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結論： 

編譯／變異： 

晚清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 

 

 

 

一、烏托邦的衝動 

時代沓至紛來的亂象，在在催迫著一代感時憂國的知識分子，焦慮、憂傷、

憤怒等情感重重相疊，卻也激勵出高亢的救贖渴望，一再發出深沈的呼喚、批判、

建議，期待透過一己方案，帶領中國走出風雨飄搖，大量編織雨過天青的社會秩

序，展現救國之道。因此，在「揭發伏藏，顯其弊惡」的吶喊批判中，晚清人士

並未放棄理想的期許，「希望」之調於各場合交集展開，如政策、論文、小說、

詩歌等領域，熱切替國家探求出路。對於美好的嚮往，如考夫曼所說：烏托邦觀

念是人類本性的產物，「各種各樣的社會理想，存在於人類心靈的深處……在不

同情景中的形形色色的烏托邦模式，清楚地反映了潛藏於一切人心中同樣的理想

主義傾向。」1  

在內憂外患交相而來的黑暗時刻，作者群本著內在「烏托邦」的衝動與驅使，

探望光明，使得宣傳教義、文學書寫、政治上策、報刊徵稿、演講場合等，都可

見到「希望」的論述，若與批判、譴責、諷刺等論調等同觀之，便成極端的「希

望—絕望」的結構。無論傳教士、政治者、作家、編者群，一步一腳印，替此一

                                                 
1 Moritz Kaufmann,Utopias (London: Kegan Paul, 1879), 轉載Ruth Levitas, The Concept of Utopia 
(London: Philip Allan, 1990), 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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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子背書與宣揚，展開眾「聲」喧嘩的「希望」觀。雖然可能各自表述，卻殊途

同歸，以思考中國出路為職志，大量編織樂觀遠景。 

「烏托邦」此一詞彙與概念在急切的改革渴望中，經由編譯的方式進入晚清

中國的脈絡，並且成為「希望」論述中的新的表達形式，促使中國的理想視野產

生變異。本論文以晚清新小說為主要探討對象，試圖替其自「編譯」到「變異」

的文學圖景建構出系統研究，我欲於結語之處總結當中若干重要的訊息。 

 

 

 

二、系統：編譯／變異 

「烏托邦」是自西方傳入中國的概念，一旦作為研究，必定牽涉到材料蒐集、

詞彙翻譯、概念變調等問題。作為晚清新小說的研究，又進一步擴及敘事挪用的

問題，必得考量此概念如何進入新小說文體？當中又牽引出文體、語言、作者、

刊物等問題。在此連串因素的考量下，本文建構出的「編譯／變異」系統，將詞

彙考證、概念誤讀、材料蒐集、敘事探討等，分為兩大主軸作為論述的思考：一

是如何「編譯」？一是如何「變異」？因此本文透過大量的材料，探討「烏托邦」

如何翻譯，進而又與中國固有的資源，結合成晚清的「烏托邦家族」。一方面又

顧及此概念進入小說敘事後，對於中國理想視域造成的「變異」。本文為此「編

譯／變異」系統建構以下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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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詞彙與概念 
晚清烏托邦家族的建構 

敘事：無地、異域、遍界 

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的敘事框架 

人物：典範群的轉變 

（實踐主體的探討） 

     知識：數千年未有變局的烏托邦 

（晚清烏托邦的支撐） 

編譯：新編、譯編、轉編 
對於中西資源的誤讀 

 

 

就「編譯」的角度而言，首先觸及「烏托邦」詞彙翻譯與文體承載的問題，

因此本文第二章先從「詞彙」的角度切入，考證「烏托邦」譯入晚清中國的歷程。

翻譯過程中，由於譯者的立場有別，促使「烏托邦」注入道家、佛家、儒家乃至

西方的社會主義意涵，成就了一套混雜的「烏托邦家族」。此一挪用／交錯／混

淆／重疊的概念又進一步進入晚清小說敘事，拓展出一套新的想像圖景；接著，

本文將「編譯」問題放到具體小說材料中，探討晚清作者群如何「誤讀」各種有

關理想視域的中西文學傳統資源，確立屬於晚清的「烏托邦」概念。本文透過尤

能顯現中西痕跡的「新編、譯編、轉編」等書寫現象，探討晚清作家群如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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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挪用、改造中西資源？作者群對傳統資源的「編譯」使得理想視域產生「變

異」，成為新的「烏托邦」視野。 

確立起詞彙考證、概念後，本論文探及小說敘事：為此一經由「變異」的「烏

托邦」視野建構出敘事的理論框架：「無地、異域、遍界」。就「無地」而言，作

者先是塑造出「無地可靠」的敘事，反映晚清現實層面的窘境與危機。就在千鈞

一髮之際，作者讓人物躍入理論層次的「無地」，進入一虛構的完美「非在」的

「沒有場所」；就「異域」而言，作者群大量塑造出人物飄洋過海，遠離中國，

另起爐灶，於他方興邦建國的敘事，完成屬於晚清語境的「路漫漫其修遠兮」；

就「遍地」而言，由於科技的介入，使得遍地都可為烏托邦的可能，人物透過各

種先進的交通進出世界，並且以超越的能力實踐「世界外之世界」的想像，甚至

移民至星球與海洋，成就了「別尋世界」的敘事。當島嶼、月球、海底都可成為

「世界外之世界」的框架，實重新詮釋了文藝界的「他境界」理論，構築出晚清

小說史的「遍地烏托邦」的視野。 

從詞彙、概念到為敘事建構出一套理論視野後，本論文進而分析「無地、異

域、遍地」之所以成為可能，乃是經由中介的力量。不同於桃源仙鄉等傳統的理

想視域經常淡化人為的力量，晚清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強調人為色彩，經由

典範群的努力，才能落實「烏托邦」，於是，烏托邦內人物的塑造是重要焦點。

本文透過烏托邦視野的模範群，探討當中蘊含的典範變異：血氣英雄轉向腦氣英

雄，強調道德、公德、權利、自由、人倫、人格等價值。在鑄造人的價值的過程

中，晚清作者群透過身體髮膚的各種切割操弄，如洗心驗身、割髮斷指、強身健體等

面向切入，塑造出模範群體。在「除舊佈新」的論述潮流中，各「新身體」的方

案投射出個人的尊嚴、平等、權利等西方自由民主政治體制所賴以存立的核心價

值。外在的社教機構亦積極介入，「文明三利器」——學校、報紙、演說進入小說敘事，

又產生相對應的概念：結社、書籍、辯論，對於人物帶來衝擊，成為催生模範群的

重要機制。 

從以上詞彙、概念、敘事到人物的討論，都可見到新的價值傾向，產生變異

的理想視域。本文最後一章為此「變異」的圖像提出一評估：「（烏托邦）三千年

未有變局」。在此一新舊理想視域的變異中，各種關於政治、經濟、法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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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文學的知識思潮嵌入小說敘事。新知識結構的介入，改寫了中國傳統的知

