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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地景往往隨不同世代的更嬗、書寫主體的詮釋而自成一套表

意系統，深具文化象徵意義。明代虎丘空間作為文人社群與

吳地常民重要的文化消閒、享樂的公共園林，書寫幾經變

異，而儼然成為吳地常民與文人社群共同體符碼化的重要象

徵形式，隱喻著其獨特生命存有的認知與生活情感的樣態，

及社會文化構成與變衍的歷史軌跡。本計畫主要關注明代吳

地常民與文人社群如何透過文學、圖像、方志、民俗、儀式

等話語實踐，賦予虎丘地景作為城郊公共園林一種新的審美

形式、社會意涵、文化功能：隨著身體的移動與展演、記憶

的召喚與應對、情感的投射與認同、風尚的遞嬗與變革，吳

地常民與文人社群如何形塑虎丘空間作為城郊公共園林的重

要文化地景，並賦予新的文化詮釋與人文建構？文化地景與

身體空間的移動如何彼此定義，相互構成關係？隨著不同社

群的集聚、消費文化的帶動、物質條件的支持，虎丘文化地

景及其公共園林景觀又如何變異、被改寫？凡此明代吳地常

民與文人社群對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及公共園林的人文建

構，如何展演為一種話語主體的思維方式與觀念價值，又再

現出社會的建構屬性和社群的身分認同，同時也呈現出鮮明

的區域性格和獨特的生活方式，是本計畫論述的焦點。本專

題為二年期計畫，主要分從虎丘地景與人文建構之衍變、消

閒狂歡與社會儀式之展演、文人常民與虎丘地景之再造、觀

看認同與文化建制等面向，論析明代圖像、詩、小品文、劇

本中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 

中文關鍵詞： 明代、虎丘、地景、觀看、認同、公共園林、空間、消費、

文化書寫、文化地理學 

英 文 摘 要 ： Landscape is often taken as a signifying system that 

conveys symbolic cultural implications which would 

transform with different generations and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made by authors/subjects. Huqiu (虎

丘), as a prominent public garden and entertaining 

space for literati in Ming dynasty, had been 

continuously rewritten. The landscape of Huqiu was a 

significant symbolic figure for the literati 

community of Wu province, indicating a unique 

sensitivity of being, emotional patterns of daily 

life, socio-cultural constructions, and traces of 

transition throughout history. 

Considering aspects as landscape writing and 

humanistic construction, multiple mediation and 

carnivalesque entertainment, and literati community 



and landscape re-creation, this paper analyses how 

the Ming literati community, with discursive 

practices such as literature and painting, provided 

the suburban public garden Huqiu a new aesthetic 

form, social connotation, and cultural function. 

Along with motion and performance of body, evocation 

and dialogism of memory, projection and recognition 

of emotion, transformation and renovation of fashion, 

how did the literati community shape the space of 

Huqiu, a suburban public garden,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landscape, and bestow new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humanistic construction on it? How 

did cultural landscape and movement of body space 

define each other and correlate? How did the cultural 

landscape and the public garden outlook of Huqiu 

being verified and rewritten with assembly of 

different communities, drive of consumer culture, and 

assist of material condition? 

In general, this paper argues how the cultural 

writing of Huqiu landscape and humanistic 

construction of public garden by the Ming literati 

were performed as a thinking pattern and conceptual 

value held by authors/subjects, how they represented 

constructive qualities of society and identity of 

community, and how they presented vivid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articular life styles. 

 

英文關鍵詞： landscape, Huqiu, public garden, space,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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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景往往隨不同世代的更嬗、書寫主體的詮釋而自成一套表意系統，深具文

化象徵意義。明代虎丘空間作為文人社群與吳地常民重要的文化消閒、享樂

的公共園林，書寫幾經變異，而儼然成為吳地常民與文人社群共同體符碼化

的重要象徵形式，隱喻著其獨特生命存有的認知與生活情感的樣態，及社會

文化構成與變衍的歷史軌跡。本計畫主要關注明代吳地常民與文人社群如何

透過文學、圖像、方志、民俗、儀式等話語實踐，賦予虎丘地景作為城郊公

共園林一種新的審美形式、社會意涵、文化功能：隨著身體的移動與展演、

記憶的召喚與應對、情感的投射與認同、風尚的遞嬗與變革，吳地常民與文

人社群如何形塑虎丘空間作為城郊公共園林的重要文化地景，並賦予新的文

化詮釋與人文建構？文化地景與身體空間的移動如何彼此定義，相互構成關

係？隨著不同社群的集聚、消費文化的帶動、物質條件的支持，虎丘文化地

景及其公共園林景觀又如何變異、被改寫？凡此明代吳地常民與文人社群對

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及公共園林的人文建構，如何展演為一種話語主體的思

維方式與觀念價值，又再現出社會的建構屬性和社群的身分認同，同時也呈

現出鮮明的區域性格和獨特的生活方式，是本計畫論述的焦點。本專題為二

年期計畫，主要分從虎丘地景與人文建構之衍變、消閒狂歡與社會儀式之展

演、文人常民與虎丘地景之再造、觀看認同與文化建制等面向，論析明代圖

像、詩、小品文、劇本中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二年共發表四篇論文--公共

園林與人文建構：明代中期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觀看與認同：明代小品文

中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世變與地景：《秋虎丘》的文化敘事樂園想像與文化

認同－－桃花源的建構與接受。  

 

 

關鍵詞：明代、虎丘、地景、觀看、認同、公共園林、空間、消費、文化書

寫、文化地理學 

 

 

 

 

 



報告內容 

一、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明人好游冶、注重消閒享樂，出版文化興盛；復以文人游覽時彼此賦得、相

互贈和、圖繪畫卷等文化行為；乃至城市文化的興起、習俗信仰的改變、盛世／

世變文化場域的變轉，無疑使虎丘地景的文化鑲嵌與再現有了不同的轉折與變衍。

本計畫以二年時間，探究明代在不同社會文化脈絡下，透過文學與繪畫等對虎丘

地景的文化再造工程與美學再現機制之書寫行動，如何構築出文人與常民、在地

者與寓居者的想像性認同，使文人與常民、在地者與寓居者從中得以辨識自我與

他者、我群與他群，並作交流與互動？文人社群的我群維繫，如何透過虎丘地景

的空間和實踐，進一步促進我群的認同感與歸屬感？此外，明以前有關虎丘地景

之文化集結、鑲嵌與塑造方式，如何對明代文人與常民、在地者與寓居者產生意

義與認同？虎丘地景在明代不同的社會文化脈絡下，又如何對文人與常民、在地

者與寓居者產生新的意義與認同？虎丘地景如何構成明代文人與常民、在地者與

寓居者日常生活認同的文化符碼？虎丘地景如何為明代文人與常民、在地者與寓

居者刮除重寫，並進而有新的文化詮釋與意義再造？凡此，涉及虎丘地景文化符

碼流傳、賡續的體制及翻轉、移位的機制，是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之一。 

 

此外，民俗節日與節慶、社會儀式與儀節，均為生產與再生產虎丘地景的重

要文化機制之一。民俗節日與節慶、社會儀式與儀節本具世俗化的特徵，具鮮明

的庶民性與地域性，且經常帶有商業、享樂的性質。民俗節日與節慶、社會儀式

與儀節，滲透、密織在文人與常民的日常生活與文化活動中，本計畫一則追索文

人社群與吳地常民如何透過民俗節日與節慶、社會儀式與儀節建構出虎丘地景具

意義性與象徵性的世界；一則關注虎丘地景文化工程的再造與再現及消閒享樂城

市生活的建構與銘刻，如何具體呈顯於明代的文化社會脈絡中。大抵而言，明代

在虎丘地景上，不斷進行著、銘刻了社會交往的儀式儀節及民俗狂歡的節慶儀典，

因而，虎丘地景的文化建構與文化傳衍，由之形成豐采多樣的文化鑲嵌圖譜，則

明代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如何包容多重多樣的文化，虎丘空間提供了如何不同

的消閒享樂的社會氛圍？一套套送往迎來的社會儀式與儀節及嘉年華會狂歡的

節慶與儀典如何為虎丘地景所支持？虎丘文化地景如何跨越古今時空、雅俗距離，

彼此互滲、相互關聯？在古／今文化的傳承、衍異及雅／俗文化的互滲、並置下

產生的文化的辨證與認同的機制為何？虎丘作為一個文化生產空間，其美學形構

與文化意蘊如何在明代不同的文化脈絡、社會群體下展現新的意義再造與文化再

現？其送往迎來的儀式展演及常民狂歡的節慶儀典等社會交往性儀式與消閒享

樂的文化行為，如何透過虎丘地景的意義再造與文化再現，而一一演示為一幀幀

立體化的文化圖景與一幅幅情感化的心靈圖景？凡此，特定地方如何獲得、生產

意義，以及文化如何支持、展演地方等議題，是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之二。 



 

其中主要議題涉及文人與常民、在地者與寓居者如何書寫、建構、銘刻虎丘

地景的象徵性圖像？如何賦予虎丘地景不同的意義再造與文化再現？文人的權

力論述和意義建構如何介入、寫入地景中？虎丘地景的書寫與建構，如何用以凝

聚文人社群，強化彼此情感，彰顯書寫權力？虎丘地景的文化建構與文化傳衍，

如何利用文化領域隔離（territorial segregation）1與身體空間文化移位的跨

界，以標示、呈顯雅／俗的分際與互滲，並在建構過程中蓄意納入有關雅／俗文

化的差異與翻轉？雅／俗文化相遇、互滲之際湧生的協商機制與混融形式，如何

具體再現於虎丘地景中？則本計畫藉由虎丘地景的釐析，當可進一步觀察文化如

何透過一連串鑲嵌於空間形式及再現於空間實踐中而爭辯而改變而再造；而透過

觀看與認同，明代不同群體在虎丘空間所再造與再現的地景，當可視為明人不同

習俗與信仰、思想與觀念所構成的巨幅拼貼，而不同人群及不同習俗與信仰、思

想與觀念，也隨著對虎丘地景象徵性的塑造與再現而適應而轉變。 

 

