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廬隱、蕭紅小說藝術風格比較研究    陳淑芬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目的  

       
      廬隱和蕭紅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享有盛名的女作家。她們二人分

別在狂飆激進的「五四」風雨中和「三０」年代的抗日浪潮裡，找到自

己文學的落腳點。而她們靈魂深處的叛逆意識也與時代的脈動相吻合，

她們都企望在文學中為女性飛不出的天空尋找人生出口。是什麼樣的時

代造就了兩位女作家不朽的文學生命，是什麼樣的遭逢創造了作家筆下

的大千世界？這是我最初的研究動機。透過不斷的搜尋資料、閱讀文

本，我益加發覺廬隱和蕭紅筆下的不凡與動人。本論文的研究範圍以廬

隱、蕭紅的小說為主，佐以二人的散文、傳記，希望透過她們的小說去

分析、比較和歸納兩位作家其小說藝術風格的異同。 
      現代文壇曾湧現一批令人刮目相看的女作家，筆者何以在眾多現代

文學作家中獨挑廬隱、蕭紅做為比較對象？此乃因為兩人在經歷、性格

及文風皆有許多相同、相似之處。試以下列幾點說明之。 
 

一、成長經歷：自小失愛於父母。 

 
廬隱原名黃淑儀，又名黃英。1898 年 5 月 4 日出生於福建閩侯縣

的一個地主家庭。父親是清代的一位舉人，為人古板，性情暴躁；母

親是個舊式女子，思想保守，落後迷信。1「廬隱」取「隱去廬山真面

目」之意，2是她自女子師範大學時代即開始使用的筆名。出生那一天

恰巧外祖母去世，母親因此認為她是一個不祥的小孩，雇了一個奶媽

照顧她，自嬰兒時，就不曾享受到母愛的甜蜜。 
廬隱曾在自傳中提到一段童年往事： 

 
當我三歲的時候，父親放了湖南長沙的知縣，因此接我回去。

這時一家人都歡天喜地的，預備跟著父親去享榮華富貴，只

有我因為捨不得奶媽，和她的小女兒，我心裡是悒悒的，終

                                                 
1 侯吉諒總編：《蘇雪林、廬隱、凌叔華、馮沅君》（臺北：海風出版社，1992 年），頁 339。 
2 蘇雪林：〈廬隱〉，《中華日報》副刊，1959 年 5 月 16 日。 



 2

日哭聲不止。父親被哭的心頭起火，抱起我，就向那滾滾碧

流裡拋下去，誰知命不該絕，正巧和一個聽差的撞了個滿懷，

他連忙搶過我逃開了。……假使那時便葬身於江流，也就罷

了，現在呢，在人生的路途上苦掙扎，最後還是不免一死，

───這一雙黑色的眼鏡戴上後，使我對於人生的估價是那

樣無聊消極。3 

 

六歲那年父親因心臟病過世，而母親看見她永遠沒有好臉色，一

家人都覺得她孺子不可教，是個笨蛋。廬隱在自傳中說： 

 

母親永遠對我是冰霜滿面的，她是從心底憎厭了我，而我也

真怕了她。夜裡和女僕同睡在一個骯髒的房裡，白天呢，就

躲在花園裡。這時我的心，沒有愛，沒有希望，只有怨恨。

每逢舅舅家裡有什麼喜事，或者請客，母親總把我鎖在另外

一個院子裏，不許我出來見人，說我這種不要好的嘴臉，會

使她們丟臉，而哥哥妹妹們打扮得像小天使般的，在人群裡

飛翔。
4 

 

從小得不到父母的關愛，在失養、失愛中，讓她開始厭惡生命，

甚至有過自殺的念頭，埋藏下日後文本裡悵惘感傷的種子。 

 

            蕭紅本姓張，乳名榮華，原名張秀環，後改為張乃瑩。宣統 3 年

（1911 年）6 月 1 日出生於呼蘭縣一個地主家庭裡。在中國的農村社

會，傳統文化氛圍濃郁，不孝有三，無後為大。在長輩企盼男孩的急

切心情下，第一個呱呱落地的卻是女孩，家人的失望與不快可想而

知。再加上她於端午節出生，由於世俗迷信端午節出生的嬰兒為不祥

之人，因此從小不受父母喜愛。她回憶說： 

 

              1911 年，在一個小縣城裏邊，我生在一個小地主的家裏。那

縣城差不多就是中國的最東最北部──黑龍江省──所以一

年之中，倒有四個月飄著白雪。 

父親常為著貪婪而失掉了人性。他對待僕人，對待自己的兒

女，以及對待我的祖父都是同樣的吝嗇而疏遠，甚至於無

情。……九歲時，母親死去。父親也就更變了樣，偶然打碎

了一只杯子，他就要罵到使人發抖的程度。……他斜視著你，

他那高傲的眼光從鼻梁經過嘴角而後往下流著。……父親打

                                                 
3 林偉民編選：《海濱故人廬隱》（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年 1 月），頁 171。 
4 前揭書，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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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我的時候，我就在祖父的房裡，一直向著窗子，從黃昏到