識，支撐起晚清的新理想空間。作者群大量透過評點、對白、章程等方式嵌入知識原理，

使得小說展現獨特的一面，成為百科全書式的敘事。此外，小說大量透過「問—答」與「危

機—解決」的結構，嵌入新知。就空間而言，小說透過類似博覽會、博物館、圖書

館、藏書樓、大舞台等具有「展示」意義的空間意象，寄寓知識圖像，表達某種

救國核心價值。人物透過新知識扣問國家前景，以一套新學支撐起救國方案，展現了晚清

的啟蒙方式。

本論文建構「編譯／變異」系統，盡可能周延，從詞彙翻譯、概念運用到敘

事鋪展，展示出晚清新小說中經由「編譯」到「變異」的烏托邦視野，可為此一

未獲對等重視的文學書寫建構出評論的視野，亦是晚清小說史應更為凸顯的文學

圖像。 

 

 

 

三、重審：新小說材料  

就此一「編譯／變異」系統的建構，本文透過晚清各報章、期刊與出版物，

蒐羅大量具「烏托邦」視野的作品。我欲於此作總結式的探問：到底，這些材料

反映了怎樣的面貌？作為文學史的思考，我們仍可探討哪些作品最能成為「烏托

邦」視野的代表？ 

整體而言，跟其他類型的小說相比，此類小說最大的意義乃是除批判時局

外，亦從建構的角度思考未來中國的進程，成為「立國型」的書寫。李歐梵曾在

一篇文章提及「立國基礎的小說」的概念時指出：「如果用這種觀點來審視中國

小說，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沒有這種浪漫的建國小說，勉強可算的是梁啟超未完成

的〈新中國未來記〉。」2事實上，有更多晚清新小說比起〈新中國未來記〉更足

稱為「立國基礎」的小說，尤其是本論文所提出的各篇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參

與了近現代非常重要的國家建構。這些小說念茲在茲，塑造有別於傳統帝制的政

                                                 
2 李歐梵，《未完成的現代性》（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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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體制，提出具民主框架的政治，進而又擴及科學、社會、教育、經濟等體系，

展現出「立國」的姿態。 

在立國的基調下，我們看到這些作品如旅生《癡人說夢記》勾勒的海外「鎮

仙城」、陳天華《獅子吼》創造的「民權村」、軒轅正裔《瓜分慘禍預言記》想像

的「新立興華邦共和國」、頤瑣《黃繡球》締結的「自由村」、吳趼人《新石頭記》

以科學技術與仁學創造「文明境界」、懷仁《盧梭魂》有識之士奔往的「自由峰」、

蔡元培〈新年夢〉夢中締造的「世界主義」、碧荷館主人《新紀元》想像的國富

民強等。這些村、城、境界、峰或共和國等名目雖異，卻都指涉向國家體制，改

寫傳統的政治體制。列文森對於近代中國的政治進程如此了解：「近代思想史的

大部分時期，是一個使『天下』成爲『國家』的過程。」
3列文森試圖以相對的

概念：「天下」與「國家」掌控近現代中國的文明進程，「這樣一種文明的變化命

運，這樣一段廣闊而複雜的歷史，被濃縮在『天下』與『國』這兩個概念的關係

的變化中。4恰好，從「天下」到「國」的進程，充分展現於小說中，反映了中

國近現代政治的進程。「普天下之士，莫非王土」的觀念隨著西方的堅船利炮而

摧枯拉朽，晚清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引入「國家」概念，透過完整的憲法、強大

的軍隊、英明的統治者，組成強大的中國。不過，與此可觀察的是：當強大中國

於小說中組成後，「中國中心」的觀念卻又以「魂返」的方式進入小說，鋪陳出

重振雄風後的中國又再次稱霸世界的敘事，因此又弔詭地從「國」轉而到「天下」

的趨勢。 

在形式上，這些書寫有著對照的框架：現實與理想。各篇小說固然犀利地批判

黑暗舊中國，可是卻也投射出一個光輝燦爛的新中國，形成世內／世外的對照組

合。在表達形式上，經常可見到作者使用他方、未來與夢境作為一道躍過現實而

                                                 
3 列文森著，鄭大華、任菁譯，《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頁 87。 
4 同前註，頁 84。列文森另在英序言中指出所謂「傳統／現代」、「主觀／客觀」等二元分類，

並非歷史事實的真正分類和對立，而是提供解釋作用分類。傳統之所以能夠維持傳統的地位，其

實存在著一個悖論——傳統是在演化和保存的二重奏中得以維持的，進行演化的是維護傳統者，

而為傳統添上防腐劑的卻往往是反傳統者。因為反傳統者為了唾棄傳統而將傳統凝固在過去的時

空，以示其不合時宜；維護傳統者為了使傳統生生不息，倒是會加以更新和修改。見Joseph 
Levenson, Confucian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 xi, xx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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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理想的方式，「未來」乃是對照「當下」，「他方」乃是對照「此方」，「夢境」

