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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屈原《楚辭》之於楚地、曹雪芹《紅樓夢》之於江南、沈復《浮生六記》之

於蘇州..，作家的藝術生命往往通過他的原鄉進入文學更深廣的視野，流露更深

刻的文化探尋與社會關懷；莎士比亞劇作中的斯特拉福德（Stratford-upon-Avon） 

，雨果《悲慘世界》中的巴黎，狄更斯《大衛科波菲爾》與《雙城記》中浮現的

倫敦，喬依斯《尤里西斯》描繪的都柏林，勞倫斯筆下的伊斯特伍德小鎮，福克

納《喧嘩與騷動》之於約克納帕塔法郡，艾略特的失落《荒原》、卡夫卡象徵性

的《城堡》等等，從古典到現代，從東方到西方，宏闊鉅著總聯繫著作者與地域

文化，因此這其中的意蘊，就有更多值得探討品析之處。 

辛亥以來中國社會的劇烈動蕩不安，使人對安寧生活產生追求的想望，流亡

他鄉的作家開始倍加思戀故土，他們對文化風土的依戀與反思，就成為寄託鄉

思、慰藉心靈的自然流露。於是，浙東、湘西、巴蜀、北京、上海等地的文化風

俗，無論是新文學運動的第一個十年，還是此後的幾十年間，這種詩畫般或者激

情般的展演，恐怕是其他年代望塵莫及的。 

盧梭認為：「人的苦難的真正根源就在於人的所謂進化」，這似乎在對人類發

出「返璞歸真」的呼籲。因此西方鄉土文學作家普遍對於工業文明有相當的覺醒

意識，在關注人的生存環境、人的生命狀態、甚至對原始生態鄉村社會憧憬嚮往

而至躲避都市文明，最終企求從鄉土社會中尋找真正的精神樂園。這種文學生命

形態，在中國現代小說創作中亦有相似的發展；我們可以透過文本的搜尋，進一

步發掘出作者地理原鄉與精神原鄉之關聯，從中解析原鄉對作者作品的影響。 

法國小說家左拉在評論福婁拜小說成功之處時，特別肯定其小說環境書寫藝

術的影響；原鄉環境的種種生活狀態、人民的行徑等都是重塑原鄉樣貌以及攫取

作者心靈終極關懷的元素。好比：魯迅筆下為環境所囿－無法改變命運者的掙扎

與痛苦－是魯迅小説中永遠的主角，是當時社會的典型人物代表，更是構成原鄉

繪圖的重要質素。於是浙東文化氣氛－未莊－魯鎮文化－彷彿就是中國舊式社會

的縮影。面對人生百態，面對「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政局，面對「朱門

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橫於前，力不從心於「鐵屋

子」裡的人們，於是「歸去來兮」至何方的茫然亙於後，即使「月是故鄉明」，

但「近鄉情怯」與故鄉依舊荒涼，同樣讓人心寒。在希望與絕望之間，魯迅作品

藉由對國民心態的剖析，傳達著深層的關懷與焦慮；從文本的再閱讀，從魯迅的

原鄉描繪，我們可以一再反思訊息背後文化與生活結合的生命質素，意涵多少作

者要深刻傳達的「彷徨」與「吶喊」。 

沈從文的文化兩棲狀態，是在都市中生活而反都市文明且不斷地回憶與眷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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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下。靈魂飄泊於都市的異己感，羈旅異鄉的都市邊緣人，試圖用人性美來追尋