深夜。5 

 

呼蘭縣立第二初高兩級小學畢業後，父親不讓她繼續升學，妄圖

將她當成攀附高門的禮物。她被父親關在家中三個季節。後來由於生

病，疼愛她的祖父以他自己的性命和父親威脅，蕭紅的父親方肯讓

步。為了抗拒父親和繼母給她包辦的婚事，她到哈爾濱上學。祖父去

世後，1930 年蕭紅離家出走，一生再也沒有踏入那個生她的家。蕭紅

在〈初冬〉一文中曾寫到有天清晨在街道遇見弟弟張秀珂：「瑩姐，

我看你還是回家的好！」「那樣的家我是不能回去的，我不願意受和

我站在兩極端的父親的豢養……」。
6 

            兩人自小「被棄」，有相似的破碎家庭經驗，這情結伴隨她們一

生，在兩人的文本中，處處可見到童年烙下的傷痕。 
 

二、性格：叛逆。反抗傳統權威、舊式的包辦婚姻；追

求戀愛、婚姻的自由。 

 
    廬隱生性孤傲爽直，對世俗陳規具有叛逆精神。在北京女子師範

讀書時，她認識一位傾慕於她的遠親林鴻俊，她本來沒想到要和他結

婚，但因母親的「嫌貧愛富」，便賭氣和他訂婚。後來因林鴻俊不贊

成她投身社會運動，廬隱認為林鴻俊觀念陳腐，視界狹隘，便與他解

除婚約，在當時引發一番的風風雨雨。在女高師學習期間，熱衷於參

加社會活動，結識北京大學學生代表郭夢良，兩人墜入愛河。然而郭

夢良已使君有婦，故他們的相愛有悖於傳統道德，遭到家庭的反對和

社會的非議。最後兩人突破世俗障礙，克服一切困難，有情人終成眷

屬，1923 年年底結婚。但好景不長，結婚兩年多，郭夢良即因肺病去

世，留下年僅二十六歲的廬隱和未滿十個月的女兒。1928 年，結識比

她小八歲的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學生李唯建。由於年紀女大男小，再

度引起世人爭議。連廬隱的朋友也批評她太浪漫，並說她從前與使君

有婦的郭君結婚已是大錯特錯，現在又與年齡相差甚遠的李君戀愛，

更不應該了。7兩人後來一道東渡日本，於 1930 年 8 月結婚。8 

                                                 
5 凡尼 郁葦選編：〈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蕭紅作品精編 散文卷》（桂林：漓江出版社，2004

年），頁 187。 
6 蕭紅：〈初冬〉，《蕭紅作品精編‧散文卷》（桂林：漓江出版社，2004 年），頁 155。 
7 蘇雪林：〈關於廬隱的回憶〉，《廬隱選集》（臺北：琥珀出版社，1968 年 8 月），頁 3。 
  蘇雪林和廬隱曾同事半年，後又成為北京女子高等師範大學同學兩年。文中提及的友人是指舒

畹蓀女士（〈海濱故人〉中之蘭馨）和吳婉貞女士（〈海濱故人〉中的朱心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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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紅一生顛沛流離，一共有三次戀情。她為了逃避父親為她訂下

的包辦婚姻，隻身逃往哈爾濱。1931 年 10 月，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哈

爾濱，以甜言蜜語欺騙她，兩人在道外東興旅館同居。當她懷孕之後，

汪恩甲藉口要回家取錢，將蕭紅留在旅館中，從此一去不回。被囚禁

在東興旅館的蕭紅，寫信給《國際協報》，希望能借幾本書看。蕭軍

將書送到東興旅館，結識了這位處境悲慘的女人。當時蕭紅身上穿著

一件褪色的藍長衫，散髮間有著明顯白髮，懷著身孕。當蕭軍看見蕭

紅寫的短詩，「這邊樹葉綠了，那邊清溪唱著：──姑娘啊！春天到

了。……去年在北平，正是吃著青杏的時候；今年我的命運，比青杏

還酸！」
9蕭軍突然覺得世界變了，他覺得站在他眼前的是全世界最美

的女子，決定不惜一切犧牲和代價拯救她，當時是 1932 年 7 月 12 日。
10蕭紅 1932 年 7 月結識蕭軍後，開始其創作生涯。兩人共度將近六年

的同居生活，早期生活相當拮据，常過著三餐不濟的日子。在蕭紅作

品《商市街》有很完整的生活紀錄。1936 年因兩人個性差異，經常發

生齟齬，再加上蕭軍感情出軌，兩人出現裂痕。 
 

   〈苦杯〉一 

帶著顏色的情詩， 

一只一只是寫給她的， 

像三年前他寫給我的一樣。 

也許人人都是一樣， 

也許情詩再過三年他又寫給另外一個姑娘。 

 