乃是對照「現實」，形成一個世內／世外的書寫對照。就「未來」而言，除梁啟

超〈新中國未來記〉想像 1962 年中國躋身列強外，尚有東海覺我（徐念慈）〈情

天債〉投眼 1964 年的中國「獨立在亞洲大陸上，與世界各國平等往來，居然執

著亞洲各國的牛耳」、《未來世界》響往「三百年老大帝國，忽成獨立之邦；四百

兆黃種同胞，共進文明之域」的大中國、《新紀元》編想「各國都個個懼怕中國

的強盛，都說是黃禍必然不遠」的 1999 年；就「異域」而言，我們亦看到一系

列的新小說，如《癡人說夢記》進入「只見遠遠一座青山，在雲霧裡，迷茫可辨」

的仙人島、《月球殖民地小說》玉太郎在天使的協助下闖入月球「見見別種世界

的光景」、《新野叟曝言》唯恐人口爆滿，築起飛艦，「俾地球之人得以移植星球

則孳生無患矣」；就夢境而言，《新中國》敘事者於新年間「心裡頭很是氣悶」，

喝酒讀《項羽本紀》，「早已醺然，遂和衣眠在榻上」，進入屬於新世界的新上海。

《獅子吼》敘事者閱畢中國滅亡史後嗟嘆不已，昏昏睡去，誤入「恐怕倫敦、巴

黎也沒有這樣」的「光復五十週年紀念會」。無論是未來、異域、夢中的締結手

法，都一脈相通：在異質時空的框架上，作者企圖為時代把脈，尋找解藥，引入

科技，實行民主，試圖以此喚醒「睡獅」，建構未來新中國。如此由「彼時／異

地」構成的世外，展示出可能的理想視域，同時反映了西方十六世紀因反對工業

社會的流弊而到海外島嶼建構烏托邦的敘事，以及十九世紀因為「進化論」影響

而大量出現的未來記書寫。 

就新小說的烏托邦方案的表達而言，從 1902 年的〈新中國未來記〉掀開想

像未來的序幕後，其視野愈來愈開闊、豐富與成熟。〈新中國未來記〉的寫法稍

嫌枯燥且單調，以政治內容作為支撐，配合上簡單的邏輯：只要能夠實行「立憲」，

便能夠預約未來新中國。於是，通篇文章透過人物的辯論、章程等陳述中國透過

立憲方式走向「新中國未來記」的里程碑。1903 年出現的幾部小說如〈情天債〉、

《瓜分慘禍預言記》都如同〈新中國未來記〉以陳述說明的方式道出未來的盛世

中國，可惜結構都未完整，尤難展現出從「世內」到「世外」的敘事演進。不過，

1904 年卻出現幾部結構相對完整且能勾勒從「此」到「彼」的小說，尤其是《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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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小說》著力最深，分別刊出旅生的《痴人說夢記》、《月球殖民地小說》與重新

翻譯Edward Bellamy Looking Backward的《回頭看》。《痴人說夢記》道盡人物經

歷驚濤駭浪後進入仙人島的歷程，並且改寫傳統的仙鄉模式，建構出具有現代意

義的臻美世界，顯示出作者已逐漸掌控此書寫要領。《月球殖民地小說》雖然結

構上未完整，不過卻將烏托邦搬移到世界外世界的月球，饒具科技意義。《回頭

看》則擺脫李提摩太（析津）翻譯於《萬國公報》的〈回頭看記畧〉的簡略說教

版，以新小說文體展現故事，呈現更多屬於敘事與人物的聲音。 

此類書寫顯然逐漸引起注意，1905 年多種刊物與出版社如《新小說》、《繡

像小說》、《民報》、《南方報》、雅大書社等，刊登或出版烏托邦作品，可視為一

高峰。其中，刊登於《南方報》的《新石頭記》無論就人物的世內（上海）與世

外（文明境界）的對照，到對「文明境界」的細緻鋪展與敘事進展，都是晚清新

小說的烏托邦視野的典範。可以注意的是，發展至 1906 年，作者直接以「烏托

邦」作為命名小說的方式，《月月小說》創刊號刊出蕭然郁生的〈烏托邦游記〉。

1909 年，《砭群叢報》的主要編者悲盦又於創刊號上以「烏托邦」入題，發表〈烏

托邦之豪傑〉，顯示「烏托邦」的概念已成熟。就 1906 至 1908 年的進展，雖鮮

有作品達到《新石頭記》的高度，卻出現類似的續編手法，取材於神話、傳說、

寓言、歷史，遊走在古典與現代之間，呈現出烏托邦視野，包含上海啟文社的烏

程蟄園氏《鄒談一噱》、新世界小說社的西冷冬青《新水滸》等。一直到 1909 至

1911 年，又連續出現多篇凸顯完整的烏托邦視野的作品，如《電世界》、《新野

叟曝言》、《新三國》、《新中國》，運用敘事情節推進展開烏托邦視野，以幾近全

方位的方式想像美好的中國，展示出多元的烏托邦方案，從政治、科技、工業、

商業、教育到社會福利等，確立起晚清的「烏托邦」視野。 

在這批材料中，各種烏托邦方案此起彼落，如〈情天債〉與《女媧石》強調

女性的力量、《月球殖民地小說》與《冰山雪海》強調海外殖民、《新紀元》與《電

世界》強調科學的力量、《新石頭記》與《黃繡球》對於傳統與現代文明兼取。

由於手段迥異，使得此類小說可被歸為理想小說、社會小說、科學小說、冒險小

說、殖民小說等，恰好凸顯其駁雜的內容。雖然殊途，卻是同歸，各篇小說都因

晚清政局的匱缺而替中國預約樂觀的遠景，反映烏托邦的理論：現實的匱缺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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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烏托邦，反而言之，每一座烏托邦都反映時代的語境，如庫瑪指出：「烏托邦

理想產生於對社會的回應。從古到今，社會都不是一個永恆不變的實體。因此，

任何忽視歷史過程中社會變化的烏托邦研究都不可能避免地犯下了嚴重的錯

誤。」5在此論述上，這批材料更顯珍貴，蓋因其中的批判或渴望，都銘載晚清

社會的刻痕，可供學界作更進一步的考察。 

我們若觀察這批小說材料，無論就其強調的政治、性別、科技、文化、教育

等，無一能離開政治層面。因此，更可看出各種方案只是手段，其魂牽夢縈的乃

是一個屬於政治層面的新中國。單就這批小說的政治版圖而言，便可看到不同政

治理念的作者締結出不同的「立國」基礎，如一般最為人稱道的立憲派（如〈新

中國未來記〉、《憲之魂》、《未來世界》）與革命派（如《獅子吼》、《盧梭魂》、《瓜

分慘禍預言記》）外，社會主義亦成一股無法忽略的派別，李伯元編譯於 1906 年

的《冰山雪海》便挪用社會主義的主張，建立「無一切種族界，無一切宗教界，

無一切富貴界，無一切貧賤界，無一切政治界」的「大同會社」，標示出另一種

政治想像。 

整體而言，相比起譴責小說，這些小說從建構的角度，介入國家進程，反思、

批判黑暗現實後，又以「國富民強」為追求目標，因而涉及各種層面的建構，更

能貼近「新小說」所提倡的「社會文明之發光線也」、「洞人類之賾理，潛推往

古，豫揣將來」等要求。因此，當其他小說為引起療救的注意或是發洩一己之憤

而譴責中國的腐敗落後時，這批材料已站在另一個角度完成療救的歷程： 

 