本計畫為二年期計畫，主要分從虎丘地景與人文建構之衍變、消閒狂歡與社

會儀式之展演、文人常民與虎丘地景之再造、觀看認同與文化建制等面向，論析

明代圖像、詩、小品文、劇本中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 

 

二、文獻探討 

有關明代虎丘地景的相關研究，目前仍較少學者關注，日本學者吉田晴紀〈關

於虎丘山圖〉一文，爬梳虎丘空間由明代初、中、晚期之意義生產與轉變，認為

明初虎丘是文人文化雅集、送別、消遣的地方，文人圖繪創作多以寄託理想和情

感為主；中期則多描繪富有象徵性的地形和建築物，而具真正實景圖之性質；後

期則轉具導游圖之性質而明顯帶有商業色彩2。吉田晴紀觀察不差，但文本背後

之深層意涵，實可進一步釐析。本計畫除全面而深入掌握明代文學、繪畫、方志、

民俗、儀式等文本空間及出版行業的代理操作，如何作為虎丘地景文化銘刻與建

構的多重中介，並賦予虎丘地景新的轉義結構，其中並藉用文化地理學3中有關

地景、地方、場所、空間等論述，及空間理論、意識形態、權力等分析，期能更

深入分析明代虎丘地景文化書寫之深層意蘊與轉義結構。 

                                                      
1
 Mike Crang：「不同文化複製自身的最明顯方式之一，就是利用領域隔離（territorial segregation)。 

這種過程可見於城市之中，當地不同幫派以塗鴉來標示地盤。」同註 1，頁 6。 
2 參吉田晴紀：〈關於虎丘山圖〉，見單國強：〈空前盛會話吳門──故宮博物院「明代吳門繪畫

國際討論會」巡禮〉，《新美術》，1991 年第 1 期，頁 32；鄭文惠：《詩情畫意》──明代題畫

詩的詩畫對應內涵》（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年初版），頁 249-250。 

 
3
 參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

年初版）；周憲、許鈞主編，愛德華．W. 蘇賈（Edward W. Soja）著，王文斌譯：《後現代地理

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年第 1 版）；Richard Peet 著、

王志弘、張華蓀、宋郁玲、陳毅峰譯：《現代地理思想》（臺北：群學出版公司，2004 年 1 版）

等書。 
 



 

本計畫原始文獻類型計分為以下各類：1.明代文人文集 2.明代小說 3 明末

清初傳奇 4. 明代方志 5.明代文人畫、職業畫、版畫 6.史書。因本計畫採跨領

域之研究方式，故而兼重文學、繪畫、方志、民俗、儀式等文本，其中除史書、

方志外，尤以明代中、晚期文人文集、小說、文人畫、職業畫、版畫及明末清初

傳奇文本最須關注，是釐析明代虎丘地景文化書寫之深層意蘊與轉義結構之重要

文本。如王鑨《秋虎丘》等傳奇文本，是演繹虎丘地景真娘圖像的重要文化文本，

真娘作為明末清初歷史變局下兒女情長與家國意識道德化形象與文化敘事的中

介，既體現出明末清初文人社群對世變、流離的真實感受與超越向度外，也是文

人重新堅持道德綱常以超越現實苦難的文化象徵圖像與身分認同的文化符碼，而

成為虎丘輓歌地景的一幅獨特圖像，述說著文人道德心靈地理版圖的變／不變與

游移／擺盪。然而，迄今學界仍罕見相關研究，原始文獻更塵封於書堆中，遑論

虎丘本是戲曲展演的聖地，蘇派劇作家留存至今的戲劇文本質量俱豐！因而本計

畫第一年以明代中期文學與繪畫及晚明小品文文本為主；第二年以地理方志及元

末明初與明末清初戲曲小說文本為主，探討明代虎丘地景所再現出一種兼及品味

的、消費的、家鄉的、世變的社會地理學。 

 

三、研究方法 

地景（landscape）一詞為兼含有形的地勢與視野的概念4，且著重於人在地

方空間中，如何透過一種觀視機制與觀視位置以觀看地方風物，進而開啟欲望的

流動與情感的認同。地景是人與地方互涵共生而形塑出一具情感性與意義性的空

間，在時間軸線與空間向度的發展歷程上，地景因不同社群的匯集、融入及地方

文化在空間中的散播、傳衍，往往呈現出一極為複雜豐富而流動變化的文化景觀。

在不同社會文化脈絡中，地景因人的觀看與認同而富涵文化意味：人與地方相互

定義，彼此賦意，既塑造出一定的社會關係，也再現出獨特的表意系統，使地景

涵具豐富的文化象徵意義；具體展現在此一空間中的日常生活與文化活動，也被

賦予一定的社會價值與人文意涵，述說著人與地方互為定義所塑造的社會關係，

及支持此一社會關係的日常行為與文化思維，故地景可謂是地方文化的整體象徵

再現，而地方的日常生活與文化活動不啻是地景的主要文化徵候。 

 

                                                      
 
4
 有關地景的分析，可參考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

巨流圖書公司，2003 年初版）；周憲、許鈞主編，愛德華．W. 蘇賈（Edward W. Soja）著，王

文斌譯：《後現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年第 1

版）；Richard Peet 著、王志弘、張華蓀、宋郁玲、陳毅峰譯：《現代地理思想》（臺北：群學出

版公司，2004 年 1 版）等書。 



再則地景實質也「反映了某個社會──文化──的信仰、實踐和技術。」5地

景代表了不同社會過程中知識系譜的建構和物質技術的體現，除再現出不同世代

的社會信仰結構、民情風俗和知識技能外，也特具鮮明的文化區域性格與地方生

活樣態。在一定的社會結構與文化脈絡中，地景實質涵攝、指陳了人／地方、生

活／土地多元而複雜的關係與流動而變化的動態結構，再現出一定文化區域下人

性欲求的基本面向與核心要義，及地方生活的獨特樣態與理想假設。此外，伴隨

著特定的文化建制行動，地景紀錄著隨時間而來的文化變遷，並遺留下獨特的再

造軌跡，除反覆的文化積澱而出現典型地景或類屬地景（generic landscape）

外，在不斷刮除重寫（palimpsest）的文化再造工程中，地景上原有的文化銘刻，

也隨著反覆的消除、雜混而變異而轉新。6地景隨著文化風尚的轉移與價值觀念

的變遷，隨之而來即需要新的形式與新的賦意，在不斷的增添、置換、變化與重

寫中，既開顯了地景的文化風姿，也抹除了地景的文化殘餘，豐富地呈顯文化地

景流動的變貌。同時，地景又滿佈著有關其意義建構與權力交鋒的爭奪、較量與

協商的痕迹，因而觀察地景如何對不同社群有著不同的情感與意義，以及其中的

情感與意義如何產生變化、重構與捲入權力爭奪中，無疑是地景文化再現與意義

再造的重要課題。因而本計畫兼而適切援引文化地理學、空間權力、意識形態等

論著，以深化論述。再者，虎丘作為明代城市文化興起的一個新的空間實踐，因

近城而游冶風氣熾勝，又是文人與常民祈福、解憂、消愁、享樂的重要民俗禮儀

空間，故而留存大量文學、繪畫、方志、民俗、儀式等文本，本計畫參酌圖像理

論、視覺文化 、文化地理學、空間權力、意識形態 、敘事學、接受美學、讀者

反應、消費文化、大眾文化、文化研究等論述，分析明代虎丘地景兼涵文人品味、

文化消費、家鄉生活、及文化世變的社會地理學，以呈顯虎丘地景流動而衍異的

文化變貌。 

 

  本計畫大體分從下列幾個面向相互取徑、交互進行： 

1. 文學、圖像文本閱讀分析：以明代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所留存大量的文學、

繪畫、方志、民俗、儀式等文本為分析主軸，詮析文學文本的敘事修辭策略

及繪畫文本中文學／圖像互文修辭所再現虎丘地景的文化整體變貌及其深層

的文化底蘊。 

                                                      
5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 年初

版），頁 18。 
6
 Mike Crang 著重新舊世界之間的文化往來，宜以刮除重寫（palimpsest）的觀念詮釋文化地景，

而此一詮釋當結合地景在時間上的發展，以及文化在空間中的散播（diffusion）──觀念、言

行與技術的傳播。同註 1，頁 18、27－28。Beatrix Potter 云：「地方經驗的文學意義，以及地方

意義的文學經驗，都是活躍的文化創造與破壞過程的一部分。它們並非起源或終止於某個作家。

它們並非隱於文本。它們並非包含於作品的生產與傳布之中。它們並非源始於或結束於讀者身

份的模式與特質。它們是上述一切，以及更多事物的函數。它們是累積性表意作用之歷史漩渦

中的每一刻。」Thrift,N.(1981)｀Literature,the Production of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Antipode 12, p.12. 



