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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今日，瀏覽部落格（blog）文字，即網路日記（digital life stories），比

閱讀紙本日記來得風行，網友們藉由部落格來宣洩自己的聲音，尋找伙伴，

且互相閱讀、引用、評論彼此的文章，形成一個無需審查制度，共享資訊的

文化群體。而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章體式，部落格日記產生於現今的網路世

代，著重於審視自我與交流溝通，中國早期的日記卻應該是私密而不欲外人

所知的，如周作人所說：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1郁達夫認為日記作者「萬不

可存一縷除自己外更有一個讀者存在的心」，不似部落格日記預設交流溝通的

敘述目的，若想將私人日記公諸於世，則需經過著述化的過程，將之節選刊

行，成為一種創作。
2 

審視中國清末民初以來的日記作品，在五四之前刊行的日記，甚少採取

剖析心理的寫作技巧，而是多為記遊纂事、抄書評述、備掌故之遺的文章。

是以在五四之前，作者甚少採用日記來審視自我，亦不藉之與真實讀者交流。

直至民國初年西方翻譯文學大量傳入中國，文人們受其影響，開始注意到日

記中應該具備作者獨特性情的一面，以及它對讀者的吸引力──探知他人私

事的好奇心，
3五四時期便湧現了一股日記文學的發表熱潮。以刊行為預設目

的的日記作品，其內容真實性雖然可疑，但按日記載的文體形式卻十分容易

催眠讀者，相信作者在講真話。「真實性」成為極有利的修辭策略，作者將日

記體裁挪用到小說文類上，則成為另一種以真實性包裝的虛構作品：日記體

小說。這種嶄新的次文類4與日記文學，同時盛興於二十世紀二、三十年代。

                                                 
1 周作人〈日記與尺牘〉：「信札只是寫給第二個人，日記則給自己看的，自然是更真實更天

然了。」參周作人，《周作人先生文集‧雨天的書》（台北：里仁書局，1982），頁 11。 
2 日記著述化可說是為日記體小說的輸入準備了溫床。相關概念參陳平原，《中國小說敘事模

式的轉變》（台北：久大文化公司，1990），頁 205-207。 
3 郁達夫〈日記文學〉：「我們所要求的，是關於旁人私事的探知……。所以對於讀他人的日

記，比較讀直敘式的記事文，興味更濃厚。」參郁達夫，《郁達夫文集》第 5 卷文論（廣

州：花城出版社，1991），頁 262。 
4 關於次文類（sub-genre），廖炳惠：「傳統『文類』基本上分為三大主流類型……。除了小

說、詩歌、戲劇三大文類區分外，依照表達模式和敘述方式的歧異，又可區分成種種『次

文類』(sub-genre)。」見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北：麥

田出版，2004），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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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記到日記體小說，並非線性的發展，日記屬於散文文類，日記體小說卻

