對錯之

別，而僅是針對不同的小說文類，採用不同的論述方法而已。但魯迅先生此論一

出，便引發學術界的廣泛支持，更幾乎成為人們理解清末四大小說唯一的著力

點。歸納其箇中緣故，乃因魯迅先生是較早針對清末小說進行學術性分類研究的

人，所以魯迅的「譴責小說論」，才會一再地被後代學人所沿用5。 

雖說魯迅先生的論點，確實加強了清末小說在社會批判與人心教化上的意

義與功能，進而凸顯出小說的諷刺功用與價值，但在詮釋小說敘事美感，與書寫

風格等藝術層面上的探討，卻略顯不足，而有輕忽偏廢之處。所以筆者認為探討

《老殘遊記》所負載的諷刺作用與譴責功能，僅是討論小說文本時所能採取的眾

多方法之一，並無法完全涵蓋《老殘遊記》在敘事書寫上所臻至之藝術成就，及

其於小說史發展上的意義。因此，本論文期望採用敘事學的研究方法，針對《老

殘遊記》的書寫藝術與文學成就，進行更廣闊的探討。 

 

二、討論《老殘遊記》敘事研究的可行性 

魯迅先生「譴責小說論」的正確性，近年來曾經引起學術界的爭論，有部

分學者對「譴責小說論」，表示否定的態度，並不認同清末小說是以譴責為主要

內容與目的，並認為魯迅先生的論述，受制於詮釋角度的侷限與牽絆，從而陷入

偏頗之境，故主張魯迅先生「譴責小說論」的定義正確與否，是需要重新加以審

視的6。但是，從文學藝術研究評論的角度看來，魯迅此論，並無絕對意義上的

                                                 
5 引用陳平原先生的看法，認為魯迅先生雖然標榜「清末譴責小說論」，但是這樣的歸類與界定，

在概念上或論述上，確實有需要再詳加釐清與補充的部份。然而，魯迅在小說史研究上的貢獻，

是可以被肯定與接受的。因為魯迅先生的小說研究，「終於使得小說史的研究擺脫了作家作品點

評的傳統方式，走向綜合性的整體把握。」《小說史：理論與實踐》（台北：淑馨出版社，1998
年一版，）頁 233。 
6 魯迅先生在清末小說中，另闢蹊徑，標榜「譴責小說論」為清末小說的代表象徵，一時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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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錯問題，因為這只是一種詮釋批評角度上的歧異，而批評視角的歧異，勢必導

致研究結果，產生差異的現象。 

雖然魯迅先生的「譴責小說論」影響甚遠，但終究無法全然掩蓋《老殘遊

記》在文藝書寫上散發的藝術魅力與鋒芒。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胡適先生的

「無論寫人寫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語濫調，總想鎔鑄新詞，作實地的描寫」一說

得知，《老殘遊記》作為一部新小說而言，不只於內容及功能上，有其不朽之貢

獻，更在藝術書寫層面上，取得了無可磨滅的巨大成就。因此，胡適先生的論點，

與魯迅「譴責小說論」依題材的歸類論述，可以說是同時論及《老殘遊記》在書

寫藝術與諷刺譴責上的意義。而這樣的討論，也引發了筆者想要重新採用敘事學

的操作方法，再一次重新觀察、討論與研究《老殘遊記》的動機。 

胡適先生、魯迅先生與阿英先生等前輩學人的論述，一而再、再而三地肯

定《老殘遊記》是一部具有時代意義、文學藝術與思想內涵的小說，故值得吾人

再次對《老殘遊記》加以探究與定位。筆者在閱讀前輩學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

開啟了對於《老殘遊記》重新研究的契機與興趣，故期望能運用敘事學的研究思

路與詮釋方向，為《老殘遊記》的研究視野，開拓一片全新的景貌。因為中國小

說敘事模式的發展，在清末曾經發生過劃時代的重大轉變7。根據陳平原先生的

研究，清末新小說家們在小說理論與敘事模式上，產生了小說革命論，以及在小

說的敘事時間、敘事角度與敘事結構等方面，有過重大的突破。這對中國小說敘

事的發展，產生十分深遠的影響。而在這個小說敘事模式轉變的時刻，《老殘遊

記》著實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老殘遊記》第十五回至二十回敘老殘破齊東村十三人命案，都借用倒裝

                                                                                                                                            
使「譴責小說」一詞經常學術界加以被採用。可是，夏志清先生曾對魯迅先生提出的譴責小說，

有所質疑，並且不以為意，認為魯迅先生是因為名重一時，加上中國小說的研究途徑，大都循他

所闢的體系發展，才會導致「譴責小說」一詞成為清末小說的通用語。因此，夏志清先生認為：

「魯迅如果能多關注李寶嘉的《文明小史》，而不是《官場現形記》，又注意吳沃堯《二十年目睹

之怪現狀》以外的重要作品，特別是那部叫人怵目驚心，一輩子忘不了的《九命奇冤》，那時，

魯迅就要再界定或放棄『譴責小說』一詞了。」《文學的前途》（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