2. 觀念啟迪、轉化與反省：深入閱讀西方有關文化地理學、空間權力、意識形

態、圖像理論、視覺文化、敘事學、接受反應理論、消費文化、大眾文化、

文化研究等論述，適切援引、轉化其理論方法，並綰結中國古典相關文學∕

圖像之論述，作為本研究思考的觸媒以及方法的基石，以開拓、深化本專題

計畫的詮釋視野。 

4. 文學／繪畫的互文詮析：明代虎丘地景文化書寫中的繪畫文本，涉及文學／

繪畫的互文方式與轉喻機制，其中並存著一種沿襲性的套語結構及新異的美

學結構，須在文學／圖像的縫隙中，透過文學／藝術記憶系譜的追蹤求索與

互文詮析的方式，方能對其中所呈顯的文化地景及空間美學的象徵意義有更

深入、更開拓的文化美學的詮釋效力。 

5. 傳播方式與文化世代的轉變：明代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是一兼涵文人品味、

文化消費、家鄉生活、及文化世變的社會地理學，其中涵攝了雅／俗、自我

／他者、我群／他群文化區辨與混融的交互建構歷程，及消費、品味等課題，

本計畫藉由消費文化、大眾文化、文化研究等論述，以深植對明代虎丘地景

的文化書寫的研究。 

 

本計畫二年工作完成如下: 

1. 蒐集、整理、分析明代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所留存大量的文學、繪畫、方志、

民俗、儀式等文本，以詮析文學文本的敘事修辭策略及繪畫文本中文／圖互

文修辭所再現的虎丘文化地景。 

2. 拍攝、掃描明代虎丘地景的所留存的繪畫文本，加以分類整理，並作成《明

代虎丘地景與空間美學》等圖像專輯。 

3. 閱讀、整合、分析有關文化地理學、空間權力、意識形態、圖像理論、視覺

文化、敘事學、接受反應理論、消費文化、大眾文化、文化研究等論述。 

5. 統整各類圖文資料，分類札記，研擬分析之架構，思考方法之適切，並嘗試

透過分析研究，擬構出一套跨界互文研究地景的理論方法與內涵架構，以建

構品味、消費、家鄉，及世變地理學的論述模式。 

6. 共發表二篇論文--公共園林與人文建構：明代中期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觀

看與認同：明代小品文中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 

 

本計畫第二年研究著重於: 



1. 本計畫第一年以明代中期文學與繪畫及晚明小品文文本為主；第二年以地理

方志及元末明初與明末清初戲曲小說文本為主，探討明代虎丘地景所再現出

一種兼及品味的、消費的、家鄉的、世變的社會地理學。從中擬以一種跨文

類、跨學科的分析方法，以開拓出跨界互文研究地景的理論方法與內涵架構，

以建構品味、消費、家鄉，及世變地理學的論述模式。 

2. 明代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關乎文學／繪畫、情欲／教化、觀看／被看、生

產／消費及雅／俗、公／私、男／女、常民／文人、在地／寓居等論述範疇，

藉由參酌、援引、轉化中西相關論述，當能對明代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作

更深層的文化美學研究，以提供跨界互文研究一個新的學術取徑的路向。 

3. 第二年共發表二篇論文--世變與地景：《秋虎丘》的文化敘事；樂園想像與文

化認同－－桃花源的建構與接受。 

3. 透過本計畫之執行及實際指導研究助理進行之分析，並兼及文學／圖像互文

修辭、文化地理學、空間權力、意識形態、敘事學、文化理論、消費理論與

大眾文化等相關資料的蒐集、整理、判讀、建檔，以厚植學子學術能力，並

開發學子研究潛能，使學術研究可有效承傳。本計畫第一年執行，研究助理

工作內容及實際研究成果如下: 

 

博士後研究助理 

 

博士後研究助理陳碩文參與前期計畫之主要工作項目為赴各大圖書館收

集相關資料，搜尋期刊及網路資源，以建構與本計畫相關之書目資料庫。除

先後造訪台灣各大學圖書館、中研院與國家圖書館收集及閱讀材料外，其主

要工作成果為閱讀、翻譯與文化地景相關之外文理論，並撰寫摘要及讀書札

記： 

 

 (1)建構文化地景理論資料庫 

 

本研究計畫旨在探討明代吳地常民與文人社群如何透過文學、圖像、方志、

民俗、儀式等話語實踐，賦予虎丘地景新的審美形式、社會意涵及文化功能；

成為吳地常民與文人共同形構的重要文化地景。本計畫在參考現今存有關於

虎丘地景之大量文學、繪畫、方志、民俗、儀式等文本外，也擬參酌圖像理

論、視覺文化、文化地理學、空間權力、敘事學、接受反應理論、消費文化、

大眾文化、文化研究等論述，分析明代文人之虎丘地景書寫的文化地理學，

以呈現虎丘地景流動而衍異的文化變貌。因此博士後人員之主要工作內容之

一，便是赴各大圖書館(包括中研院近史所、文哲所圖書館、台大、政大圖



書館)及政大中文系「近現代報刊與文化研究室」特藏庫，收集及整理有關

文化地理學、空間權力、圖像理論、視覺文化、消費文化、文化研究等書目，

建構相關研究之資料庫。目前該資料庫已收有學界對於文化地理學相關理論

及研究書目數百筆。 

 

(2)地景理論重要書目摘要札記 

 

    除建立資料庫以外，博士後助理亦須閱讀重要地景理論書目，寫作摘要、閱

讀心得及札記。因本計畫旨在考察明代吳地常民與文人社群對虎丘地景的文

化書寫及公共園林的人文建構，如何展演出話語主體的思維方式與觀念價值，

再現出社會的文化建構和社群的身分認同等議題。因此該博士後助理的主要

閱讀範疇亦著重在文化地景與文學書寫、身體展演與文化空間、地方想像與

文化論述等議題。在書目閱讀部份，以較有學術影響力之西文著作為優先，

以對西方文化地理學相關研究領域做一全面性了解。此外，國際漢學界所出

版的明代文人生活及文藝活動相關研究，尤其是與明代文人、園林、文化書

寫有關的文字亦將優先摘錄選讀。目前資料庫中已收有人文地理學理論發展

流變專文，以及重要理論書目摘要數十本，閱讀札記數十篇。 

 

(3)建置薦購書單 

 

搜查完相關書目後，博士後助理並向校方薦購圖書，協助校內圖書館及系圖

建置相關理論圖書資料庫，以利同學查詢利用。 

 

(4)支援圖文資料收集 

 

本研究計畫擬援引明代文學、繪畫、方志、民俗、儀式等文本，析論明代文

本如何想像地理，述說地方，建構地景，並考察吳地常民與文人社群觀看虎

丘園林的方式，及其展演出的文化論述。因此該研究助理亦在各大圖書館中

搜羅與本計畫相關之各類圖象資料，依不同類型及時代歸納與統整，解析其

中內涵與技巧，並說明其中所呈現的地景想像。目前搜尋方向主要以敘及虎

丘地景地貌的地圖與畫像為先。 

 

(5)撰寫地景文化相關研究議題論文 

 

本人亦指導該博士後研究助理參加 2010 年於東華大學舉辦之文學傳播與

接受國際研討會，發表與其研究領域相關之上海都會地景文化想像有關之

論文：〈三十年代上海文藝畫報中的現代—以《時代》畫報為中心的考察〉。 

 



碩士班研究生助理 

 

碩士班助理共有兩名，負責虎丘相關文獻之搜集與整理。孫慧君負責文人名

錄的整理與建構，陳麒如、林依潔共同負責文本文獻查找的工作。 

 

(1)文獻查找 

 

目前該組文獻搜集的進度主要以兩大範疇為主。 

 

一為地理志書，採總志（如清嘉慶重修一統志）與方志（如蘇州地方志）雙

頭並進的方式，先在中國基本古籍庫及四部叢刊資料庫中檢索與虎丘（包括

虎丘、虎丘之異名、及其中各地景名稱等）相關之史料，若資料庫中無全文，

則直接翻閱紙本搜集，並以明清兩代所修志書為主要搜羅對象。 

二為文人文本，此資料搜集範疇較地理志書零散，故該組進行方式是先地毯

式在地方志中檢索籍貫為蘇州，或曾在蘇州寓居、作官的明文人名單，整理

成名錄後，以年份斷代，再從此名錄中一一查找其作品中與虎丘相關的文本

文獻，另外也配合大學部助理所查找的經典化文人名錄來檢索文本文獻。 

 

(2)建構資料庫 

 

目前該組對明末清初虎丘相關文人文本的資料搜集成果較豐富完整，已建構

出初步架構，內容則包含了詩、散文、小說、傳奇。除虎丘外，資料收集的

範圍並旁及太湖等以虎丘為中心向外幅射出的其他地方之文獻資料。也包括

嘉慶重修一統志關於蘇州府等方志資料。 

 

大學部研究助理 

 

    該組有大學生助理三名：林穎君、陳雯鈺、麥卉婷、陳詩瑋、陳姿霖。主要

工作項目為協助本計畫主持人處理文書處理、研究經費帳目管理等實務性事

務。此外，該組亦機動性支援其他計畫助理之資料收集及文獻查找工作。 

 

    (1)搜尋資料 

 

大學部助理分頭閱讀文學史、散文史和小品文史、戲劇史，整理出明代已被

經典化、文學史化的文人名單，接著進一步將之分為出生於蘇州、或曾流域

蘇州的文人，以及非蘇州文人兩個範疇；再來便是在資料庫中搜尋出與關鍵

字「虎丘」相關之資料，篩選出老師可能需要的文本內容並建檔。 



所建檔的文人名冊如下：蘇州文人：王心一、王世貞、李流芳、宗臣、唐順

之、徐弘祖、張溥、張鼐、陳仁錫、陳繼儒、馮夢龍、黄淳耀。非蘇州文人：

文震亨、王思任、田汝成、李日華、李贄、祁彪佳、胡應麟、茅坤、夏完淳、

徐渭、袁宏道、袁中道、袁宗道、屠龍、曹學佺、湯顯祖、程嘉燧、費元禄、

虞淳熙、趙世顯、鄭二陽、蕭士瑋、謝榛、歸有光、魏學洢、譚元春、黄汝

亨。 

 

本組另外還負責計畫主持人交付的掃描圖片、製作投影片、掃描書籍等工作。

如完成周憲著：《視覺文化的轉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1

月第 1版）、強納森‧柯拉瑞著；蔡佩君譯：《觀察者的技術：論十九世紀

的視覺與現代性》（台北市：行人，2007 年 9 月第 1 版）、曾軍著；金元

浦、曾軍主編：《觀看的文化分析》（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8 年 5

月第 1版）、【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著；胡應敏等譯：《文化轉向》（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 10月第 1 版）、陳永國主編：《視覺文化

