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方法、範圍與回顧 

 

 

 
 

一、研究背景：從「希望」與「絕望」出發 

晚清至三、四○年代的文學主題非常紛陳，非一言能以蔽之。我欲觀察的是：

構成書寫的動力是什麼？在這方面，「希望」與「絕望」的頡頏非常值得關注，

也是這兩重力量的拉扯，讓晚清、五四乃至三○年代交集出不同組曲，成為諸如

譴責、理想、反傳統、無產階級等書寫，讓我們見識到小說如何強勢介入現實、

政治、文化或是被現實、政治、文化等層面所介入。在此一介入與被介入的糾葛

中，「希望」與「絕望」遂成強大的書寫動力。 

本論文當然無法以學位論文的篇幅呈現如此龐大的論述場域，因此以類似

「星際大戰」（Star Wars）的續集概念，1集中於某個範疇與視角，以呈現更周詳

綿密的論證。晚清小說的「烏托邦」視野是這一組曲的前曲，將與我此前的研究

（如我已觀察過魯迅的「希望」與「絕望」的辯證2與晚清小說的「烏托邦」觀3）

                                                 
1 《星際大戰》是美國導演喬治‧盧卡斯（George Lucas）所製作拍攝的一系列科幻電影，1977
年先拍出第四部曲《新希望》（A New Hope），1980 年拍出第五部曲《帝國大反擊》（The Empire 
Strikes Back），1983 年拍出第六部曲《絕地大反攻》（Return of the Jedi），1999 年拍第一部曲《威

脅潛伏》（The Phantom Menace），2002 年拍第二部曲《複製人全面進攻》（Attack of the Clones），

2005 年拍第三部曲《西斯大帝的復仇》（Revenge of the Sith）。 
2 見顏健富，《論魯迅小說之國民性建構》（台大：碩士論文，2003）、〈「易屍還魂」的變調：論

魯迅小說中的體格、精神與民族身分〉，《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5 期（2006 年 11 月）、〈一個國

民，各自表述——論晚清小說與魯迅小說的國民想像〉，《漢學研究》第 23 卷第 1 期（2005 年 6
月）等。 
3 顏健富，〈進出神仙島，想像烏托邦——論旅生《癡人說夢記》的空間想像〉，《臺大文史哲學

報》第 63 期（2005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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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往後欲進行的研究（如巴金小說反映的「希望」與「絕望」）產生對話，以建

構出近現代文學史的「希望—絕望」的評論視野。  

無疑的，文學的虛實交錯在晚清此一交替的時代關口，充分表露，且淋漓盡

致。歐陽健在研究晚清小說史精準指出：「晚清的最後十年，曾經被描寫成中國

歷史上最黑暗的時期，然而，正是在這一時期裡，醞釀著由黑暗向光明的運動，

萌發著對於美好未來的理想憧憬。滿懷激情地嚮往未來，期望中國早日實現民主

和富強，是晚清新小說最普遍突出的主題。」4

當「黑暗」與「光明」、「希望」與「絕望」在小說裡各自表述時，預示了我

們有關晚清「譴責小說」與「理想小說」的相互輝映。因此，當「辭氣浮露，筆

無藏鋒」的譴責小說風靡晚清文壇時，5想像烏托邦的小說亦同時席捲而來，犀

利悲觀與熱情樂觀的筆鋒，說明了「批判」與「讚頌」乃是晚清文人想像時局的

兩種大相逕庭的方法。這種極端的「黑暗—光明」的修辭正好反映了「改革」的

衝動，出現各種新舊、東西價值方案，間中激烈碰撞，寫出了極為繁複且精彩的

一頁。 

可惜的是：在文學史家的選擇性操作下，晚清小說中的烏托邦視野長期被淹

沒。相對於譴責小說，評論界對於此類小說的論述顯得微不足道，難以建立晚清

整體性的「希望之曲」。這些高度政治化的天馬行空的書寫，在往後百年的評論

版圖上，卻像一群漂浮的幽靈，隱約迴盪。當然有更多小說因其本身的美學、內

涵無法經歷起「典律化」的機制，銷聲匿跡於當代的接受視野。可是，若放在文

化研究的脈絡下，這些曾演義多少空間想像的具有烏托邦視野的小說，不可輕易

錯過。為何作家反覆推動此一理想空間？對於美好光明的嚮往如何在存亡之際被

收編成一種應付時代危機的策略呢？為何這些曾經一再出入於晚清書寫的小說

卻在往後的評論中被遮掩呢？無論是從美學藝術、思想領域、政治範疇等來思

考，皆有可進一步拓展的深沈意義。 

 

                                                 
4 歐陽健，《晚清小說史》（杭州：浙江出版社，1997），頁 225。 
5 魯迅，《中國小說史略‧清末之譴責小說》，《魯迅全集》（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卷

9，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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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釋名：烏托邦小說？小說的烏托邦？ 

關於本論文的命名問題牽涉到「晚清烏托邦小說」或是「晚清小說中的烏托

邦視野」？前者涉及一個文類的概括，涉及某種時空下的美學、功能或形式規範，

隨著時代演進而有消長。從社會學角度而言，「文類」反映觀念上的模範 

( conceptual model)，在「小說」此一大文體種類之下，尚可依不同題材而分出諸

多「次文類」（subgenre），如言情小說、武俠小說、偵探小說、教育小說、科幻

小說等。西方由於擁有長久的「烏托邦」書寫與評論，遂成「烏托邦文學」的次

文類形式。6可是，對中國而言，由於書寫背景的不同，並無「烏托邦文學」的

次文類觀念。因此，一旦使用「烏托邦小說」，可能一開始便會掉入無止盡的形

名紛爭。本文暫且擱置次文類界分的爭論，而以更廣泛的「烏托邦視野」為指稱，

可是此不意味著已解決「烏托邦」定義的問題，當中亦具主觀的判斷與取捨，如

到底哪些作品可視為「烏托邦視野」呢？ 

在討論晚清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前，實有必要先觀察「烏托邦」之義。

「烏托邦」理論的界定充滿人為性，不同的論述主體各有其著重點，目的論強調

實現烏托邦演變時間的過程，價值論以價值高下的觀點描述最終完美之境的目

標。7大體而言，「烏托邦」一詞創自摩爾（Thomas More, 1478-1535）於 1516 年

發表的專書《烏托邦》（Utopia），描繪廢除私有財產與實行平等制度的理想社會。

此書分兩部分，第一部分透過Raphael Hythloday批判英國現狀，揭露歐洲社會貧

富懸殊的狀況。第二部分則全面勾勒烏托邦的空間視野與具體內涵，如法律、工

作、衣著、娛樂等，描繪廢除私有財產後的理想社會，實行平等的體制，人們共

同享有社會財富。 

從語源而言，Utopia此一詞彙從希臘字根的解釋有二：Ou-topos，ou 是「無」

的意思，「topos」則為場所，是世上所無的場所；Eu-thopia，eu是「美好」之意，

                                                 
6 關於西方烏托邦文學的評論可見喬‧奧‧賀茨勒著，張兆麟等譯，《烏托邦思想史》（北京：商

務印書館，1990）、Ruth Levitas, The Concept of Utopia (London: Philip Allan, 1990)等著作。 
7 Eric Voegelin, Science, Politics, and Gnosticism (Chicago: Gateway Edition, 1968), pp.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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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好的地方。前者著重於世上所無的地方，後者標舉美好之境。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便結合此二語源，做出綜合性的解釋： 

 

utopia暗示著一個既美好又子虛烏有的地方。在希臘語中eu相當於good

（好），ou相當於not（無），莫爾運用了這種雙關性，utopia既可以指

eutopia，即一個美好的地方，也可以指outopia，即子虛烏有的地方，或

者可以同時擁有這兩種含義。8

 

當然，以上只是從詞義的角度來解釋。較為複雜的是：到底怎樣的實踐才能歸入

「烏托邦」行列呢？ 

《烏托邦思想史》（The History of Utopian Thought）之作者賀茨勒（Joyce 

Oramel Hertzler）在提及「烏托邦」著述不受注意時便涉及研究範疇的問題：「似

乎從來沒有人嚴肅認真地看待這些烏托邦著述，就連學者對之也不甚重視。文學

史將此視為怪誕作品或視之為屬於政治學或治國術之類的東西而不屑一顧。政治

學則認為烏托邦過於虛幻，也不科學，因而不大予以注意。宗教和神學界對其中

少數問題研討過，但烏托邦思想的大部分嚴格說來與宗教無關。」9作為文學史、

政治學、宗教、神學界各有不同的「烏托邦」的論述對象、方法與角度。當然，

賀茨勒此篇書出版於 1923 年，當時確實較少關於烏托邦的學術論著。不過，該

書出版的前後期卻有劉易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的《烏托邦的

故事》（The Story of Utopia, 1922）、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意

識型態與烏托邦》（Ideologie und Utopie, 1929）等著作。 

賀茨勒《烏托邦思想史》從整個長遠的西方史立論，系統性回顧與介紹各個

烏托邦。他認為這些「烏托邦」著作在大多數情況下對當時的社會狀況作了精闢

的分析，對未來的美好社會投射出明晰而生動的預測，並指出促進社會進步的方

法和原則。他先以「倫理—宗教性的烏托邦」概述烏托邦思想家的先驅、啟示錄、

                                                 
8 Miller David,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p.533. 
9 喬‧奧‧賀茨勒著，張兆麟等譯，《烏托邦思想史》（北京：商務印書館，1990），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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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城等，接著論析柏拉圖「理想國」等，然後以「早期現代烏托邦」介紹烏托

