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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結論 

魯迅離開了故國至日本留學而產生故國之思，對中國的愚弱有深刻的體會；

離開了紹興至北京謀生，而對故鄉油然而生思鄉之情，於是著作中不斷提到故鄉

化身的魯鎮之種種。沈從文離開湘西到北京、上海、西南聯大等地任職，然而經

歷許多地方，心中始終懷念那個生於斯長於斯的湘西。老舍廿五歲離開北京到英

國任教，往後又長期於山東任職，文章中不斷流露出對故鄉北平的懷念。從上海

到香港，由香港重回上海再到美國，張愛玲的小說始終以上海為根基，即使寫香

港的故事，也是以上海人的觀點寫給上海人看。1從《吶喊》、《邊城》、《四世同

堂》到《海上花列傳》，每本著作中都有作者對鄉土的深情，即使對鄉土的看法

不盡相同，但離鄉而懷鄉之情是相同的。 

老舍用道地的京語寫對北平人事物的種種，流露很深的北平文化意識；沈從

文輕柔寫意的筆調，道出湘西淳厚的民風；魯迅灰暗蕭索的原鄉中有更深刻的國

民性刻畫；張愛玲在蒼涼的筆調中描繪出都會男女的迷魅情戀。他們各自從自己

的原鄉出發，魯迅、老舍與張愛玲將原鄉置身在紊亂的大中國的政局之中，沈從

文則在浪漫的世外桃源的湘西鄉下，風貌不同，而原鄉的格局也逕自不同。相較

之下，沈從文始終在湘西遊走，老舍的局面始終在北平，張愛玲離不開上海，而

魯迅雖談的是「魯鎮」，但從他的人情事物來看－「普遍性」更高，這個「魯鎮」

含蓋了中國人的各種特性。格局決定結局，魯迅「原鄉意識」暗藏遼闊視野。  

由於多元文化的刺激，以及各項環境與條件因素的促成，中國文學多半發軔

自城市；然而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則受着遼闊的鄉土牽繫，鄉土是大社會動蕩時

身寄的最後淨土，是奔赴城市尋求自我實現時心繫的情感原鄉，是終極關懷的貧

病或生存的原始依戀。城與鄉其實是相互依存，異鄉與原鄉更是心情躍動時交互

激盪的文學共構關係。 

無論如何，當作家陳述自己的原鄉時，我們都可以發現：作家心中總有一個

實體的地理原鄉與抽象的心靈原鄉交互輝映。 

一、 地理原鄉與作品 

魯迅的文學作品的環境原鄉在農村，這個農村位於魯鎮（S 城－紹興的簡

稱），魯鎮裏有未莊、趙莊、龐莊（或者此三莊皆指魯迅老家所在位置的東昌坊，

不同的莊名只是代表不同角度所看到的魯鎮！或許每個村莊都有不同層面的樣

貌），而吉光屯或者就是魯迅舊家「新台門」。吉兆胡同、咸亨酒店與華家茶館是

魯鎮的消息傳遞站，是庸眾攒掇他人命運的場所。在魯鎮，魯迅曾有過金黃的童

                                                
1
 參閱張愛玲著《流言�到底是上海人》，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4 年 7 月，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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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月，可惜倏忽即逝，接着受盡世態炎涼的對待，與他滿目所見蕭索荒村，構