是一種擬真的虛構作品，或許在日記體小說產生的初期，作者與讀者尚無區

別文類的概念，日記體小說便搭上日記文學的順風車，以日記原有的閱讀期

待，廣為讀者們所接受。 

  某一種文體，或著某一種敘事模式能夠盛行於該時代，並且產生各種轉

化、變易，背後應當折射著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及人對自身與世界的理解方

式，日記體小說中虛擬的日記作者藉由日記與自我對話，剖析內裏，確立自

我存在的方式，日記體小說的作者則藉由這篇小說與讀者交流，他既與日記

作者對話，也跟自我對話，此中自具豐富的文化意涵，「形式實際上已包括和

滲透了寓意（message）」5，從文體出發，探析日記體小說的結構及各種敘事

模式，有助於了解當時美學及文化議題。 

  今日的部落格形成了公開交流的文化群體，民初的日記體小說作者與讀

者們亦形成一種隱在的文化群體。廣義上，某些特定詞語會引發該文與其他

文本之間的對話，互為文本而幅射出饒富意味的新議題；狹義上，某一篇日

記體小說的刊載，會令讀者產生共鳴，而提筆創作回應前文，例如於 1921 年

12 月 10 日《禮拜六》139 期刊出王建業擬女性作者所寫的〈儂之日記〉，姚

賡夔「讀之心酸」便採男性作者角度撰寫了〈一個懦夫的日記〉
6，回應〈儂

之日記〉。 

  無論是文本中內在的對話，或者外部的讀者交流，其中蘊含的各項文化

議題都值得我們關注。而針對日記體小說這種文體的萌生、形成演化、興盛

以至於没落，進行歷時性的探討，亦有助於我們釐清次文類演變的過程，且

能夠更深入了解日記體小說作者與讀者們的文體意識。因此，本文試圖針對

以下幾個基本問題來探討日記體小說： 

一、 就宏觀而言，合乎選文標準的日記體小說具備哪些特色，即這種文體

在演變中具備哪些文體規範，使之成為穩定的語言操作模式。 

二、 釐清日記體小說的文體演變歷程。 

三、 微觀文本，日記體小說運用了哪些敘事策略。 

                                                 
5 韋勒克著，丁泓等譯，《批評的諸種概念》（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頁 61。 
6 〈一個儒夫的日記〉刊載於《禮拜六》143 期，1922 年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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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作者選擇日記體小說這種文體，並且運用各種敘事策略來進行表述，

其中蘊含了何種審美心理結構，投射出哪些社會文化議題。 

五、 中國新女性文學中日記和書信體是被經常使用的文體，在女性作家運

用日記體小說文體創作時，她採用「我」的視角傳達出什麼樣的性別

意識。 

六、 男性作家在運用日記體小說這種文體進行創作時，常常虛擬女性日記

作者，為之代言，此類文本中寄寓了男性何種性別觀，又如何寄寓，

諸如以上各種性別及文化議題都是本文期待能發掘出的研究內容。 

  每個時代的人群自有其不同的生存方式與心靈圖式，日記體小說的內容

常常是往內求索人性深層的心理問題，從文體形式著手探討它如何彰顯人

性，既可兼顧藝術價值，又有助於我們深入體悟文學即人學的豐富內涵。作

為一種不乏特色的文體，日記體小說曾經盛行一時，在台灣卻沒有研究專著

關注到它獨特的藝術魅力，本文便試圖從這空白處著眼，審視日記體小說走

過的痕跡，就以上各項議議進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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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 

一、「現代」的年代界定  

    基本上本文依循文學史家一般界定現代文學三十年的看法，將 1917-1949

年作為一個研究時間的依據。1917 年 1 月胡適於《新青年》第二卷第五號發

表〈文學改良芻議〉一文，是文學革命發難之作，陳獨秀於同年二年再於《新

青年》發表〈文學革命論〉，堅定文學革命的立場，接著錢玄同、劉半農響應

在後，讓文學革命正式發動。這場文學革命在中國文學史上樹立了一個醒目

的界碑，標示著現代文學的興起。 

  但是我們知道文學的流變無法抽刀斷水，需要有前人的奠基才可能產生

後續的發展，「現代」視野的展開，實得力於晚清至 1917 年（約二十年）之

間文人學者求新、求變的努力。而那些新變之物，其實就是西方文明的植入，

短短的二十年間小說界唯「新」是鶩，將西方文學技法拼湊於中國傳統小說

結構中，成為一種中西小說雜糅的文體形式，如梁啟超的〈新中國未來記〉

雖以西方人的烏托邦框架來構思，所採用的卻是中國傳統小說的章回體，7這

種嘗試具實驗意義，而文體雜糅過程背後的藝術心理也值得研究者關注。是

以本文雖擬定研究 1917-1949 年的日記體小說，但 1917 年前二十年左右與日

記體小說相關的文本亦列入探討，這是重視它們對現代視野的開展之功，也

是基於以下兩個原因： 

（一）就文體演變的觀點來看，文體結構並非憑空發生，也不會無端消失，

1917 年後的日記體小說是在繼承先前文體基礎上進行轉化、創造，故

先前的文體具備哪些文體因素遺緒後人，應當列入觀察。 

（二）就實際文本的內容來看，日記體小說明顯受到晚清西方翻譯文學的影

響。8丁玲、廬隱皆喜愛閱讀《茶花女遺事》，其日記體小說中也會偶

                                                 
7 徐德明曾分析〈新中國未來記〉文體雜糅的情形，參徐德明，《中國現代小說雅俗流變與整

合》（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 17。 
8 本段僅略為提及影響日記體小說的主要作品《巴黎茶花女遺事》，以點明 1917 年之前的文