   〈苦杯〉二 

昨夜他又寫了一只詩， 

我也寫了一只詩， 

他是寫給他新的情人的， 

我是寫給我悲哀的心的。
11 

 
1937 年，七七抗日戰爭爆發，八、九月間與蕭軍逃往武漢，結

識端木蕻良。蕭軍想隨校撤離打游擊，蕭紅卻想有個安靜的環境能從

容的生活與創作，由於理念不同，在戰爭期間這對曾經共患難的戀

人，勞燕紛飛。蕭軍粗魯、霸氣，不善於處理人際關係，一發脾氣會

對蕭紅拳腳相向。蕭紅的個性一方面倔強、孤傲，另一方面又過於依

賴、軟弱。兩人性格的悖反，再加上端木蕻良的出現，蕭紅主動向蕭

                                                                                                                                            
8 王桂青：〈廬隱、李唯建《雲歐情書集》評析〉，《棗東師專學報》，1998 年第 1 期。 
9 蕭耘、建中編著：《蕭軍與蕭紅》（北京：團結出版社，2003 年 7 月），頁 4。 
10 前揭書，頁 5。 
11 李輝主編：《蕭紅自述》（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 年 12 月第 1 版），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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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提出分手，她說：「『三郎──我們永遠分開罷﹗』她沒容旅途勞頓

的蕭軍喘口氣兒，就直奔了『主題』。『好。』蕭軍放下正在擦著臉的

毛巾，轉過身來平靜的回答著。……一對人人看好的『共命情侶』、『作

家夫妻』就這樣沒有任何廢話和糾紛而乾脆俐落地『結束』了，從此

再也沒有見面，沒有通信……」12兩人在 1938 年夏天各分東西。1938
年 2 月與端木蕻良同居、結婚。相較於蕭軍強硬的性格，端木蕻良則

顯得懦弱，無法給蕭紅堅強的依靠。與端木蕻良的第三次戀情，也是

蕭紅唯一有正式婚約的一次。周錦稱端木蕻良「是個花花公子型的人

物」13，蕭紅和他在一起，注定無法有一個美滿的結局。後來的結果

也果真證明這又是一個錯誤的結合。 
    由廬隱、蕭紅一生的經歷，可看出兩人的性格都極具叛逆性，在

當時都可稱是非常前衛的女性，勇於突破封建家庭、傳統禮教的束縛

去追求愛情，但在愛情的路上，則同樣坎坷、不幸。 
 

三、時代／知識背景：覺醒於「五四」風潮的知識女性。 

 
            「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以 1917 年「文學革命」為第一個

標誌。「五四」時期的知識婦女，正處於反傳統的時代潮流中。儒家

的至高權威與傳統倫理觀念遭到推翻、打擊，知識女性獲得空前的自

由與平等，她們與男性一起參加全國性的抗議活動。廬隱和蕭紅這兩

位時代產兒，在求學階段即多次參與學生運動。廬隱還曾是女高師的

學生代表。她們都是在「五四」時期覺醒起來的女作家，其文學鮮明

地表現了那時代的特色，以及對婦女解放、女性命運的關注。從廬隱

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現代知識女性由「人的覺醒」到「女性意識

的覺醒」所經歷的過程。而蕭紅的作品則反映出廣大底層婦女的悲劇

命運。蕭紅是在父權思想佔統治地位的制度下誕生的，但又在求學的

環境中受到「五四」新思潮的陶冶。在蕭紅的作品中，可以見到她對

「人」的憧憬以及對自由、平等的追求，此乃來自對「五四」的繼承。 
 

四、文風：自傳體、抒情化。 

 
            廬隱《海濱故人》，蕭紅《呼蘭河傳》是兩人的自傳體作品，唐

旭君指出：「她們借各自筆下具有一定自傳色彩的女性形象，宣示著女

                                                 
12 李輝主編：《蕭紅自述》（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 年 12 月第 1 版），頁 138。 
13 周錦：《中國新文學史》（臺北：長歌出版社，1976 年 4 月初版），頁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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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對社會的不滿和抗爭，表現出個人與社會激烈的矛盾衝突。」14這