邦、新大西島、太陽城、大洋國等，再以「空想社會主義者」呈現聖西門、傅立

葉、歐文等人之理想，接著以「現代社會的理想—擬烏托邦」分析貝拉米《回顧》、

赫茨卡《自由之鄉》、威爾斯《現代烏托邦》等具體的烏托邦內涵。現代烏托邦

與之前的烏托邦具有一大差別，「差別在於前者能給予人以即將取得成功的感

覺。他們實事求是地對待人們，並採用人們所熟悉的方法。完滿地實現他們的理

想似乎指日可待……人們在這些烏托邦中看不到任何可以認為是不著邊際的東

西、異想天開的東西。他們實際上乃是擬烏托邦。」10總之，他對於這些思想進

行分析，考察其社會背景，概述其獨有特點，「烏托邦的基礎是烏托邦主義精神，

既認為社會是可以改進的，而且是可以改造過來以實現一種合理的理想的。」11

若從時空角度切入，我們可看到不同論者對「烏托邦」投射出不同的想像。

在考夫曼（Moritz Kaufman, 1839-1920）的「烏托邦天性」裡，它是一個「烏有之

地」，屬於某個遙遠的幸福之島，那裡具備完美的社會關係，純正優良的憲法以

及永不過失的政府。人們過著單純而幸福的生活，遠離現實生活中的一切混亂、

煩擾和無窮無盡的憂愁。12摩爾的《烏托邦》、康帕內拉（Thommaso Campanella, 

1568-1639）的《太陽城》（La città del Sole, 1602）都從空間意義擬想理想國的形

態。可是，論者亦指稱此一遙遠的幸福之島實出自於人們天生的美好世界的傾

向，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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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靈的身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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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此一空間概念卻又有時間轉向，美國神學家保羅‧蒂利希（Paul Tillich, 

1886-1965）曾把「烏托邦」區分為「向前（未來）看的」和「向後（過去）看的」

兩種，「每一種烏托邦都在過去之中為自己創造了一個基礎——既有向前看的烏

托邦，同樣也有向後看的烏托邦。換言之，被想像為未來理想的事物同時也被投

                                                 
10 同前註，頁 221。 
11 同前註，頁 4。 
12 Moritz Kaufmann,Utopias (London: Kegan Paul, 1879), p. 1. Ruth Levitas, The Concept of Utopia 
(London: Philip Allan, 1990), p.12. 
13 ibid.,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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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為過去的『往昔時光』——或者被當成人們從中而來並企圖復歸到其中去的事

物。」14就近代史而言，論者重視「未來」面向，跟進化論有關，如卡利內斯庫

（Matei Calinescu）所說：「自十八世紀以來，烏托邦想像力的又一明證是現代對

過去的貶低和未來的日增的重要性。然而，如果離開西方的特定的時間意識，烏

托邦主義簡直就無法想像，因為它是由基督教和後來被理性所佔有的不可逆轉的

時間概念所塑造。」15在時間的概念上，布洛赫（Ernst Bloch, 1885-1977）提出

「尚未」（not-yet）理論，是一種想像性、象徵性或者虛擬性的解決。它以對「現

存」、「既定」的否定、排斥來肯定「將在」、「未來」，體現了否定與肯定的辯證

法，在否定之中包含對肯定的期待，新的肯定的實現又內蘊新的否定。 

關於理論的介紹，在台灣學界，由於張惠娟的引鑒，芒福德理論似乎成為烏

托邦的衡量標準。芒福德在《烏托邦的故事》區分兩種烏托邦：「逃避烏托邦」

（utopia of escape）與「重建烏托邦」（utopia of reconstruction）。「逃避烏托邦」指

向「由著性子來的烏托邦」，「不受任何限制的慾望的無節制的氾濫」，16是一種

危險的烏托邦形式，純粹屬於白日夢。人如果在夢中沈迷過久，就會軟弱無力，

連日常生活中最簡單之事也應付不來，而患有精神妄想的烏托邦形式甚至具侵犯

傾向；「重建烏托邦」則是指那種「重建人類生活環境的想像，使它更符合人存

在的目的，更有利於人的可能性的充分發展」。17這種重建烏托邦的烏托邦會使

人聯繫起馬克思關於「未來的社會是自由人的聯合體」的論述，是一個完美的社

會的構想，「無缺陷的制度、融洽的社會關係、全新的價值體系、宜人的風俗……

甚至包括通過教育和生物進化而實現的完美的頭腦與肉體。」18

「烏托邦」脫離不了歷史脈絡，反映社會面臨的危機。若從西方的烏托邦發

展歷程來看，十六、七世紀的烏托邦世界面臨工業化引發的貧富不均與不平等，

                                                 
14 保羅‧蒂利希（Paul Tillich）著，徐鈞堯譯，《政治期望》(Political Expectation)（成都：四

川人民出版社，1989），頁 171-172。 
15 引自汪暉，〈韋伯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收入王曉明主編《批評空間的開創》，（上海：東方

出版中心，1998），頁 12。 
16 Lewis Mumford, The Story of Utopia: Ideal Commonwealths and Social Myths (London: Harrap, 
1923), p. 108. Ruth Levitas: The Concept of Utopia, p15. 
17 同前註，p.16. 
1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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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將烏托邦世界和現實對立，推到現實世界外的島嶼，必須靠航海才能抵達，

如同摩爾的烏托邦、太陽城等，透過海外島嶼構築理想世界，反過來批判現實中

不自由、不平等的剝削性世界；十八世紀後半葉工業革命後，資產階級漸掌握政

治主導權，市場經濟自立化，科技一日千里，對自然施以暴力，人亦脫離大地，

成為不相統屬的個人與被宰制的對象，失去自由。因此，十九世紀初葉烏托邦主

義者關心的是這些個人如何重新組合為沒有被剝削關係的生活共同體？聖西門

（Saint Simon, 1760-1825）的「合作社」（cooperative association）把君王稱為「第

一位工業者」，意圖以國王為中心，建立全國一體的工業共同體，以一千六百二

十人為主，認為模範的結社一旦成立，世人就會模仿，進而加以採納。這是不假

借由上而下的國家權力，而是由下而上建設自己生產與消費的共同體，並將社會

視為這種共同體的聯合體。19發展至後工業時代的馬爾庫塞（Hebert Marcuse, 

1898-1979），更是基於現代社會生產過程對人的「心理」和「本能」結構所造成

的影響，如接受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的「異化」（alienation）概念，

認為資本主義使人的本質的喪失到了極端，出現異化、操縱和壓抑、攻擊性等，

「在這個世界裡，人類生存不過是一種材料，物品和原則而已，全然沒有其自身

的運動原則。」20他主張全面的解放策略，透過「大拒絕」的策略，即與現存制

度採取不合作的態度，游離於現存社會和文化之外，同現存的一切完全徹底地決

裂形成一種與現存社會完全不同的，更適合人類生存的本能結構和人類存在必不

可少的需要。 

當「烏托邦」的論述行之有年，產生了一批對於此理論反思的論述，針對烏

托邦潛藏的諸多「反烏托邦」（dystopia）性做出深入的揭露與批判。卡爾‧巴柏

（Karl Popper, 1902-1994）在其經典的專書《開放的社會以及它的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描述最危險的「烏托邦工程」（utopian engineering）：看似

賞心悅目的（烏托邦）思想進路卻內含極權主義性，蓋因在朝著烏托邦前進時，

任何對此目標之可欲性的懷疑，都將使整個烏托邦工程岌岌可危。因此，所有個

                                                 
19 李永熾，〈近現代的烏托邦世界〉，《當代》第 61 期（1991.5），頁 22-34。 
20 馬庫色（Hebert Marcuse）著，羅麗英譯，《愛欲與文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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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選擇都必須加以約束，如建立一套「極權主義」的制度。21烏托邦作家威爾

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曾如此批評烏托邦的架構：「在關於烏托邦

的思考中，總是有著僵固和薄弱的結果。其共同的缺點是空洞。生活中的血性、

溫暖與事實，大部分都是缺乏的；在這種思考中，沒有有個性的個人，而只有一

般化了的人民。」22喬治‧凱特布（George Kateb）針對烏托邦的秩序而言：「烏

托邦思想受著一種『秩序王』所控制。烏托邦的強烈動因之一，是要使世界盡可

能免於混亂，免於失去秩序。烏托邦就是一種對於秩序、安靜與平和的夢想。」

23對於秩序的追求，卻窄化了多元的選擇，使得更大的強權、專制出現。顧昕〈烏

托邦與極權主義〉反思烏托邦，認為烏托邦會產生變化，秩序變成組織，滿足變

成條件的反射，選擇的自由變成犧牲的自由，正好符合烏托邦的「異化」理論。

24

從上可見，「烏托邦」定義難以放四海皆準，而是有其語境的形塑與制約，

如庫瑪（Krishan Kum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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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不同的歷史情境與危機塑造出烏托

邦的特殊面，反之，烏托邦的面貌又反映了特定的歷史情境。大體而言，無論就

各家的說法，可歸納出其批判現實的功能，烏托邦「大抵代表一種難以實現的願

望，卻對現實具有濃厚的批判性，同時也含有意欲建立完全自由而平等的生活共

同體之意志。」26在形式上，這些書寫經常是透過對比的方式，最常見的乃是透

過空間與時間的方式懸隔理想之境，如摩爾《烏托邦》於海外塑造的完美烏托邦

對應貴族對農民的侵略，《回頭看》則是以未來時間的塑造對應資本主義造成的

貧富不均。如此的虛實對應，形成世外／世內的書寫。在內容上，這些小說都因

各自的危機而有不同的因應之道，如《回頭看》採取社會主義克服貧富不均的社

                                                 
21 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 1.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2), pp. 74-105. 
22 H.G. Wells, A Modern Utopia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1967), p. 9. 
23 George Kateb導論，孟祥森譯，《現代人論烏托邦》（台北：聯經，1980），頁 14。 
24 顧昕，〈烏托邦與極權主義〉，《當代》第 61 期（1991.5），頁 62。 
25 Krishan Kumar, 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 (Basil: Blackwell Press, 1987), p. 2. 
26 李永熾，〈近現代的烏托邦世界〉，《當代》第 61 期（1991.5），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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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擺放於晚清中國的脈絡，上述各種烏托邦論述雖無法直接比附或轉移，卻有