學源流研究之重要性。事實上影響日記體小說的翻譯小說甚多，1917 年之前尚有刊載於《月

月小說》第 12 號光緒丁未年拾貳月的〈貓日記〉，1917 年之後有〈少年維特的煩惱〉、〈海

中人〉、〈少女日記〉、〈瘋人日記〉等。大陸學者羅曉靜亦認為西方小說的譯介與模仿，對

中國日記體小說有催生之功，參羅曉靜，《「五四」日記體小說──兼論一種非典型小說的

文體形式和語言特徵》（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論文，2003），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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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提及此書。林紓於 1899 年翻譯《茶花女遺事》，小說中穿插了數篇

日記，既「斷盡支那蕩子腸」，也開啟中國小說創作新思路，1911 年徐

枕亞模仿《茶花女遺事》寫出《玉梨魂》，結尾亦加入臨終日記，該書

亦風行一時，徐枕亞後來甚至以日記體將《玉梨魂》改寫為《血鴻淚

史》，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文言日記體小說，此後周瘦鵑〈花開花

落〉、〈斷腸日記〉、〈珠珠日記〉，姚鵷雛的〈怨〉陸續面世，9可見翻

譯文學對日記體小說的產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綜觀 1917 年前日記體

小說各文本，並梳理其源流，實為要務。 

  是以本文主要研究 1917-1949 年之間的日記體小說，但為了梳理文體流

變，亦會關注到文學革命興起前二十年的相關文本。 

二、「日記體小說」的選文標準  

  本文欲進行文體研究，首先應從文體內部形式著手。筆者以採取日記為

主要敘述體裁的小說為研究文本，若是僅僅於小說中引錄幾則日記，用以輔

助敘述、加強論證的文本，則不予列入研究範圍。在蒐集研究文本的過程中，

筆者藉以初步判斷是否為日記體小說的關鍵，並非題目中帶有「日記」二字，

而是從文本實際內容與結構形式出發，選文標準參考 Trevor Field 於 Form and 

function in the diary novel（《日記體小說的形式與功能》）所引用的第一人稱創

作分類表格：10 

 真實的我 虛構的我 關於自己 給自己閱讀 

日記 ＋  ＋ ＋ 

自傳或回憶錄小說  ＋ ＋  

書信體小說  ＋ ＋  

日記體小說  ＋ ＋ ＋ 

  這個表格從使用第一人稱的意義出發，指出日記體小說應該是：以虛構

                                                 
9 〈花開花落〉、〈斷腸日記〉、〈珠珠日記〉、〈怨〉等皆刊載於 1915 年《禮拜六》雜誌。另外，

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日記體小說，亦有學者認為應該是李涵秋的〈雪蓮日記〉，於 1912 年

發表。參伍大福，〈再現辛亥年間國人生活的第一篇日記體長篇文言小說──淺談李涵秋

的《雪蓮日記》〉，《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05 年第 1 期，頁 67。 
10 參 Trevor Field, Form and function in the diary novel (London: Macmillan Press,1989)，p.5.筆

者摘選此表格相關內容，譯為中文，以進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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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即作者）進行敘事，書寫關於自己的日記以供給自己閱讀。所以如果