心中嚮往的精神家園。即使湘西人民在經濟上受到殘酷榨取，然而透過童年的視

角、神話的想像、去蕪存菁後的審美原鄉，沈從文將鄉村文化和異化了的城市文

化作對立加以描寫，更顯作家對此湘西無比眷戀與摯愛。這是沈從文鳳凰涅盤式

的超越原鄉。  

老舍在＜想北平＞中說：「北平的好處不在處處設備得完全，而在它處處有

空兒，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氣；不在有好些美麗的建築，而在建築的四周都有空閒

的地方，使它們成為美景。每一個城樓，每一個牌樓，都可以從老遠就看見。」

老舍用文字構築了北京的市井人情、世俗風物與歷史文化，如此北京全貌的呈現

既是語言藝術的成就，更是人文思想的成就。老舍創作之始即鎖定城市平民（貧

民）階層，也始終在這愚弱的平民或曰國民性的批判基調上運鏡。老舍以幽默、

詼諧、近乎諷諭的筆調，將充滿京味與滿族意識的精神內涵融入其中，再加上個

性化的小說特質，使他的作品在俗白之外，更添一種深摯的情蘊。這種情蘊正是

他自幼深植心中，即使長期異地教學，下筆自書時，卻自然流露對故鄉的濃郁之

情。母親是老舍情感的原鄉，北京是老舍文學的原鄉。 

張愛玲以女性的角度書寫情愛男女的世界，她創造了愛情神話，也傳達了烽

火兒女的無奈與悲情。她從古典的小說《金瓶梅》、《紅樓夢》…走入現代社會，

帶着傳統的眼光與現代的批判視角，以深厚的女性自覺意識，來賦予她書中世界

的女子「自主權」。她的作品無論是書寫上海或香港，都是以一個「上海人」的

眼光來書寫；她並非原籍上海，但生於斯，成長於斯，她已經是道地的上海人。

因此情愛是她小說的主軸，上海是她文學的地理原鄉。 

每個人心中都有張地圖，不只是作家創作的路線指標，更是文學作品的心靈

原鄉。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提到：我們對故鄉的追尋，就是一種「形而上的

慰藉」來解脫自己，使我們在世態變遷的紛擾中仍然能夠感受到生命的強大與歡

樂。 

郁達夫說：「五四」最大的成就在於發現了「人」。「真」是「五四」時期小

說的一個重要追求。「五四」不僅是新文化運動、啟蒙運動，更是一次文學覺醒

運動，藉由對傳統文化的反省、對國民性的反省，而產生文學自覺，建構文學自

身的審美意義，於是在救亡與啟蒙之間，文學的生命力具有強大的時代感，這樣

的時代感激發知識份子深層的使命感，並且在大我與小我之間、在國土與家園之

間激盪出微妙的關係；這也是我們尋著原鄉之路去拜訪作家心靈世界，問候文學

原鄉的真正用心。 

二、 前人研究成果 

    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的幾位文學大家：魯迅、沈從文、老舍、張愛玲等，是研

究現代小說必讀的作家。於是在整理前人研究成果時，就從這幾位大家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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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魯迅部份 