店，2002 年一版），頁 59。 
7 陳平原先生指出：「（新小說家）承認並借鑑西方小說某些敘事技巧（如倒裝敘述、第一人稱限

制敘事等），就不能不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在重新選擇、重新解釋、重新確認傳統的過程中，

自覺或不自覺地轉化了傳統。而正是這『轉化了的傳統』，對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起了至關

重要的作用。」《中國小說敘事模式的轉變》（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3 年初版），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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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技巧，不斷製造懸念，不斷推進情節，把現在的故事和過去的故事糾

合在一起，借助「發現」的程式，逐步展現早已過去的故事的全貌，其佈

局之嚴謹非傳統連貫敘述的小說可比。8 

陳平原先生曾以敘事學的研究方法，從中歸納比較之後，認為劉鶚的《老殘遊記》

確實在中國小說敘事史的發展上，開創了不同以往傳統章回小說的連貫敘事模

式，而發展出具備自我特色的書寫風格。可謂是清末小說敘事史的湍湍洪流裡，

所激盪出的一朵美麗水花，奪人眼目而無可磨滅，是以筆者認為，《老殘遊記》

一書的書寫藝術，確有值得再次加以重新審視的必要，而且需要採用新的研究視

角與分析方法，為《老殘遊記》的研究，開拓嶄新之契機。雖然這部小說從最初

連載於 1903 年的《繡像小說》至今（2006），已有長達百餘年的歷史，但其中仍

有許多值得討論與精研之處。 

是以本論文期望能借用中西方敘事理論的研究方法與批評角度，來分析《老

殘遊記》的敘事模式與手法。採取另一個新的視角，重新審視這部被譽為清末小

說史中，最富有書寫藝術價值的小說。另外在《老殘遊記》一書中，時常在每回

敘述終了之後，附上「原評」。而這個「原評」，也是一個相當值得關注的研究課

題。若從「原評」作為小說寫作與評論的角度來看，「原評」的重要性，自是昭

然若揭。因為「原評」的寫作，一方面是小說宣傳與傳播的手法或技巧，一方面

又在小說敘事的結構裡面，扮演一種不可或缺的角色，它們可以說明小說文本的

意義或象徵，也可作為小說文本批判對象的揭示。 

因此，「原評」是一種對小說文本的加工、組織和結構化的寫作模式，就像

在小說文本的敘事者與閱讀者之間，搭起一座可以提供雙方溝通與對話的橋樑，

使得敘事者與閱讀者之間，能夠發生更加密切的互動與聯繫。這種以小說家的寫

作意涵，作為批評園地的小說原評，是在小說敘事的故事情節之外，又增加了一

個發表評論的敘事者，可以直接或更深刻地說明小說故事情節的意義、目標或核

心價值，以便於讓閱讀者，更容易體察到小說所要傳達的重要訊息與核心價值。

由於「原評」本身的設計，一方面是讓小說敘事的意義，可以得到較為完整的詮

釋方向與理解方式，一方面也是讓閱讀者在閱讀過程中，不僅是侷限於單純觀賞

故事情節的發展，而能夠停下緊湊的閱讀步伐，來思考小說所要傳達的評論觀

                                                 
8 陳平原：《中國小說敘事模式的轉變》（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3 年初版）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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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文藝趣味或補充見解等。 