助於比較而釐清。由於每一座烏托邦的發生奠基於屬於該時代的災難或危機，如

《理想國》產生於希臘城邦的沒落，《烏托邦》產生於羊吃人的現實，27曼努爾

夫妻（Frank E. Mannuel & Fritzie P. Manel）便指出，「基督的千禧之時，往往是無

以復加的災難的出現。」28晚清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不同於摩爾筆下的「羊吃人」

的社會，也不同於後工業時代的「異化」社會。就歷史進程而言，自近現代以降，

中國面臨一波又一波的危機，主權慘遭侵奪、土地受到割裂，引發一連串具顛覆

性的反思與批判，成為「天翻地覆」的時代。如此的災難與危機，恰好替晚清新

小說建構出獨特的「烏托邦」框架，形塑出屬於晚清的「烏托邦視野」。 

不同於中國傳統的理想書寫，晚清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有其獨特面。無論是

仙鄉、桃源等文學傳統，大多強調靜態簡樸、完美自樂的生活形態，不過，晚清

新小說因處於中西交會，顯然吸取西方新知，「烏托邦」此一詞彙的翻譯便衝擊

到中國固有的理想書寫的傳統，本文第二章將有詳細討論。就其內容而言，由於

對應滅亡危機，晚清新小說展現的「烏托邦」視野有很強的政治感，「拯救中國」

成為最大焦點。對於近現代的書寫而言，「拯救」有極端的書寫策略，一是作者

透過批判引起療救的注意，一是直接列出各種拯救方案與提前想像中國的樂觀遠

景。前者造就了譴責、諷刺小說，而後者則形成本文欲論述的「烏托邦」視野。

在拯救中國的基調上，小說敘事一再逆轉現實，透由一連串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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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中國的出路。從政治、性別、科技、文化到教育等，手

段迥異，使得此類小說可被晚清作者或編者群列為理想小說、社會小說、科學小

                                                 
27 摩爾在《烏托邦》裡批判貴族侵佔農民的土地，無家可歸的農民被迫流入城市，成為賣力為

生的無產者，承受過長的工時、過大的勞動、疾病死亡，摩爾深刻地批判：「你們的羊一向是那

麼馴服，那麼容易餵飽，據說現在變得很貪婪、很凶蠻，以致吃人，並把你們的田地，家園和城

市蹂躪成廢墟。」莫爾著，戴鎦齡譯，《烏托邦》（北京：商務印書館，1982），頁 21。 
28 Frank E. Mannuel & Fritzie P. Manel, Utopia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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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冒險小說、殖民小說等，恰好凸顯其駁雜的內容。不過，看似琳瑯滿目，卻

是殊途同歸，其魂牽夢縈的乃是屬於政治面的「新中國未來記」，各篇小說替中

國預約樂觀的遠景，反映烏托邦的理論：現實的匱缺投射到烏托邦。這批小說介

入國家進程，逆轉現實的頹勢，以「國富民強」為追求目標，替天翻地覆的中國

重構世界中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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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群經常使用他方、未來與夢境作為一道躍過現實而進入理想的方式，「未

來」乃是對照「當下」，「他方」乃是對照「此方」，「夢境」乃是對照「現實」，

以此產生一道隔離卻又相連的效果。更新人耳目的是這些小說吸取西方的科技新

知，大量在未來、他方與夢境中塑造出「世界外之世界」的想像，人物透過先進

的交通工具「上下而求索」，遊覽各大星球與海底，替中國「別尋世界」，使得人

間、島嶼、月球、海底都可成為「烏托邦」的載體，構築出晚清小說史的「遍地

烏托邦」的視野。 

如上所言，晚清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一方面如同各烏托邦所具的批判、

反思、拯救現實的功能，一方面卻又投射出其獨特的面貌，回應晚清中國受到列

強侵略的危機，一再發出「拯救中國」的呼聲。在形式上，這些小說塑造出世內

／世外的對比框架，且融入各種科技新知，使得中國的理想書寫產生變調。 

 

 
 

三、研究方法：從概念考掘到到敘事分析 

如果說晚清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長期未獲相對應的重視，那麼我們要如

何重新挖掘材料，替此方案建構出深沈的評論視野呢？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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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托邦」詞彙的翻譯與概念變調、

小說敘事對此概念的挪用、小說的刊登與分類等問題。為涵蓋這些問題，本文採

取以下研究方法與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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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念考掘 

本文探討晚清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首先必得觸及「烏托邦」詞彙的翻

譯。此一詞彙由西方傳入中國，可是卻因其概念的普遍性而遮蓋了文化翻譯的問

題。許多論者論述「烏托邦」時太輕易將它普遍化或置於（西方）烏托邦理論的

脈絡。事實上，「烏托邦」於晚清並非懸空的概念，早在 18 世紀 70 年代流傳於

晚清的華英詞典出現「烏托邦」的詞條、1894 年嚴復譯《天演論》時亦提到烏托

邦。從小說創作而言，蕭然郁生已將他的小說命名為《烏托邦遊記》，書中主人

翁偶聞英國有烏托邦小說，非常嚮往，夢中得高人指點，於是到「何有鄉」搭船

往遊烏托邦。無論是華英詞典、思想論述、文藝批評、小說實踐都可見到「烏托

邦」的身影，由此可證此一詞彙與概念已普遍進入晚清時人的視野。在此前提下，

本論文追溯「烏托邦」此一詞彙如何進入晚清視野的途徑？Thomas More 及其著

作又如何流入？此一詞彙所轉換的概念如何被錯置於晚清脈絡？換言之，晚清人

士如何挪用「烏托邦」的概念？如此的概念又如何跟中國本身的理想概念融合

呢？ 

 

 

（二）編譯系統 

晚清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牽涉到中西方的文學傳統與資源，反映出中西之交

會。不過，作者群編譯大同、仙鄉、桃源、烏托邦、未來等中西資源時，並非亦

步亦趨，而是選擇性轉化，經由「誤讀」機制的介入，涉及召喚、選擇、鬥爭、

改寫等歷程，進而確立屬於晚清的「烏托邦」視野。當然，作者群對於各種資源

的編譯，必然使得文學圖像產生「變異」，本文便以尤能顯現中西痕跡的新編、

譯編與轉編等晚清書寫現象，探討作者群如何編譯中西資源？文學圖像如何變

異？「新編」乃是作者透過中國傳統的故事或經典，重新注入新的意涵、價值、

想像或敘事；「譯編」則是對於域外小說的翻譯，注入了譯者本身的理念、信仰

或目的；「轉編」涉及範疇的轉變，由思想界轉入文學界。我欲追蹤的是：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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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如何在續編／譯編／轉編的過程中確立？此具體圍繞於

晚清語境的「烏托邦」概念及起源問題是目前近現代研究界最缺乏、亦是最值得

進行的追溯與重構工作。本文掌控多種資料，透過晚清報章、期刊、出版書目等，

盡量蒐集具有烏托邦視野的作品，29並且尋找各小說對於「烏托邦」、「大同世

界」、「黃金世界」、「桃花源」、「極樂世界」等概念的挪用，一一擷取，進而比較、

分析及探討。 

 

 

（三）小說分析 

本文處理晚清新小說經由「編譯」而「變異」的「烏托邦」視野，當然，有

一重要的討論：這些烏托邦視野產生怎樣的變異？為探討這些變異，必得從小說

敘事介入。小說敘事透過人物、事件、情節等傳達特定的訊息，就這些烏托邦視

野而言，傳達著一些共同點，如救國欲望、前瞻性時間、批判性視野、現代性價

值（如科學與民主）。本文透過文本細讀，分析小說內的人物與敘事，進而突顯

出其在中國文學傳統中的變異。當然，每座「烏托邦」都是對比架構下的產物，

諸如黑暗與光明、美好與醜惡、圓滿與殘缺等對照。不過，如此說法尚嫌籠統，

較難凸顯其獨特性。本論文試圖透過小說敘事的分析，為這些晚清的烏托邦視野

尋找出更細緻的論點；另外，本文考量到承載此類小說的形式問題，雖然晚清文

化界未將「烏托邦」列為小說類別，不過，本文卻追蹤到底這些具「烏托邦」視

野的作品最常被劃入哪些類別呢（如理想小說、哲理小說、科學小說、國民小說

等）？最常出現於哪一種報刊（如新小說、繡像小說、月月小說等）？小說內最

                                                 
29 這些作品或刊登於報刊或由出版社出版單行本。刊登於報刊如：《萬國公報》的《回頭看記略》，

《新小說》的〈新中國未來記〉、《黄繡球》，《繡像小說》的《小仙源》、《維新夢傳奇》、《回頭看》、

《癡人說夢記》、《月球殖民地小說》，《女子世界》的〈情天債〉，《俄事警聞》的〈新年夢〉，《小

說時報》的《未來世界》，《科學世界》的《蝴蝶書生漫游記》，《民報》的《獅子吼》，《月月小説》

的〈烏托邦遊記〉、《未來世界》、《光緒萬年》等；由出版社出版單行本如：群學社出版的《千年

後之世界》，東亞編輯局出版的《女媧石》，上海啓文社出版的《鄒談一噱》，新世界小説社的《憲

之魂》、《新水滸》，上海集成圖書公司的《中國新女豪》、作新社刊本的《女子權》、小說林社的

《黃金世界》、《新紀元》，小説進歩社的《新三國志》，改良小説社的《新野叟曝言》、《新中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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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出現什麼元素（如科學、政治、社會改革）？唯有透過更廣闊的文化視野——

文學類型、報刊出版、文人作者等層面的介入，才能夠具體建構出晚清語境的「烏

托邦」視野。 

 

 

（四）思潮援引 

本文主要論證晚清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對象是小說文本，但是，卻未必侷

限於小說內部。我試圖將此烏托邦視野置入晚清語境評估，勾勒出各種可能相關

的思潮。晚清小說的「烏托邦」視野是迷人的空間狂想史，承載了一個時代的有

關世界、科學、哲學、文學等有機知識的綜合價值。因此，在論證小說時，本文

援引各大小議題或思潮。當然，本文並非欲從「史學」角度考察小說中的思潮，

而是從「小說」角度出發，思考作者群如何透過小說書寫捲入或參與各種思潮？

因此，小說不只是一個被動的客體而已，而是捲入了整個思潮的建構。在此研究

視角下，本文便將論述置入晚清建構「希望」論述的場域，從傳教士、中國知識

分子、刊物、文體、領域等角度分析不同的「論述位置」如何在晚清此一「天崩

地裂」的年代呼喚出「希望」之聲。同時，本文又考量到類似西方科技、政治體

制、新民國民等思潮如何支撐起晚清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 

 