成他殘破原鄉的記憶。 

沈從文的文學作品的環境原鄉是河流，是湘西繚繞着茶峒、鎮筸、懷化等城

鎮的沅水流域、蘿蔔溪…。這是個熱情浪漫、富有詩意的純美原鄉，沈從文帶領

讀者在「美」的座標上看湘西，他讓我們一同滌淨俗世塵垢，盡情融入在靜美詩

畫般的童真世界－－沈從文好山好水的湘西原鄉。 

老舍的文學作品以北平為中心，一個八旗子弟在天壇、孔廟…等故都遺蹟中

成長；品茗、擺棋、賞菊，吸吮着歷史與文化的涵養，於是呈現在他的作品中的

盡是宜人的景色、可口的飲食和值得觀光的各個景點。老舍的作品原鄉，是一個

春花秋月、四時皆美的文化北平。 

張愛玲的文學作品以上海為中心，各行各業的上海人、各式各樣的吃食、著

各色服的人們，擁塞在電車、或家的束縛中。而張愛玲抽離式的眼光看到的上海，

繁華腐爛、不斷沉淪的都會，有的是為情愛牽絆的男女，有的是企圖掙脫命運的

堅韌女性。張愛玲作品的地理原鄉：以華麗與蒼涼籠罩着上海。 

於是，當每位作家如數家珍數着自己家鄉種種時，魯迅數着徬徨無知人們的

故事，沈從文數着湘西無數動人的詩歌與好水，張愛玲數着都會男女的情愛，老

舍數着每一個勝地景點的流連。 

二、 心靈原鄉與作品 

魯迅三次返鄉的時間均在寒冬接近過年期間，這一方面解釋了他多部作品的

背景在寒冬的原因，也說明了一心想要掙脫傳統禮教束縛的魯迅，心中仍有個「傳

統」！作品同樣受到傳統禮教束縛的張愛玲，她與魯迅最大的不同是：她用冷眼

從更高的角度審視人間情愛時，為這些蒼涼女子找到了一條新思維、新路徑──

她讓女性自覺能力來自主自己的命運。 

魯迅與老舍心中都有一個貧病、庸愚、迷信、受苦的原鄉，魯迅面對盲目愚

弱的鄉人，只有茫然的彷徨與無盡的吶喊；老舍心中雖與魯迅有相似的無奈，但

樂觀的他，能發現鄉人有勇敢的氣質與互助的責任心，他相信他們能共度難關。

也因此，兩人心靈原鄉的氣氛不同，表現在作品上的鄉園也大不相同。 

鄉人無止盡的灰暗命運輪迴是魯迅沉痛的心靈創傷：「中國的文化，…是用

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
2
人人受宰制而無法自救，最後自己只能成為「孤獨

者」的魯迅，似乎只能在眾人皆醉中發出悲鳴！ 

沈從文是個民俗色彩濃厚的作家，將故鄉的民俗活動寫入作品，增添了許多

人親與土親的風味。良善而又純摯的浪漫苗鄉，有桃花源的美麗，也有醇風消逝

的哀愁。輕柔理性的筆調中，沈從文親領我們步入他的「自然」原鄉。 

                                                
2
 魯迅著《集外集拾遺•老調子已經唱完》，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 年 9

月初版，1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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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夫走卒、市井鄉民，都是文化藝術作家老舍所關注的對象，北平的中下階

層幾乎皆入鏡於老舍的作品之中。雖然故都漸漸質變而衰老，但老舍心中的依戀

未曾衰減，只因這裏的蔬果美食讓人流連，只因北平是他「不死的母親」的原鄉，

只因為老舍的心不曾離開過北平，他對北平還有更多的期待。 

張愛玲作品的原鄉寄託在情色男女的戀愛故事中，每一個「不徹底」的「小

我」－人物，在舊式家庭中掙扎與成長，在烽火情愛中受挫與徘徊；她讓性格缺

憾的男人活在罪與罰之中，讓蒼涼卑微的女人堅毅挺立。 

魯迅書畫了一個晦暗荒村的原鄉，沈從文描摹的是一片山水野放的鄉園，老

舍作品的環境原鄉在「大雜院」，張愛玲的環境原鄉在「大宅門」。他們身居異鄉，

卻以心靈朝聖者的姿態進行原鄉懷舊。 

懷舊與戀鄉是羈旅異鄉或年稍長者可能共譜的心曲：在吃人的故鄉裏，魯迅

譜了一曲「救救孩子！」；在詩畫的水鄉裏，沈從文譜了一曲「回歸自然」；在文

化的故都裏，老舍譜了一曲「戀物思鄉」；在蒼涼的情鄉裏，張愛玲譜了一曲「冷

落感傷」！ 

三、 文學原鄉與呈現 

魯迅的《吶喊》與《彷徨》都是寓居北京時（1912~1926 年 8 月）完成的作

品，作品中主要的地點有二：一是紹興，一是北京。從作品中可以看出魯迅對紹

興懷念的多、對北京不適應的多（甚至諷刺的多）。寓居北京時，他曾返鄉三次，

＜故鄉＞恐怕是在這樣的背景中寫成。 

他的作品中明顯對農民、下階層的苦力深表敬意與同情：＜故鄉＞中的閏土

與＜一件小事＞中的車夫，都是魯迅投入大愛與關懷的典型人物。這一點與老舍

有相似的體會，用小人物「顯其大」，小人物成為「大人物」之後，就投射出「小

我與大我」之間的關聯性。魯迅與老舍善於用小人物來呈現其原鄉風貌。 

魯迅以革命的思想背景看迷信的魯鎮，以知識分子的憂心看盲昧如阿 Q 的

庸眾；他以最農村的「茶館酒店」文化與傳統文化形成拉踞戰，在現實社會中為

中國宿疾診脈。魯迅曾試圖為他的鄉人尋找出路： 

什麼是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只有荊棘的地方開闢出來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後也該永遠有路。 