因此，倘若細究《老殘遊記》「原評」的書寫意義，可以從中得知劉鶚對於

《老殘遊記》的詮釋方向與觀點，究竟為何。因為劉鶚透過原評，對故事情節的

發展，或是人物之間的互動，小說敘事結構等各個層面，皆有所觸及與討論，且

從中發表個人對於小說文本的看法，或為小說文本進行資料補充的工作。是以筆

者認為，《老殘遊記》的原評在全書中所扮演的功能，就是劉鶚本人對這部小說

加入的特定詮釋，或是書寫過程的寫作推想；又或者劉鶚也期望透過原評，能為

《老殘遊記》提供某些方面的解讀，或作為補充資料之用等。這些問題，都是值

得繼續深究的。 

小說敘事的研究，雖然是針對小說文本本身而發，然而筆者認為，小說是

藉由小說家的雙手寫作，才能從原本只是腦海中的抽象構思，得到形象化、具體

化的機會，進而被書寫創作出來，然後出版問世，才廣為人所閱讀。因此，小說

家與小說之間，確實具有一定程度的關聯性，討論小說文本時，亦不能將之與小

說家直接加以分割討論。故筆者以為，在論文當中必須討論小說家劉鶚是如何安

排、設計與寫作《老殘遊記》的經過，亦必須嘗試搜尋出當時的出版背景，以及

流傳情況等等相關的時代資料，方能建構較為完整的論述。筆者相信，要討論小

說藝術，或是敘事書寫在文學發展脈絡上的貢獻或意義，必須從小說家與小說本

身的關係上著手，於是小說產生的時代背景、歷史意義或小說敘事風格，方能得

到較為脈絡化與全面化的研究論點。 

至於論文寫作方面，筆者希望能在精研小說敘事研究的討論，與建構小說

文本的文藝價值上，觸及清末的社會背景及文化深層等議題，來確立《老殘遊記》

在清末小說史上的價值與意義。也企盼能藉由劉鶚《老殘遊記》的敘事研究，針

對小說敘事美學的理論，與小說研究方法的運用，以及切入角度的面向等文藝理

論研究架構，進行解讀、詮釋與建構，期望能從此深入鑽研的過程中，獲得新知

而有所進展。 

 

 

 



第一章　 緒論- 7 - 
                                                                                     

第二節　前人研究的相關成果 

筆者所要討論的，是清末小說中極具文藝書寫藝術價值的《老殘遊記》，首

要關心的問題是：為何這本小說，被譽為是清末文學界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之一？前人對於《老殘遊記》的評析或論述，是否合理？而《老殘遊記》書寫藝

術的獨創性，到底是什麼？能不能仔細地說明清楚？這層出不窮的問題，引發了

筆者採用敘事學方法研究《老殘遊記》的動機，因為「敘事學」是一個關注於文

本本身的研究學問，主要的關注焦點，在於研究文本敘述的存在型態或組成的架

構。因此，筆者相信，從這個角度來操作與詮釋《老殘遊記》，必定可以重新啟

示後人《老殘遊記》這部小說的跨時代象徵意義，並證明《老殘遊記》在成書百

年以後，依然能夠滋長嶄新的生命。據此，筆者期望能在文藝研究的領域有所發

展，在敘事理論的討論中，作出一番貢獻。 

關於劉鶚《老殘遊記》相關的研究成果，從它成書出版或者更早之前（指

的是刊登在《繡像小說》期間），已經有人開始針對《老殘遊記》的版本校定、

故事來歷以及反映的時代背景等議題，進行考察、解析與研究。從胡適先生〈《老

殘遊記》序〉、魯迅先生〈清末譴責小說與《老殘遊記》〉與阿英先生《晚清小說

史》等論述裡，或是外國學者（加）哈羅德‧謝迪克先生〈《老殘遊記》英譯本

前言〉與（日）樽本照雄先生〈《老殘遊記》新論〉等人的研究9，都觸及到《老

殘遊記》在清末小說藝術書寫上所作出的貢獻。而除了上述諸位的研究之外，這

數十年來，兩岸三地的前輩學人關於劉鶚《老殘遊記》的期刊、論文與專著，更

是多采多姿，粲然有其可觀之處。其中足資以參考的資料，更是取之不竭，十分

豐富多樣化。因此，筆者將相關的研究成果，列舉其犖犖要者，將之概括為以下

幾個面向： 

 

一、劉鶚生平與思想研究的探討 

《老殘遊記》的原創者到底是何人？小說中又蘊含了那些義理思想？首先

回應這個問題的是胡適先生，他在〈《老殘遊記》序〉一文中，從史實的角度切

                                                 
9 以上所引用的期刊、序文或論文，均收錄於《劉鶚及老殘遊記資料》（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年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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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詳細地針對劉鶚生平事蹟作考察，因此對於劉鶚在學術思想方面的貢獻，有

簡要而據實的論證。自胡適先生此論以降，針對劉鶚思想義理的考察、以及交友

狀況或生平事蹟等針對史實層面所進行的研究，隨之蓬勃發展起來。加上劉鶚後

代族人，如劉德隆等人，從塵封的書櫃、床底中，尋覓出劉鶚生平留下的一筆一

畫，更豐富了劉鶚生平與思想方面的研究史料，也讓後人得以更加深入地認識劉

鶚這一號人物。 

雖然劉鶚的思想，在中國大陸五、六零代的文革期間，曾受到強烈的懷疑

與指責，但這也只是一種偏頗的論點，故並無法掩蓋《老殘遊記》本身散發的奪

目光芒10。因為，要討論到劉鶚的思想義理，首先要關注劉鶚生平的實學思想，

即是太谷學派義理的表現。關於這一點，劉蕙孫先生〈太谷學派政治思想探略〉、

〈太谷學派的遺書〉，以及嚴薇青先生〈劉鶚和太谷學派〉等篇章，皆從清末儒

學思想的發展談起，再討論到劉鶚與太谷學派的實學思想，進而描繪出劉鶚先生

思想體系上的承先啟後。關於這個部分的討論，實有助於我們瞭解劉鶚思想的根

基所在，與他看待人生的態度，也提供我們瞭解清末文人在面對時代變局的挑戰

之時，所選擇的生命情懷。筆者也於《老殘遊記》一書中，對於劉鶚的思想，亦

有所窺知之處。因此，筆者也將在論文當中，針對劉鶚《老殘遊記》的思想脈絡，

以及他與太谷學派之間的關係，進行探究與討論。 

 