搜尋魯迅期刊論文約五千五百筆資料，討論的主題包羅萬象，其內容從魯迅

求學的各階段、婚姻家庭與感情世界、雜文理論意涵（包括拿來主義、現實主義、

象徵主義..等）、思想文化、象徵民俗語言等藝術趣味、文本賞析（包括人物分析、

寫作技巧手法、復仇觀、寓言性..等）、國民性探討、與外國（日俄及西方－芥川

龍之介、廚川白村、夏目漱石、二葉亭四迷、契訶夫、果戈里、陀思妥也夫斯基、

尼采、弗洛依德、屠格涅夫等人）文學比較、與其他同質或同期作品比較（沈從

文、郁達夫、老舍、郭沫若、巴金、茅盾、趙樹理、張愛玲..等）、與五四之關聯、

與兒童文學教育、其歷史觀、甚至對魯迅作品之教學心得…等，林林總總；當然

對魯迅個人之分析研究：家庭、愛情、親情、童年、人格分析、魯迅與革命、他

的日本經驗、他與北京、故居研究、生活瑣記、他與古典名著（莊子、三國、西

遊、紅樓..等）、與其弟、對後世影響之分析等，更是不可缺漏。華文地區對這位

「中國現代小說之父」的研究可謂「大觀」，因此將這些資料與前人研究成果加

以整理觀察，發現如果粗略每五年分為一期，可以約略歸納出研究者關注的方向

有其「目標」的一致性，以最近十五年的研究為例可歸類分析如下： 

1.  1991~1995：多偏重於魯迅整個人的分析與其作品的整體世界的解析、 

（概念期）  其作之語言象徵藝術、思鄉之情結、魯迅對古典著作之用

心、其歷史觀、與五四之關係等研究，多是整體性的、概

念式的分析研究。 

2.  1996~2000：偏重個別作品之分析及風格比較、民族觀與國民性與愛國

（實務期）  意識研究、其現代性之探求、人道主義（吃人社會）、精神    

世界分析、文化意識（包括傳統與現代、金錢觀、婦女觀、

美學觀、人文主義等）、文學理論（人物心理解析、時間空

間分析、敘事觀點、悲劇觀、分論詩與散文及小說）、哲學

與佛教與儒學、魯迅紀念館成立帶來的風潮、對魯迅周遭

人事物之關注、魯迅對知識份子形象塑造、五四文化新精

神等等，研究者以當代理論觀點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魯

迅所有作品都彷彿是「當代」作品地被加以解析。 

3.  2001~2005：生命意識（生死觀）、創作意識、分時期分類型比較、地域

（反思期） (對少數民族、對越文化)關注、寓言性解剖、年譜整理完     

成、現代思維（人生思想、現代化）、文化(走向、轉型、效 

應、與建設、新意涵等)、研究魯迅與幾個社團之關聯或對

文學流派之批判、思想主義（自由主義、民主主義、道教

與虛無主義）、音樂性等。新的研究方法或觀點也被廣泛運

用，如巴赫汀、卡夫卡、易卜生、薩義德等人的理論。單

篇文本分析少了，問題意識強化了。 

大體而言，第一階段（1991~1995）多為與魯迅同時期人物之比較，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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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2000）多為魯迅與其死後的作者比較，第三階段（2001~2005）多為

分析魯對當代作家之影響。每階段皆有國民性的探討，第一段重其劣根性、

第二段重其啟發性、第三段則重其重塑再造性。 

 

臺灣研究魯迅的學位論文整理如下： 

論文年份 作者 論文名稱 系所別 

1997 年 楊若萍 魯迅小說人物研究 中文研究所 

2000 年 張淑伶 魯迅受俄國文學影響研究 俄羅斯研究所 

2000 年 張燕萍 人間的條件---鍾理和文學裡的魯迅 中文研究所 

2001 年 楊雅娟 吳趼人與魯迅小說中的第一人稱敘事觀點 中文研究所 

2001 年 黃正文 魯迅留日期間對其一生人格塑造的影響研究  日本研究所 

2001 年 戴嘉辰 魯迅、周作人民間文學理論研究 民間文學研究所 

2002 年 顏健富 論魯迅《吶喊》、《彷徨》國民性建構 中文研究所 

2003 年 汪詩詩 魯迅、卡繆，尼采讀者－接受比較研究 法文研究所 

2003 年 黃燦銘 魯迅的「改造國民性」思想研究 教育研究所 

2003 年 楊靜欣 徘徊與擺盪－論魯迅作品中的宗教向度 宗教研究所 

受到政治意識影響，台灣早期研究魯迅的作品不多；近十年的研究者有半數

非文學，其餘半數則偏重國民性之探討、作品人物、敘事觀點、或文學理論研究

等。從文本去探究魯迅原鄉世界的研究，甚是缺漏。 

（二）沈從文部份 

搜尋研究沈從文的期刊論文找到八百多筆資料，其內容包括：美學風格、兒

童文學、語言特色、審美視角、嘲弄都市、湘西風俗畫、愛情觀－悲劇美學、語

言敘事學、鄉下人的追求－自然美、小說人物、鄉土意識、城鄉對立、創作思想、

個別作品分析、理性家園、藝術特色－浪漫主義等等的議題。將這些議題作一個

簡單的歸類整理，大致分為以下幾個層面： 

1. 與中外的作家比較：中－魯迅、巴金、郭沫若、葉聖陶、蕭紅、老舍、張愛                      

玲、廢名、郁達夫、王魯彥、張天翼、施蟄存、鍾

理和、王小波、汪曾祺、孫犁、吳濁流、高行健 

                     西－哈代威塞克斯、契訶夫、勞倫斯、泰戈爾、川端康

成、屠格涅夫、福克納 

2. 思想討論包括：莊子、佛教、儒學、浪漫主義、基督教文化（及宗教觀）、宿                     

命意識、原始主義、文學批評、人性觀、女性意識、希臘小廟 

3. 小說創作：人物分析、人物原型、少數民族關懷、自然人性美、鄉下人情結 

4. 作品方面：湘西民歌（及其作品音樂性）、生命觀、藝術特色、鄉土、異鄉人 

情結、城鄉對立、失樂園小說、水的意象、精神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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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化選擇－古典文化、生命意識、地域文化 