人類總不會寂寞，因為生命是進步的，是樂天的。
3  

他難得有這樣樂天知命的機會，主要原因是他手中還握有一枝筆，他說：「人感

到寂寞時，會創作；…創作雖說抒寫自己心，但總願意有人看。創作是有社會性

                                                
3
 魯迅著《熱風•六十六生命的路》，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 年 9 月初版，

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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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4筆耕是他醫國醫鄉的方式，是他的文化使命，也是他文學的基石。 

湘水孕育了沈從文的長河文學：「這個碼頭在十六年前教育我，給我明白了

多少人事，幫助我做過多少幻想，如今卻又輪到它來為我溫習那個業已消逝的童

年夢境來了。」5這河域的一切人事哀樂，都成了沈從文不朽的文學：「這條河流，

卻告給了我若干年來若干人類的哀樂！小小灰色的漁船，船舷船頂站滿了黑色沉

默的鷺鷥，向下游緩緩划去了。石灘上走着脊粱略彎的拉船人，…他們那麼忠實

莊嚴的生活，擔負了自己那分命運，為自己，為兒女，繼續在這世界中活下去。…」
6因而，沈從文最愛在河街看碼頭上下來往的人，看各種鋪子的生意和形形色色

的人，是這些純善的人成就了文學。於是沈從文在「長河」的薰陶下，寫出了文

學的藝術生命。 

市民的、民俗的、藝術而幽默的老舍，他的作品原鄉意識中有濃烈的「京都」

古風。這是深含歷史與文化的「京都」古風：「歷史是有節奏的，到時候就必須

有很響的一聲鼓或一聲鑼。豪俠義士們便是歷史節奏中的大鑼大鼓。他們的聲響

也許在當時沒有任何效果，可是每到民族危亡的時機，那些巨響就又在民族的心

中鳴顫。」7在紊亂的政局中，老舍的民族意識也成為作品的文化素質，影響着

作品中的人物：「按照舊說法，創作的中心是人物。…小說的成敗，是以人物為

準。」8所以老舍作品的文學特質除了藉景物呈現之外，每個人物的性格思想都

是「文學」：「不管我寫的是什麼，不管我寫的是哪一些老幼男女，我自己總會也

在其中的。更清楚的一點說吧：無論怎樣冷靜的去觀察，客觀的去描寫，作者的

精力、心境、與感情總是我自己的。…我的老幼男女們就還照樣的，啼笑悲歡。

他們從一離開筆尖便得到了永生。」9駱駝祥子永生了！月牙兒永生了！因為老

舍豐沛的情感注入讓他們得以永生！ 

魯迅不自覺地在其作品中，展現了兩種不同角度的鄉土作品思維方式：一是

受大都市新思想、新意識的洗禮之後，進而對農村宗法制度下的風土人情，表達

了灰暗沉鬱色彩的自省，＜阿 Q 正傳＞可為代表。一是對舊家園故友的懷念，

表達了沉痛的氛圍，＜故鄉＞可為代表。這兩種思維對後來的文學都產生相當程

度的影響，影響了鄉土文學的發展，以及懷鄉文學的創作： 

中國鄉土文學的開山祖－魯迅，為鄉土文學創造了兩套話語系統：一是以風俗畫

為表徵，提倡返歸自然、純真，呼喚傳統文學美型的「鄉土回憶」，以＜社戲＞、

＜風箏＞、＜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為代表。二是以反諷、戲謔、調侃為外觀，

                                                
4
 魯迅著《而已集•小雜感》，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五卷，1989 年 9 月初版，127~128

頁。 
5
 沈從文著《湘行散記•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一

卷，2002 年 12 月第一版，252 頁。 
6
 前揭書，253 頁。 

7
 老舍著《四世同堂》，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六卷，2004 年 8 月初版，301