些文本中的主角就是作者的化身，她們將自身不幸坎坷的遭逢，父權

封建的牢籠形諸筆下，形成一篇篇感情豐沛、發人深省的文章。作品

中帶有濃郁抒情及強烈主觀的特色。 
        廬隱的代表作是《海濱故人》。小說的主人公露沙和同窗好友都

是「五四」時期的知識女青年。小說中的五個青年女性：露沙、玲玉、

蓮裳、雲青和宗瑩。露沙即是廬隱的化身，玲玉、雲青和宗瑩，分別

是廬隱女高師的同學陳定秀、王世瑛和陳俊英。15文中露沙與梓青的

戀情，正是廬隱與郭夢良的真實反映。〈歸雁〉中的女主人公紉青和

她的戀人劍塵即是廬隱與第二任丈夫李唯建。〈象牙戒指〉是為她的

好友石評梅和高君宇（早期的共產主義者）所作的傳記。茅盾：「她

給我們看的，只不過是她自己，她的愛人，她的朋友，──她的作品

帶著很濃厚的自敘傳的性質。」16《海濱故人》可以說是廬隱前半生

的自傳，其女性視角的選擇建構出她筆下獨特的文學世界。此書反映

出她對知識女性命運的思索。廬隱以她最熟悉的題材──「知識女性

的婚戀問題」為創作的切入點，揭示出女性在自由戀愛及婚後的不同

煩惱，描寫出「五四」時代的知識女性作為一個獨立的「人」的艱難。

女性內心渴望獨立自主，但另一方面，又受到傳統相夫教子、生兒育

女的禮教約束。 

 
        美國學者葛浩文曾指出：「蕭紅文學生涯晚期著名的作品，長篇

小說《呼蘭河傳》無疑問是自傳體的作品，但它不能算是『自傳』。

在小說敘說的時間中，作者生平的大概情況呈現在讀者眼前是無可否

認的事實，可是該書的另一些方面，如人物、技巧主題等，使它成為

自傳以外的作品。」17《呼蘭河傳》書如其名，是部純粹的鄉土小說。

這一部小說分成七章，從一個小女孩的眼中，以一種近乎白描的口吻

娓娓道出呼蘭小城的故事。其筆法是一種散文式的筆法，各自成篇，

但是連綴在一起，又極其和諧。這部小說很富有「人味」，寫東北小

鎮的荒涼冷清，寫小城人物的盲昧，寫現實生活的艱辛，沒有什麼曲

折動人的故事，也沒有纏綿緋惻的情節，但書中人物生命的點點滴

滴，卻叫人深省。小說通常要有一個完整的故事，並依著一定的層次

發展，《呼蘭河傳》卻打破了成規，以個別可以獨立的片段連綴起來，

                                                 
14 唐旭君：〈永遠的精神流浪──五四女作家婚戀小說中的女性世界之三〉，《湖南廣播電視大學

學報》第 3 期，2000 年 9 月 25 日，頁 12。 
15 沈玲蓉：〈夢醒女性的執著探索──論廬隱自敘傳小說創作〉，《欽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第 16 卷第 3 期，2001 年 9 月，頁 37。 
16 茅盾：〈廬隱論〉，出自林偉民編選《海濱故人廬隱》（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年 1 月），

頁 155。 
17 葛浩文：〈藝術的生活──蕭紅的「商市街」與自傳〉，出自葛浩文編：《蕭紅的商市街》（臺

北：林白出版社，1987 年 7 月 1 日初版），頁 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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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物的敘述更是完全採取了散文化的抒情手法。各章之間可以各

自獨立，然又用一個共同的主題「一個小女孩童年的回憶」將各篇串

連起來。 
由《呼蘭河傳》可以看出，蕭紅童年的生活是孤單的，沒有玩伴。

父母、奶奶不關愛，唯一疼愛她的人只有爺爺。成年後的情路坎坷，

使她在極端寂寞的心情下，寫成了這一部回憶童年的《呼蘭河傳》。

而對於一位對生活曾經寄以美好的希望但又屢次「幻滅」的人來說，

更是格外寂寞。《呼蘭河傳》部分是蕭紅在重慶，感情被冰封的時候

所寫；而大部分則完成於香港，被端木蕻良無情拋棄的時候。因此，

《呼蘭河傳》所寫的除了是蕭紅童年的回憶，也是作者自身寂寞心境

的反映。 
 

五、作品主題：反侵略、反禮教。 

 
         廬隱、蕭紅的作品中，都從女性視角出發去揭露社會問題。抨

擊不合理的社會和醜惡人生，具有強烈的女性自覺意識。廬隱的長篇

小說《火焰》，描寫上海「一‧二八」戰爭，控訴日軍侵華的罪行。

蕭紅的《生死場》描述東北淪陷後，百姓在日軍統治下的反抗。短篇

集《曠野的呼喊》一書中，蕭紅透過這些小說，顯現她對日本侵華強

烈憎恨。18這些作品以愛國主義與民族抗爭為主題，表現廬隱、蕭紅

反帝國主義思想。蕭紅所寫的邊緣人物大多是女性，其對女性生存處

境與命運的描寫，生動真切，撼人心魄。她以自己女性的處境、女性

的目光去審視這個女性苦難的世界，描寫女性的苦難和痛苦，尋求女

性自身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唯有曾長夜痛哭過的人，方能瞭解「苦」的滋味。兩人幼年失養，

痛苦不幸的童年，以及成年後情感的波折，禮教的衝突、壓迫，讓受

盡人生苦辛的她們對於社會的種種積弊，有更深的體會和感觸。在文

本中關注不幸的人間和悲慘的世界，同情那些被父權社會損害、侮辱

者。蒙受社會不公平待遇的女性，遂成為她們筆下共同關心的主題。 
 

六、紅顏薄命：死於非命。 

 
        廬隱出生於 1898 年 5 月 4 日，卒於 1934 年 5 月 13 日，得年 36

歲，死於難產。 
        蕭紅出生於 1911 年 6 月 1 日，卒於 1942 年 1 月 22 日，得年 31
                                                 
18 周錦：《中國新文學史》（臺北：長歌出版社，1976 年 4 月初版），頁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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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1941 年八、九月間，住進瑪麗醫院，被診斷為肺結核。十二月初，