6. 湘西主題：民歌、民風、儺祭、方言釋譯、民俗描寫 

7. 寫作手法：象徵手法、語言藝術、兒童視角、諷刺小說、敘事模式、隱喻、 

散文化（詩化風格）小說 

8. 京派文學、沈從文的文學價值與地位 

9. 人際關係：張兆和、丁玲、蕭乾、汪曾祺 

研究中討論最多的作品是《邊城》，討論最多的課題是他的審美藝術，討論最主

要的地域是「湘西」。 

臺灣研究沈從文的學位論文整理如下： 

論文年份 作者 論文名稱 研究所別 

1993 年 錢佩霞 沈從文小說研究 中文研究所 

1994 年 董淑玲 沈從文小說中鄉土意識之分析 中文研究所 

1994 年 賴誠斌 鄉下人的戰爭：沈從文的生命故事 應用心理學研究所 

1997 年 葉錦霞 沈從文小說人物研究 中文研究所 

1998 年 黃詒芳 沈從文的詩意追問 中文研究所 

1998 年 曾令蘭 沈從文散文研究 中文研究所 

2000 年 紀志賢 小說的框架：沈從文《邊城》研究 語言學研究所 

2000 年 黃淑芬 沈從文作品中的湘西 中文研究所 

2000 年 湯崇玲 沈從文人格與風格中的「水」 中文研究所 

2001 年 李權洪 沈從文小說研究 中文研究所 

2002 年 馮玉婷 沈從文小說的城鄉衝突研究 中文研究所 

2002 年 盧文惠 從《邊城》重評沈從文的文學史地位 文學研究所 

研究者普遍以「湘西」鄉土出發去看其作品中之山水風土民情，是現代小說

作家中鄉土意識較鮮明的一位，對原鄉情戀也是最深刻的一位，只是在「原鄉」

的探究上，少有研究者以此為主題探討。 

（三）老舍部份 

搜尋研究老舍期刊論文約七百筆資料作一番整理，歸類如下： 

1. 與中外作家比較：中－吳梅村、魯迅、郁達夫、巴金、沈從文、曹禺、張愛 

玲、張天翼、趙樹理 

                   西－狄更斯、康拉德、盧梭、契訶夫 

2. 寫作手法：語言藝術（幽默、京話、諷刺）、象徵主義、白描 

3. 小說特色：創作心理、人物類型、抗戰文學之分析 

4. 戲劇方面之技巧與戲劇觀等研究 

5. 思想：悲劇意識、憂患意識、文學思想核心－現實主義、民族性、文化選擇 

6. 市民文學：生存與現代化、意識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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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作品層面：人物分析（妓女、車夫、人物形象塑造、女性形象塑造）、與西方   