 

 

 

 

 

 

                                                 
5 Krishan Kumar, 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 (Basil: Blackwell Press, 1987),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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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托邦視野 

                  

病態社會  救贖  得救  

一完整的救贖架構 

 

 

 

 

 

   譴責小說 

                                文本框架外：作者、讀者 

病態中國：蛇蟻蟲鼠化                 洩憤？療救？ 

      

 

 

文本框架內 

文本框架內 

 

 

就其內部的代表性問題而言，過去一般評論者大多推崇梁啟超的〈新中國未

來記〉。〈新中國未來記〉確實有其文學史的意義：是新小說創作中較早懷想「新

中國未來記」，其遠景勾勒更成各篇小說的奠基。不過此作卻鮮少鋪展敘事與刻

畫人物，大多以長篇闊論的對話、章程、規則等營造出拯救中國的方案，較難窺

出其屬於敘事層面的「烏托邦」視野。因此，本論文對於一系列小說的蒐羅更顯

重要，可突破論者往往以〈新中國未來記〉為代表的刻板印象。 

從這些材料來審視，確實有多篇作品比起〈新中國未來記〉更具小說史的意

義。其中，尤以《電世界》將彼時／異地發揮得淋漓盡致。1909 年刊登於《小說

時報》創刊號的《電世界》一開始便虛設時空，時間為「宣統一百零二年，即西

曆二千零二十年」，空間為「中國崑崙省烏托邦府共和縣地方」。此一「彼時／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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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時空支撐出強盛的中國，統一亞洲，收回各租借地主權，海軍艦至九百兆

噸，陸軍隊一萬萬人，學堂大小九萬餘所。當然，如此的書寫仍不脫於遠景勾勒，

不過，作者卻對充分展開「遠景」的敘事，嵌入各種細節。小說共有十六回，透

過主要人物電學大王以「危機—解決」的敘事模式，先是歷經滅亡危機、教育腐

敗、貧富不均等困境，然後又由電學支撐的技術一一解決。從此而言，《電世界》

不只於敘事超出〈新中國未來記〉，在烏托邦的視野上更具多元性。相比起〈新

中國未來記〉偏重於單一的政治方案（革命或改革），此小說卻同時承載科技、

政治、人文、教育、社會等方案，由多重的改革視角構築出未來新中國；在形式

上，此小說更是重疊了未來、異域的書寫，更能涵蓋晚清對於「烏托邦」的「彼

地異時」的時空框架；在「烏托邦」的概念運用上，由於此小說完稿時間更晚，

挪用了各種「烏托邦」的概念，涉及烏托邦、極樂世界、世界大同、華嚴世界等，

堪稱為晚清「烏托邦家族」的集大成。 

我們又可在此「彼時異地」的書寫中找出更多代表作。就「異地」而言，連載

於 1905 年《南方報》的《新石頭記》尤將屬於幻境的「無地」發揮得淋漓盡致。

賈寶玉經過一場「二十年目睹怪現狀」、「官場現形記」的旅途後，遠離上海，進

入虛幻的文明境界。作者充分替「文明境界」展開各種烏托邦方案，無論是在科

技、政治、文化層面都有所建樹。跟其他批判傳統的烏托邦視野相比，此小說古

今兼取，藉由老少年帶領寶玉導遊文明境界的過程，解說「孔道」的救世之方，

讓舊道德在炫人耳目的科技文明中有所發揚，使得「各有所養、各食其力」的大

同之世躍然紙上；就「彼時」而言，1910 年由改良小說社出版的陸士諤《新中

國》肯定是一大奇觀，小說寫敘事者透過夢境而飛躍到「大清宣統四十三年正月

十五日、西曆一千九百五十一年二月二十七號」，正是立憲四十年後的「新中國」，

小說透過敘事者與李友琴展開上海一日遊的答問之旅，回應了《回頭看記畧》偉

斯德與老叟的答問，揭示改革後的社會圖像。透過「過去人」與「未來人」的「答

問」結構，粉刷出「新中國」架構：科技文明、工業發達、教育完善、主權取回

等。 

上述各篇小說皆能透過充分的人物互動與情節發展，道出各種烏托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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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新中國未來記〉站在原地往來辯論的書寫，更能凸顯晚清的烏托邦視野。

由此亦可見，本論文對於各文本材料的蒐羅，形塑出另一種文學史圖像。 

 

 

 

四、指標：現代性工程 

此一經由「編譯／變異」系統討論的文學圖像，承載著各烏托邦方案，傳達

非常重要的訊息：現代性指標。如上所述，晚清新小說積極介入國家進程，可是

當作家豎立起美好國家時，不可能以「敗者為寇」的傳統資源切入，卻是移植大

量現代化的政治體制、科學技術、社會福利、文化教育、經濟體制等。雖然在作

家的筆調下，仍然出現大同、桃源、仙鄉等詞彙，卻在西方理念價值的「編譯」

下產生「變異」，投射了現代化的視野。因此，對於研究晚清現代性的學者而言，

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是最不能錯過的一環。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已有論者提及中西的衝擊使得晚清文學轉入近現代、前

現代、現代性的里程碑，當中碰觸到晚清印刷、報刊型態、作家行業、新小說文

體、稿費制度等層面。此一「現代」的名目因學者各自的定義而有所差別，6不

過，至少體現一共同點：出現一股與過去不同的推進力量，相信科技、民主，進

化等，是一個嶄新的體系。在「現代」的轉向下，我不願泛指與重述普遍的晚清

文學的生產語境，而是聚焦於我研究的「烏托邦」視野，探討其詞彙翻譯、觀念

誤讀、內容鋪展等可能蘊含的現代性問題。 

在討論之前，我仍無法避免指出「現代性」的定義駁雜，尤其是運用於不同

                                                 
6 如郭延禮指出的近現代文學的「現代」概念：「中國近代社會是一個由古代向現代轉型的社會，

作為社會意識形態之一的文學不僅它本身正在發展與轉化，而且在西方文化撞擊和中西文化交匯

的大背景下，中國文學已開始由古典向現代轉型。」見郭延禮，〈試論中國近代文學精神〉，《山

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 年第 5 期，頁 24；付建舟則是提出「前現代性」的概念：