日本偷襲珍珠港，香港陷入混亂的戰火中。蕭紅被庸醫誤診為喉瘤開

刀。一月二十一日晚，瑪麗醫院被日軍佔領。蕭紅被趕出送到聖士提

凡女校臨時醫院。一月二十二日上午不幸去世。 
            兩人一生命運多舛，苦浪迭來，際遇坎坷。兩人都死於非命，短

暫的一生，像流星劃過天際，徒然留給世人無限嘆息。 
            由於兩人在成長經歷、性格、知識背景、文風、作品主題和生命

終結的相似，使筆者產生了研究的興趣，計畫針對兩人在小說藝術方

面的表現，進行系統而深入的探討。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論文擬從廬隱、蕭紅兩人的小說藝術風格加以比較，輔以其他相

關著作，做一全面的比較、分析、歸納及綜論。分析廬隱、蕭紅小說的

藝術風貌，以及彼此風格中的同異之處，希望能獲得全面的省視與關

照。綜觀目前學界研究，從未有任何一本專著將廬隱和蕭紅二人合在一

起深入研究。本論文擬從兩人作品中的藝術風格去加以探討，研究當時

五四時代的風潮對兩位女作家造成的影響。 
      廬隱創作勤奮，富有才情，短短十四年的寫作生涯，雖稱不上著作

等身，卻也留下可觀的作品，除了最為人所注意的小說之外，還有散文、

新詩、評論、書信、傳記等……。蕭紅的創作生涯亦只有短短十年，但

在這十年中，她留下長、短篇小說、散文、新詩、劇本等，一直到死都

沒有忘記對文學的熱愛。本論文整個研究的架構將分成「外緣研究」與

「內緣研究」兩部分進行。 
      「外緣研究」方面，主要探討作品以外的其他因素，如作家個人的

生命歷程、作家身處的時代文藝風潮、社會環境等，由此來探索她們的

人格特質與創作之間的關係。從這些主、客觀因素去追溯作家的心路歷

程對文本所形塑的影響。 
      「內緣研究」方面，本論文中，筆者採用細讀的方式研究廬隱、蕭

紅的小說，如何在「五四」的歷史時空中再現，除了兩人的小說作品外，

亦參酌其他文類。本論文的研究範圍以廬隱、蕭紅的小說文本為主，佐

以其散文、傳記，和歷來人們對她們的評述、回憶錄，探討其藝術風格，

分析其各自相同、不同之處。以多重的角度去切入、詮釋文本，希望能

深入作者的思想內涵及精神意蘊中，並分析作家各自所擅長的寫作技巧

與表現藝術。分析、重整廬隱與蕭紅在文學歷史的洪流中，兩人作品所

展現的絕代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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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相關研究成果  

       

一、廬隱  

 
       當廬隱在 1934 年過世之後，世人對她的注意幾乎也隨著逐漸淡

忘。茅盾說：「廬隱，她是五四的產兒。正像『五四』是半殖民地的中

國社會經濟的產兒一樣，她是資產階級性的文化運動『五四』的產兒；

五四發展到某一階段，便停滯了，向後退了。廬隱，她的『發展』也是

到了某一階段就停滯。」19而世人對她的淡忘，和所謂「廬隱的停滯」

是否有關？稱它為停滯，又是否公允？這是本論文將要討論的主題之

一。 
  在台灣出版過的幾種現代文學史，如劉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尹雪曼主編《中華民國文藝史》，周錦《中

國新文學史》，皮述民等人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他們對廬

隱的介紹各有偏重。劉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以近三百字來描述廬

隱的作品，認為她作品的主題是對於「人生問題」的探究。早期的作品

是「問題小說」，而後「人生是什麼？」此呼問成為她作品中的主調。20

對生平則只有本名、籍貫寥寥數語。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約有四

百字關於廬隱的描繪，生平佔了兩百字左右，餘則簡介作品，讓我們對

於廬隱的經歷及代表作，有了概括的印象。尹雪曼主編《中華民國文藝

史》關於廬隱的記載有三百多字，概括地介紹廬隱的作品及生平，認為

廬隱筆下所寫多為自己及其友人，在感情的發抒上，較為熱烈；而在描

寫兩性間的愛，尤為大膽。21周錦《中國新文學史》用六百多字的篇幅，

專門針對廬隱作品作描述，認為廬隱「雖然以青年男女的愛情為題材，

實際上她所追求的，也是人生的意義」22並介紹了〈海濱故人〉、〈前塵〉、

〈靈海潮汐〉，最後還引用瞿世英的話，說明廬隱早期作品集《海濱故

人》及《曼麗》的風格。她的小說敘述的大多是青年們的苦悶、徘徊和

徬徨。23皮述民等人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介紹廬隱的生平

和作品，認為 〈海濱故人〉是廬隱的代表作，主角露沙有作者自己的

影子，雖然此篇小說結構有些散漫，但忠實的寫出當時新女性的內心世

界。皮述民並為廬隱的早逝感到惋惜，以廬隱勤於寫作的精神，若不是

                                                 
19 茅盾：〈廬隱論〉，選自林偉民選編《海濱故人廬隱》（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1 年 1 月