 

 

四、研究範疇：以「新小說」為中心 

本論文主要論述的對象是小說文本，著重於具有「烏托邦」視野的小說。從

小說文體來看，晚清「小說」的觀念仍在建構中，敘事文學包含古典故事、長篇

小說、彈詞、戲劇等。我欲研究的小說主要集中於「新小說」，也是梁啟超等人

抬高地位、注入新思想的小說。 

本論文的研究材料大多為 1902 年後的小說，不過卻有一篇翻譯於 1891 年、

刊登於《萬國公報》的小說《回頭看記略》（1894 年，此小說翻譯改名為《百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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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覺》，由廣學會出版）納入研究範疇。此小說講述百年後醒來的美國主人翁看

到過去貧富不均衍生的諸多亂象轉變成完美的社會圖景，無疑提供晚清知識分子

關於「烏托邦」書寫的形式與內涵。基本上，1902 年是梁啓超發起「小說界革

命」的時間點，對於小說技術、內涵產生革命性的影響。陳平原便曾指出：自

1902 年梁啟超於日本橫濱創辦《新小說》雜誌開始，「新小說」成為概括在小說

界革命中產生的一批小說作品的專有名詞。此一取名實借用日本 1889 與 1896 年

兩次創辦的同名雜誌。就晚清的「新小說」而言，基本上相對於「舊小說」，時

人自覺地把作為小說界革命產物的新小說和在此之前存在的中國傳統小說（舊小

說）區別開來。30此一新小說與舊小說的區分，不只是文學本身的改革，更牽涉

到社會政治的改革，如黃錦珠指出晚清的小說改革與政治、社會改革相互含攝，

形成「小說界革命」理念的脈絡： 

 

若欲細繹其條理，可以從兩大範疇分別考察：一是「小說界革命」如何達

成政治、社會改革之時代使命；二是「小說界革命」如何完成小說自身之

改革。也可以說「小說界革命」有兩大指標，一是政治、社會方面的目的；

一是文學方面的目的。實際上兩者必須同時達成，才能支持其中任一者順

利達成。假如政治、社會的改革停下來，小說失去新思想內容的泉源，其

自身的改革也等於中止；解如小說的改革停頓，理論上雖可以有其他社會

改革途徑，但如前文所述，事實上梁氏的維新事業便失去一個重要管道，

特別是以廣大民眾為對象的這一管道。31

 

確實，「新小說」承載著相輔相成的文學自身與社會政治的改革，使得其「功能」

性大增。陳俊啟則是深入透過梁啟超〈論小說與群治之關係〉提出的小說四種基

本的感化力量：「熏、浸、刺、提」的作用，勾勒出新小說的高度使命感與任務

                                                 
30 陳平原，《中國現代小說的起點──清末民初小說研究》（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8-9。 
31 黃錦珠，〈「小說界革命」與小說觀念之轉變〉，《晚清時期小說觀念之轉變》（臺北：文史哲，

1995），頁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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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強調新內容和新思想，小說的內容應是有關社會、政治改革的思想。32由上

各學者的的論文已為我們指出「新小說」此一新興形式被置於政治框架，成為文

人志士抒發抱負、維新救國的工具。 

就「新小說」的各種高度的改革功能而言，陳建華更是指出其「含有濃厚的

烏托邦性質。既擔負起啟蒙『新民』的思想功能，小說就已經成為『群治』的政

治機制的一部分，而這『群治』或『新民』都僅僅存在於梁氏的以西方某種『公

民社會』為藍圖的政治設計中。然而在形式上小說卻成為『現代性』的一種比喻，

真正顯示了『小說界革命』的內蘊，並為後來的中國革命與小說實踐所證實：小

說的形式猶如社會運動，永遠是開放的、實驗的。」33所謂「小說界革命」便是

將「小說」變為「大說」：小說應當成為民族的文學，描寫民族生活、民族精神。

陳建華將晚清的小說與民族主義同時凸顯於社會思想的前台，「正與安德森所謂

現代小說、報紙催生民族主義『想像社群』的說法不謀而合」，因為小說分享了

「小說界革命」所召喚的「民族國家」的前景，也受賜於現代印刷技術與報刊雜

誌的發行系統，包括電訊郵航等。34  

除以「新小說」為研究的材料，本文亦顧及與新小說有密切關係的翻譯小說。

翻譯小說對晚清新小說的影響已是公論，在「烏托邦」的書寫線索上，《回頭看

記畧》或《百年一覺》等小說更提供了書寫的借鑑。在「烏托邦視野」的軸線上，

本文盡可能收集完整材料，一一挖掘諸多被淹沒或忽略的材料。這些材料散落於

各地圖書館，從台灣圖書館（中研院近史所、文哲所與傅斯年圖書館）、大陸圖

書館（如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蘇州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復旦大學圖

書館）到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與資料庫等。 

由於材料龐大，因此必得交錯使用各種挖掘材料的方式。首先，在各圖書館

大量閱讀晚清報刊，諸如《新小說》、《新新小說》、《月月小說》、《小說林》、《繡

像小說》、《小說時報》、《新民叢報》、《清議報》、《俄事警聞》、《東方雜誌》、《申

                                                 
32 陳俊啟，〈重估梁啟超小說觀及其在小說史上的意義〉，《漢學研究》第 20 卷第 1 期（2002.6），

頁 309-338。 
33 陳建華，〈新小說與想像社群〉，《讀書》2000 年第 1 期，頁 22。 
34 同前註，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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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萬國公報》、《遊學譯編》、《新世界小說社報》、《新世界》、《小說新報》、《朔

望報》、《時報》、《女子世界》、《砭群叢報》、《小說月報》等，觀察刊登於這些刊

物的作品，找出具有「烏托邦」視野的小說。此外，透由兩岸出版各類近現代小

說集與晚清小說集等套書尋找線索，如上海書店的《中國近代文學大系》、江西

人民出版社《中國近代小說大系》、廣雅出版社的《晚清小說大系》等皆是資料

來源之一。除大量閱讀外，本論文亦透過江蘇省社會科學院編《中國通俗小說總

目提要》、張兵編《五百種明清小說博覽》、樽本照雄編《新編清末民初小說目錄》

等工具書及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索引」、香港中文大學劉青峰與金觀濤教授主

持「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數據庫」等資料庫，更完整蒐集相關材料。 

 

年份 類型 篇名、作者、出處 

1891 翻譯 1、《回頭看記略》，二十八章，（美）畢拉宓（Edward Bellamy），

析津（李提摩太）譯，《萬國公報》35-39（1891.12-1892.4）

1894 翻譯 1、《百年一覺》，（英）李提摩太節譯，上海廣學會 

1902 小說 1、〈新中國未來記〉五回，梁啓超著，《新小説》1、2、3、

7 號 

翻譯 1、《夢遊二十一世紀》，（荷）達愛斯克洛提斯著，

Dr.Alexx.V.W.Bikkers 英譯，楊德森漢譯，《繡像小說》1-4 期

（1903.5-1903.7） 
2、《小仙源》，戈特尔芬美兰女史著，《繡像小說》3-14 期 

1903 

小說 1、《情天債》四回，東海覺我（徐念慈）著，《女子世界》

1-4 期 
2、《瓜分慘禍預言記》十回，題「日本女士中江篤濟藏本，

中國男兒軒轅正裔譯述」（實為鄭權託名「軒轅正裔」的創

作），上海獨社鉛印本 
3、《黄人世界》八回，不題撰人，《遊學譯編》11、12 期。

1904 翻譯 1、《回頭看》，十四回，（美）威士著，《繡像小說》25-36 期

2、《千年後之世界》，（日）押川春浪著，天笑（包天笑）譯，

群學社 
3、《蝴蝶書生漫遊記》，（日）木村小舟著，茂原築江譯意，

蛟川王本祥潤文，《科學世界》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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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說 1、《新年夢》，蔡元培著，《俄事警聞》（1904 年 2 月 17-20

日，24-25 日） 
2、《女媧石》，海天獨嘯子著，臥虎浪士批，東亞編輯局鉛

印本，甲卷 1904，乙卷 1905 
3、《癡人說夢記》三十回，旅生著，《繡像小說》19-54 期 
4、《月球殖民地小說》三十五回，荒江釣叟，《繡像小說》

第 21-62 號 
1905 小說 1、《獅子吼》八回，陳天華著，《民報》2-9 期 

2、《黄繡球》二十六回，頤瑣著，《新小説》11-24 號（1907
年出單行本，三十回） 
3、《新石頭記》四十回，老少年（吳趼人）著，光緒三十一

年八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六日《南方報》載，十三回。

1908 年 10 月上海改良小説社出單行本，四十回 
4、《獅子血》十回，何迥著，雅大書社鉛印本 
5、《女子世界》，志群著，《女子世界》14 期 
6、《盧梭魂》，懷仁編述，光緒刊鉛印本 
7、〈苦學生〉，不題作者，《繡像小說》63-67 期 

1906 小說 1、《鄒談一噱》二十四回，烏程蟄園氏著，1906 年上海啓文

社刊本 
2、〈烏托邦遊記〉四回，蕭然郁生著，光緒三十二年九月《月

月小説》1-2 號 
3、《夢想世界》，笑（包天笑）著，《時報》1906 年 9 月 2 日

-10 月 14 日 
4、《冰山雪海》十二回，作者存疑，科學會社刊本35

5、〈中國興亡夢〉，冷血著，《新新小說》1、2、5 期 

                                                 
35 根據魏紹昌考證此小説版權頁雖署李伯元，卻非李伯元作品。見魏紹昌，〈《冰山雪海》是冒

名李伯元翻譯的一本假貨〉，《清末小説》第三期（19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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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 小說 1、《未來世界》二十六回，春帆（張春帆）著，《月月小説》