這個文本的題目帶有「日記」二字，內容卻不是運用虛構的我進行敘事，它

就只是一篇日記散文，並非日記體小說，11如《紅玫瑰》6 卷 4 期刊載石江的

〈失韁日記〉、郁達夫的《日記九種》、謝冰瑩的〈從軍日記〉等都不是日記

體小說。而不以日記為名的小說，卻採日記體進行創作者，例如廬隱的〈父

親〉、葉靈鳳的〈處女的夢〉、巴金的〈新生〉、茅盾的〈腐蝕〉等等，則應該

列為研究文本。 

  另外，此表格也提供了判別日記體小說與書信體小說最根本的標準。日

記體小說和書信體小說二者同為自白小說12，許多書信體小說都在每段書信後

標明日期，看似日記，但書信體小說和日記體小說還是有最根本的不同，即

讀者是誰的問題，日記體小說中虛構作者所寫下的日記，並不像獨白式書信

體小說13設定了一個虛構讀者（或數個虛構讀者）14，日記體小說中的日記只

寫給虛構作者自己看，故馮沅君的〈春痕〉、冰心的〈遺書〉、郭沫若的〈落

葉〉等，雖然形式上分日書寫，標明時間，但仍不屬於日記體小說。 

  另一個形式上的問題，乃日記慣有的體例，為有無標明日期。有時日記

體小說未必會採用日記標記日期的慣例，最顯著的例子為魯迅的〈狂人日

記〉，每一則日記都無寫作日期，另外倪貽德的〈玄武湖之秋──一個畫家的

日記〉、葉靈鳳的〈處女的夢〉、〈女媧氏之遺孽〉、丁玲的〈自殺日記〉等也

沒有標明日期，筆者認為這些文本雖然沒有標明日期，但從內容所鋪設的寫

作情境，暗示該文為虛構作者逐日所留下的日記，亦足以判斷該文為日記體

小說。而且無論有沒有精確地標記日期，時有時無或間隙長短不一的日期，

                                                 
11 真實日記與日記散文，屬於散文文類，前者指沒有發表目的的個人日記，後者指有發表目

的日記。日記體小說則屬於小說文類，本文僅針對日記體小說進行研究。 
12 自白小說一詞參看史書美，〈中國現代文學中的女性自白小說〉，《當代》95 期（1994 年 3

月 1 日），頁 108-127。該文的研究對象為現代文學作家於筆下設置女性日記作者的作品，

文中提到類女性自白小說多以日記體和書信體寫成，因各種原因不斷湧現，匯為文潮，其

數量之多堪當小說文體之附屬文體（sub-genre）。 
13 獨白式書信體小說指通篇只有一個寫信人，無回應信件的小說。表面看來很像日記，又稱

作「假書信的日記體小說」，但事實上與日記體小說有根本的差別，即獨白式書信體小說

的虛構作者的信乃針對一個非己的讀者而寫，日記體小說的虛構作者則是向內針對自己而

寫。相關概念參張鶴，《虛構的真迹：書信體小說敘事特徵研究》（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6），頁 7-8。 
14 這個虛構讀者即收信人，有時收信人不只一個，書信作者會因收信人不同，而改變其敘事

策略，該段書信的功能也隨之改變。這與日記體小說僅有一位虛擬讀者──自己迥然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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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有助於反映虛構作者的時間意識和生存狀態，我們將未標明日期及日期

標誌不明的日記體小說列入研究文本群中，正可多元地探討敘事效果。15根據

以上的選文標準，筆者將所收集到的日記體小說表列於附錄二中。 

 

 

 

 

 

 

 

 

 

 

 

 

                                                 
15 另外，同為無標記日期的筆記體或雜記、手記體小說，需由文本內容來辨別人物作者是否

分段、分時日書寫，若分時日書寫，展現當下此在的心靈，只是未標記日期，則列入研究

範圍，如沈從文的〈崖下詩人──摘自一個廟老兒雜記〉。若僅是一則記錄，或數則隨感

錄、回憶，無分段、分時間點書寫的敘述策略，則不列入研究範圍，如冰心〈瘋人筆記〉、

〈一個軍官的筆記〉、魯迅〈傷逝〉。筆記體小說和日記體小說雖然都算自白體小說，但大

體而言，筆記體小說多事實簡單，且題材轉變明顯，而日記體小說大多故事時間長而零碎，

寫作地方分散。二者題材有別，文體選擇不同，不應混為一談。相關概念參看許欽文，〈創

作三步法〉，輯入《許欽文代表作》（北京：華夏出版社，1998），頁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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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方法 