研究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1月第 1版）等書籍的掃描及

建檔。 

 

(3)公文 

 

本組人員亦負責公文往來及經費核對等較庶務工作。其中穎君主要負責圖書

設備費、業務費的報銷；卉婷負責請假、國外差旅費報銷等事宜。雯鈺則負

責行政工作，收集文件及發票，以及使用電子公文系統進行報帳、申請作業。 

 

四、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第一年主要聚焦於明代中期文學與圖像及晚明小品文中虎丘地景的

文化書寫，共發表兩篇論文--公共園林與人文建構：明代中期虎丘地景的文化書

寫、觀看與認同：明代小品文中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研究首先爬梳虎丘空間之

命名與賦意，以論析其歷史淵源與歷時性自然空間／人文遺跡詮釋之衍變；一則

著重於明代中期以還，城市商業文化的興起，文化消費享樂風氣的勃興、世俗游

賞風氣的盛行、吳地常民與文人社群多重中介的文化書寫，虎丘作為一座新興的

城郊公共園林，其地景的銘刻與建構所呈現出物質技術與文化消費全新的文化地

貌，並展現為文人與常民雅／俗匯聚、交疊的文化空間，其中尤關注於雅／俗、

我群／他群的區辨與疊滲，如何呈顯於虎丘地景的權力爭奪中？吳地常民與文人

社群又如何以文學、繪畫、民俗、儀式等多重中介之話語實踐，書寫虎丘公共園

林文化地景作為消費享樂、文化儀典展演的社會空間？其中又如何再現出吳地常



民與文人社群特殊的生活方式與美學風格，及具共同歸屬感與認同感的空間形式

與美學意蘊。明以前虎丘地景文化集結、鑲嵌與塑造的方式，如何對明代吳地常

民與文人社群產生意義與認同；乃至在明代吳地常民與文人社群刮除重寫的文化

詮釋與意義再造過程中，如何產生新的意義翻轉而凝塑出新的文化認同？凡此，

明代文學、繪畫、方志、民俗、儀式等文本空間中所再現虎丘地景不同的敘事／

抒情形式，實質對應於吳地常民與文人社群的人生感知、生命價值、知識系譜，

及社會的物質技術、消費風氣、文化風尚，而述說出虎丘地景的文化變貌與城市

生活的興起等涉及虎丘地景文化符碼流傳、賡續的體制及翻轉、移位的機制。 

 

公共園林與人文建構：明代中期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觀看與認同：明代小

品文中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二文主要援引明代中期文學、繪畫與晚明小品文等文

本，論析文本空間中如何想像地理，述說地方，建構地景，從中考察吳地常民與

文人社群如何展演虎丘地景作為公共園林社會空間的編派原則，及其中所再現的

地方文化日常倫理；在論述人與地方的社會關係與情感意義的同時，也關注虎丘

公共園林文化地景的建構過程中，吳地常民與文人社群所佔據的觀視位置及不同

的觀看方式，如何展演出一齣齣消閒、狂歡的文化盛宴；又如何在權力爭奪的場

域中再現為一場場的文化建制行動。尤其明中葉以後，虎丘公共園林文化地景藉

由游覽、消費及文學、繪畫、方志、民俗、儀式等多重中介之文本空間，如何藉

由視覺與聽覺地景再造等一系列的修辭策略與表意方式，再現為一兼涵世俗歡樂

與節慶狂歡的行樂空間。 

 

文學與繪畫等文本作為吳地常民與文人社群書寫虎丘地景的重要媒介與多

重中介，吳地常民與文人社群透過書寫、圖繪與儀式展演等意指實踐過程，除表

達了虎丘公共園林文化地景上人與空間的多重關係與多層意義外，也描繪出身體

空間與文化移動的不同關係與多元意義。明代中期以來吳地常民與文人社群文學、

繪畫、方志、民俗、儀式等文本空間中建構虎丘地景的文化表意方式與修辭策略，

除呈顯常民與文人的地方經驗、生活樣態、思想情感，以及如何看待自然山水、

人文遺跡與日常生活外，也為文人在虎丘的地方經驗提供了地方感7的應對與召

喚，透過文學、圖像、民俗、儀式等具召喚應對的敘事與抒情功能，虎丘公共園

林文化地景也因而更有獨特的精神意蘊而深具場所精神（genius loci）8。經由

文學、繪畫、方志、民俗、儀式等文本召喚在場的敘事與抒情，明代中期以來虎

丘公共園林文化地景無疑深化了吳地常民與文人社群的歸屬感與認同感。至於不

同社群在其間也不僅定位出自我／他者、自我／我群、我群／他群的社會角色與

空間位置，更藉由地方感界定了彼此的社會關係與情感認同。吳地常民與文人社

群文學、繪畫、方志、民俗、儀式等文本作為虎丘公共園林文化地景接受與傳播

                                                      
7
 Mike Crang：「空間『歷久』之後，轉變為地方。這些空間的過去與未來，連結了空間內的人群。

這種生活聯繫凝聚了人群與地方；讓人能夠界定自我，與他人分享經驗，並組成社群。」同

注 1，頁 137。 
8
 同注 1，頁 60。 



的多重中介，既賦麗了虎丘地景的地方風物，也支持了虎丘地景中人與地方的依

存與共在關係。且明中葉以來，詩文與圖像文本往往也作為中介角色轉介給觀覽

者，因而詩文圖繪之書寫不免著重於實景與導遊的修辭策略。詩文、畫幅空間中

的虎丘地景，尤多以「聚景式」的園林空間結構疊陳出紛繁的自然／人文地景與

游人行樂之狀；至於詩文與圖像等文本對虎丘自然／人文地景高度而密實的巨幅

拼貼與疊置，一則促成並深化典型地景或類屬地景的出現與銘刻；一則也使詩文

與圖像結構轉而如同實景再現一般，在商品消費的新物質空間中，涵具了商業性

質的導遊功能。則知明代中期以來虎丘地景的接受與傳播，主要藉由游覽、消費

及文學、繪畫等創作與出版；民俗、儀式之展演與召喚作為多重中介，將人與地

方緊密結合起來。其中游覽、消費、出版、民俗、儀式是確保文學、繪畫等文本

作為地景中介物生產與再生產的重要文化機制，兼有社會的、經濟的、技術的性

質。 

 

明代中期以來文人書寫、建構虎丘地景，多拼貼、並置虎丘地方風物與文化

事典，並進而孳衍、變異，呈現出新的轉義結構。文學、繪畫等文本藉由文化事

典、文學記憶與地理知識拼貼所再現的虎丘地景，不僅建構、銘刻了虎丘地景的

典型地景與類屬地景；透過文學、繪畫等文本的意象組構與文化視域，也產製出

相關地理知識，而傳衍了地景的文化意蘊。 

     

明代中期以來文人在虎丘地景歷史／現實空間的相互詮解中，往往呈現出

「懷古」與「銓真」、「禪心」與「霸氣」、「游觀」與「身觀」的深層辯證，透過

「懷古」與「銓真」、「禪心」與「霸氣」、「游觀」與「身觀」的反覆辯証與相互

詮解，無疑再現出一種屬於文人新的心理現實。佛剎禪悟與冶遊行樂文化圖像的

拼貼並置、現實／歷史迴環對顯的美學形構，透過記憶重生與應對召喚，既再現

出現實與歷史疊影而同構的關係，也異質而相生出複雜而辯證的意義之域。文人

在記憶的心理召喚機制下與想像的意指實踐歷程中，既重寫歷史的當下，也抹除

了歷史的殘餘；在主體心靈化的召喚儀式下，不免也重鑄、再現於生命存有與現

實感性的人生內蘊中，地景也轉而成為具感覺結構與情感性質的空間變體，記憶

／歷史中的虎丘地景，翻轉展現為一種現實／理想的象徵性話語結構，再現出明

代文人所著重的感性生命與主體情致。 

 

此外，明代中期以來吳地的茶與吳人的茶癖是建構、銘刻虎丘地景的重要物

質構成與精神符碼，其中陸羽典實尤是茶作為虎丘文化再造物的重要文化符碼，

吳地的茶作為建構、銘刻明代虎丘地景的重要物質構成，往往是文人標榜高情雅

懷的象徵物，也成了吳人遠遊在外的鄉思之物與精神符碼。家鄉故土本是文人深

層心理情感中的精神聖殿，友朋高誼更是文人遠游在外精神慰藉的依托，虎丘勝

景勝跡勝物成了展演友朋辭別與懷念家鄉的主要情感中介；家鄉與友倫作為文學、

繪畫等文本中的地理建構，實涵具了深刻的社會倫理價值與強烈的地域文化意



識。 

再者，雅／俗文化、他群／我群相遇、互滲之際所湧生的協商機制與混融形

式，亦具體再現為慶典空間中，如袁中郎〈虎丘〉9一文描述虎丘中秋的視覺地

景與聽覺地景：無論是游人往來，紛錯如織與衣冠士女，靚妝麗服的視覺觀看，

或是由千百人爭唱，以迄一人清唱的聽覺聆賞，無非道盡常民與文人觀視機制的

互滲、混融，因對地景風物的共生共感而能描繪如畫，移步換形；更能四座屏息，

聽而下淚。至於記憶過往任職吾令時，歌者「避匿」而去所隱涵觀視位置的不同，

也因即將「去宦」作「吳客」，有新的相遇及混融的可能。〈朱司理〉一文則更表

述與市井屠沽、山鹿野獐、街談市語「渾淪作一團」，而體悟身／世、淨／穢、

魔／佛原不相礙的「快活」
10
哲學。凡此均說明品味地理學既具文化區辨的性格，

也涵具文化滲融的功能。 

 