「前現代性」是就在現代性的範疇之內而言的，它具有現代性的若干因素，卻又遠遠沒有達到現

代性所要求的程度的一種狀態；它不是在現代性範疇之外的某個階段所具有的特性。「前現代性」

是現代性的萌芽，是現代性的前奏，是現代性很不發達的一種形態，這種萌芽、這種前奏、這種

形態是置身於現代性之內而不是置身於之外，是現代性的一個組成部分，正如禾苗的苗芽是禾苗

的一個組成部分一樣。付建舟，〈論中國近代文學的前現代性〉，《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43 卷第 3 期（2003.5），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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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域或層面時有所區別，如美國學者梅泰‧卡利內斯庫（Matei Calinescu）便指

出當中的駁斥處：「作為西方文明——科技進步、工業革命以及由資本主義引發

的全面的經濟和社會變革這三者帶來的產物——歷史中一個階段的現代性，同作

為美學概念的現代性之間，產生了無法彌合的分裂。」7就美學概念的「現代性」

而言，乃從批判的角度反思理性、工業、文明、科技所帶來的混亂與罪惡，此不

適用於我討論的範疇，蓋因晚清彼時正萌芽的科技、文明、工業等尚不足以引發

論者大規模的批判，8更何況晚清作者群正殫精思慮將文明、科技、理性等相關

質素注入「烏托邦」視野，以製造出有別於傳統理想視域的「新中國未來記」。

此恰好符合「現代性」的另一定義：「資產階級的現代性概念」，由科技進步、工

業革命與資本主義引發的「產物」，堅信與崇拜進步、科學、理性、自由等觀念。

9

就「歷史中一個階段的現代性」而言，晚清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確實傳

達了由科技文明支撐的嶄新階段。首先，以文學技術而言，「烏托邦」詞彙的翻

譯及概念的編譯，已觸及翻譯現代性的議題。「烏托邦」此一詞彙的譯入，雖然

時因為譯者的立場、背景等差距而注入佛家、道家、儒家等特質，不過這些來自

不同脈絡的詞彙與概念，相為混用，共同指涉向一個經由現代化脈絡營造出的完

美社會國家，並置西方由不同階段與脈絡發展出的資本主義、科學主義、社會主

義、無政府主義等價值。陳天華的《獅子吼》便將「桃源」變成有議事廳、醫院、

警察局、郵政局、公園，圖書館，體育會、工藝學堂、工廠、公司的社會；旅生

《痴人說夢記》將原本的「神仙島」變成錢幣通行、學堂開設，警察荷槍守城、

                                                 
7 梅泰‧卡利內斯庫，〈兩種現代性〉，《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1999 年第 3
期，頁 50。 
8 當然此不意味著晚清沒有對於現代性的批判，如魯迅在他的早期論文〈文化偏至論〉已反思批

判文化的偏至，如反對憲會體制，以免帶著民主假象的「眾人政治」變成霸權體制。不過，他卻

同時意識到傳統與現代性都會帶來弊端，可是剷除前者遠比後者更為重要，甚至可借用後者來剷

除前者，因此他在許多書寫的場合更致力於批判傳統。 
9 同註 7。梅泰‧卡利內斯庫提及「資產階級的現代性」：「進步的信條、對科學技術帶來裨益的

可能性的堅信、對時間——可計量的時間，亦即能買賣的時間，因此，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樣，便

有了金錢上的可計算的等價——的關切、理性崇拜、限定在抽象人道主義框架內的自由的理想，

而且還有對實用主義的重視以及行動和成就崇拜——所有這一切在不同程度上都與現代之戰相

關聯，並且在中產階級創建的很成功的文明中一直起著積極作用，被作為重要的價值標準加以推

廣。」  

 315



 
 
 
 
 
編譯／變異：晚清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 
 
 

強調立法、行政、司法三大權分立的議院及鐵廠、織布局等機器世界；《新中國》

編織的「大同社會」亦逸出《禮記・禮運》的理想社會觀，強調中國無論海陸兩

軍「都是全球第一」、「君民一德，上下一心」、學問「比了各國，總要勝起兩三

倍還不止」，漢文又成世界的公文公語，豎立起「全球萬國，沒一處不通行中國

書籍」的「世界主人翁」的姿態；東海覺我〈情天債〉更是將「太平世界」、「大

同世界」、「黃金世界」與「呼吸自由的新空氣，擔著義務，享那權利」聯繫在一

起。由此可見，晚清小說的「烏托邦」視野以中西古今作為表述策略，使得理想

視域得到（再）創造，藉由概念的翻新與意義的重釋。 

此一進取的烏托邦「重建」觀尤其反映在晚清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對於「進

化」的急切接納，改寫神話的循環輪迴觀或桃源的溯往歷史觀。如上所述，多篇

小說如〈新中國未來記〉、《未來世界》、《新紀元》、《新中國》等以「未來」作為

構築「烏托邦」的方式，即或是以異域、彼地、孤島等構族烏托邦的小說如《痴

人說夢記》、《獅子吼》等小說亦不遺餘力宣傳進化之道理。此恰符合「現代性」

的時間意識：其思想文化動力乃確信線性向前、不可重複的歷史觀。由於「進化

論」的引入，使得小說設定的時間已非過去的黃金時代，走出遵古的神話框架，

信仰歷史的前進力量。晚清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採取的線性前進法，有著大量現

代知識碎片的支撐，諸如民權說、社會主義、國家主義、世界主義、科學學理等

，洋洋灑灑，夾述夾議，嵌入小說，展開如一部百科全書。作者群透過「百科全

書」式的視野，構出有別於傳統的「新世界」。若非這些近現代「西學東漸」的

思潮，如民族國家、世界大同、社會主義等論述，提供理想視域的新框架，那麼

晚清新小說表達的新空間形式不可能與傳統空間形式產生如此巨大的裂變。由此

可見，現代性的價值轉變了中國文學傳統的範式。 

此外，晚清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強調人為、開發、重建等力量，因此實踐主

體愈顯重要，因應而生的模範群體正可視為現代性的指標之一。這些人物能衝鋒

陷陣、振衰起敝，將紛亂腐敗的中國一變而為新中國。人物多以政治家、發明家

與國民之母為主，基本上反映了從「血氣」轉向「腦氣」的趨勢，強調公德、權

利、自由、人倫、人格等價值，體現了現代性的價值。以君臣關係為例，《獅子

吼》文明種搬出盧騷的《民約論》，釐清國家非君主所有，臣民亦非君之奴，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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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灌輸學生民主思想。《盧梭魂》更是安排盧梭、展雄、陳涉、黃宗羲等中西座