10-20、22-24 號 
2、《憲之魂》十八回，不題撰人，新世界小説社刊本 
3、《中國新女豪》十六回，思綺齋藕隱著，上海集成圖書公

司刊本 
4、《女子權》十二回，思綺齋著，作新社刊本 
5、《黃金世界》二十回，碧荷館主人，小說林社 
6、《新水滸》二十八回，西冷冬青，新世界小說社 

翻譯 1、《新理想國》，署「譯東報」，《申報》（1908 年 3 月 11 日

-3 月 31 日） 

1908 

小說 1、《新紀元》二十回，碧荷館主人編，上海小説林社刊本 
2、《光緒萬年》，呉趼人著，《月月小説》13 號 
3、《笏山記》，東莞冷道人守白氏（蔡召華）著，上海廣智

書局刊本 
4、《新鼠史》，柚斧（李涵秋）著，《月月小説》22-24 號（2
年 10-12 期） 
5、〈新舞台鴻雪記〉二回，陶報癖，《月月小說》15 期 

1909 小說 1、《新三國志》二十四回，珠溪漁隱著，上海小説進歩社刊

本 
2、《新三國》三十回，陸士諤著，改良小説社刊本 
3、《新野叟曝言》二十回，陸士諤著，上海改良小說社（另

1928 年上海亞華書局出版） 
4、《電世界》十六回，高陽氏不才子著，《小説時報》1 年 1
號 
5、〈烏托邦之豪傑〉，七章，悲盦著，《砭群叢報》1-7 期 

1910 小說 1、《新中國》（一名《立憲四十年後之中國》）十二回，題「青

浦陸士諤雲翔甫撰」，改良小説社刊本 
2、《新水滸》，陸士諤著，改良小說社刊本 
3、《新殖民地仲尼島》，海外野人著，《雲南》19-20 號 

1911 翻譯 1、《未來世界》，心一譯，《小說時報》13 期（宣統三年八月

望日，即 1911 年 10 月 6 日） 
 
本文雖以晚清「新小說」為主，可是在尋找資料的過程中，發現雜歌、傳奇、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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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等文體亦承載此類書寫。36這些作品從「光明面」想像未來中國的可能性，對

現代民主、國家形式、科幻想像給予熱忱關注，過去一直不受注意。如果說「烏

托邦」是這個時代的「希望」之曲，那麼必不只侷限於新小說，而是透過各種文

體反映，成為集體的文化結構。因此，本文探討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時，將輔以

雜歌、傳奇、歌謠等材料。 

 

 

五、文獻回顧：誰的烏托邦？ 

就晚清小說評論而言，晚清至民國的評論不太重視具有烏托邦視野的小說。

若是觀察此一時期的文學史便可發現此一趨勢。胡適（1891-1962）為慶祝《申

報》創刊五十周年、寫於 1922 年的〈五十年來中國之文學〉，追溯自《申報》出

世、曾國藩（1811-1872）過世的 1872 年以降的文學流變，牽涉到桐城派的式微、

古文學的變化、新文學的發展等，論述立場相當鮮明，以「死文學」（古文）與

「活文學」（白話）為區分。其中第九節〈活文學——白話小說〉把晚清小說按

地域分為北方的平話小說、南方的諷刺小說兩類評述，前者如《兒女英雄傳》、《七

俠五義》是「平民的消閒文學」，後者如《官場現形記》、《二十年目睹之怪現狀》、

《恨海》是「社會問題的小說」。37如此的視野廣泛反映於民國的文學史書寫，

如 1923 年，魯迅（周樹人，1881-1936）以三年時間編著而成的《中國小說史略》

問世，被視為「中國小說無史」的終結者。38就其對晚清小說的分類，可見「狹

邪小說」、「俠義小說及公案」、「譴責小說」三類，按類別追溯內容、藝術淵源，

                                                 
36 這些作品如刊登於少年中國之少年〈愛國歌四章〉（《新小說》第 1 號）、嶺東故將軍〈出軍歌

四章〉（《新小說》第 1 號）、《維新夢傳奇》（《繡像小說》1-6 期，署名「惜秋填詞」。第七齣「講

武」（載第 9 期），署「鯽士倚聲」。第八齣「勸學」（載第 19 期）至結尾，署「旅生續」）、珠海

夢餘生〈粵謳新解心四章〉（《新小說》第 10 號）、寄憤生《警黃鐘傳奇》（《新小說》第 9-17 號）、

蛻秋倚聲〈時調唱歌‧自強歌〉（《繡像小說》第 26 期）、曼殊室主人《班定遠平西域》（《新小說》

第 19-21 期）、雙茞室主人〈環球攬勝圖〉（《小說林》第 9 期）等。 
37 胡適，〈五十年來中國之文學〉，收入申報館編，《最近之五十年》（臺北：文海出版社，2001），

頁 15-18。 
38 阿英評論此書時曾提及「中國的小說，是因他而才有完整的史書，中國小說研究者，也因他

的《中國小說史略》的產生才有所依據的減少許多困難，得著長足的發展。」見阿英，《小說四

談‧作為小說學者的魯迅先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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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其產生的時代背景。39此外，其可視為《中國小說史略》的通俗簡要版的《中

國小說的歷史變遷》，在列出清小說的四派及其末流時（如諷刺派、人情派、俠

義派等），亦未見烏托邦小說。 

稍有觸及到這類小說的是周作人（1885-1967）著於 1927 年的《中國新文學

的源流》，把中國兩千年的中國文學史，看作是「言志」與「載道」兩派此消彼

長的過程，追溯了明末至五四的文學變化。其中於近代文學部分提及發表於《新

小說》的科學小說《海底旅行》、政治小說《新羅馬傳奇》、〈新中國未來記〉等

時，卻出現轉折語氣：「不過，這些作品都不是正路的文學，而是來自偏路……

他是想藉文學的感化力作手段，而達到其改革中國社會的目的。」40由此可見，

類似〈新中國未來記〉等作品被視為「偏路」，顯然不列入正統代表。 

1928 年，陳子展（1898-1990）應田漢（1898-1968）之邀為南國藝術學院近

代文藝講座，擬用胡適《五十年來之中國文學》為講義，但又覺不足以反映近代

文學的全貌，寫出《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正式使用「近代文學」的概念。他

認為「近代」從戊戌變法開始，「從這時候起，古舊的中國總算有了一點近代的

覺悟」。其中，〈小說界革命之前後〉一文列出了晚清小說界的系譜：其前乃是玉

梨魂派、聊齋魂派，其後則是隨魯迅步伐，以南亭亭長（李伯元，1867-1906）

與我佛山人（吳趼人，1866-1910）為代表，評論以諷世／譴責小說為主。陳子

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41《最近三十年中國文學史》，42皆論述了「譴責小

說」的產生、時代背景，評論四大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卻不見關於「理想」的書

寫。 

阿英（錢德富，1900-1977）是較早且全面性梳理晚清小說的著者，自三年

代開始研究晚清文學，在資料整理方面，有《晚清小說史》、《晚清戲曲小說目》、

                                                 
39 《中國小說史略》中的最後三章：〈清之狹邪小說〉、〈清之俠義小說及公案〉、〈清末之譴小說〉

述及晚清小說的內容。書中把十九世紀中後葉印行的專寫妓家故事的《品花寶鑒》等數部長篇白

話小說稱之為狹邪小說，把二十世紀初問世的《官場現形記》等數部小說稱之為譴責小說。分別

見魯迅，《魯迅全集》，卷 9，頁 256、269、282。 
40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流》，《周作人自編文集》（石家莊：河北教育出版社，2002），卷 9，

頁 49-50。 
41 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上海：中華書局，1929）。 
42 陳子展，《最近三十年中國文學史》（上海：良友出版公司，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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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文藝報刊述略》、《中國近代反侵略文學集》、《晚清文學叢鈔》等。1937

年，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晚清小說史》是較早將晚清小說作為斷代小說史的研

究著作，對晚清小說產生、發展、繁榮的原因，及晚清小說的思想內容、藝術結

構的特徵等都有比較深入的論述。書中以作品的題材、內容將晚清小說分為十二

類，當中提及不少涉及「烏托邦」視野的小說。43

就整體的研究而言，20 世紀 90 年代以前，中國學界較少出現專門的「烏托

邦」研究。論者主要從傳統馬克思主義的立場，把烏托邦侷限於空想社會主義，

對其空想性進行批判，如吳易風的《空想社會主義》（1980），王蘭垣、余金成主

編的《空想社會主義比較論》（1991）等。不過，90 年代以後，烏托邦研究受到

重視，如陸俊《理想的界限——現代烏托邦社會主義研究》（1998）、章國峰《關

於一個公正世界的烏托邦構想》（2001），陳岸瑛《新烏托邦主義》（2001）、龔群

《道德烏托邦的重構》（2003）等重新對「烏托邦」提出解讀、分析、評價，著

作。當中，更有論著透過史學的方式回顧西方烏托邦，進行反思，如陳周旺《正

義之善》（2003）從政治學的角度評論烏托邦，衣俊卿《歷史與烏托邦——歷史

哲學：走出傳統設計之誤區》（1995）與賀來《現實生活世界：烏托邦精神的真

實根基》（1998）則從哲學的角度評論烏托邦，都呈現了系統性的研究。 

就史學界而言，此一、二十年內出現各單篇論文，關注到「烏托邦」與近現

代的關係。張灝〈轉型時代中國烏托邦主義的興起〉指出烏托邦思想於近現代轉

型時期（1895-1925）的重要性。其興起有兩個語境：（一）雙重的危機：傳統秩

序解體的危機與文化基本取向脫序危機；（二）傳統思想的嬗變與西方文化流入

的互動。文化失序使得人們對生命與宇宙的秩序與意義感到失落，傳統儒家的宇

宙觀與價值觀把生命與宇宙視為整體，但當這些宇宙觀與價值觀發生動搖，中國

知識分子感受到精神意義的失落以及隨之而來的焦慮與矛盾。「這不僅是政治秩

                                                 
43 阿英，《晚清小說史》關注到「形形色色，充分的表現了一種過渡期的現象」的作品。在此一

過渡期當中，包含了諸多具有烏托邦視野的作品，如第七章「立憲運動兩面觀」便評論〈新中國

未來記〉、《未來世界》、《憲之魂》，第八章「種族革命運動」討論《獅子吼》、《盧梭魂》、《東歐

女豪傑》，第九章「婦女解放運動」討論《黃繡球》，第十三章「晚清小說之末流」討論《新石頭

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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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探求，也是對『世界觀與人生觀的象徵符號』的追尋。」44烏托邦在這時期