雅／俗、他群／我群的文化辯證，本是一個牽涉同／異、內化／抗逆與記憶

／召喚、投射／認同的內在心理迴路。大體而言，同一社群操弄著不同的表意實

踐與文化敘事，以發展出有效區隔、辨識他群的文化機制與文化理念。社群文化

領域的區隔，往往以象徵性的方式反應在區域性的社會儀式、日常生活與文化敘

事的再造上，用以凝聚共同體的情感內聚力，並賦予集體行動與身分認同的可能

性。我群／他群的界線與差異，往往構成認同的論述，但社群界線本具游移性，

社群也會分化，隨著詮釋權力的介入與爭奪，人與地方所發生的社群關係，也會

隨之裂變、衍異，更何況認同又是經由與他者不斷異置、指涉、對話、協商而來

的，則自我／他者、我群／他群、雅／俗的表意修辭策略與意義生產機制，也在

不斷疊滲、混融的交互建構空間中，恆常處於一種文化再造的歷程。  

 

本計畫第一年以明代中期文學與繪畫及晚明小品文文本為主，研究成果主要

展現於公共園林與人文建構：明代中期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觀看與認同：明代

小品文中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兩篇論文中；第二年以地理方志及元末明初與明末

清初戲曲小說文本為主，探討明代虎丘地景所再現出一種兼及品味的、消費的、

家鄉的、世變的社會地理學。其中明人透過觀視位置與觀視機制以觀看地方風物

所開啟的慾望流動，尤關乎一種凝視的空間層級與文化再現。凝視是建立在社會

的關係、能力及慾望、認同的基礎上；觀看／被看可視為一組慾望與主體的相對

位置，在觀看／被看的觀視行為中，凝視之處往往標誌著主體的位置與慾望的投

射。明代中期以來虎丘空間豔冶行樂、耽溺情色的文化風貌，既體現出俗世歡娛

的一面，也具體而鮮明地呈現出虎丘品妓冶艷的地景。明代中期以來文人社群透

過記憶應對的方式，往往將真娘作為虎丘地景文化再造物的意指形象，透過意指

                                                      
9
 袁中郎：《袁中郎全集‧袁中郎遊記全稿》（台北：清流出版社，1976 年初版），〈虎丘〉，頁１

-2。 
10 袁中郎：《袁中郎全集．尺牘．朱司理》（台北：清流出版社，1976 年初版），頁 53。 



結構的象徵置換，真娘魅影被轉異為風流、情色的文化符碼；然而在明末清初的

歷史變局下，文人往往挪用真娘墓作為意義再造與文化再現的主要敘事／抒情符

號，而被納入才子佳人與家國共構的文化想像體中，呈現出情愛貞節與忠誠俠義

的相互定義與彼此詮解11。文人社群在流離／歸屬的情感擺渡空間中，真娘的文

化編碼是作為兒女情長與家國意識道德化形象與文化敘事的中介，真娘以一種詩

性的記憶，在明末清初的歷史變局下被再製為傳奇故事，所再現愛情與家國互為

定義、辯證的文化符碼，也體現為一種世變、流離的真實與超越。另如虎丘地景

中的五人墓，也述說著文化世變中的人事滄桑與家國意識，與真娘墓成了明末清

初虎丘的輓歌地景，述說文人道德心靈地理的變化：既是文人悼念美好生活的結

束及家國衰敗消亡的隱喻符碼；也是在地方蝕落與家國衰亡的當下，重新堅持道

德綱常以超越現實苦難的文化象徵圖像與身分認同的文化符碼。 

 

大體而言，明代中期以來文人透過送往迎來的社會性交往儀式、民俗節慶狂

歡身體的文化展演，以及游冶行樂身體空間的文化位移，再造出虎丘地景作為人

與地方的依存關係，著重於一種對日常生活的玩味品賞、友倫關係的高度看重及

游冶行樂的自在追求；乃至於常民生活更多體現在節日慶典儀式的空間性實踐歷

程中。在慶典儀式空間性實踐中，狂歡身體逸離於常規常態，遊走於臨界空間中，

繼而獲致愉悅、自由、享樂的現實感性的當下滿足。無論是在社會交往儀式、民

俗節慶展演或日常游冶行樂中，人站在一個觀視位置上，透過一種觀視機制，以

觀看地方風物，無疑開啟人與地方的情感認同與欲望流動；人從中也重新結構個

人生活與公共生活，及自我／他者、我／我群、我群／他群的關係，並進而建構

人與地方新的感覺結構和社會關係，而再現出一種兼及品味的、消費的、家鄉的、

世變的社會地理學。此為第二年計畫之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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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黃孝子尋親記》《蘇武牧羊記》10.《伍倫全備忠孝記》11.《張巡許遠雙

忠記 (重校)五倫傳香囊記》12.《南調西廂記》《馮京三元記》13.《雙珠記》

14《鮫綃記》《連環記》15.《韓信千金記》16.《裴度香山還帶記》 17.《姜

詩躍鯉記》 18.(重校)《金印記》 19.《王商忠節癸靈廟玉玦記》 20.《林

寶劍記》 21-22.《明珠記》23 《明珠記》24《懷香記》 25《四喜記》 26.

《浣紗記》 27.《紅拂記》 28.陸天池《西廂記》 徐孝克《孝義祝髮記》 29.

《灌園記》 《竊符記》 《虎符記》 30-31.《嗚鳳記》 32.《繡襦記》 33.(李

卓吾批評)《玉合記》 34.《曇花記》 35. 屠隆《修文記》著 36.《綵毫記》 

37.李十郎《紫簫記》 38-39. 湯顯祖《牡丹亭》40. 湯顯祖《紫釵記》41.

湯顯祖《邯鄲》42. 湯顯祖《南柯夢》 43.(重校)《十無端巧合紅蕖記》44. 

勝樂道人編《長命縷》《埋劍記》 45. 沈璟《雙魚記》、《義俠記》46.《桃符

記》 《種情》 47. 沈璟《博笑記》/撰 48.《衫記》 欈李大荒逋客《冬記》

撰 49. 王登編輯《竇禹全德記》葉良表《管鮑分金記》50.《獅吼記》 51. 陳

昭遠《環翠堂樂府三祝記》52. 汪廷訥《環翠堂樂府投桃記》、《環翠堂樂府

彩舟記》53.《環翠堂樂府義烈記》汪廷訥《環翠堂樂府重訂天書記》54-55. 

鄭之珍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 56.《雙烈記》57. 任誕軒編《鸚鵡洲》《櫻桃

夢》 58. 陳廣野重編《麒麟罽》任誕軒重編《靈寶刀》 59. 許自昌《水滸

記》60.《橘浦記》61. 許自昌改訂《靈犀佩傳奇》《節俠記》 62. 許自昌改

訂《種玉記》(玉茗堂批評)63.《玉簪記》64.《節孝記》65.《丹桂記》董元

卿《旗亭記》 66. 徐復祚《紅梨記》 67.《投梭記》68.《新刻司馬相如琴

心記》69.《琴心記》70.《宵光記》《五鬧蕉帕記》71. 金懷玉輯《狄梁公返

周望雲忠孝記》72.《金蓮記》73.《錦箋記》櫻桃記》會稽史叔考氏編 74.

《新刻宋璟鶼釵記》《吐絨記》75.《鸞鎞記》《金鎖記》76.《韓夫人題紅記》

《劉漢卿白蛇記》77.《八義記》78.《量江記》三桂聯芳記》79.《武侯七勝

記》《鐫新編全相霞箋記》80.《八義雙盃記》《西湖記》81. 吳德修纂集《東

方朔偷桃記》《劉秀雲臺記》82. 呂人《雙鳳齊嗚記》，蘇漢英編次《黃梁夢

境記》 83.《(玉茗堂批評)焚香記》84.《春蕪記》《綵樓記》85.《周羽教子

尋親記》86.《龍膏記》87.《玉鏡臺記》88.《奇遇玉丸記》弄珠樓 89.《東

郭記》90.《醉鄉記》91.《(玉茗堂批評)異夢記》92.《景園記傳奇》 93.

《臙脂記》凌雲記》94. 朱京藩《小青娘風流院傳奇》95.《(玉茗堂批評)

續西廂昇仙記》《魏監忠記》96.《蝴蝶夢 97.《元宵鬧傳奇 雙螭璧 98.《青

虹嘯傳奇 續精忠記》99.《厓山烈傳奇 遍地錦 100.《上林春 101.《鴛鴦縧



傳奇 102. 孟稱舜《節義鴛鴦塚嬌紅記》 103. 孟稱舜《張玉娘閨房三清鸚

鵡墓貞文記》104.《二胥記》105.《夢花酣》 106.《鴛鴦棒 107.《綠牡丹

傳奇》 108.《療拓羹記》109.《畫中人傳奇 110.《西園記》111.《情郵傳

奇》112. 《（譚友夏批點）想當然傳奇》 113.《花筵傳》《望湖亭記》114.

《翠屏山》《新刻回春記》115. 《 (譚友夏鍾伯敬批評綰春園傳奇》 116.

《(墨憨齋重定)三會親風流夢》 117.《(墨憨齋重訂)鄲夢傳奇》 118.《(墨

憨齋重訂)女丈夫傳奇》《(墨憨齋詳定)酒家傭傳奇》 119.《(墨憨齋)新灌園

傳奇》 120.《(墨憨齋重定)夢磊傳奇》 121.《(墨憨齋新訂)精忠旗傳奇》 122.

《(墨悠齋新定)灑雪堂傳奇》 123.《(墨憨齊重訂)量江記》124.《(墨憨齋

重訂)西樓楚江情傳奇》 125.《(墨憨齋訂定)萬事足傳奇》 126.《(墨憨齋

重訂)永團圓傳奇》 (墨憨齋重定)雙雄傳奇》 127.《荷花蕩 十錦塘 128.

《(筆來齋訂定)二奇緣傳奇》 129.《(遙集堂新編)馬郎俠牟尼合記》130.