第 1 版），頁 153。 
20 劉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臺北：正中書局，1971 年 8 月初版），頁 228。 
21 尹雪曼總編纂：《中華民國文藝史》（臺北：正中書局，1975 年 6 月初版），頁 442~443。 
22 周錦：《中國新文學史》（台北：長歌出版社 1976 年 4 月初版），頁 254。 
23 蘇麗明：《廬隱及其小說研究》（輔仁大學中文所碩士論文，1995 年），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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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產，一定會留下更可觀的作品。24 
     在大陸，近幾年有不少的文學史、小說史出版，在數量上遠較台

灣為多。例如：孔範今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蘇光文、胡國強

主編《20 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趙遐秋、曾慶瑞主編《中國現代小說

史》，田仲、孫昌熙《中國現代小說史》，孔另境《中國小說史料》，陳

平原、錢理群、嚴家炎合著《20 世紀中國小說史》，王才路《中國現代

小說流派史》……其中楊義著《中國現代小說史》對廬隱的作品及風格

有較詳盡的介紹。楊義稱廬隱為「哀感綿綿的抒情作家」，認為廬隱借

小說以「為我象徵之用」，其小說寫戀愛、悲哀、不幸的家世，即使在

熱鬧場上也難掩寂寞的哀傷。文章多秋氣，她把各種悲慘的經歷和內心

的傷痕著為文章，甚至自稱把它們當成寫文章的「唯一對象」。廬隱的

悲哀不僅是個人的悲哀亦是時代的悲哀，是一位追求個性解放、反封建

者淒涼的呼聲。其小說多寫自己和自己的同學、友人和家人的浮沈與悲

歡，風格婉約有餘，豪放不足。25郭志剛、孫中田主編的《中國現代文

學史》中，介紹廬隱的生平及小說時強調「廬隱一登上文壇，就帶著一

個青年女性在封建社會的痛苦感受，向傳統的制度和觀念施行了激烈的

鞭撻……人們重讀這位「『五四』的產兒」的作品時，就不難被其帶入

『五四』的時代氛圍中去了」。26張毓茂主編《二十世紀中國兩岸文學史》

中指出：「廬隱在『五四』時期與冰心齊名。如果說冰心是富家的嬌兒，

在溫暖的家庭裡享受著愛與美。廬隱則如飽經風霜的旅客艱苦的探索著

人生……大多以自己的愛情生活為題材，反映了『五四』時期一位知識

女性坎坷的生活和痛苦的內心。」27不過，張毓茂也認為其作品題材狹

窄。王瑤著《中國新文學史稿》中，指出：「廬隱的作品雖然以愛情為

題材，實際也是追求『人生意義』的。」其中並說明她早期的作品，如

〈一封信〉、〈兩個小學生〉、〈靈魂可以賣嗎？〉〈余淚〉這些小說，所

寫的社會面很廣闊，並且當時注意這些題材的作家很少，這是非常難得

可貴的。「她是『五四』的人物，熱情、苦悶、感情與理智的衝突，就

是她的生活和小說的主要範圍。後期作品仍然沒有跳出這個圈子。」28唐

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也指出廬隱以探索人生問題開始她的創作生

涯。她的小說大多採取自傳式的書信體或日記體，文字清淺、直切，缺

少琢磨，結構較鬆散。「1936 年初作為遺著出版的中篇〈火焰〉，正面

描寫上海軍民奮起抗擊日寇侵略的『一二八』之戰，雖然近於報告速寫，

                                                 
24 皮述民、邱燮友、馬森、楊昌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臺北：駱駝出版社，1997

年），頁 171~172。 
25 楊義：《中國現代小說史》（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年 9 月第 1 版），頁 253~270。 
26 郭志剛、孫中田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冊（北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年 1 月），頁

175。 
27 張毓茂主編：《二十世紀中國兩岸文學史》（遼寧：遼寧大學出版社，1988 年 8 月第 1 版），頁

159。 
28 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 年 11 月第 1 版），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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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表現了作者關心現實的精神和突破舊題材的可貴努力。」29 錢理群、