頁。 
8
 老舍著《老舍全集•人物的描寫》，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十六卷，1999 年 1 月第一版，241 頁。 

9
 老舍著《老舍全集•我呢》，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十四卷，1999 年 1 月第一版，2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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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苦悶的象徵」為深層結構，以「曲筆」進行冷峻、客觀分析的鄉土寫實，以

＜阿 Q 正傳＞、＜風波＞、＜祝福＞為代表。
10

 

因此中國現代小說的先驅－魯迅，為文學開闢的路徑就從原鄉意識走入了鄉

土情，往後的作家無論書寫怎樣的題材，總會「路過」自己的原鄉。沈從文的鄉

土文學就是受到魯迅的影響，只是他的筆調轉了彎，他的素材繞道「山水」，尤

其是以「水」為主軸。 

另一方面，「五四」以後，中國現代文學走向「個性」化的發展；這種「個

性」化至少包括三個層面：一是小說中每一個人物的獨立個性，二是作品本身的

獨立個性，三是作家自身個性化的思想表達。例如：張愛玲之所以成為現代小說

家中相當鮮明的一位，一方面是她的作品相當有個人色彩；一方面是她個人主義

的行事風格，不屈就、不茍同、不在意旁人的評論，這種矜持孤傲的特質影響她

的作品卓然挺立，自成一家。她寧願將讀者大眾視為主人，卻不願輕易參與社交

活動－－她彷彿遺世獨立的存在於她的公寓中，存在於她的作品中，也獨立於中

國現代文學之中。 

當每一位作家具有獨立品性時，他們的作品與書寫的原鄉，也同樣具有獨立

的品性。從張愛玲、老舍、魯迅與沈從文的作品中觀察到：上海與香港都是「國

際」的都市，他們的獨立性與特殊性是因着政治與經濟的發展，漸漸展現出「國

際」性格；北京是歷史文化與政治消長交會成的城市，因此非常具有「國籍」性

格；紹興與鳳凰因為地處鄉村或邊緣地帶，而各自擁有自己的「民族」性格。 

四、 原鄉意識的建構 

「我對於自己的『少作』，愧則有之，悔卻從來沒有過。出屁股，啣手指的

照相，當然是惹人發笑的，但自有嬰年的天真，決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況且

如果少時不作，到老年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怎麼知道悔呢？」11「我慚愧我的

少年之作，卻並不後悔，甚而至於還有些愛，這真好像是『乳犢不怕虎』，亂攻

一通，雖然無謀，但自有天真存在。現在是必較的精細了，然而我又別有其不滿

於自己之處。」12從這二段文字，我們看到魯迅對自己不同時期作品的欣賞角度，

這之中也透露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心境：人對自己原始的純真，別有一番眷戀，這

或許就是文學的「原鄉」。 

中國現代小說思想原鄉中共同的質素是──關心斯土斯民的生活或內心的

不安與苦悶。魯迅認為革命並未真正成功，因為百姓依然活在被壓迫之中，＜藥

＞、＜故鄉＞都是最好的例子；張愛玲的人物還在戰火中等待不可預期的愛情；

                                                
10

 參閱王繼志、陳龍著《沈從文的文學世界》，台北：三民書局，1999 年 5 月初版，17 頁。 
11

 魯迅著《集外集•序言》，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六卷，1989 年 9 月初版，9 頁。 
12

 前揭書，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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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人物更是在時代的更替中，面對不斷的挫折。中國現代小說中的人物可說