《(詠懷堂新編)十錯認春燈謎記》131.《(懷遠堂批點)燕子箋 132.《(詠懷

堂新編勘)蝴蝶雙金榜記》133.《秣陵春傳奇》 134.《紅情言 135.《(劍嘯

閣自訂)西樓夢傳奇》 136.《(一笠菴新編)一捧雪傳奇》 137.《(一笠庵新

編)人獸關傳奇》 138.《(一笠翁新編)永團圓傳奇》 (一笠菴新編)占花魁傳

奇》139.《千鍾祿 》140.《一笠庵新編兩鬚眉傳奇》141.《一笠庵新編第七

種傳奇眉山秀 》142.《一笠庵彙編清忠譜傳奇》143.《牛頭山總綱全集 》

144.《麒麟閣 》145.《滑稽館新編三報恩傳奇》146.《竹葉舟傳奇》147.

《三社記》148.《鬱輪袍傳奇》149.《錦傳奇》150.《詩賦盟傳奇》151.《明

月環傳奇》152.《金鈿盒傳奇》153.《孔夫子周遊列國大成麒麟記》154.《新

刻評林全像班超投筆記》155.《新刻魏仲雪先生批評投筆記》156.《釵釧記》

157.《袁文正還魂記》158.《新刻出像音註何文秀玉釵記》159.《新刻出像

音註韓湘子九度文公昇仙記》160.《識閒堂第一種飜西廂 》161.《泊菴芙蓉

影 》162.《新鐫全像藍橋玉杵記》163.《鳳求凰 》164.《偷甲記》165.《精

忠記》166.《唐韋狀元自箜篌記》167.《荔鏡記戲文 》168.《高文擧珍珠記》

169.《范睢綈袍記》170.《新刊音註出像韓朋十義記》171.《新刻全像古城

記》172.《新刻出像音註劉玄德三顧草廬記》173.《四美記》174.《金花記

傳奇》175.《羅衫記傳奇》176.《擧鼎記傳奇》177.《紅梨花記》178.《倒

浣紗傳奇》 

王利器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胡廣等奉修：《明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初版) 

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計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湯綱等：《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上冊），1991年（下冊）。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  

李東陽纂、申時行重修：《大明會典》，（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年不詳）  

余卿修、周徐彩纂：《紹興府志》（據清康熙五十八年刊本），北市：成文出版社，

1983 年。  

《萬曆通州志》（江蘇省）《天一閣藏明貸方志選刊》，1963年上海古籍書店據寧

波天一閣藏明萬曆刻本景印，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1年。 

孟森：《明清史研究刊續編》，臺北：南天出版社，1987年。  

孟森：《明清史研究叢刊》，臺北：南天出版社，1987年。  

謝正光：《明遺民傳記資料索引》，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0年。  

謝正光、范金民《明遺民錄彙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二） 明代文人畫、職業畫、版畫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台北：廣文書局，1977 再版) 

董其昌等撰：《明清人題跋五十一種》景印本（台北：世界書局，1962 年初版） 

屠隆：《畫箋》美術叢書初集第六輯 

朱存理：《珊瑚木難》適園叢書第 15函 

（傳）趙琦美編：《趙氏鐵網珊瑚》(台北：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九集 

張丑：《清河書畫舫》(台北：學海出版社，1975 年初版) 

張丑：《真跡日錄》(台北：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三集 

汪顯節編次：《繪林題識》叢書集成新編（52）(台北：新文豐出版社) 

朱謀垔：《畫史會要》(台北：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二集 

郁逢慶：《書畫題跋記》，(台北：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汪砢玉：《汪氏珊瑚網名畫題跋》(台北：商務印書館，1968年初版) 

詹景鳳：《東圖玄覽編》美術叢書五集第一輯(台北：藝文印書館) 

徐沁：《明畫錄》美術叢書三集第七、八輯(台北：藝文印書館) 

楊家駱主編：《明人畫學論著》(台北：世界書局，1975年三版) 

楊家駱主編：《明清人題跋》(台北：世界書局，1962年初版) 

《石渠寶笈》初編、續編、三編(台北：故宮博物院，1972年初版) 

《畫史叢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再版) 

吳其貞：《書畫記》景印本(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1年初版) 

卞永譽纂輯：《式古堂書畫彙考》(台北：正中書局) 

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台北：中華書局，1971年初版) 



清聖祖敕撰、孫岳頒等纂輯：《佩文齋書畫譜》(台北：洪浩培印行)，據內府本

景印《金瓶梅明版圖像》，收錄於《夢梅館本金瓶梅詞話》 

汪氏輯︰《詩餘畫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初版） 

黃鳳池輯：《唐詩畫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 

《繡像傳奇十種》，崇禎年間刊本 

《故宮書畫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博物院藏畫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歷代繪畫——故宮博物院藏畫集》（北京：人

民美術出版社，1978年第一版） 

林樹中、周積寅編著：《中國歷代繪畫圖錄》（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81

年第一版）  

鈴木敬主編：《中國繪畫總合目錄》（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 1982-1984 年） 

《畫史叢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再版） 

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 

《海外遺珍》（臺北：故宮博物院，1985年初版） 

天津藝術博物館編選：《中國歷代繪畫》（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

第一版） 

《文人畫粹編》（東京：中央公論社，1985年初版）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第

一版） 

周蕪編：《中國版畫史圖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版畫》（臺北：錦繡出

版社，1989年初版） 



周蕪編著：《金陵古版畫》（江蘇：江蘇美術，1993年第一版）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故宮藏畫大系》（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

年初版）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繪畫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 

劉托、孟白主編：《清殿版畫匯刊》（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戶田禎佑、小川裕充編：《中國繪畫總合圖錄．續編》（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1998-2001） 

周心慧主編：《新編中國版畫史圖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著：《戲曲小說版畫選粹》（臺北︰國家圖書館，2000 初版） 

（三） 明代文化思想 

張海鵬等主編：《明清徽商資料選編》（合肥：黃山書社，1982年初版） 

趙翼：《廿二史劄記》(台北：王記書坊，1984 年初版) 

侯外盧等主編：《宋明理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初版） 

張立文：《宋明理學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初版） 

《江淮論壇》編輯部編：《徽商研究論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

初版） 

內山知也：《明代文人論》（東京：木耳社，1986 年初版） 

Edeted by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Rawski：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87年初

版） 

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晚明思潮與社會變動》（台北：弘化出版，1987 年初版） 

陳寶良著：《悄悄散去的幕紗──明代文化歷程新說》（陜西：陜西人民教育出版

社，1988年初版） 

馮契主編：《中國近代哲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初版） 

方爾加：《王陽明心學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初版） 

馬積高：《宋明理學與文學》（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初版）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歷史研究所徽州文學整理組編：《明清徽州社會經濟資料叢

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初版） 

國立中央大學共同學科主編：《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初版） 



趙吉惠等主編：《中國儒學史》（鄭州：中洲古籍出版社，1991年初版） 

【美】牟復禮、【英】崔瑞德著：《劍橋中國明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1992年初版） 

李業寧：《明清之際的社會、科學與文化──十七、十八世紀中西文化關係引 

（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初版） 

陳建華：《中國江浙地區十四至十七世紀社會意識與文學》（上海：學林出版社，

1992 年初版） 

葛榮晉主編：《中國實學思想史》（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年初版） 

龔鵬程：《晚明思潮》（台北：里仁書局，1994 年初版） 

徐揚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論》（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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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定題為－－觀看與認同：明代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乃因明人好游冶、

注重消閒享樂，出版文化興盛；復以文人游覽時彼此賦得、相互贈和、圖繪畫卷



等文化行為；乃至城市文化的興起、習俗信仰的改變、盛世／世變文化場域的變

轉，均使虎丘地景的文化鑲嵌與再現有了不同的轉折與變衍。本計畫以二年時間，

探究明代在不同社會文化脈絡下，透過文學與繪畫等對虎丘地景的文化再造工程

與美學再現機制之書寫行動，如何構築出文人與常民、在地者與寓居者的想像性

認同，使文人與常民、在地者與寓居者從中得以辨識自我與他者、我群與他群，

並作交流與互動？文人社群的我群維繫，如何透過虎丘地景的空間和實踐，進一

步促進我群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再者，明以前有關虎丘地景之文化集結、鑲嵌與

塑造方式，如何對明代文人與常民、在地者與寓居者產生意義與認同？虎丘地景

在明代不同的社會文化脈絡下，又如何對文人與常民、在地者與寓居者產生新的

意義與認同？虎丘地景如何構成明代文人與常民、在地者與寓居者日常生活認同

的文化符碼？虎丘地景如何為明代文人與常民、在地者與寓居者刮除重寫，並進

而有新的文化詮釋與意義再造？此外，民俗節日與節慶、社會儀式與儀節，均為

生產與再生產虎丘地景的重要文化機制之一。民俗節日與節慶、社會儀式與儀節

本具世俗化的特徵，具鮮明的庶民性與地域性，且經常帶有商業、享樂的性質。

民俗節日與節慶、社會儀式與儀節，滲透、密織在文人與常民的日常生活與文化

活動中，本計畫一則追索文人社群與吳地常民如何透過民俗節日與節慶、社會儀

式與儀節建構出虎丘地景具意義性與象徵性的世界；一則關注虎丘地景文化工程

的再造與再現及消閒享樂城市生活的建構與銘刻，如何具體呈顯於明代的文化社

會脈絡中。其中主要議題涉及文人與常民、在地者與寓居者如何書寫、建構、銘

刻虎丘地景的象徵性圖像？如何賦予虎丘地景不同的意義再造與文化再現？文

人的權力論述和意義建構如何介入、寫入地景中？虎丘地景的書寫與建構，如何

用以凝聚文人社群，強化彼此情感，彰顯書寫權力？虎丘地景的文化建構與文化

傳衍，如何利用文化領域隔離（territorial segregation）與身體空間文化移

位的跨界，以標示、呈顯雅／俗的分際與互滲，並在建構過程中蓄意納入有關雅

／俗文化的差異與翻轉？雅／俗文化相遇、互滲之際湧生的協商機制與混融形式，

如何具體再現於虎丘地景中？則本計畫藉由虎丘地景的釐析，當可進一步觀察文

化如何透過一連串鑲嵌於空間形式及再現於空間實踐中而爭辯而改變而再造；而

透過觀看與認同，明代不同群體在虎丘空間所再造與再現的地景，當可視為明人

不同習俗與信仰、思想與觀念所構成的巨幅拼貼，而不同人群及不同習俗與信仰、

思想與觀念，也隨著對虎丘地景象徵性的塑造與再現而適應而轉變。據此，當可

建構出研究地景的模型與進路。目前中文學界尚少研究地景，本計畫屬開風氣之

先，延續虎丘地景之研究，筆者也持續研究西湖、長安等地景，相信可引領相關

研究風潮，積累可觀的研究成果。 

 