的發展可分為兩型：硬性與軟性。前者相信當下的現實社會可被徹底改變，並立

即躍進為理想秩序，以康有為與胡適為代表；後者則不信人有徹底改造社會的能

力，只寄望完美的未來能在歷史進程中緩慢實現，以譚嗣同、劉師培與李大釗為

代表。作者針對這兩類型的代表人物，逐一展開分析，論述各人物對於烏托邦的

締造內涵。 

一般而言，學者習於將晚清的某思潮或社會狀態比附為「烏托邦」，進而研

究其源起原因、狀態及內涵。金觀濤〈中國文化的烏托邦精神〉便指出：「烏托

邦主義的勃興，必須有兩個社會條件，一個是西方學者常說的現實社會的苦難，

另一個是民族文化中原有的社會怎樣才算完美的價值。」45他在另一篇論文〈中

國革命烏托邦的起源：論道德理想主義演變的邏輯〉指出中國現代思想中的革命

烏托邦並非一般意義上的不可實現之理念，其核心是新道德，其本質是一種只需

在想像中存在並不具有可行性的新道德。這些新價值都主張沖決儒家綱常羅網和

解除一切束縛。晚清勾勒出的大同思想與傳統《禮運》篇已不同：萬古不變的天

理被進化論和沖決羅網的革命精神所擊碎，大同思想也被重新詮釋，「這時由於

大同理想中的道德含義再也不是儒家倫常，而是沖決羅網的逆反價值，於是那些

本由道家價值規定的內容如取消制度、差別等被注入現代和西方名詞變成容納逆

反價值的框架。大同烏托邦被魔化了。」46這是新時代的社會理想：自由平等之

價值落實到政治上就是主張民主、民權、大眾參政。此外，他也稱無政府主義者

一方面希望創立一個無差別的世界，一方面把暗殺、破壞、消滅當作一種全新的

道德。與漸進改良的知識分子不同，他們大多主張用革命、暗殺、破壞等來加速

舊秩序的滅亡，促使理想世界早日到來。 

許紀霖〈中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胡適與「好政府主義」討論〉將自由主

義與烏托邦掛勾，指出中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胡適與「好政府主義」討論，

                                                 
44 張灝，〈轉型時代中國烏托邦主義的興起〉，《新史學》第 14 卷第 2 期（2003.6），頁 4。 
45 金觀濤，〈中國文化的烏托邦精神〉，《二十一世紀》1990 年第 2 期，頁 18。 
46 金觀濤，〈中國革命烏托邦的起源：論道德理想主義演變的邏輯〉，《亞洲研究》第 30 期

（1999.4），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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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蔡元培領銜的中國十六名自由知識分子聯名發表了〈我們的政治主張〉此被視

作中國「自由主義的觀點的第一次系統的概括」的宣言。此文實由胡適發起和起

草，轟動全國輿論界，並引發一場「好政府主義」的討論。47李赫亞〈兩種未來

社會理論的誕生——傅立葉康有為社會烏托邦思想形成之比較〉從比較觀點出

發，提出傅立葉（Charles Fourier, 1772-1837）與康有為（1858-1927）對於「未來

社會」模式的同異之處，體現兩種社會烏托邦思想的基本特點：求異至衡與求一

至同，這是因為兩種社會烏托邦思想形成於不同的社會背景、思想來源和哲學基

礎。48

我欲集中焦點的是晚清小說的烏托邦研究。就目前的研究成果中，最能系統

性研究的是學位論文。目前學界有兩本關於「烏托邦」的學位論文，一是北京大

學中文系郭蓁完成於 1997 年的碩士論文，其後亦刊登於日本《清末小說》的〈論

晚清政治烏托邦小說〉，初步列出二十三部政治烏托邦小說，結合史料對政治烏

托邦小說興起於晚清的歷史文化背景進行了分析，認為這一現象是晚清歷史條件

下，西方政治哲學思想、政治小說與中國原有的烏托邦傳統融匯的結果。在詳細

介紹這些小說中烏托邦社會的具體設計之後，郭蓁概括了晚清政治烏托邦小說在

思想內涵上的現代性及其藝術特色和不足之處。49其後，清大研究生李廣益的碩

士論文《大同新夢――清末民初文學烏托邦研究》亦在此基礎上增列論文（其中，

部分篇目由我提供）。該論文指出寫烏托邦文本的作者既有梁啟超、蔡元培、陳

天華等思想鬥士，又有吳趼人、包天笑、陸士諤等文壇名家；作品有《新中國未

來記》、《新石頭記》、《新三國》、《電世界》等在思想和藝術上都卓然成家的傑作；

又有《新小說》、《月月小說》、《繡像小說》等重要雜誌與小說林社、小說進步社、

改良小說社等重要書局，「所以，回首清末民初文壇，文學烏托邦是一個不可忽

視的重要存在。」50基本上這兩本碩士學位論文在文獻整理上都有拋磚引玉之作

                                                 
47 許紀霖，〈中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胡適與「好政府主義」討論〉，《近代史研究》1994 年第

5 期，頁 115-133。 
48 李赫亞，〈兩種未來社會理論的誕生——傅立葉康有為社會烏托邦思想形成之比較〉，《遼寧師

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6 卷第 4 期（2003.7），頁 105-108。 
49 郭蓁，〈論晚清政治烏托邦小說〉，《清末小說》第 22 號（1999.12），頁 53-86。 
50 李廣益，《大同新夢——清末民初文學烏托邦研究》（北京清華大學：碩士論文，2007），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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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完成階段性任務。 

對於「烏托邦」的定義而言，張惠娟〈樂園神話與烏托邦〉以「樂園」與「烏

托邦」的區分來界定中國文學：「樂園」是屬於靜態的，嚮往簡樸的生活，是一

個「架構的自足（self-sufficient）而封閉的體系」。反之，烏托邦則是動態，是一

個理想與現實交織，美好與醜惡交融的所構造的一個活潑的園地。她認為晚清小

說首開烏托邦精神，相對於陶淵明式的隱退、超越以及閉關自守的靜態樂園，晚

清小說則是一幅根植於現世、充滿各種可能變數的動態畫面，小說中「理想中的

小世界（microcosm）乃中國此一大世界（macrocosm）的可能縮影；英雄之進駐

此小世界，非為獨善其身，而為獲得其兼善天下之根據地。晚清小說中之『桃花

源』，因之絕非超然入聖。其基本特質，是向外膨脹、向外探求、汲汲於達成現

世樂園的理想；其前瞻心態，自也不同於一意緬懷過往的傳統桃花源。」51張惠

娟的區分引起諸多迴響，似乎已成臺灣中文學界的標竿。 

就烏托邦書寫的特質而言，「未來」是論者關注的主要點。張全之〈文學中

的「未來」：論晚清小說中的烏托邦敘事〉區分晚清烏托邦與傳統的理想空間。

不同於傳統的「文武周公」的德治（儒家），或在「小國寡民」（道家）式的無為

而治，晚清維新派與革命派對現代「民族國家」的想像，改變了傳統烏托邦的想

像，預示著中國走向現代，加入世界發展潮流成為可能。他亦從「對立」與「因

果」關係比較中西烏托邦，西方烏托邦多處於「理想」與「黑暗」的對立，如摩

爾《烏托邦》、康帕內拉《太陽城》。梁啟超的「烏托邦」與現實卻是從對立走向

因果，建立邏輯上的虛擬關係：以前的「因」結成「今日」繁榮之「果」，因此

理想不再是海市蜃樓，而是一座近在咫尺的海島。52王德威的〈混亂的視野——

科幻奇譚〉對於「未來」的書寫亦有深刻反思， 以《新中國未來記》為例，通

過「未來完成式」的倒敘，未來的中國預先來到，隨之而來的是如何填補「現在」

與「未來」之間的歷史空檔，也正是小說未完成的部份。王德威認為此書要處理

的並非未來數十年間可能會（may）發生的情況，而是已經要（will have）發生

                                                 
51 張惠娟，〈樂園神話與烏托邦〉，《中外文學》第 15 卷第 3 期（1986.8），頁 89。 
52 張全之，〈文學中的「未來」：論晚清小說中的烏托邦敘事〉，《東岳論叢》第 26 卷第 1 期（2005.1），

頁 12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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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由此，梁啟超的「未來完成式」隱藏著三種不同的時間表：一、未來像