標的模範人物，於陰府相聚，雖皆懷才不遇，卻不懼君主，以民為重，最終以民

主知識改造群鬼，啟蒙陰府。 

從空間而言，作者群紛紛透過先進的科技技術使得遍界皆可成為烏托邦，造

就「世界外之世界」的敘事。在科技的介入下，人物上下而求索，乘著汽球飛艦，

遍游各大星球與海底。《癡人說夢記》人物乘船「遊覽五大洲」的航行方法還算

雕蟲小技，那麼月球、星球之旅才叫人嘆為觀止。前往理想空間的交通工具強調

科技設備，令人眼花撩亂，海陸空多管齊下，科技日新月異，掀起了航行的新想

像。〈烏托邦遊記〉的和尚從何有鄉搭乘「飛空艇」，每晝夜可行五萬幾千里，望

遠鏡可望到十幾萬里以外，空中電遞器可在書出版二小時內送來輪船內。荒江釣

叟《月球殖民地小說》對於飛翔有無限的想像，龍孟華搭著汽球穿越五大洲，尋

找當初逃往南洋時失散的妻子。《電世界》與《新野叟曝言》更是動起移民星球

與海洋的念頭，成就「告別世界」的敘事。如此的內容反映出人物不只是建構民

族國家的欲望，更是面向世界，確立起中國為宇宙中心的欲望。 

此正好可看出中國與西方烏托邦的差異。晚清新小說的烏托邦方案固然挪用

諸多西方現代性的體制，不過相比之下，晚清新小說更強調「富強」的概念。西

方烏托邦經常夾帶著禁慾的思維，如摩爾的《烏托邦》建立出一個非常節制的社

會、貝拉米《回頭看》則是建立一個強調均分的理想社會。但是，對於晚清而言，

追求「原富」的觀念才能填補現實的匱缺，雖然當中有少數小說如《冰天雪海》

追求社會主義的理想，大多小說仍以「富強」作為基調，追逐富而又富、強而又

強的國家。這些例子如：《新中國》鋪陳「我們中國，眼前總算富強到了極點」、

《月球殖民地小說》飛向「黃金為壁，白玉為階，說不盡的富麗堂皇」的月球、

《新野叟曝言記》探向遍地黃金寶石的土星等。 

由上可見，晚清小說的「烏托邦」視野開啟了非常重要的景觀，從中西交會、

人倫重組到科技想像，不只開啟晚清的「希望」之音，更是「現代性」的拓展。

當中涉及概念編譯、文學敘事、時空重組、人物形塑等，皆表現出嶄新的價值傾

向，成為迷人的空間狂想史。晚清的烏托邦視野承載了一個時代有關的世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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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哲學、文學等有機知識的綜合價值，構築出一個有別於傳統仙鄉桃源的理想

世界，反映了現代性話語的重構。在我們回顧百年前的文學史版圖時，這批長期

被忽略的聲音實為最茁壯的聲音，因此，任何討論近現代的現代性的論者都不可

錯過。 

 

 

 

五、轉變：文學的範式 

晚清作者群塑造的「烏托邦」視野早已滲透時代新知、民族情感，科學技術

等，出現價值底蘊的移位，逍遙豐足的「樂園」變調成「有所為」的國家建構。

不過，單是就此思想價值論證，仍舊侷限於烏托邦方案的思想意義，尚未觸及到

其文學範式。因此，本文建構的「編譯／變異」系統，另又可見出文學範式的轉

變。就綿遠的文學史歷程而言，晚清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經歷「千年未有變局」，

改寫傳統的理想視域，締造出由「編譯」中西資源而產生「變異」的文學圖景。

如此的轉變實觸及到文學範式的轉換問題，姚斯（Hans Robert Jauss）曾借鑑庫恩

的科學範式理論，提出文學批評是一部「常規」與「革命」不斷替代、轉換、變

革的範式轉換史。
10
常規性的理念體系與話語結構常於社會變動中出現裂變、反

常，進而解體，促成原範式移位，產生新範式。就此角度而言，中國傳統的理想

書寫的美學範式，在變動的歷史脈絡中出現常規、革命交互的轉換範式，進而揭

露其價值信仰的轉變，訴說著晚清在中西交會的脈絡下產生的「憂國」之嘆與「興

國」之想。 

就文學範式的轉變而言，首先可考察闖關者的身分。史傳記載的秦始皇尋找

仙人島，乃是派遣具神秘超自然能力的方士徐福；陶淵明的「桃花源」則強調「忘

路之遠近」的漫無機心的漁人；魏晉唐代進入仙鄉者允許樵夫、漁夫等凡人進入

仙洞則反映了道教的普遍化，凡人也可一睹仙鄉之奧秘。在新小說的書寫中，由

                                                 
10 漢斯‧羅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我的禍福史：文學研究中的一場範式變革》，參見

拉爾夫‧柯恩主編，程錫麟等譯，《文學理論的未來》（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

13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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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政治焦慮、文學改革等視野，使得闖關者出現變調，成為「盡心竭力，振興祖