二、《老殘遊記》版本的釐清 

《老殘遊記》最初連載於 1903 至 1904 年的小說雜誌《繡像小說》，至十四

回中斷。其後於 1906 年，又重新發表於《天津日日新聞》，前後共計有二十回。

在 1906 年，商務印書館曾出版單行本的《老殘遊記》，而《老殘遊記》的二編則

是於 1907 年連載於《天津日日新聞》，現存九回。另外劉鶚後人又發現《老殘遊

                                                 
10 根據劉瑜先生的看法，中國大陸關於《老殘遊記》的研究，因為受到文革時期的影響，在五

六年代，對於《老殘遊記》思想內容的解讀，是從馬列主義強調現實革命論的批評角度立論，因

此否定了《老殘遊記》在思想義理以及文學造詣上等方面的成就。但是自從文革結束至 1986 年，

學術界的人士認為《老殘遊記》瑕瑜互見，尚值得推崇。直至 1987 年之後，學術研究的思考路

線逐漸開展，文藝理論也蓬勃發展，問題討論的層次也較為多元。故最終對於《老殘遊記》的評

價，均一致推舉其為民族的珍寶，在文學造詣與思想義理的評論上，也較為公允客觀。〈四十五

年來劉鶚及《老殘遊記》研究述評〉，《文學遺產》，1998 年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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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外編卷一，是劉鶚生前未曾發表的。六零年代，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齊魯

書社，又根據商務印書館單行本，以及後人發現的二編、殘編等，再次校定出版，

所以目前市面上流通或研究等版本，均可見其收錄關於《老殘遊記》初編的二十

回、二編的九回與外編殘卷一回，以及錄於相關的序文、註釋與評論、修訂校正

等資料，十分完備齊全。 

關於《老殘遊記》版本考訂的問題並不大，因為初編二十回的版本，確定

為劉鶚本人所作，亦嘗刊登於報刊雜誌之上，並有成冊出版為證，故可以確定原

創者即是劉鶚本人。但是二編與殘編，是否為劉鶚本人所著，就曾經引起懷疑與

討論。劉鶚後人劉厚醇先生，即於〈《老殘遊記‧二編》存疑〉一文中，引用郭

箴一先生在《中國小說史》中對於二編寫作的時間點、小說人物語氣與地區方言

等方面立論，質疑二編並非劉鶚本人所作，而為後人所杜撰。但此論立即遭到馬

幼垣先生的反駁，且日人樽本照雄，又提出連載於 1907 年《天津日日新聞》的

影印本，證實二編的作者確為劉鶚本人，從此定論。至於殘編是否為劉鶚所作，

馬幼垣先生認為，由於殘編殘缺不全，篇幅又過於簡短，復加以尚未出版刊刻，

所以殘編是否為劉鶚本人親筆所寫，並無大礙11。初編與二編的藝術價值，已足

以讓《老殘遊記》，臻至不朽之藝術高峰。 

 

三、關於《老殘遊記》文學藝術的評論 

關於《老殘遊記》在文學藝術上的研究，相關資料不僅豐富精彩，而且十

分繁複。筆者在參考書目中，詳列了從胡適先生到魯迅先生、馬幼垣先生、陳平

原先生、季桂起先生、林瑞明先生、李瑞騰先生諸位前輩學人的理論，這些針對

《老殘遊記》的研究，在這四、五十年以來，如接力似的一而再地肯定了《老殘

                                                 
11　胡適：〈《老殘遊記》序〉、魯迅：〈清末譴責小說與《老殘遊記》〉、馬幼垣：〈讀劉著《老殘

遊記‧二編》存疑〉等文章，均收錄於《劉鶚及老殘遊記資料》（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年一版）。陳平原：《中國小說敘事模式的轉變》（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3 年一版）。季桂

起：《中國小說體式的現代轉型與流變》（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 年一版）。林瑞明：《晚

清譴責小說的歷史意義》（台北：國立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0 年一版）。李瑞騰：《《老殘遊

記》的意象研究》（台北：漢光文化出版社，1992 年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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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記》在文學藝術層面上作出的成就與貢獻，並且加以重新討論與定位，讓後世