文學比較、俠文化、各篇作品分析、敘事模式 

8. 分析作者：童年、美英經歷之種種、死因（與屈原相較）、心理分析、與母親、 

故居、人格氣質等 

9. 文化批評、宗教(基督教、佛教)文化、滿族文化、文化視角、民俗描寫、民 

族主義（愛國情懷） 

研究者對老舍作品討論較多的是《茶館》、《四世同堂》和《駱駝祥子》，討論最

多的議題是他的「京味風格」。 

臺灣研究老舍的學位論文整理如下： 

論文年份 作者 論文名稱 研究所別 

1990 年 蕭榮坤 老舍及其長篇小說研究 中文研究所 

1991 年 俞載星 老舍短篇小說研究 中文研究所 

1994 年 申正浩 老舍《茶館》研究 史語研究所 

1998 年 羅中琦 老舍抗戰長篇小說研究 中文研究所 

1998 年 蘇敏逸 老舍前期小說研究 中文研究所 

1999 年 林雯卿 老舍《四世同堂》研究 中文系研究所 

2003 年 曾文璇 老舍的北京文化意識 中文研究所 

2003 年 南炫朱 老舍短篇小說象徵性研究 中文研究所 

研究的重點多半在於老舍作品的風格、人物分析、文化意識的探討等方面。 

（四）張愛玲部份 

搜尋研究張愛玲的期刊論文近一千筆資料，整理歸納出以下幾個層面： 

1. 作者方面：紅學研究、童年與親情經驗（舊式家庭經驗：審父( 反父權、失

落、家園、與母親）、胡蘭成、母與女、人格與精神分析、個人主義等。 

2. 作品方面：悲涼基調、人物（男女形象、人物譜系、惡婆婆）心理分析、小

說結構藝術、婚戀小說結構、俗、各種意象、時空表現、人性觀（灰色人性、

悲愴人性）、與電影、華服、母親形象、死亡意識等。 

3. 風格特色：蒼涼世界、典型女性（變態與常態美）、悲涼風格、女性意識（女

性主義）、孤獨。 

4. 文化特徵、都市文學（市民文學、市民定位、都市風俗、都市意象）、現代意

識、現代主義等。 

5. 思想：荒涼悲哀心態、失落意識、創作價值取向、禪學角度。 

6. 與中外作家比較：中－張恨水、魯迅、巴金、冰心、沈從文、胡適、郁達夫、 

林徽因、錢鍾書、老舍、丁玲、施蟄存、趙樹理、於     

梨華、蘇青、蕭紅、白先勇、王朔、王安憶、施叔青、

瓊瑤。 

                   西－伊迪絲沃頓、安德森、勞倫斯、弗洛伊德、海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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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卡夫卡、奧斯丁、瑪格麗特米雪爾、伍爾芙、

亞里士多德。 

7. 寫作手法：女性異化（與內省意識）、美學特質、意象世界、敘事藝術、肖像  

描寫、色彩語言、自戀與自審、蒼白、比喻（鏡子、月亮、繡花

鞋）、旁觀者角度、時空結構等。 

8. 海派文學分析 

張愛玲作品中最常被討論的是：《金鎖記》與《傳奇》，其風格藝術特質是「蒼涼」。 

臺灣研究張愛玲的學位論文整理如下： 

論文年份 作者 論文名稱 研究所別 

1989 年 林素雲 "潔妮德里"與"怨女" 法文研究所 

1989 年 林繡亭 張愛玲小說風格研究 中文研究所 

1990 年 蔡淑娟 張愛玲小說的諷刺藝術 中文研究所 

1991 年 盧正珩 張愛玲小說的時代感研究 國文研究所 

1992 年 馬冬梅 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世界 中文研究所 

1996 年 賴琇君 張愛玲小說中的惡母形象與潛抑的怨母心理 中文研究所 

1997 年 鍾正道 張愛玲散文研究 中文研究所 

1997 年 吳玉芳 張愛玲小說 的情愛世界 中文研究所 

1998 年 邱昭瑜 張愛玲作品評論之研究 中文研究所 

1998 年 劉靜怡 隱喻理論中的文學閱讀─以張愛玲上海時期小說為例 中文研究所 

1998 年 陳雅莉 《怨女》中人物對自我認識的追尋 中文研究所 

1999 年 陳靜宜 張愛玲長篇小說的女性書寫 中文研究所 

1999 年 彭筠蓁 對照記----張愛玲的傳統與現代 中文研究所 

1999 年 溫毓詩 張愛玲文本中的人物心理與殖民文化研究 中文研究所 

2001 年 沈文田 張愛玲小說人物研究 中文研究所 

2001 年 莊宜文 張愛玲的文學投影─臺、港、滬三地張派小說研究 中文研究所 

2002 年 鍾正道 張愛玲小說的電影閱讀 中文研究所 

2003 年 石梅琳 張愛玲小說與《紅樓夢》之詞語、詞匯、時空比較研究 中文研究所 

2003 年 黃玉緞 張愛玲小說受《紅樓夢》影響之研究 中文研究所 

2003 年 黃方琪 張愛玲《傳奇》世界中的人性書寫 國文研究所 

2003 年 傅嘉琳 張愛玲小說色彩與配色之研究 設計研究所 

中國現代小說作家中，張愛玲可說是臺灣研究者的「偏愛」，其作拍成電影電視

劇者甚多，也成為研究者矚目焦點之一；此外，她的紅學研究、女性書寫、寫作

風格等都是學界討論的議題。 

 