    承前所述，本文試圖針對中國現代日記體小說進行歷時性的探析，釐清

次文類演變的過程，以深入了解日記體小說作者與讀者們的文體意識，從而

解讀文體背後的社會文化與美學議題。因而這應當是從形式分析進入意義的

研究方法，亦即：通過文體學、敘事學16等理論對文學形式、結構進行分析，

並力求進入到美學、文化、性別，甚至於人性心理等思考層面的研究。這裡

凸顯了兩個問題：第一，是形式與內容是否二分的問題。筆者認為形式結構

與內容意義乃無法判然二分，寓意滲透於形式之中，而「正如黑格爾所說：『內

容之所以為內容，即由於它包含有成熟的形式在內』」17，只是筆者先著手處

為分析文學體式。第二，可否合併使用文體學與敘事學？文體學和敘事學並

不相同，前者基本上因襲了詩歌分析的傳統，而後者則很大程度上擺脫了詩

歌分析的傳統手法，但二者同屬於文本內部研究，同樣關注視角與人物話語

的研究，18本文擬將研究焦點放置於視角與人物話語這兩種面向，步驟上，先

運用歷時文體學
19研究法，宏觀地對各篇日記體小說文本作串連、比較、歸納，

梳理文體結構演變的過程，再於微觀處採敘事學分析手法，發掘出各篇文本

所蘊涵的美學、性別、文化、人性心理等意義。 

  本文的研究進程與預設的出發點如下： 

一、目前台灣並無日記體小說作品專集，蒐集 1917-1949 年之間日記體小說

文本，並且向 1917 年前溯源，尋找相關文本，誠為第一要務。1917 年

之前可供溯源探討的文本有 5 篇。依據選文標準，筆者所蒐集到

1917-1949 年之間的日記體小說文本，在雅文學部分共 54 篇，
20男性作

家占 39 篇，女性作家占 15 篇。至於俗文學部分，筆者翻閱《禮拜六》、

《紅玫瑰》、《紫羅蘭》、《萬象》、《珊瑚》、《小說世界》等通俗期刊，

得 23 篇日記體小說文本。 

                                                 
16 本文所採用的敘事學理論主要是根據胡亞敏的《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17 引自劉思謙等著，《文學研究：理論方法與實踐》（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頁 17。 
18 相關概念參申丹，《敘事學與小說文體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185-202。 
19 對於歷時文體學來說，需要考察的是諸種文類文體在歷史上的興替轉化規律以及某一特定

文類內部的文體演變的文體演變規律。參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昆明：雲南

人民出版社，1994），頁 10。 
20 此處的「雅」是相較於通俗文學而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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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何研究都是奠基於文本細讀的功夫上，細讀各篇日記體小說並從中

發覺文體的共性與殊性，為後續研究的基礎。本論文分為上、下篇，

在上篇以「敘述者及視角」、「敘事時間」、「非敘事性話語」等敘事手

法為著眼點，藉由形式結構的分析，歸納並解讀文體上的共性與殊性，

以闡釋其修辭策略；下篇則以上篇的研究為基礎，以性別意識為另一

扇閱讀日記體小說的窗口，試圖延伸探討文學與社會文化、人性心理

錯綜複雜的關係。 

三、基本上，本文是以雅文學文本為主要研究材料，然而，於上篇探討「中

國現代小說流變論」時，雖然以雅文學文本為主，卻也以俗文學文本

為輔，並置雅、俗文學日記體小說相互參照、討論，將更能多元地掌

握文體流變的脈絡。而下篇「中國現代小說性別論」，為了深入闡釋文

體中傳達出的性別意識與文化議題，則專論雅文學文本，暫且擱置俗

文學文本不論。 

四、筆者於上篇探討流變論時，基本上是著重於文本本身（即文學作品）

的解讀，根據文本所提供的線索及證據來進行解讀及闡釋。然而闡釋

時並不會將文本完全架空於時代背景與作家主體之上，而是以文本為

首要、主要的研究對象，以此為基礎來出發向外部參酌、選取作者與

時代背景所提供的佐證材料以進行較適切合理的闡釋。 

五、本論文於上篇探討文體流變時，依日記體小說文體發展的歷程分為三

章。這三章並不是常見的 20、30、40 年代的劃分方式，而是先於第二

章探討 1917 年之前日記體小說的萌生期，為文體形成的最初階段；再

進入到第三章分析現代日記體小說的興盛期，探究它承接並發展前一

階段文體規範的情況；最後處理此文體於 30 年代中期以後步入衰退的

緣由。相對於上篇歷時性的文體內部研究，下篇的性別論則明顯地偏

重於外部研究，下篇將現代日記體小說依作家性別分為兩章，依據文

本內容參考相關女性主義理論進行闡釋，然而各女性文學批評家的概

念並非本論文行文的唯一準繩，我們試圖讓理論根植於文本內容，在

討論中引入作家觀點及時代背景來回應理論，而性別課題應當是兼論

男、女雙性的，不應該以婦女為討論的唯一對象，男性作家筆下的日

記體小說對自我的審視也是研究的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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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前人研究文獻探討 