讀者可以對於百年前的《老殘遊記》一書，有更為全面而深刻的認識，不致受時

空的隔閡而有所窒礙。 

而關於《老殘遊記》文學藝術的研究論述，更是不勝枚舉。從小說在寫景

狀物的美感表現、意象書寫的藝術呈獻，以及探討傳統與現代性的衝突與融合，

或者針對小說人物本身的象徵意義以及其所負載的諷刺、譴責功能等研究面向，

均有所觸及與涵蓋。因此，筆者在此列舉李瑞騰先生《《老殘遊記》意象研究》12，

供為入門研究的參考之用。例如李瑞騰先生採取論詩意象學的討論方式，作為理

論切入點，結合了小說在書寫人物與景物上，所彰顯的特色與筆調，將劉鶚的悲、

傷、哭、泣與山水景物，賦予彼此之間聯繫的關係，使得情景之間互相依存、相

輔相成，情寓於景，景能顯情。筆者認為，如同李瑞騰先生這般的討論，開展了

《老殘遊記》藝術研究的視角，而使這百年前的清末小說，滋長出新的時代生命，

新的文化意義，也啟迪了本論文的寫作動機。故筆者欲以敘事藝術理論作為理論

立足點，而對《老殘遊記》的敘事模式，重新加以審視和定位，並詳究《老殘遊

記》在清末小說敘事史上，取得的書寫成就與意義。 

 

四、相關研究的學位論文 

從上述相關的討論可知，當前的研究中，已有學者注意到了《老殘遊記》

在清末小說敘事史上的意義與價值，也針對《老殘遊記》的意象書寫，做出了全

盤性的研究。這是《老殘遊記》研究的進一步開展，也為《老殘遊記》的研究，

標誌了一座嶄新的里程豐碑。至於學位論文方面，台灣地區目前有五本專門討論

劉鶚《老殘遊記》的碩士論文，即淡島成高先生的《劉鶚研究》13與王瑞雪先生

的《劉鶚及其老殘遊記研究》14，此皆著重於劉鶚生平經歷方面的探討，並且根

據《老殘遊記》一書中的記載加以佐證，其中對於劉鶚生平事蹟的考察，甚為詳

全。而李基承先生的《老殘遊記研究》15與方哲桓先生的《老殘遊記析論》16，

                                                 
12 李瑞騰：《《老殘遊記》的意象研究》（台北：漢光文化出版社，1992 年一版）。 

13 淡島成高：《劉鶚研究》（台北，私立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85 年）。 

14 王瑞雪：《劉鶚及其老殘遊記研究》（台北：私立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5 年）。 

15 李基承：《老殘遊記研究》（台中：私立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8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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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從小說藝術成就方面著手，對於小說中的細部書寫，有相當精闢獨到的看

法。至於陳姿礽先生的《《老殘遊記》女性人物的社會角色研究》17，則是以小

說中的女性人物，作為探討的主要對象，並又結合社會環境與時代思潮等背景因

素，加以綜合討論，進而彰顯小說中的女性人物所負載的象徵意義與時代意涵，

並主張小說中的女性角色，確實也能夠發光發熱，產生有別於過去只著重書寫男

性角色，以男性角色思維為中心的人物論述。 

以上五本關於劉鶚《老殘遊記》相關研究的學位論文，筆者均列入本論文

的參考書目之中，且加以借鏡、引用，以作為參考學習之資。盼望能在前輩學人

的研究基礎之下，能有更進一步的拓展。至於其他相關的學位論文，筆者也加以

收集與參閱，期望能從這一系列的學術資源，以及旁徵博引的累積之中，取得另

一番的研究成果。 雖然《老殘遊記》已有許多前輩學人，從各種不同的面向上，

加以研究與討論，而所取得的收穫和成果，確實也相當豐碩。但這並不表示前人

的研究，已成功解決一切文本上的問題。因為，當我們重新採用不同的研究視角

或討論方式切入文本時，往往會從中開展出不同的詮釋空間18。而且，在前人相

關性的研究中，筆者並未見到有學者採用敘事學的研究方法，全盤探討《老殘遊

記》的文學藝術價值，說明《老殘遊記》在清末小說敘事史的意義。 

筆者認為，《老殘遊記》的敘事研究，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議題，實不可輕忽。

因此，筆者選擇這個題目與範圍，作為學位論文，希望能從敘事研究的角度，一

方面提出具體的研究架構，進行系統化、脈絡化之學術考察，一方面也期盼能在

前輩學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地針對前人研究中尚未觸及或疏漏之處，加以強

化與補充。筆者希望，能透過這個重新看待《老殘遊記》的敘事意義與價值的過

程，辨明其間的結構、視焦、人物與時空等書寫上的因果關係，並尋求詮釋的適

當角度，重新理解與探討《老殘遊記》，而賦予《老殘遊記》在文藝書寫成就層

面，所標立的一個新定位。筆者相信，在結合目前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採用敘

                                                                                                                                            
16 方哲桓：《老殘遊記析論》（台北：國立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7 年）。 
17 陳姿礽:：《《老殘遊記》女性人物的社會角色研究》（台北：台北市立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

究所，2004 年）。 
18 如同劉瑜先生所言：「研究方法的革新是十分重要的，並非附庸時尚。用文藝學的多種方法來

研究劉鶚及《老殘游記》，只是剛剛開始。有些方面運用了新方法進行研究，論文更只是一兩篇

或兩三篇，有些方法尚未得到運用。文藝學方法十多種，對劉鶚及《老殘游記》的研究，大多可

被派上用場。」〈四十五年來劉鶚及《老殘遊記》研究述評〉，《文學遺產》，1998 年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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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學的研究方法，適當地擴展研究範圍與詮釋空間，必定有助於劉鶚《老殘遊記》