另外，臺灣以「原鄉」作為討論議題的論文，多半是「藝術」研究者，也就

是音樂、繪畫等方面的研究者，為了探究創作根源時，以此為題作為研究對象。

而文學原鄉的研究僅羅尤莉的《鍾理和文學中的原鄉與鄉土》，換言之，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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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小說中的「原鄉意識」目前少有研究者，本文希望以此為題作一研究分析，

填補這方面的學術縫隙。 

三、 研究範圍與方法 

就人類社會學概念而言，「原鄉」本是指遠離故土的移民族群的原始故鄉。

隨著音樂、繪畫、藝術、經濟學、民族學、社會學、文化等等各領域的開展延伸，

「原鄉」的意義也隨之擴大。本文所說的「原鄉」：是一種超越特定地理位置，

對原始故鄉的親情、血緣、風俗、文化的認同，簡言之，這「原鄉」是指文學創

作者的文化/文學故鄉與精神/心靈家園。 

「原鄉」是一個綿亙於歷史與文學中，歷久彌新的課題。作者個人的經驗體

會與遭遇的小歷史，扣和著時代環境背景的大歷史，所創作出來的作品中，都有

一個立足基點，這個因人而異的基點，也正是作者的「文學原鄉」。所有的問題

均回歸到最初與原始的認知與感覺，所謂的文學「原鄉」是作者將生活經驗透過

審美想像創作出來的母土故園，也就是作者小說世界的心靈故鄉。本文在探討文

學作品時，可能基於作者生長地理環境、民族的、情感的、母系或母體的、文化

上的繫聯，而產生種種的原鄉形象、情結，都將納入討論的範疇。 

「五四」到 1949 年，中國現代小說的作家與作品甚多，本文在中國北部、

南部、邊疆、與租界區各選擇一位典型作家作為討論範疇。由於本文討論範圍的

幾位作家（北部－老舍、南部－魯迅、邊疆－沈從文、租界－張愛玲）都有很長

時間且深刻的「異鄉」經驗，相對於異鄉的「原鄉」，這是現代文學幾位大家內

心的終極關懷，因為有這分永遠割捨不去的鄉愁，才有這些卓然的著作。 

魯迅寫農民、下層平民、不幸的知識份子，寫舊社會的落後、政治的腐敗、

人民的痛苦；老舍寫中下階層平民生活的困苦、滿族的末落、政局的不安；沈從

文以純美的筆調寫平民在困境中卓然自立；張愛玲寫文明都市中平民的情愛糾葛

與蒼涼的女性遭遇。從小說人物的特色的比較，更能觀察出作者對原鄉之人事物

所投注的關懷情愫。 

政局不穩、烽火不斷，「戰亂」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最重要的背景；正因如 

此，流離失所、告別原鄉而出外謀生者不計其數。於是這些懷鄉篇章聊慰了無數

遊子心情，也成就了文學的佳作。 

離開故鄉，或飄泊異鄉的他者，透過異鄉與故鄉的對話，更清晰呈現心靈中

的「原鄉」。面對異鄉文化的衝擊時，並不是對「異」文化的排擠，更不是對原

鄉或傳統文化的揚棄，而是重新對原鄉文化進行再思考，這種生命的原始動力更

能為文學激盪出美學浪花，並且對文化有進行重整與再進化之功。因此在原鄉的

構圖上，可能產生不同的藍圖：雕塑繁華富麗、又難掩內心的蒼涼孤寂，張愛玲

有一個永遠的富都原鄉；去蕪存菁留下理想中的桃花源－這是沈從文的原鄉圖；

試圖改造調適重塑希望國度－這是老舍的原鄉圖；揚棄過去寄望未來的新天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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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魯迅的原鄉夢。 