本人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著作： 



一為<公共園林與人文建構：明代中期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 (《政大中文學報》

第 11期，2009年 06 月)，除發表於《政大中文學報》外，業經修改，輯入中央

研究院文哲所:《自然的鄉愁》一書。文章摘要及重點如下: 

地景的塑造，既是隨著文人悖逆離返於自然與人文之間的一種參贊自然的文

化實踐；在人文建構的歷程中，又往往隨著不同世代的更嬗、書寫主體的詮釋而

自成一套表意系統，深具文化象徵意義。明代中期虎丘空間作為文人文化重要消

閒、享樂的公共園林，書寫幾經變異，虎丘地景儼然成為吳地文人社群共同體符

碼化的重要象徵形式，隱喻著其獨特生命存有的認知與生活情感的樣態，及社會

文化的構成與變衍的歷史軌跡。本文主要關注明代中期文人社群如何透過文學、

圖像等話語實踐，賦予虎丘地景作為城郊公共園林一種新的審美形式、社會意涵、

文化功能：隨著身體的移動與展演、記憶的召喚與應對、情感的投射與認同、風

尚的遞嬗與變革，文人社群如何形塑虎丘空間作為城郊公共園林的重要文化地景，

並賦予新的文化詮釋與人文建構？文化地景與身體空間的移動如何彼此定義，相

互構成關係？隨著不同社群的集聚、消費文化的帶動、物質條件的支持，虎丘文

化地景及其公共園林景觀又如何變異、被改寫？凡此明代中期文人對虎丘地景的

文化書寫及公共園林的人文建構，如何擺盪、離返於自然與人文之間，並展演為

一種話語主體的思維方式與觀念價值，甚或再現出社會的建構屬性和社群的身分

認同，同時也呈現出鮮明的區域性格和獨特的生活方式，是本文論述的焦點。文

章分從地景書寫與人文建構、多重中介與消閒狂歡、文人社群與地景再造等面向

論析之。 

 

虎丘公共園林文化地景作為明代中期文人社群與地方情感依存與價值再現

的文化文本，其空間意義的生產與再生產及其象徵性表現，主要體現在虎丘地景

的命名用典與文化演繹、逸態閒情與冶艷風流、懷古詮真與心靈建構、嗜茗高情

與舌味鄉情等文化再造上。 

 

明代中期文人透過送往迎來的社會性交往儀式、民俗節慶狂歡身體的文化展

演，以及游冶行樂身體空間的文化位移，再造出虎丘地景作為人與地方的依存關

係，著重於一種對日常生活的玩味品賞、友倫關係的高度看重及游冶行樂的感性

追求；乃至於常民生活更多體現在節日慶典儀式的空間性實踐歷程中。在慶典儀

式空間性實踐中，狂歡身體逸離於常規常態，遊走於臨界空間中，繼而獲致愉悅、

自由、享樂的現實感性的當下滿足。無論是在社會交往儀式、民俗節慶展演或日

常游冶行樂中，人站在一個觀視位置上，透過一種觀視機制，以觀看地方風物，

無疑開啟人與地方的情感認同與欲望流動；人從中也重新結構個人生活與公共生

活，及自我／他者、我／我群、我群／他群的關係，並進而建構人與地方新的感

覺結構和社會關係，而再現出一種兼及品味的、享樂的、消費的、家鄉的社會地

理學。 

 



明代中期文人對虎丘地景的視覺性話語實踐與符碼化的形象編制，毋寧述說

出城市興起促成新的觀視行為與觀看方式，不同的視覺經驗與視覺場域移轉、聚

焦於世俗化的日常生活中，虎丘地景成為城市化慾望空間的投射，再現出明人以

慾望形式重鑄世界的人性圖景；此外，虎丘地景成為明代中期重要的文化消費之

地，也逐漸變轉為社會群體與社會行為的文化代碼，是明人日常性生存狀態意義

分類與價值再造的文化象徵符碼。消費地景除牽涉到集體與個人認同感、地方感

的建構，也涉及地景中的慾望論述與消費圖式，則虎丘地景不啻是作為社會空間

的意識形態化文本，是觀察明代中期文人與常民消費的佔有形式及其中所再現的

權力機制的重要文化空間。 

 

二為<觀看與認同：明代小品文中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 (北京師大、紹興文理學

院、政大、師大、輔大合辦:中國古代散文文體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年 05

月 15-16 日) ，文章摘要及重點如下: 

本文以晚明小品文虎丘地景之文化書寫為論述主軸。全文主要論析晚明小品

文如何想像地理，述說地方，建構地景，從中考察文本空間中如何展演虎丘地景

社會空間的編派原則與地方文化的日常倫理；在論述人與地方的社會關係與情感

認同的同時，也關注虎丘地景的文化建構過程中，晚明文人所佔據的觀視位置及

不同的觀看方式，如何展演出一出出消閒享樂的文化盛宴；又如何在權力爭奪的

場域中再現為一場場的文化建制行動。文分從消閒享樂: 世俗歡娛與城市消費、

文化接受:歷史演繹與地景再造、觀看認同: 主體位置與欲望投射三向度,論析晚

明小品文中所呈顯文人與常民、在地者與寓居者對虎丘地景的情感認同,及其中

所再現的生活美學和雅俗的辨證與互滲, 透過虎丘地景的意義再造與文化再現，

小品文文本空間中如何一一演示為一幀幀立體化的地景圖譜與一幅幅個性化的

心靈圖景。 

其中尤突顯晚明雅／俗、自我／他者、我群／他群的區辨與移位，晚明小品

文中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可視為是一組社會與文化實踐的再現修辭策略：無論

是人與地方關係深刻而濃厚的家鄉與地域的地理建構所涵具的價值意識形態，或

藉由身體空間的禮儀編碼所象徵的文化角色與社會位置，及高蹈之遊與豔冶之遊

拼合而成人與地方共同此在的一種新的生活美學風格，均再現出晚明人雅／俗、

自我／他者、我群／他群文化區辨與混融的交互建構歷程。 

再者，文本衍生與領受的系譜，本是一個複合、孳乳、變衍的流動過程，不

同世代間反復模擬與刮除重寫的文學書寫行動，往往共譜出地景繁茂多姿的面貌

與變動不居的歷程。晚明小品文本是不拘格套,自書機杼的一種創造性的審美構

形，在展演個性化情感的書寫行動的當下,每一文本均以獨特的修辭策略表現出

成為一種新的文學夢想與生活情趣。劍池、生公台、千人石、陸羽茶、真娘墓等

文化形象及其文化敘事的重寫行動，無疑彰顯了歷史上的多樣性、地理上的多變

性與文化性的差異性：無論是豔冶風流的真娘形象或霸氣不再的虎丘劍池，晚明



小品文中關於形象的文化誤讀與重寫行動，無疑展現出對吳地文化認同的表徵。

劍池、生公台、千人石、陸羽茶、真娘墓等文化形象重作審美編碼，標示著書寫

者獨特的觀視位置與觀視機制而再造出不同的賦意。真娘、劍池、生公台、千人

石、陸羽茶作為晚明虎丘地景文化的意指鏈與再造物，或可視為是晚明文人的集

體想像、投射之物，承載了人與地方關係上的情感聚合與文化認同，也是在地者

／寓居者自我塑形與生命實現的意識結構與價值系統的一種文化再現與象徵置

換。劍池、生公台、千人石、陸羽茶、真娘等文化形象,在晚明小品文的美學形

構與敘事策略上，抹除、消解原有的文化語境而呈現出新的轉義結構,展現為益

加世俗化的歡娛色彩與雅俗越界的建構歷程,而再現出新的文化地景再造圖譜。 

三為<世變與地景：《秋虎丘》的文化敘事> (日本長崎大學、陜西師範大學、山

西大學合辦: 第二屆東亞漢學研討會，2011年 6月 7日至 2011年 6月 9日年) ，

文章摘要及重點如下: 

 

世變與地景：《秋虎丘》的文化敘事 

             臺灣政治大學中文系   鄭文惠 

摘要 

  