是活在一個「極苦」的原鄉之中，於是魯迅彷彿帶着懷舊鄉情唱着他心靈憂鬱的

哭歌，沈從文帶着懷舊鄉情唱着他浪漫遊俠的詩歌，老舍帶着懷舊鄉情唱他幽默

諷刺的民歌，張愛玲則是帶着懷舊鄉情唱着他情愛糾葛的輓歌。 

然而，哭調與輓歌的呈現都不是原鄉書寫的目的。老舍說：「我想像的果實

們，不管是美，還是醜，不管是好，還是壞，只要我那本書存在，它們便存在，

而且永遠不變：我教他們年輕，他們便永遠年輕；我教他們玩賞着玫瑰，他們便

永遠感到香美。」13老舍要留下鄉園中香美的果實，那麼就要透過原鄉意識的重

建，重建出希望。 

原鄉重建在那才能有幸福？魯迅的＜幸福家庭＞這則寓言說到：「北京？不

行，死氣沉沉，連空氣都是死的。…江蘇浙江天天防要開仗；福建更無須說。四

川、廣東？都正在打。山東、河南之類？－阿阿，要綁票的…上海、天津的租界

上房租貴…。」14幸福家庭放在那都不行！簡單說，中國沒法有幸福家庭。魯迅

認為要除去傳統、封建禮教的舊調，重建新鄉！ 

魯迅舉輕若重地書寫原鄉，沈從文舉重若輕地書寫湘鄉，張愛玲雕刻情愛的 

上海，老舍細畫貧病而文化又過熟的北平。魯迅在農村農夫與肺癆病夫之間，試

圖喚醒鐵屋子的人們；沈從文在質樸苦力的船夫與縴夫之間，留住最後的敦厚；

老舍在重建原鄉的過程中先從小市民出發，務去社會沉疴，捕捉原鄉中最美的質

素如同：「捉螢火那樣去捕捉那些在我眼前閃過的逝去的一切，這是我創作的方

法。」15 

沈從文認為：「生命在發展中，變化是常態，矛盾是常態，毀滅是常態。…

藝術的形成，本身也可說即充滿了一種生命延長擴大的願望。」16所以當他心靈

重返──縴夫、縴歌構成的線型村落，以及飯店、油行、衣莊、酒店形成的聚落
17，他魂牽夢縈的風景在他的作品中為他再次重構了原鄉，而這個原鄉是可以延

長擴大的。 

張愛玲認為：「那把棕漆椅子，沒放平，吱格吱格在風中搖，就像有個標準

中國人坐在上頭。」18中國人搖來搖去的命運，總是在國際局勢中擺不平。張愛

玲本來就不喜政治，戰火頻仍也不是她最後的關注，她只是在大歷史中書寫小歷

史，為「個人」的一點情欲尋覓出口。 

                                                
13

 老舍著《老舍全集•哀莫大於心死》，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十四卷，1999 年 1 月第一版，299

頁。 
14

 魯迅著《彷徨•幸福家庭》，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 年 9 月初版，47

頁。 
15

 沈從文著《序跋集•《第二個狒狒》引》，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六卷，

2002 年 12 月第一版，292 頁。 
16

 沈從文著《藝術當言•抽象的抒情》，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六卷，2002

年 12 月第一版，527 頁。 
17

 沈從文著《邊城》，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八卷，2002 年 12 月第一版，68~69

頁。 
18

 參閱張愛玲著《傾城之戀�桂花蒸 阿小悲秋》，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 年 7 月，1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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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地方色彩，必須與人物的性格或地方的事實有關係，以助成故事的

完美與真實。」19所以當老舍以人物語言性格化、敘事語言官方化（京腔京語）

的方式，透過文化心理的視角－五四的覺醒意識，來描繪北平市民的生活種種

時；所寫的既是北平市民的磨難史、亦是北平知識份子的良知覺醒史，覺醒是原

鄉重建的開始。巴金以自己老家的故事寫《激流》，寫五四以後一個四世同堂大

家族的衰敗瓦解，似乎與老舍的《四世同堂》相互呼應。 

 

當三○年代「地域色彩」文學蓬勃發展，以驚人的生命力在現代文學中樹立

其地位之後，所宣告的就是「原鄉意識」已在各個作家作品中滋長成果實。因此，

俯拾即是的果實如：蕭軍的《八月的鄉村》奠定他遼西文學泰斗的地位；王魯彥

寫浙江的＜袖子＞、＜黃金＞、＜童年的悲哀＞，乃至《菊英的出嫁》裡，他詳

細地記錄了浙東民間冥婚的禮儀；許地山的＜春桃＞和老舍的《駱駝祥子》同樣

是寫北平貧苦小市民生存奮鬥的故事；李劼人的《死水微瀾》宛如四川的社會史

詩，吳組湘的＜一千八百擔＞是皖南農村衰敗的「紀錄片」…。   

人才輩出的中國現代小說作家，創作出豐盛的作品，無論作品題材為何，無

論作者與作品的品行丰采如何，其原鄉意識的呈現，都為作家個人寫下了「鄉味」

的獨特性，若將這些作品的「鄉圖」組合起來，不折不扣，就是「現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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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著《老舍全集•景物的描寫》，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十六卷，1999 年 1 月第一版，2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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