溫儒敏、吳福輝合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年》中，指出：「廬隱比任

何別人都更具有『五四』性質，她的小說是純『五四』式的。」30 

        在碩博士論文的研究上則有民國八十四年蘇麗明輔仁大學中研

所碩士論文《廬隱及其小說研究》，著力於探討廬隱的生平、時代背景、

文學主張及與五四女性作家的比較，認為「廬隱的女性意識最激進，最

切合女性主義者的主張，她吶喊的最激烈，但情感也表達得最焦躁不

安。」31此論文讓我們對廬隱有一概括的瞭解，但對於廬隱的藝術表現

尚有深入探討之空間。民國八十五年鄭宜芬撰的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論

文《五四時期的女性小說研究》，其內容是五四時期的女作家陳衡哲、

冰心、廬隱、馮沅君、凌叔華及石評梅的小說研究。由於研究作家眾多，

對廬隱未能更深一層探討，且在「作品藝術形式」一章中，僅分成第一

節：「以人物性格為中心的敘事結構」；至於第二節：「凌叔華小說的藝

術技巧」，並無針對廬隱小說藝術技巧去研究，我認為在這一方面尚有

很大的發揮空間。民國九十一年劉乃慈淡江大學中文所碩士論文《第二

／現代性：五四女性小說研究》，則在爬梳五四、現代性、女性作家三

者之間的關係，廬隱僅是她討論的「五四」女作家的其中一位，其著力

點是「五四」大時代論述，並非廬隱的藝術表現成就。民國九十一年陳

慧文撰清華大學碩士論文《廬隱女同性愛文本》，則著力於描繪廬隱筆

品中，呈現了五四時期新式學校中多采多姿、纏綿細膩的女同性愛。」
32此論文讓我們對廬隱文本中「女同性愛世界」有深入了解，但對其它

題材並無論述，我認為這些是我的論文能補足加強之處。 

 

       二、蕭紅  

        
蕭紅原名張迺瑩，筆名有悄吟、玲玲、田娣、蕭紅等。1911 年端

午節出生於黑龍江省呼蘭縣。1928 年入哈爾濱市立第一女子中學就

讀。1942 年 1 月 13 日因醫生誤診為喉瘤而開刀，1 月 22 日不幸以肺病

併發喉嚨炎與世常辭，得年三十一歲。三 0 年代的中國，戰鬥意識瀰漫。

在這段動亂的歲月中，自二 0 年代的所謂「文學革命」，轉變成三 0 年

代的「革命文學」。蕭紅在革命文學瀰漫的浪潮中步入文壇，受魯迅的

影響頗深。她在 1932 年才開始寫作，前後共計十年的創作生涯，對一

個作家而言，實在是太短暫，但蕭紅所留下的作品，卻足以奠定她在文

                                                 
29 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年 12 月第 1 版），頁 216。 
30 錢理群等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年》（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8 年 7 月第 1 版），頁 78。 
31 蘇麗明：《廬隱及其小說研究》（輔仁大學中文所碩士論文，1995 年），頁 115。 
32 陳慧文：《廬隱女同性愛文本》（清華大學中文所碩士論文，2002 年），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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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的地位。 
        在台灣文壇，蕭紅比廬隱引起更多的注意。這和她作品中的抗日意

識不無關係。龍騰出版社更將蕭紅《呼蘭河傳》第一章賣麻花那一段收

進高中教材中。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對蕭紅《呼蘭河傳》有如下

的描述：「《呼蘭河傳》書如其名，是部純粹的鄉土小說。蕭紅是東北人，

一個身負著家仇國難的東北人；她以抗日長篇《生死場》成名，而《呼

蘭河傳》則完成於抗日戰爭的中期，那時期左翼作家控制的「文協」，

正高喊「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要求文學「題材必須與戰爭有

關」，而蕭紅也算是左翼作家；在這種情況下，她的《呼蘭河傳》竟一

點抗日意識也沒有，那真是不大不小的奇蹟！」這說明，她早已放棄一

切束縛文學的教條，找到自己、舒心愜意的寫作。
33葛浩文《蕭紅評傳》

對蕭紅的崛起、發展、直至生命終結所待過的地方，做了詳細的介紹。

葛浩文希望「把蕭紅的畢生史蹟，以編年方式介紹給讀者。但他遺憾這

一目的並不能完全達到；主要原因不是由於資料欠缺，而是目前有關蕭

紅的資料有的是無法求證，有的互相矛盾，不足採信。」34而本論文主

要的研究重點在於蕭紅小說藝術風格的研究，其生平史蹟的考證不是本

論文的重點所在。周錦《中國新文學史》中介紹了蕭紅《曠野的呼喊》、

《馬伯樂》和《呼蘭河傳》。《曠野的呼喊》一書，有蕭紅對日本帝國主

義強烈的憎恨及對中國抗戰的強烈期待。《馬伯樂》「描寫一個無助、麻

痺，如同行屍的青年，書中充滿灰沈的氣氛和瑣屑的描寫，說明了真情

的流露和創作的態度。《呼蘭河傳》，差不多是作者自傳性質的回憶，是

用說故事的方式，介紹了呼蘭城某些人的生活狀況。」35尹雪曼《中華

民國文藝史》介紹蕭紅和蕭軍結識經過，在作品方面僅簡略說明《牛車

上》、《呼蘭河傳》和《生死場》等，內容均以東北為背景。皮述民等人

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對蕭紅的經歷及創作多所說明，認為

蕭紅不同於比她稍前的女作家有兩部分：第一是她雖然也寫短篇，但卻

更投注心力於中、長篇，第二是她雖然不幸成為被男性欺騙的弱女子，

可是她卻並不念念於個人的遭遇。她生命中的黃金時間，從 1937 到

1940，剛好是由九一八事變到太平洋戰起，日本軍閥的瘋狂侵略殘暴行

徑，應該是忘懷小我，心存鄉國的主因吧！」36蕭紅寫出日軍侵華的非

人行徑、故鄉情狀，富有時代意義。 

        在大陸，呼蘭縣當局已修復了蕭紅故居，新建了蕭紅墓。（埋葬著

端木蕻良所保存的蕭紅一綹青絲。蕭紅當年葬在香港淺水灣，1957 年

                                                 
33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下卷（臺北：駱駝出版社，1987 年 8 月出版），頁 84。 
34 葛浩文著，鄭繼宗譯：《蕭紅評傳》（臺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 年 6 月 20 日初版），頁