  就筆者目前所蒐集到的研究文獻來看，台灣並無針對整體日記體小說進

行研究的專著或期刊論文，學界多關注於〈狂人日記〉、〈莎菲女士的日記〉

等幾篇經典作品，或專論日記體小說的多產作家廬隱，尚未有全面考察日記

體小說之作。不過，陳平原於《中國小說敘事模式的轉變》一書中部分章節，

曾以文體考察的方式，針對日記滲入小說的過程、日記著述化、日記體小說

第一人稱敘事變格的特點提出獨到的見解，足以提供本文極佳的研究起點。

然而，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此書因為著眼於日記體小說主觀抒情的文體特徵，

而將郭沫若的〈落葉〉、冰心的〈遺書〉列作日記體小說，這個文體特徵值得

本文再思考，或許將獨白式書信體小說與日記體小說進行比較，梳理其同異，

而非混同討論，會是比較適切的作法。 

  不同於台灣對日記體小說研究的匱乏，大陸這幾年出現了幾篇日記體小

說整體研究的期刊論文與碩士學位論文，茲依發表時間先後，分別討論其可

供參考的觀點如下： 

（一）張克，《論中國現代日記體小說》，山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 

  此碩士論文從文體著手，關注到日記體小說特有文體特徵為：真實性、

時間形式、封閉性主題，也就是從修辭策略、時間形式及空間狀態三項切入

點進行研究，再分三個時期綜述現代日記體小說的形態演變，論述精當，亦

能根基於文本之上，甚具學術價值。其中應當再深化探討的有三點：一、由

於篇幅甚短，僅有 28 頁，故未能全面觀察現代日記體小說文本，僅概括地論

及〈狂人日記〉、〈莎菲女士的日記〉、〈腐蝕〉、〈第四病室〉、〈鬼土日記〉、〈一

個婦人的日記〉等不及十篇的文本，以小論大的作法，其結論恐失偏頗，又

未能兼顧通俗文本，難以探見文體演變過程中雅俗互動的情形；二、論文中

提出的三項文體特徵甚具開創性，但難免流於化約，部分論述有誤讀文本之

虞21，應同時著眼於各篇日記體小說的殊異性，以求更深入地挖掘出文體背後

豐富的對話內容；三、就論文結構的完整性來看，此論文所提出的三點文體

特徵並沒有在後續的三個時期裡重新梳理其強化／弱化情形，致使論文前後

                                                 
21 例如在頁 10-11 對〈自殺日記〉時間錯亂的分析有誤，參本文第三章第三節註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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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獲得更緊密的結合，頗為可惜，但從另一方面來看，這正是本文可以著

力補足之處。 

  張克為用功的學者，他於 2008 年於《東方論壇》上發表的〈論中國現代

日記體小說的文體特徵〉顯示他在現代日記體小說領域上的持續深耕，在這

篇期刊論文中，他延續了自己碩士論文的觀點，再次標舉三項文體特徵，且

更明確地指出真實性為「真實與虛構的交織」、空間狀態乃私人空間的挖掘。

而對於他碩士論文中文本數不足的缺點，亦補入〈楊媽的日記〉、〈篁君日記〉、

〈黑的微笑〉等文來加強論述，其用心極值得學習。但由於期刊論文的篇幅

極為短小，僅有 5 頁，故無法分類以深入探討各文本的藝術特色，且所補入

的文本仍舊無法囊括中國現代日記體小說的全貌，是以仍無法根除以小見大

的遺憾。 

（二）羅曉靜，《「五四」日記體小說──兼論一種非典型小說的文體形式和

語言特徵》，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 

  羅曉靜將焦點集中於五四時期的日記體小說，由小說體裁的演變、言說

方式、話語形態進行考察，發掘出「非典型小說」文體與社會文化的錯綜複

雜的關係，理論根基紮實，提出日記體小說中刻畫出的非典型人物及其中的

非典型人生觀，焦點集中，為本文重要參考文獻。唯此論文的理論篇幅較多，

以理論引導文本分析，文本探討成為附屬的影子，又未能針對五四時期日記

體小說文本中，男性與女性作家殊異的言語進行剖析，頗為可惜，本文在參

考其觀點時也要引其短處為借鑑。 

（三）史加輝，〈論現代文學史上日記體小說的文體特徵〉，《北華大學學報（社

會科學版）》第 5卷第 5期，2004 年 10 月 

  相較於學位論文，期刊論文常常具有突破舊說的嶄新觀點出現。史加輝

為本文提供了一個研究日記體小說的珍貴視角：對話性，他指出日記體小說

中具有人物與自我的心理對話，而日記作為「不完全敘述」的形式能喚起讀

者的參與，讓文本所代表的作家話語向外與社會聲音產生對話，這項觀點十

分值得本文參考。文本既有對內心的對話，也有對社會聲音的回應，作家可

以設置日記作者來負載自己的聲音，也可以化日記作者為諷刺的對象，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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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對日記作者潛在的評論，這種雙重面向的考察應該可以發覺出新穎的見