的研究發展。 

 

第三節 敘事學理論的研究架構 

敘事理論，是一套研究小說敘事的體系架構。在實際操作上，本論文不欲

事先預設任何西方現成的敘事理論，或是將中國傳統小說評點學的角度，套用在

《老殘遊記》上，作為本篇論文的研究方法。而是藉由實際閱讀小說的人物，且

從敘事立場、時間、空間等諸多視角，重新看待《老殘遊記》，從而進行多層次

的討論與分析，並在此一論析的過程之中，從而逐漸形成一套詮解的模式與討論

的架構，加以重新標誌《老殘遊記》在文學史上的定位，進一步塑造一個以傳統

文學理論作為根基，結合西方小說敘事理論的研究方法，以賦予《老殘遊記》文

學、歷史與學術上的價值。 

小說敘事研究，不僅是對於小說文本的重新理解，更是一種思索的過程，

是一種重新觀察小說的研究角度。本論文的主要目的，即在釐清《老殘遊記》於

小說敘事模式上的重要性，而這也是一種不可或缺的研究方法。筆者相信，如此

一來，必定可讓《老殘遊記》能夠憑依著它自身的文學能量，再度為世人所見，

繼續在未來的文壇上發光發熱。這也是筆者對劉鶚《老殘遊記》研究的一種學術

責任。因此，本論文將在前賢們的探究、評論與精研的基礎之上，融會傳統、現

代與當代的小說敘事理論，望能對《老殘遊記》以及清末小說敘事的研究工作，

盡一己之心力。 

 

一、敘事學研究原則的掌握 

近代中西方敘事理論的研究，各式各樣的論述，宛如雨後春筍，迅速且蓬

勃地發展，並且又推陳出新，因此若要一一探究各派各家的說法，實為研究之難

題。因此，本論文僅能從俄國形式主義學派、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

等方向，著手探究《老殘遊記》繼承與創新敘事理論的部分，進而結合中國傳統

以史傳為主的歷史敘事論，以及小說評點學，作為此篇論文之研究方法。亦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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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中西方敘事理論的精義，針對《老殘遊記》小說敘事的需要，提出一套敘事研

究的方法。 

關於中國傳統之敘事理論，主要可從史書傳記的體系，以及小說評點學來

談起。中國傳統敘事文學理論的發展，首先須先注意到歷史敘事，一般論述大致

上認為，中國的敘事文學，在先秦階段已漸漸地發展起來，有的學者追溯到甲骨

文與青銅銘文，以之為中國敘事文學的開端，也有學者認為《尚書》是中國敘事

文學的奠基與濫觴，而《左傳》則是中國敘事文學發展的一座豐碑19。但是，敘

事文學的發展，並不意味著敘事理論也隨之繁榮起來，事實上，中國傳統敘事理

論，直到唐代才開始出現討論。引用楊義先生的研究： 

真正名詞化了的「敘事」這個詞的出現，是在唐代劉知幾的《史通》裡面，

《史通》是中國古代歷史學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專門設了一章叫《敘事》，

它說『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20 

從唐代的劉知幾的《史通》，到南宋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其中將文章分為四類，

裡頭確實有一類，就以「敘事」為名，「敘事」的內容，主要包括一些歷史的敘

事、散文的敘事，例如墓誌銘，即屬於這一類的敘事文體。 

從《史通》或《文章正宗》等歷史敘事的定義與分類上，筆者認為中國傳

統的歷史敘事，只著重於史學家的筆墨行文，以之作為寫史的輔助工具與文章的

分類標準。這樣的敘事界定和本論文所謂的敘事研究，在定義方面有著極大的差

異性。但是這種差異性，並無礙於本論文的研究，因筆者認為以史為起點的歷史

敘事，是中國傳統敘事理論的基礎。倘若從歷史敘事的角度來討論《老殘遊記》，

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傳統歷史敘事的敘事時間，是具備時空上的連貫性的，

是具備順序上的開端、過程與結束的，如同日昇月落、春去秋來般，含有時空上

的順序關係。而這種敘事模式，也影響到了傳統章回小說的敘事手法，明清小說

的敘事手法，和傳統的歷史敘事一樣，也是如此按照順序加以寫作，故同樣具備

了時空上的連貫性。但是，這種傳統歷史敘事的連貫性，卻在《老殘遊記》一書

                                                 
19 關於先秦敘事文學的發展或敘事研究，請參閱傅延修：《先秦敘事研究：關於中國敘事傳統的

形成》（北京：東方出版社，1999 年一版）；王靖宇：《中國早期敘事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3 年一版）等論及關於中國上古時期敘事模式發展的專書。 
20 楊義：《重繪中國文學地圖：楊義學術講演集》（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年一版），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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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受到了質疑、挑戰與突破21。 