面對異鄉，沈從文成為北京的他者，老舍成為英國的他者、甚至是山東的他

者，魯迅是北京與廣東的他者，張愛玲將自己抽離而成為用冷峻眼光凝視上海的

他者；所不同的是沈從文表現在作品上的是更深愛他的湘西，老舍更關懷他的滿

族與京中的平民，魯迅更捶胸頓足於那些愚弱的國民；張愛玲則像烽火中的孤

雛，以堅韌的生命力兢兢業業地活著。從地理原鄉去探尋作者作品中文學的根

基，這是本文研究的方法之一。 

由於政治動盪、經濟衝擊，中國人安土重遷的傳統思想等種種因素，形成了

文學作品中複雜的人生觀照、不同風貌的原鄉形象－祖居的故鄉、想像的故鄉、

母國的故土、暗戀桃花源，都共同指陳著內心渴望的精神家園。「精神原鄉」所

包含的文化質素甚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語言】，即使離鄉再遠，由於母語的

牽繫，精神原鄉也跟著密合在一起，老舍作品的京味語言就是典型的例子。語言

不只是媒介工具、更是文化與民族命脈的傳承。五四新文化運動，為新舊文化帶

來極大的衝擊，甚至「反傳統」文化使得許多人進入了「難回鄉」的迷惘。文化

的原鄉、文化的家園何處覓？本文將從政治、經濟、社會…等變動的角度去分析

比較對這幾位作家「文學原鄉」的建構與影響。 

老舍在《四世同堂》或其他小說中都顯現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層面

的劣根或敗落形象。沈從文對都市生活的焦慮不安，進而回歸到原鄉湘西的鄉村

生活懷念，透過獨特的藝術與審美的視角，對地域文化、不同的民族流露真誠理

解與認同。沈從文眼中自然素樸、樂觀從容面對人生的人們，即使在困厄中，仍

能悠遊地生活著。這種邊緣的、少數民族的、鄉村風俗的、樸厚的文學內蘊，喚

起了讀者對傳統文化中美感經驗的追尋之情。原鄉的豐富性，來自於每位作者的

經歷不同與創作動力與審美想像不同，因此我們可以透過多元視角整理、比對、

分析出各種不同特性的原鄉。 

追尋女性心靈原鄉的張愛玲受《紅樓夢》的影響，自古典走入現代後，在原

鄉加入了現代與寫實；魯迅、沈從文、老舍對西方文學也有著不同的接受態度，

當面對新舊文化、反思對傳統的看法時，對原鄉也可能產生不同的期待。從古典

到現代，每一個原鄉都有他自己的歷史角色，我們可以將原鄉置於歷史中受歷史

的檢視，可以站在歷史的肩膀上進行反思，也可以走在歷史的前端為其創造更深

的「進化」內涵。再加上受到整個世界政治、經濟、文化潮流種種因素的影響，

二十世紀的原鄉形象更走入了現代化。無論如何，每一個原鄉形象的呈現，將可

能綴連成一幅中國的文化地圖。 

本文預期經過整理、歸納、比較、分析之後，除了能具象描繪作家的原鄉圖

之外，更冀望能梳理出不同原鄉風貌可能對後世小說作品的影響。例如：（1）在

現實苦難與人性沉淪中，仍希望保留一片童年淨土－烏托邦式的沈從文的原鄉。

（2）醜陋的原鄉，愚妄沉淪、欺瞞迷信、荒涼蕭索－荒誕式的魯迅的原鄉。（3）

對原鄉過多期待而產生幻滅、失望、甚至詆譭－玉碎式的魯迅的原鄉。（4）飄泊

異地，遊子式的老舍的原鄉。（5）都市蒼涼式的張愛玲的原鄉。在思歸與懼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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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這些原來像是邊緣區域的邊緣人，他們的文學正以驚人的影響力向中間區域

靠攏，並在文學史上各自成為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