解。唯有一點問題需要重新釐清，史加輝採用讀者反應理論中「空白」與召

喚讀者參與的相關概念，但未注明採用哪位學者的概念，22「空白」無確切的

定義，而引起讀者填補的是「不完全敘述」的日記形式？抑或是情節弱化的

體式？「不完全敘述」是指情節弱化嗎？還需要再思考。其實在日記體小說

中的時間形式設計中，每則日記之間都存有或長或短的時間斷裂，這就是一

種可供討論的空白形式，而日記體小說中的對話性概念將可幫助研究者深入

釐析文本多元的意涵，但在無明確例證可說明小說中的不完全敘述如何召喚

社會讀者回應，而各文本中社會聲音強弱不一且無法逐一探討的情況之下，

空白結構的概念未必要與小說的對話性相結合。 

（四）錢雪琴、肖淑芬，〈中國現代日記體、書信體小說研究綜述〉，《揚州大

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10 卷第 4期，2006 年 7 月 

  此文綜述 2006 年之前日記體小說與書信體小說的研究成果，並提出兩點

研究方向：一、女性作家群的創作為現代日記體小說有機的組成成分，只有

將她們納入研究的整體視野，才能具有真正的學術價值；二、除了敘事學與

文體學之外，應再拓展理論研究的視野，如認識論、美學、心理學、意識流

理論等四方面。 

  上述第一點研究方向揭示了女性日記體小說未受重視的現況，是以研究

者錢雪琴的於 2006 年發表的碩士論文《論五四女作家書信體、日記體小說》，

即針對女性作品立論。第二點要求文學研究往文化社會各項層面再深入，實

為本文自我期許再努力的方向，然而筆者認為拓展理論視野雖十分重要，卻

不應架空文本獨重理論，唯有在厚實的文本基礎上進行研究，理論的存在才

有意義。 

  錢雪琴的碩士論文《論五四女作家書信體、日記體小說》（揚州大學碩士

學位論文，2006 年 5 月）值得在此一併討論。這篇碩士論文共分三部分，首

                                                 
22 筆者推測此空白與召喚讀者的相關術語為伊瑟爾（Wolfgang Iser）的概念，所謂空白是指

文本中未實寫出來或未明確寫出來部分，最明顯的是存在於「情節結構」層上，情節的中

斷是一種尋求讀者連接缺失的無言邀請，或許史加輝是採取了這個空白的定義。參金元

浦，《接受反應文論》（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頁 164-170，另參伊瑟爾著，單德

興譯，〈讀者反應批評的回顧〉，《中外文學》第 19 卷第 20 期，頁 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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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探討五四女作家書信體、日記體小說樣式生成的原因與創作價值，次則分