中國敘事理論的發展，除了歷史敘事的方法之外，我們可以也看到明清小

說評點家們，針對傳統的章回小說，所應該囊括的寫作目標、技巧、風格、態度

與題材選擇等問題，紛紛提出更專門、精確的論述22。例如李贄、葉晝、馮夢龍

等人，就為傳統章回小說美學理論奠定了基礎。而明清小說繁盛的創作風氣，以

及受古文選點的影響等，帶動了小說評點學的迅速繁興。從金聖嘆評點《水滸

傳》、毛宗崗評點《三國演義》、張竹坡評點《金瓶梅》、脂硯齋評點《紅樓夢》，

可知小說評點學在當時如何風行，而他們也都為傳統章回小說的美學研究，開創

了一番嶄新的風貌，且進一步地建立了中國小說評點學的體系23，這也有助於筆

者對於傳統章回小說發展體系的瞭解。 

筆者認為，中國評點小說的寫作模式，影響劉鶚在《老殘遊記》原評方面

的寫作。如果能進一步針對《老殘遊記》的原評，加以深入挖掘探勘，必定有助

於開拓《老殘遊記》敘事模式研究的領域園地。原評雖可以歸納為評點的一種，

但原評不僅是對於故事題材的討論，也觸碰到了社會、文化、政治、教育、敘事

書寫等方面的議題。因此筆者認為，在討論《老殘遊記》敘事理論的同時，絕對

需要針對原評部分進行探究的工作。至於所謂的中國傳統敘事理論，是由歷史敘

事與小說評點二者架構而成，故其本身並無法明確地進一步說明何謂「敘事理

論」，現今可見的中國傳統敘事理論，往往是後輩學人針對傳統文集、評點或小

說、戲曲等文獻資料，加以歸納分析而成，作為一種理論架構式的展現。因此，

本論文在採用敘事學理論的方面，不僅在中國傳統的敘事理論上有所繼承，同時

需要借鏡於西方發展的敘事學理論。 

至於西方發展的敘事理論方面，主要以敘事學發展相關性的研究為主，即

                                                 
21 陳平原：《中國小說敘事模式的轉變》（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3 年初版）頁 140。 
22 關於小說評點的體例以及形式表現的意涵等方面，可參見葉朗先生指出：「開頭有個《序》。

序之後有《讀法》，帶點總綱性質，有那麼幾條，十幾條，甚至一百多條。然後在每一回的回前

或回後有總評，就整個這一回抓出幾個問題來加以議論。在每一回當中，又有眉批、夾批或旁批，

對小說的具體描寫進行分析和評論。此外，評點者還在一些他認為最重要或最精彩的句子旁邊加

上圈點，以便引起閱讀者的注意。」《中國小說美學》（台北：里仁書局，1987 年一版），頁 15。 
23 關於明清小說評點學的討論與研究，相當豐富，不甚枚舉。請參考章培恒、王靖宇主編：《中

國文學評點研究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年一版）；或林崗：《明清之際小說評點學

之研究》（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9 年一版）；或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上海

社會科學院，1999 年一版）等，皆有相關的專門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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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派、法國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思潮等四大文藝批評思

潮，作為本論文理論開展之著力點，並且從中去蕪存菁，使之更適於作為探討文

本的研究方法。由於其間流派眾多，內容龐雜，無法一一談起，筆者僅能提及與

本論文相關的理論加以探討。例如文論家福斯特在探討小說理論的專書《小說面

面觀》中，對於小說的看法，提出了說明： 

小說的基礎是故事，而故事是對一些按照時間順序排列的事件所進行的敘

述。24 

福斯特簡單道出了小說文本的特質，是以「故事」作為敘述的基礎，然後按照「時

間」的前後「順序」，來加以安排組織而成的，是一種敘事的形式。福斯特並認

為，小說文本要有「開場白」、「故事」、「人物」、「情節」、「幻想」、「預言」、「模

式」和「節奏」等七種項目，方能組成小說的敘事結構。筆者認為若是這樣橫式

移植福斯特的小說理論，基本上並不適合直接套用在中國小說文本的身上，當中

必須有所補充、更新與轉化，於是筆者也參考了普羅普所提出之「敘事功能論」

的定義，指出文本中同一角色可能在人物、名稱或地點上有所變化或更動，但是

仍可從人物敘事的結構設計上，得知人物本身的功能以及所蘊含的意義25。且筆

者也以巴赫金所提出的「對話理論」、「嘉年華式的狂歡理論」26、熱奈特討論「虛

構小說敘事可從：時序、速度、頻率、語式與語態等問題來討論」27，以及米克‧

巴爾針對「本文、故事、素材」三角度提出的敘事分析等相關敘事理論的專書及

著作28，以作為本論文的參考之資。相信這對於筆者在進行劉鶚《老殘遊記》的

敘事研究，必可提供極大的助益！ 

但筆者有一大堅持，即是主張西方發展的敘事理論，不一定可以完全套用

在中國小說之上，而必須在攝取中西兩方的敘事理論的論述與批評的同時，有所

                                                 
24 E. M. Forster：《小說面面觀》（北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 年一版），頁 81。 
25 羅綱：《敘事學導論》（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 年一版），頁 26。 