國」的愛國者，才能闖關。吳趼人《新石頭記》讓修道幾世的寶玉返回凡塵，漫

遊上海、天津、武昌後，變成全方位的感時憂國者，終於進入「文明境界」。春

颿《未來世界》總教習陳國柱立志以教育濡染人民大眾，闖入「未來世界」，建

構完善的社會。杞憂子《苦學生》在美國勤學苦讀的黃孫因受到諸多歧視，憤而

離校，意外步入清幽雅靜的世外桃源，完成學業，返回湖南從事國民教育。這些

闖入理想社會的主人翁，分享「堅毅不撓，愛國如家」的共同形象，也宣告了過

去在仙鄉位居要津的方士、漁夫、隱士等在晚清敘事中退位，「感時憂國」的愛

國者才是正道。相形之下，〈烏托邦游記〉與〈情天債〉的闖關者因「不曉得盡

心竭力光復祖國，只知游蕩」、「看見自己同胞的患難，佯佯的不睬」而被斥責。

《新石頭記》甚至直接將闖關儀式稱為「天演」定例，可過關便是文明，不可過

關則被汰演，可視為「進化論」的代言。 

「桃源」的神秘與遙遠似乎已成文化心理再現的模式，人物因意外闖入桃

源，見證理想世界，一旦出關後欲重返便衍生迷失的敘事，遂成「出發—尋找—

經歷—迷失」的歷程。可是，當晚清作者重新挪用這些敘事時，出現範式的轉移，

如《痴人說夢記》賈希仙等人誤入礦產豐富、物質無缺的仙人島，於是造船到海

外招兵買馬。當賈希仙率領眾徒重訪仙人島，就在即將迷失之時逆轉了文學範

式。作者無意於論證有／無機心的傳統議題，能否回歸仙人島的關鍵在於科技與

知識，眾人最終靠著新地理學的精密儀器、地圖與判斷力，發現仙人島即在布哇

國旁，轉回航程，尋得仙人島。因此，新科技與新地理的發現，改變「迷失」的

敘事範式，也衝擊到淵遠流長的文學母題與文化心理。  

此外，尚值得觀察的是「長生不老」的議題。關於壽命的有限與無限是人類

亙遠的焦慮與期盼，於是尋覓或提煉不老之藥一再出現，成為一種文學範式。可

是晚清小說畢竟有其時代語境，作者群依然思考延年益壽之道，卻在科技的衝擊

下，渺遠不可考的煉丹術替換成有依有據的科學食療法，發展出現代版的「仙

丹」。《新野叟曝言》少年軍在掌控食物的科學原理下，重煉「分析化合等等法術」，

修補體內的劣質，「可以延年益壽」。《新石頭記》亦透過科學原理改良健康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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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四十歲的老少年實已一百四十歲，「境內的老者，沒有一個不返老還童呢」。

在晚清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裡，由於食物研發有成，使得「老少年」的形象一再

出現，如《月球殖民地小說》、〈新舞台鴻雪記〉都可見少年與老年合而為一的形

象。 

整體而言，傳統的仙鄉桃源締結出一個以逍遙寫意為主的境界，可是晚清新

小說的烏托邦卻強調開拓與發展。《癡人說夢記》賈希仙便帶著強烈的殖民欲望

去開拓仙人島，使得迷信的仙人島轉變為現代化的鎮仙城。在開拓的思潮下，仙

鄉桃源的境界肯定受到衝擊，於是陳天華《獅子吼》便將「落英、桑竹、屋舍」

的「桃源」意象變為現代化的「煙戶三千餘家……有議事廳，有醫院，有警察局，

有郵政局。公園，圖書館，體育會，無不具備。蒙養學堂，中學堂，女學堂，工

藝學堂，共十餘所。此外有兩三個工廠，一個輪船公司。」（第 1 回）由此可見，不

經由世俗污染的境地再也非人間美好之境，文明、開放、科技、政治才是晚清的

「桃源」正道。 

 

 
 

六、瞻望：希望多重奏 

在晚清的書寫中，「新小說」作者群書寫的「烏托邦」視野並非憑空而降，

而是反映整個社會文化的氛圍：對於樂觀場景的鋪陳。此一樂觀場景廣泛出現於

各種論述場合，從文學書寫、社會建構乃至政治實踐，指涉向一個時代的結構，

鮮明反映近現代文化界的「希望」多重奏。晚清小說的「烏托邦」視野絕不是唯

一的聲音，因此，本論文未來尚可縱橫展開相關的探討，而每個面向又帶來新的

討論： 

 

（一）其他文體 

不同論者在烽火連天的時代抒發各自的理想，替自我乃至家國尋找出路。因

此除本文關注的新小說外，實還有其他文體如詩詞、傳奇、時調、奏折、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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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等都可能折射一個屬於時代的心事。 

跟新小說不同的是：這些詩詞、傳奇、奏折、遊戲文章等傳統文體一旦跟時

代新知碰在一起，產生另一種張力：舊風格與新意境。新事物一旦透過古典形式

傳達時，其表現方式受到媒介（語言與文體）的影響。這些舊文體與語言雖隨著

時代改變而有變革，但是大體上仍受到傳統的制約。以「傳奇」為例，需要大量

用典，無法像新小說可隨意挪用西方之典（如羅蘭夫人、培根、拿破崙等），而

需向傳統探路，引經據典。這方面表現最明顯的便是旅生在寫《痴人說夢記》與

《維新夢傳奇》，同樣是想像中國的未來，可是前者屬於新小說，後者屬於傳奇

體制，使得其表現形式受到很大影響。當然，此只是從「新小說」的角度來看待，

事實上各文體發展出特定的表述聲音。針對其特定的聲音，如何量身定作另一套

論述的框架，更顯重要。 

 
 

（二）追蹤發展 

烏托邦小說不會因朝代的更改而突然消失，我將把觀點進一步延伸到後晚清

的「烏托邦」書寫。當然此一追蹤可發展至當代，不過，我卻暫將視野集中於

1911 年至 1919 年的相關書寫，以更細緻呈現此一時代對於理想視域的製作方

案。這段時間恰好為一般論者忽略，就目前的學界研究而言，已有觸及到晚清文

學的「烏托邦」，亦有將二、三○年代的左翼書寫放入烏托邦的脈絡觀察。可是，

晚清如何進入二三零年代呢？這中間的空白必須填補，才得以建構出更完整的文

學史視野。 

籠統而言，1911 年後的文壇起了變化，拓展出一個幾近「鬼魅式」的文學

圖景。相對之下，晚清作者雖聲嘶力竭，進行批判，可是仍信誓旦旦，進出於各

種現代性方案之間，高呼救國論，承諾若採取某一方案便會前途似錦。可是當辛

亥革命推翻帝制後，社會卻陷入混亂的場景，論者想像的美好場景注定落空，使

得大量的作者群不再抱著原初懷想，曾高喊改良乃至革命的聲音急轉直下。在此

一政治進程的微妙轉換下，我們恰可重新思考：作者如何製造理想視域呢？其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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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的價值方案又是如何呢？ 