析其文體特徵，最後以五四女作家言說的話語形態作收束。第一部分是作者

與時代背景的外部研究，其中提及「與男作家同類小說作比」的價值意義，

在題材選取上，五四女作家的作品中有大量的生活細節，而在思想內涵上，

女作家的感性情緒高張，而理性思想模糊，這兩點是異於前人研究的新發現，

具參考價值。而第二部分所探討的文體特徵則與前人的研究無太大差別，且

所提出的仿真形態、意旨深邃、封閉性敘述等特徵並非五四女性書信體、日

記體小說所特有的，不少的男性作品亦有這些特徵，或許兩性並沒有在文體

上顯現出本質上的區別。第三部分討論五四女作家言說的話語形態，是全篇

論文最有創見之處，關注到女性運用此文體獲取自我言說策略的努力與困

境，不少觀點都值得參考並延伸討論。 

（五）魏苗，《中國現代日記體小說研究》，曲阜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 6 月 

    這篇論文是以史的觀點考察日記體小說演變的軌迹，與本論文的上篇流

變論的研究概念相似，然而研究方法和研究材料的廣度並不相同，茲分數點

略述如下： 

1. 這篇論文分歷史演進、敘事特徵、真實性的創作悖論三部分進行論述，首

先敘述日記體小說的發展歷程和勃興的根源、衰微的原因，適切地掌握到

日記體小說歷史演進的多項議題。在第二、三部分則是分別由敘事學的角

度和作家營造真實性的心理、策略著手討論日記體小說的文體特徵。第一

部分和二、三部分大抵上是分頭討論的狀態，文體中各項特徵是否在五四

興盛時期與 30 年代的衰微時期皆無差別地保有？我們無法從論文中得

知，其實第二部分的敘事特徵和第三部分真實與虛構的消長可以配合第一

部分史觀的研究同步梳理，將能更深刻地洞見文體內部演變的歷程，在探

討此文體勃興與衰微的原因時也比較不會只注意到外律的因素而忽略了

文體內部自律發展的問題。 

2. 研究者注意到日記體小說中的敘事時間和敘事情境，的確可以更確切地掌

握日記體小說所運用的敘事策略，然而此論文先說明一些敘事學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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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幾篇日記體小說為例證的手法，似乎有敘事學反客為主，理論引導文

本研究之虞。再者，此論文所分析的時距問題可準確地把握敘文本的節

奏，但是敘事學中時距的四種手法（省略、概要、場景和停頓）在日記體

小說中是被交互運用的，並沒有明顯地偏重於省略和概要，或著重於場景

和停頓，以此論文所例舉的例子〈父親〉來看，這篇廬隱的作品中心理活

動描寫是運用了停頓，但回憶過往事件卻是概要，其間佔有故事時間卻沒

有敘事時間的篇幅則是運用了省略，如果只為了迎合敘事學的理論研究，

而忽略文本中整體的敘事策略將容易踏入闡釋的誤區，而無法真正地探見

日記體小說的藝術特色。 

3. 此論文的研究材料僅有 17 篇日記體小說，囿於研究的篇幅短小以致於分

析時未能深入闡釋各篇文本，十分可惜。研究材料量不足，將與前敘張克

的《論中國現代日記體小說》一樣容易產生以小論大的偏頗，而此論文的

17 篇研究材料皆雅文學作品，未注意到俗文學文本，將無法得知 1917 年

之前日記體小說文體特徵初步聚合的狀態，在勾勒發展史時難免會有疏漏

之處。 

 以上諸篇研究文獻所提出的各項觀點皆十分珍貴，而其中略有遺漏不完

滿之處則是本論文努力的方向。其他不以現代日記體小說為主要探討對象，

但內容甚具啟發性的重要文獻，尚有以下三者： 

（一）張鶴，《虛構的真迹：書信體小說敘事特徵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

版社，2006。 

  書信體小說與日記體小說有許多相似之處，學者張鶴能以厚實的敘事學

基礎將二者分別清楚，並深入剖析書信體小說的敘事特徵，其研究手法值得

本文參考、學習。而書中提到的「人物作者」是指書信體小說虛構世界中寫

信的人，是被小說作者創造出來的寫作者，這個名詞定義清楚且有助於釐清

此類文本的雙層結構，本論文將於上篇借用此名詞來指涉日記體小說中的日

記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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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書美，〈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女性自白小說〉，《當代》95 期，1994 年

3 月 1 日，頁 108-127。 

  本文雖不以日記體小說為主要研究對象，卻在探討自白小說時兼論及不

少重要日記體小說文本，指出男性擬女性口吻書寫的日記體小說，多將女性

視作性欲客體，帶有濃厚的男性獨裁聲音，與女作家寫的自白文本具有本質

上的不同。此觀點對筆者闡釋性別議題甚有助益。唯男性可能不具女性意識，

那女性所書寫的日記體小說就有女性意識嗎？如何不落入生理決定論的窠

臼，值得反思。 

（三）Trevor Field, Form and function in the diary novel（《日記體小

說的形式與功能》）,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9) 

  此書以國外日記體小說為探討對象，對日記體小說的產生、演變與功能

進行細緻的分析，作者仔細論述了日記體小說的界定問題，本文引為部分選

文標準；作者認為日記體小說兼有兩種文類的特徵，具備日記的寫作動機、

敘述角度與效果，亦具備小說的虛構性，是種虛構日記（Fictive diary），此概

念對筆者深有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