26 Bakhtin M. M.：《小說理論》、《文本、對話與人文》、《哲學美學》（河北：河北教育出版社，1998

年一版）。 

27 Genette：《敘事話語》（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年一版）。 

28 Mieke Bal 著 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理論導論（第二版）》（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年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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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捨、補充或改進，使之能夠適合中國小說敘事藝術論述的呈現，而不至落入格

格不入的荒窘之境。至於西方的敘事學說，從八零年代開始引進，並用於研究中

國小說以來，成果已經十分豐碩。舉例來說，有浦安迪先生的《中國敘事學》29、

楊義先生《中國敘事學》30、羅鋼先生《敘事學導論》31、陳平原先生《中國小

說敘事模式的轉變》32等諸多採用敘事學方法討論中國小說之作。這對於筆者在

瞭解西方敘事理論運用於中國小說的研究以及論述上，亦不啻為極佳的出發點，

且給予筆者在思考時，極為有力的幫助。因此，本論文在寫作理論上，不僅將觸

及到中國傳統的歷史敘事、章回結構與小說評點等敘事理論，也將一併參考前輩

學人的相關論述，進而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上，提出更縝密且細膩的研究架構，使

《老殘遊記》的敘事藝術，歷經百年之後，猶能詳盡而完整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二、本論文的研究架構 

筆者將採用觀察劉鶚生平遭遇的方式，著手展開本論文的研究架構，因為

一部敘事文本，必定是經過小說家的精心巧思與苦心經營，才能完成問世的。所

以對於小說家本身的相關研究，乃是勢在必行。故筆者將會談到《老殘遊記》與

時代環境，從中論述這部小說與民間文化的種種關聯，這不僅是考察劉鶚的生平

舉止，而是採取放大觀察的角度，從時代背景、社會取材與思想風氣等方面，加

以論述，期望能藉此由從點到線，乃至於兼顧全盤的方式，來對《老殘遊記》的

敘事研究，作出更為透徹的分析。至於在小說敘事研究的方面，筆者在此首先要

引用陳平原先生的論點： 

對於（清末）新小說來說，最艱難、最關鍵的變革不是主題意識，也不是

情節類型或者小說題材，而是敘事方式。前三者主要解決『講什麼』，而

後者則必須解決『怎麼講』。33 

因為上述的論點，開啟本論文在研究命題上的出發點。筆者將要從小說家劉鶚作

                                                 
29 Andrew H. Plaks：《中國敘事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5 年一版）。 

30 楊義：《中國敘事學》（北京：人民出版社，1997 年一版）。 

31 羅綱：《敘事學導論》（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 年一版）。 
32 陳平原：《中國小說敘事模式的轉變》（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3 年一版）。 

33 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說史‧第一卷》（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7 年），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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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小說家的代表人物談起，之後再將其聯繫到《老殘遊記》「講什麼」與「怎

麼講」的敘事問題，進而從敘事學的研究架構，著手討論這部小說在敘事藝術上

的問題。 

筆者提出了小說敘事人物類型的研究、敘事視角的運用、敘事時空的佈局、

敘事結構的設計，這四個不同層次的研究面向，希望能從以上這四個不同面向的

論述中，淬取《老殘遊記》敘事模式的藝術價值與歷史意義。本論文首先要論述

小說人物的類型研究，因為人物是小說敘事的中心，故事情節是有人說的，小說

事件也是由於人物而產生的，所以論述的重點，將放在討論《老殘遊記》人物類

型的特色之上，以及論述小說人物的代表涵義。至於敘事視角方面，筆者認為，

首先要理解小說敘事的說話者，究竟是全知敘事者？還是限知敘事者？小說敘事

者是在外部觀看小說情節的發展？還是進入人物內心的訴說？這些關於敘事視

角的問題，都值得加以深入探討。至於敘事時空方面，即在討論小說敘事的時間

與空間，討論時間的連貫與倒裝、書寫空間的自然想像，且對於敘事時空的藝術，

也會有所觸及。在敘事結構方面，則是討論劉鶚如何用舊章回寫新小說，以及如

何安排小說敘事結構的設計並加以書寫，還有初編與二編之間的銜接關係等結構

問題。 

筆者期盼能藉由敘事學的研究方法，重新審視這部能在清末數千部的小說

之中，脫穎而出且被賦予極佳讚譽的《老殘遊記》，並能從中發現這部小說在敘

事藝術上的奧妙之處，以及在小說敘事史上取得的書寫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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