是在歷史另一端的神奇時刻，是歷史前進動力的極端，是一種超越時間的神話性

一刻。二、想像中的未來新中國，其實只是歐洲列強模式的翻版，1962 年的新

中國可能只是 1902 年歐洲發生過的現象，中國的「未來」永遠慢歐洲一步。三、

未來是單一的、直線式的時間發展，無法進一步想像未來各種不同的方向與變

數。53

姚建斌〈烏托邦小說：作為研究存在的藝術〉則是進一步將「未來」跟「現

在」、「既在」作為一對比。此論文雖然不以晚清作為關注，不過其提出的時間概

念恰好可跟以上兩篇論文形成一對話。論者認為作為一種本體性的精神衝動，「烏

托邦」衝動內在於每個正常心智的個體，如上古的神話、傳說、祭祀禮儀、巫祝

等皆可看作是烏托邦的初級載體。每一個社會、每一個個體、主體都附麗著烏托

邦。烏托邦的內蘊的對話衝動：以「將在」反觀「現在」，又經由「現在」而追

問「既在」，把過去、現在和未來這種三維時空拉入一個敞開的對話框架之中。

此外，烏托邦時時刻刻昭示著現存的殘缺、混亂、無序，警醒著人們不要迷失了

自我。烏托邦總是擔負著拯救靈魂、歷史、理性的使命。在人類的成長過程中，

像槍林彈雨中勇猛向前的旗手，像茫茫無涯、波濤如山的大海中的燈塔，像氣勢

磅礡、天然混成的樂隊的指揮……它永遠在導航，它永遠在照亮，它永遠在召喚、

它永遠在前進。54

論者亦論證此類小說與政治的意義。王德威〈賈寶玉坐潛水艇──晚清科幻

小說新論〉從科幻角度論述晚清小說的烏托邦的空間意義，在表面的無稽之談

外，其實深饒歷史文化意義，以反寫實的筆調，投射最現實的家國危機，而且直

指一代中國人想像、言說未來世界的方向及局限。55陳方〈論中國近代烏托邦小

說的意義〉則是從思想脈絡指出近代中國既是中國人民苦難深重的時代，又是仁

人志士改良圖治的時代。甲午戰爭的失敗，洋務運動的破產，刺激了有志之士對

                                                 
53 王德威，〈混亂的視野——科幻奇譚〉，《被壓抑的現代性》（臺北：麥田，2003），頁 387。 
54 姚建斌，〈烏托邦小說：作為研究存在的藝術〉，《北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 年

第 2 期，頁 105-114。 
55 王德威，〈賈寶玉坐潛水艇──晚清科幻小說新論〉，《小說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說》

（臺北：麥田，1993），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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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改良的新認識。在西學新思想的召喚下，近代烏托邦小說提出建立資產階級

國家政治體制的進步要求，為獲得社會廣泛響應他們尋求最有效的表達方式以實

現其政治啟蒙。56

就文類而言，歐陽健的系列研究又為我們揭開了「續書」作為研究對象的可

能性。他在評《新石頭記》時討論了關於擬舊、翻新等概念，不同於阿英對於續

書的批判，歐陽健肯定其「化舊為新」的思想內涵和藝術特徵。57他對陸士諤的

另一部「翻新小說」《新三國》則稱為：「作者對於民主、富強之路的探求的深邃

和超前」。58他更是從藝術形式的角度指稱這類小說的作用：「讓周瑜、孔明等穿

戴古衣冠的人物，登上改革開放的新舞台，演出著亦古亦今、亦莊亦諧的話劇，

以其對於晚清改革的『言皆有指，語無不新』的深沈思考和『局度謹嚴』、『氣勢

蓬勃』的藝術樣式，而顯得尤有特色。」59

筆者〈進出神仙島，想像烏托邦——論旅生《癡人說夢記》的空間想像〉以

《癡人說夢記》為主要的分析對象，探討小說如何在「地理大發現」的衝擊下產

生空間的變革。首先，本文從敘事中的父子的空間想像，論析傳統「仙人島」如

何轉變到具有現代性視野的「鎮仙城」以及其意義；接著，論證新地理觀如何衝

擊到小說的敘事，晚清後起的地理與政治概念如「五大洲說」、「國家」等進入了

小說版圖，人物在逃亡時以天下為家，可是接著又很弔詭地發現天下無家，進而

產生虛化的空間──烏托邦；本文進一步分析此虛化空間所展現的視野，科技與

民主介入了此空間，成為往後五四「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先聲；最後，本文

指出當烏托邦方案建構出來時，卻也一體兩面地步向反烏托邦的方向，自我消解

了原初的理想性，出現創作動機與書寫結果的斷裂。60

晚清以後，最常被論者以「烏托邦」論述的作家要屬沈從文、巴金與左翼書

寫。這當中，彭小妍《超越寫實》是少數以「烏托邦」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專書。

                                                 
56 陳方，〈論中國近代烏托邦小說的意義〉，《明清小說研究》1995 年第 2 期，頁 75-82。 
57 歐陽健，〈晚清「翻新」小說綜論〉，《社會科學研究》1997 年第 5 期，頁 131-136。 
58 歐陽健，〈陸士諤的奇想之一：三國的改革——《新三國》析評〉，《明清小說研究》1989 年第

1 期，頁 1。 
59 歐陽健，《對社會經濟改革的超前描摹——陸士諤《新水滸》析評》，《東北師大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1996 年第 1 期，頁 81。 
60 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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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主要研究五四作品，指出五四的「烏托邦」有別於清末民主、民權意識高漲的

烏托邦，「五四文學作品中反映的烏托邦意識，多半強調平民革命和階級鬥爭，

所刻畫的理想中國藍圖，充滿平民革命和勞工階級得勢的遠景，無整府主義烏托

邦的色彩濃厚。」61她研究沈從文苗族與鄉土故事中的烏托邦世界、巴金《激流

三部曲》中的無政府主義烏托邦理念、茅盾《子夜》企業烏托邦的幻滅、《雷雨》

如日中升的工人階級等。此外，作者認為現代文學的淵源可追溯到十九世紀的烏

托邦社會主義、以及德國表現主義所鼓吹的革命觀，尤以法人聖西蒙、傅立葉、

英人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影響深遠。此外，無政府主義的領導人克

魯泡特金（Peter Kropotkin, 1842-1921）對五四一代文人影響極大。由此，五四

文學中蘊含的烏托邦訴求本質，是目前五四文學研究中的盲點。 

這當中，可再關注的是三○年代左翼書寫的研究。由於在政黨意識型態的介

入下，大量製造特定的理想幻象，使得論者紛紛以「烏托邦」比附其理想視域。

韓雪臨〈真實的與烏托邦的——簡論三十年代初左翼現實主義理論的話語機制〉

指出在左翼文學史上，政治現代性與文學現代性之間的張力形成左翼文學發展的

原動力，然而「真實性」與「主體性」作為現實主義的重要構成因素在中國現代

文學史上始終處於悖離狀態，或者由於強調真實性而忽視現實主義的主體性，或

者由於強調主體性而忽視現實主義的真實性。前者在政治正確的前提下言說現實

主義的真實性，而後者進一步發展為文學創作中的「烏托邦」敘事。三十年代「左」

傾權威話語對文學不斷滲透與介入，從而使左翼文壇的每一次理論調整都不斷偏

離求真之路，在現實與浪漫之間搖蕩；62王宏圖〈左翼都市敘事中的烏托邦詩學〉

則是以丁玲（蔣冰之，1904-1986）、茅盾（沈德鴻，1896-1981）、曹禺（萬家寶，

1910-1996）等左翼作家的都市敘事作品中為分析對象。這幾位作家的作品潛藏著

一種啟示錄式的話語：否定現實世界，渴望建立一個人間的烏托邦。這一與現實

世界對立的態度不僅使文本有別於新感覺派作家和張愛玲（張瑛，1920-1995），

                                                 
61 彭小妍，《超越寫實》（臺北：聯經，1993），頁 2。 
62 韓雪臨，〈真實的與烏托邦的——簡論三十年代初左翼現實主義理論的話語機制〉，《浙江學刊》

2001 年第 1 期，頁 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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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這些文本中個人的欲望趨於消失；63劉紀蕙〈群的結合——三○年代的烏托

邦想像〉將烏托邦的討論帶到電影文本中，探討 1934 年上海聯華影業公司出產

的《國風》與《大路》及郭沫若的詩作。她的論述策略乃是將三○年代的「烏托

邦」想像放到近法西斯式的層面上，進而提問：到底什麼是法西斯美學動力的政

治形勢化與組織工程呢？為何文化場域中具有極權性格的論述會以物質與肉體

的形式展現此組織化性格？由此，她討論組織集結動力與集體妄想症狀，及中國

三○年代整體文化場域與此妄想症狀相互制約的內在法西斯衝動，包括當時左右

翼陣營的文藝政策、力行社，以及新生活運動。64

以上各論者從文學、思想、社會領域進行的烏托邦研究，有諸多深入看法，

提供了本論文思考的方向。《烏托邦思想史》使本論文得以瀏覽西方的烏托邦史，

當中的《烏托邦》、《百年一覺》更是對中國晚清小說的烏托邦視野產生重大衝擊，

恰可視為理論參照系。不過，若從晚清研究的角度評估，以上無論是從文學、思

想、歷史角度切入的文章仍存在著需填補的空白點：晚清時人是如何接受烏托邦

呢？「烏托邦」的詞彙如何進入時人的論述？這到底是「誰」的烏托邦呢？以上

的文獻較少從時代語境考量「烏托邦」。最接近的要數張惠娟，透過具體的文本

論析「樂園」與「烏托邦」的差別，並且歸納出晚清小說中的「烏托邦」視野。

此外，彭小妍也很有自覺意識地指出五四文學受到聖西蒙、富利耶、無政府主義

的影響。可是問題仍然沒解決：到底「烏托邦」此一字彙如何進入時人的視野呢？

若將「烏托邦」視為一穩固的概念，然後再將分析的對象（如晚清小說、無政府

主義、晚清社會等）比附，較難達到核心。事實上，此「烏托邦」的「本源」可

能是一個指向無窮詮釋的中途點，不定於一尊，與時俱移。若是缺乏對此問題核

心的掌控，將難於從時代語境把握所謂的晚清「烏托邦」，而是站在「我們」的

角度來想像「晚清」的烏托邦，變成了是「我們」的烏托邦，而非「晚清」的烏

托邦。因此，本論文不傾向於將「烏托邦」視為一至高無上統一體的理性化程式，

                                                 
63 王宏圖，〈左翼都市敘事中的烏托邦詩學〉，《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 年第 4

期，頁 44-48。 
64 劉紀蕙，〈群的結合——三○年代的烏托邦想像〉，《心的變異：現代性的精神形式》（臺北：

麥田出版社，2004），頁 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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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非思想構成深處的基本範疇，而是在層層的「誤讀」下所形成的文化構成物。 