2。 
35 周錦：《中國新文學史》（臺北：長歌出版社，1976 年 4 月初版），頁 651~652。 
36 皮述民、邱燮友、馬森、楊昌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臺北：駱駝出版社，1997

年），頁 17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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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葬於廣州郊區銀河公墓）。此外，現今在大陸有呼蘭河蕭紅研究會、

呼蘭師專蕭紅研究會、蕭鄉詩社等社團。呼蘭河蕭紅研究會從一九八四

年成立至今，已連續舉辦兩屆國際蕭紅學術研討會，出版了一百多萬字

的蕭紅研究專輯。37由朱棟霖等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介紹了

蕭紅《生死場》、《呼蘭河傳》、《小城三月》三部小說，認為蕭紅的中篇

小說《生死場》描寫了淪陷前後的故鄉東北人民的生活，愚昧的思想與

異族的侵略，雙重的擠兌使人們幾乎窒息。小說沒有貫串始終的線索，

作者對故鄉的強烈思念灌注在看似渙散的敘述中。38楊義《中國現代小

說史》則稱呼蕭紅是三十年代的文學洛神，認為她是「詩之小說」的作

家，以「翩若驚鴻，婉若游龍」的筆致，牽引小說藝術輕疾柔美地遨翔

於散文和詩的天地。39認為其小說在動亂中趨於爐火純青，其作品具有

散文詩一般的抒情風采和水彩畫一般的描繪格調。 
       碩博士論文方面，目前台灣僅有二本，為民國八十二年輔仁大學

中文研究所楊淑雯《蕭紅小說研究》，它著重分析其小說特質、人物等。

此論文文句流暢，思路清晰，閱讀時能很快的進入作者創作的旨意中，

這是此論文的優點；但對形塑蕭紅創作的歷史背景及其小說藝術表現的

分析則稍嫌不足，因此我希望在這方面做更深入的探討，企求對蕭紅能

有一個更全面、完整的研究。另一本是民國九十六年淡江大學中國文學

系碩士李婉玲《漂流的後花園‧游離的呼蘭河──論蕭紅作品裡的空間

意象群》，本論文從空間意象──「後花園」及「呼蘭河」，來詮釋其創

作動機，說明蕭紅獨有的原鄉意識與情結。她藉由心靈、家園、鄉土、

國族四大意象所組成的空間架構，來解讀蕭紅的具體風格與特色。此論

文藉由另一個面向來言說蕭紅的作品，是非常可喜的一件事，代表蕭紅

這位作家她的作品，具有深刻的內涵。 

 

 第四節 研究思路 

 
        綜觀廬隱、蕭紅兩位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長期處於邊緣位

置。廬隱、蕭紅其人比其文更受矚目，兩人在成長經歷、愛情道路上

的種種波折，更受世人關注。兩人在文學史上雖未被忽視，但多少被

低估了。對於兩人的研究，應配合其身世、社會、時代和當時的文化

環境。如不先理解廬隱、蕭紅作品與時代、文學環境的關係，便無法

明白、解析其作品中透露的苦悶、掙扎和生機。因此，第一章揭示本

論文的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相關研究成果，回顧過去有

                                                 
37 姜志軍、孫延林、杜殿文：〈蕭紅記憶中的思鄉曲〉，《大地地理雜誌》，2002 年 10 月號，頁

84。 
38 朱棟霖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冊（臺北：文史哲出版社，2000 年 9 月初版），頁 212。 
39 楊義：《中國現代小說史》（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年 9 月第 1 版），頁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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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廬隱、蕭紅的論述，分析既有的研究成果，說明所採用的方法繼而

展開本論文的架構論述。第二章則擬從社會、時代和文化環境去研討，

研究複雜的歷史狀況和文學氛圍對兩人造成的影響。藉由瞭解廬隱、

蕭紅所處的時代背景，析論形塑兩人特殊風格的複雜成因。第三章則

針對廬隱作品的藝術表現及其風格深入探討，研究廬隱小說獨具的藝

術魅力。第四章將就蕭紅作品的藝術表現及其風格作一全面的討論，

分析其作品的迷人風采。第五章歸納分析廬隱、蕭紅小說藝術風格的

異同，將兩人同中有異、異中有同的特色加以統整。第六章結論，本

章將回顧論文各章重點作一總結，並探討兩人在小說創作上獨樹一幟

的特殊風貌，試圖說明兩人的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定位與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