就 1911 年至 1919 年期間的作品如：煮塵《新村》（《新世界》1-5 期）、煮塵

《夢中人》（《新世界》6-7 期）、榴邨《夢遊述異》（《新劇雜誌》1 期）、老虯《解

甲錄》（《大中華雜誌》1 卷 10-11 期）、含寒《二千零十五年》（《餘興》23 期）、

確庵《百年後之上海》（《小說海》2 卷 3 號）、倚虹《上海之未來》（上海有正書

局）、可僊《夢》（《小說新報》4 年 6 期）、民哀《一夢三萬年》（《小說新報》4

年 7 期）、指嚴（許指嚴）《花村》《小說新報》5 年 10 期等，確實不少，可作為

進一步拓展的材料，以研判作者群如何在此一特殊的年代寫下一己的「希望」觀。 

從晚清發展至五四，又到三、四○年代，國家轉向社會、從知識分子轉向工

人、從資本主義轉向社會主義，如郭沫若（1892-1978）指出「個人主義的文藝

老早過去」，「代替他們而起的」必定是「無產階級文藝」。111928 年 1 月由共產

黨員作家組成的太陽社創辦《太陽月刊》，接著創造社新成員李初梨、馮乃超

（1901-1983）、彭康（1901-1968）等主持《文化批判》，《創造月刊》竟也倡導

起「革命文學」。左聯成立後，更是接連出版《拓荒者》、《萌芽月刊》、《文學周

報》、《文學》，同時也重組《大眾文藝》、《現代小說》、《文藝新聞》等期刊，可

以想見：無產階級的革命號角已吹響文壇，吹出另一種「希望」的聲音。這些號

角除廣被稱為「政治的留聲機」外，放在近現代的「希望」場域中，必定有更多

值得去挖掘的層面。 

 

 

（三）政治與社會方案 

就近現代的發展史而言，政治領域寫下一個個驚心動魄的方案。在此一轉折

的年代，各種新舊方案都有可能發生，論者為爭取一己之理念，無不渾身解數，

誇大其詞或激烈辯論。若從修辭、意象的角度觀察，我們恰可見到論者如何挪用

各種言語相互交鋒，以推疊出一個假設的「希望」觀？從嚴復、王韜等人的「求

變」到康有為的七上清帝書，上演了多少修辭好戲：透過極端的「變」與「不變」

                                                 
11 麥克昂（郭沫若），〈英雄樹〉，《創造月刊》第 1 卷第 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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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後果的鋪陳，達到某種政治教誨。即或只實行一百零三天便告敗的「百日維新」

亦轟轟烈烈掀起了另一種「希望」的視野。1898 年 6 月 11 日，光緒皇帝頒發「明

定國是」的詔書，響應了「變法圖存」的思潮，遍及政治、經濟、軍事、文教等

層面，恰可跟小說的「烏托邦」視野產生對話。 

晚清之後的五四，出現另一股引自日本的社會方案：「新村」主義。1918 年

11 月，武者小路實篤（1885-1976）將發揚多時的理念具體實踐，於九州買地，

追隨一世紀以前的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的新和諧社區（The New 

Harmony Community），建立第一新村，從事耕作。周作人將「新村主義」引入

中國，於《新青年》第 6 卷第 3 號刊出〈日本的新村〉： 

 

近年日本的新村運動，是世界上一件很可注意的事。從來夢想Utokia 

(Utopia) 的人，雖然不少，但未嘗著手實行；英國詩人Coleridge等所發

起的「大同社會」（Pantisocracy）也因為沒有資本，無形中消滅了。俄

國Tolstoj的躬耕，是實行泛勞動主義了；但他專重「手的工作」，排斥「腦

的工作」；又提倡極端的利他，沒殺了對於自己的責任，所以不能說是十

分圓滿。新村運動，卻更進一步，主張泛勞動，提倡協力的共同生活，一

方面盡了對於人類的義務，一方面也盡個人對於個人自己的義務，讚美協

力，又讚美個性，發展共同的精神，又發展自由的精神，實在是一種切實

可行的理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福音。
12

 

周作人顯然將新村跟 Utopia 聯繫在一起，並且強調「實踐」的精神。此一新村

引發的討論與實踐值得注意，如毛澤東（1893-1976）、蔡和森（1895-1931）、張

昆弟（1894-1932）等人便深受鼓舞，欲建立半工半讀、平等友愛的新村。周作

人本身更曾親訪日本新村，起草「新村」的建設計畫，實踐出「新村」。放在烏

托邦的脈絡下，此一新村的發展、辯論、失敗或轉向都非常值得關注。 

 

                                                 
12 周作人，〈日本的新村〉，《新青年》第 6 卷第 3 號（1919.3），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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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束：未結束的 Star Wars 

在本文的結束處，我要回到書寫的初衷：建構出近代文學的「希望—絕望」

觀，疾聲呼籲這是未結束的代「結語」，Star Wars 的進行曲將又會以另一種形式

出現，或是追溯前世之謎，或是瀏覽後代之奇。當然，如此的研究涉及的範疇甚

多，猶如一場「星際大戰」，必須進行一場場革命式的尋找資料、挖掘議題的研

究歷程。這當中，「前世今身」總有著諸多對話，晚清文化界探討的「中國往何

處去」，演變至三、四○年代，發展成「中國社會向何處去」的探討。論者反覆

描寫各種想像中國的樂景，或可以 1900 年梁任公的〈少年中國說〉作為宣示： 

 

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流，一瀉汪洋。潛龍騰淵，鱗爪飛揚。乳虎

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將發硎，

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履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來日

方長。美哉！我少年中國，與天不老。壯哉！我中國少年，與國無疆。13

 

此洋洋灑灑為「二十世紀」寫下壯志豪情的宣言，一再以不同的姿態出現於近現

代的書寫場合。作家群塑造出一幕幕關於紅日初升、其道大光、麟爪飛揚、少年

中國的場景，反映青春活潑卻又猛烈豪邁的宣言。在「前途似海，來日方長」的

理想視域中，人物高呼「我少年中國，與天不老」。從地球到月球、從村到城、

從新中國到新未來、從中國到世界，從島嶼到山峰，從晚清到三、四○年代，無

不「潛龍騰淵，鱗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激昂吟唱出「我中國少年，

與國無疆」的狂想曲。 

在「紅日初升，其道大光」的宣言下，意義重大，象徵了晚清到三四○年代

的作者對於個體與國體的殷殷期許。這批作品展現出豐沛的力量，交織出近現代

的「紅日初升」的場景。在「紅日初升」的形象表達中，不同階段的文學想像實

有不同的光線與位置，包括其詞彙挪用、書寫技術、敘事模式、時空塑造、政治

                                                 
13 梁啟超，〈少年中國說〉，《清議報》第 35 冊（1900.2），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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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識等，都值得論者進一步發動全盤性的探討與反思。 

這是一場未結束的 Star W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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