此外，關於晚清小說的評論部分，由於評論視野集中在特定小說，如〈新中

國未來記〉，《新石頭記》、《黃繡球》等，缺乏全盤性的搜索與觀察，較難建構理

論的框架。因此，語境掌控與系統性研究，更顯重要。本論文的終極目標乃是建

構出一個屬於晚清小說的「烏托邦」視野，不同時代有不同的話語形構，晚清「烏

托邦」的構成原則，必定跟中國傳統與西方的理想空間有關鍵性的價值差異，而

其文學敘事的操作手法又更有獨特之處。本論文透過理論視野，追溯屬於晚清位

置的「烏托邦」：晚清人如何想像理想視域？晚清如何透過敘事構築具有理想視

域的空間方案？ 

 

 
 

六、論文結構：編譯／變異 

「烏托邦」方案反映了處於歷史的和文化動盪和碰撞中的中國知識分子複雜

的內心狀態，有諸多可切入的面向。本文採取編譯／變異的角度切入，主要考量

到「烏托邦」是自西方傳入中國的概念，一旦經由晚清作者群翻譯與挪用，便涉

及到「編譯」的問題。作者群「誤讀」與「編譯」各種中西關於理想境地的資源，

融入時代語境，進而使得理想境地產生變異，確立起屬於晚清的烏托邦視野。如

此的「編譯／變異」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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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論文第一章〈緒論：方法、範圍與回顧〉確立論文方向、交代研究背景與回

顧相關評論各種。整體而言，本文希望透過翔實的材料、考證及理論思考的結合，

呈現晚清小說中的「烏托邦」視野；第二章〈烏托邦：詞彙、新小說與文學史〉

觀察晚清不同的論述位置（如知識分子、期刊、文化界）對於「希望」的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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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一「希望」之音中，「烏托邦」是重要的一環，本文考察此名詞及概念的引

進、翻譯與想像，透過不同的翻譯、詮釋、評述主體，分析晚清人士如何填補此

一名詞及當中的演變軌跡。透過發掘、蒐集、精研大量的原始資料，本文追究晚

清人士對於「烏托邦」的了解，進而將材料置入討論中：如「烏托邦」此一概念

如何翻譯入晚清中國？而此一概念如被小說敘事挪用？而此類小說又跟晚清報

刊、小說分類、作家群體有怎樣的關係？這類小說在晚清小說史的版圖又該有怎

樣的位置呢？本文期望透過全面的材料梳理與探討，進而確立起晚清小說的「烏

托邦」視野。 

作為追尋理想社會的文本，各代綿延不斷，反映人類深層的心理結構。在中

國近代，此一理想社會的表述方式如一競逐的空間，裝滿各種方案，在中西座標

上召喚、挪用、變革、拒斥某些質素，成為一混雜的方案。論文第三章〈新編、

譯編、轉編：「誤讀」桃源／未來／大同〉採取「誤讀」的概念切入，65觀察小

說作者群如何編譯各中西材料？本文的論述焦點集中於尤能顯現中西痕跡的小

說「新編」、「譯編」與「轉編」現象，探討晚清小說的烏托邦視野如何參照這些

來自中西方的資源？換言之，晚清小說中的烏托邦視野如何在續編／譯編／轉編

的過程中確立？由於這當中涉及的資料諸多，我集中於三個面向：桃源、未來與

大同。首先就傳統資源的新編而言，本文探討「桃源」此一符碼如何一再被作家

群召喚，透過古／今、新／舊、傳統／現代、神話／現實之間的拉扯，新編出一

套屬於晚清視野的「新桃源」。就西方的資源，廣學會出版的《百年一覺》（或是

刊登於《萬國公報》的《回頭看記畧》）的「未來」敘述對於晚清小說的烏托邦

視野帶來重大衝擊，從傳統的「理想過去」轉向了「放眼未來」。本文分析晚清

作者群如何迎接此一「未來」敘事，挪用了《百年一覺》的什麼元素？而又忽略

或放棄什麼元素？在此一迎棄之間，恰好凸顯晚清作者群對於譯作的取捨標準。

                                                 
65 布魯姆（Harold Bloom）把一部文學影響史歸結為對前輩誤讀、誤解和修正主義的歷史，並

非只是前輩對於後輩的傳授、支配、左右以及後學對於前輩的學習、模仿、繼承。他提出了一套

程序實踐此「誤讀」理論，當中包括修正主義的辯證法、詩歌中的意象、修辭學的比喻、心理防

禦、修改比率。以「詩歌中的想像」而言，「誤讀」的內涵包括在場與不在場、部分對整體或整

體對部分、充滿和虛實、內部和外部的衍變。從「修辭學的比喻」而言，透過諷喻到提喻、隱喻

到代喻等關係，尋找誤讀的痕跡。見Harold Bloom, ‘The Map of Misprison’, A Map of Misreading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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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就思想界的資源轉編而言，本文先評估洪秀全與康有為如何誤讀儒家的「大

同」資源，進而分析此一符碼如何建構出晚清小說的烏托邦視野？ 

確實，晚清作者群誤讀各中西資源，透過新編／譯編／轉編的方式確立起屬

於晚清的「烏托邦」視野。本文第四章〈理論的框架：無地、異域、遍界〉便試

圖替此一經由「編譯」而產生「變異」的理想視野建構出理論的框架：「無地、

異域、遍界」。首先，就「無地」而言，作者先是塑造出現實層次的「無地可靠」

的敘事，反映晚清現實層面的窘境與危機，亦呼應時人的「無家、無國、無史」

之嘆。就在千鈞一髮之際，作者讓人物躍入烏托邦理論層次的「無地」，進入一

虛構的完美「非在」的「沒有場所」；其次，就「異域」而言，人物經常飄洋過

海，尋尋覓覓，闖入「沒有場所」的「非在」。當中夾雜著晚清新地理學的觀念，

現代性的島嶼遊記使得人物風塵僕僕，穿梭國境，往來全球，於異域成功興邦建

國，另起爐灶，完成「足遍五洲多異想」的「路漫漫路其修遠兮」；第三，就「遍

界」而言，由於科技的介入，使得遍地都可成為烏托邦的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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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重新詮釋了晚清文藝界的「他境界」理論，展現出新的

文化意義，並且構築出晚清小說史的「遍地烏托邦」的視野。最後，晚清作家群

的「上下而求索」有其積極的動力，可是在此一積極中亦充分展現其盲點，我將

一一指出。 

在混亂的時代視野中，烏托邦視野無法憑空而降，需經由一批具典範作用的

人物衝鋒陷陣，振衰起敝。論文第五章〈模範群體的建構：烏托邦典範、身體與

文明利器〉關注小說中人物群體的塑造，牽涉到群體身分的鑄造問題。事實上，

晚清文化界湧現各種承載新價值體系的人物改造，包括新民、國民、軍國民乃至

各種英雄豪傑的召喚與討論。在此一「模範生」製作的潮流中，新小說又如何捲

入其中？本文透過各種小說的人物，探討當中涉及的模範轉換：從「血氣英雄」

轉向「腦氣英雄」，出現各類政治家、發明家與國民之母，強調平等、自由、權

利等概念。於此同時，晚清反映「身體」與「國體」互喻的視野，拯救身體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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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思考國體之道，本文以洗心驗身、割髮斷指、強身健體等面向切入，探討作

家群如何一再於人物的身體髮膚上大做文章，搬演「中國興亡夢」？作家群透過

身體的各種切割操弄，棄除文化的卑賤，達到一種典範的作用。在此一身體的改

造中，外在的社教機構亦積極介入，本文以日本政界犬養毅對梁啟超所稱的「文

明三利器」切入，探討此三利器——學校、報紙、演說進入敘事及帶來的衝擊。

當然小說未必亦步亦趨於思想界的「文明三利器」，卻在其基礎上，發展出特定

敘事，甚至產生對應的概念，如會社（學校）、書籍（報章）、辯論（演說）。

本論文前面各章以「編譯／變異」的角度切入，探討理想視域如何因「編譯」

的中介而產生「變異」的烏托邦視野。我欲進一步追問的是：到底，這些「變異」

的圖景是由什麼來支撐呢？晚清小說作者群如何製造出「數千年未有變局」的「烏

托邦」視野呢？若我們再重探前面各章的討論，便可發現此「編譯／變異」的圖

景牽涉到新知識圖譜。於是，本論文第六章〈數千年（烏托邦）未有變局：「百

科全書」式的視野〉對此有所回應。晚清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不同於傳統的

桃源仙鄉，「知識面」乃是一大差別。從內涵而言，晚清小說折射出來的「烏托

邦」視野隱藏現代「知識類型」的視野，透過政治、科學、文學、教育、社會等

各種論述企圖振衰起敝，形成鮮明的「近代之體」。當然，此小說反映的新知識

非憑空而來，而是在西學東漸下，各種新知透過報章、期刊、翻譯、教育、演講、

傳教等方式滲入，堪稱為「百科全書」式的視野。就文藝界而言，可見到晚清作

家群體與知識欲望之間的關係，各種文藝刊物與論著大力推動知識思潮，甚至編

寫出百科全書。一旦新知識結構進入新小說，勢必影響到小說敘事，本文分成幾

個層面，從小說中的夾敘夾議、答問結構、空間形式、續書新編等現象切入，分

析作者如何嵌入各種知識，進而塑造出百科全書式的書寫，造成數千年（烏托邦）

未有變局。 

就上可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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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理想視域產生變異。作為結論的最後一章〈編譯／變異：晚清新小說的烏托邦視

野〉，將對此一「編譯／變異」的文學圖像進行總結。首先，本論文透過詞彙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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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概念變調、敘事挪用等，從如何「編譯」到如何「變異」皆有探觸，全面性

替此類小說建構出系統性的研究；其次，本文替各篇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作一總

評，包括其中的書寫形式、內容以及代表性問題；第三，本文總結新小說的烏托

邦方案的意義，指出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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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了近代中國的現代性話語的推動；第四，本文從文學層

面指出晚清新小說的烏托邦視野，經由「編譯」而產生「變異」，衝擊到文學的

範式，改寫傳統的理想視域。最後，本文指出未來可繼續研究的線索，成為未結

束的 Star W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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