虎丘地景作為明人與地方情感依存與價值再現的文化文本，文學藝術文本藉

由文化事典、文化形象與自然意象、地理知識拼貼、織陳所再現的虎丘地景，不

僅產製了相關的地理與人文知識，也傳衍了地景豐富而深刻的文化意蘊。尤其明

末清初文化世變之際，文人書寫往往挪用真娘墓與五人墓等死亡意象，作為意義

再造與文化再現的主要敘事／抒情符號，述說著文化世變中的人世滄桑與家國意

識。真娘墓本是明代虎丘空間冶艷風流的典型情色地景，但明末清初隨著世變離

亂，真娘一躍而為舞台空間的焦點。明末清初傳奇《秋虎丘》、《秦樓月》即是一

代表性的典型文本。本文主要以王瓏《秋虎丘》為論述主軸，論析文學文本如何

想像地理，建構地景，述說世變下人與地方的關係，從中考察《秋虎丘》文本空

間中如何演繹世變與地景之關係。文化世變之際，虎丘作為社會空間編派秩序與

地方文化倫理綱常的展演空間，在再現人與地方的社會關係與情感意義的同時，

又如何彰顯家國意識與道德軌式。《秋虎丘》文本空間中有關虎丘地景的文化建

構過程中，不同社會身分的人所佔據的觀視位置及不同的觀看方式，又如何展演

出一齣文化世變下的人性景觀與喪亂離散的生命經驗，而再現為一種家國忠孝意

識與五倫倫理綱常的文化建制行動。其中藉由《秋虎丘》文本空間中所再現虎丘

地景不同的敘事結構與抒情內涵，如何述說出地景的文化變貌與世變的歷史現場。

世變的歷史現實與文化視域，一進入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中，如何使虎丘地景在

文化鑲嵌圖譜中有新的賦意與家國構形的可能。亦即虎丘地景作為明中葉以來，

消費享樂、文化儀典展演的主要社會空間之一，在明末清初世變之際，所鑲嵌出

新的文化圖景為何？王瓏面對世變的歷史現實與生命的離散經驗，又如何具體展



演於虎丘地景中？虎丘地景如何藉由情愛／家國的文化辯證與敘事編碼，創造出

具共同歸屬感與認同感的空間意義？虎丘地景如何於文學書寫行動中再造意義

與再現文化，並傳遞一種地方感，無非須追索劇本空間中所形構虎丘地景背後的

思想觀念與信仰價值，以及虎丘地景如何在世變的文化場域中，透過一定的觀視

機制與欲望再現形塑出獨特的文化認同感與歸屬感。亦即文學書寫行動對虎丘地

景的文化再造工程與再現機制，如何構築出文人面臨世變的想像性認同？此外，

明末清初以前在虎丘地景文化集結、鑲嵌與塑造的方式，如何對《秋虎丘》產生

意義與認同？虎丘地景在世變的歷史格局與社會脈絡下，又如何對文人產生新的

意義與認同？虎丘地景如何為《秋虎丘》刮除重寫並進而有新的文化詮釋與意義

再造？虎丘地景如何構成《秋虎丘》文本空間中家國認同的文化符碼？凡此，涉

及虎丘地景文化符碼流傳、賡續的體制及翻轉、移位的機制，及《秋虎丘》如何

在世變離亂的文化場域中書寫、建構、銘刻虎丘地景的象徵性圖像，而賦予虎丘

地景不同的意義再造與文化再現？虎丘地景作為世變離散的的美學載體與文化

展演，如何透過敘事修辭策略，建構、再現出虎丘地景獨特的家國文化象徵意涵

與人性心靈圖式？凡此，洵乃本文主要關注的議題。本文以世變與地景為論述主

軸，分從同類變體與文本接受、敘事結構與多重鏡像、家國意識與情愛敘事等面

向開展論述，著重於虎丘地景中真娘墓之地景作為一則詩性記憶，《秋虎丘》如

何文化再編碼化的納入兒女情長與家國共構的文化辯證中。真娘墓在世變的文化

時空架構下，原初的情色地景被翻造為一頁具傳奇化的輓歌地景的同時，既強化

了情色地景的道德意識形態化，且流亡身體在生命虛空、陷落之際，臨處流離／

歸屬的情感擺渡時，尤強化了情愛貞節與忠誠俠義的相互定義與彼此詮解，一頁

傳奇、一方地景，高度承載了家國意識與倫理綱常的文化象徵意義，而再現出道

德心靈地理的流變。 

 

四為<樂園想像與文化認同－－桃花源的建構與接受> (北京師範大學、紹興

文理學院、九江學院廬山文化研究中心、中國陶淵明研究會合辦，2009 年 8

月 24日至 2009年 8 月 26日年) ，文章經修改，定題為<樂園想像與文化認

同－－桃花源及其接受史>，輯入《第六屆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摘要及重點如下: 

 

 

 

樂園想像與文化認同－－桃花源及其接受史 

臺灣政治大學中文系   鄭文惠 

摘要 

  

     桃花源無疑是中國傳統世代迄至當代重要的文化想像，是一個兼具生命

追尋與文化認同的象徵符碼。累代恆久不輟的樂園想像與桃源圖式之文化建

制，實質涉及不同世代、不同的人對理想生命與理想邦國的追尋與建構，既



是人內在本性的基本欲求，也同時是觀看世界、面向現實轉而逆轉現實、超

離世俗的一種特殊美學視域與文化視角。  

本文主要聚焦於桃源喻體之修辭建構與書寫範式之移位，尤關注於時移

世變下桃花源之文化建制及其接受史，全文分從桃源喻體與樂園建構、桃源

變衍與接受圖式、樂園想像與文化認同三向度，論析由東晉以降，知識菁英

如何藉由桃花源主題的異化與深化，或隱喻或轉喻而互文修辭成一組組文學

與視覺的共生符碼，建構出一套套桃花源文學／圖像／影像的表述體系。  

歷代桃花源話語體式的建構與接受，毋寧是立基在傳統文化層積與文化

世代變異下所再現的一種新的文化想像，而呈現為新的意識型態化的轉義結

構。一個新的歷史文化語境，往往有著不同的敘事／抒情範式，是集體共同

體意識型態的象徵性再現。桃花源作為一種象徵性的文化符碼，喻示著集體

共同體對神聖樂園的內在心理欲求，桃花源作為不同文化世代下集體共同體

的表徵形式與象徵代碼，不僅反映了對非異化、無階級、無戰無稅、無憂無

慮之社會生活的恆定欲望；也突顯出對精神原鄉之生命追尋與理想邦國之文

化建構的自覺意識與超越意識；在對人性異化及現實社會與政治時局批判的

同時，尤突出表現為一種融攝著「應然生命」與「應然世界」的理想圖式與

人文建構。 

 

(五)本計畫博士後研究陳碩文發表<三十年代上海文藝畫報中的現代--以《時代

畫報為中心的考察> 一文。 

 

三十年代上海文藝畫報中的現代 

--以《時代》畫報為中心的考察 

 

陳碩文 

 

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後研究 

 

摘要 

 

本文旨在考察《時代》畫報，以作為探討三十年代文藝畫報中所體現的現代

性之起點。在三十年代上海銷量不錯的《時代》，刊名已經相當點題地表明了該

畫報的企圖心—要做一本「不使人與時代脫勾」的雜誌，除保有綜合性畫報的特

色外，《時代》特色更在於兼具文藝氣息。本文從探討《時代》的刊物沿革、編

輯方針、以及內容風格入手，以呈現出《時代》的現代面貌，初探三十年代文藝

畫報中所呈現的現代意義。本文指出，在負有教化社會、提供休閒的多重色彩外，

《時代》亦在多方面體現出編者群探索新知、想像世界的好奇，參與社會、關心



時局的入世關懷，及貼近生活潮流、介紹藝術新知的努力，透過刊物發行及閱讀，

《時代》編者、作者與市民讀者從而共同建構起該時代之文化圖景。本文亦指出，

《時代》畫報的內容風格正如同其英文譯名 Modern Miscellany，是一 modern(摩

登/現代)的混合物—勾勒國家文化的現代面貌，嚮往都市的摩登時髦，呈現出一

理想現代人的生活樣貌，頗能代表三十年代中國文化語境中一群上海都市文人的

現代文化想像。 

 

關鍵詞：上海三十年代、文藝畫報、《時代》 

 

 

The Modernity in Literary Magazines (wenyihuabao) in 1930s 

Shanghai : A Study of Shidai 

 

 

Chen Shuo-w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Post-Doctor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magazines Shidai published 

during 1929-1937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definition and 

translation of “modern” in modern China. It will begin with a critical inspection of the 

history of Shidai and also the publishing tactic of the chief editor Shaoxunmei. By 

depicting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Shidai into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close 

readi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foreground the complexity of modernity in 1930s 

Shanghai exampled by the different special columns of Shidai, such as the popular 

culture, editorial, celebrities, and introduction of arts, to unfold the hybrid modernity 



emphasized by Shidai .       

Under this framework,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urban cultural field in 1930s 

Shanghai for mapping out the context for the emergence of Shidai. Beyond, it will 

highlight and analyze the contents of Shidai to explore the complexity and the 

linkage of modern between popular culture, fashion and modernity. 

 

Keyword：Modernity, Shidaihuabao, 1930s Shaghai 

 

 

三十年代上海文藝畫報中的現代 

--以《時代》畫報為中心的考察 

 

一、 前言 

 

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國報刊出版的中心，在這樣蓬勃熱鬧的文學市場中，文

藝畫報以其充滿新鮮感的圖文配置編輯手法、活潑的文字、多元的內容，成為當

時相當受歡迎的雜誌類型。12身為備受當時讀者喜愛的文藝出版品外，文藝畫報

更提供了一些相當值得現代研究者觀察的焦點。一，文藝畫報以圖文並置的編排

方式吸引讀者，開啟了讀者的想像空間，其寫作與觀看再現出了一系列當時讀者

的文化想像。二、身為在都市文學語境中獲得成功的刊物，其生產及接受過程不

能避免地與當時的文學環境互動，因此畫報內容不但反映出了當時都市生活的幾

個面向，畫報出版與當時文化語境的關係，亦值得再深究。三、文藝畫報既具有

以新鮮媒介多面表現現代生活的特點，於其它類型的文藝作品之外，我們或可從

中挖掘出更豐富的現代意涵。 

在近年來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中，文學中的「現代」已成為相當受關注的議

題，13中國近現代文人不論是透過翻譯、創造性地理解或誤讀所詮釋出來的「現

                                                      
12畫報在近現代上海一向十分暢銷，在三十年代之前，當然已有《點石齋畫報》，但它並無攝影

圖 

片，進入二三十代，《良友》、《時代》接連創刊後，方以圖文並置手法刊登包含小品、漫畫等各 

種文類，吸引大眾閱讀興趣，一期銷量可達數萬冊，乃至於行銷海外僑界，頗受歡迎。 
13
劉禾從翻譯角度探討談現代一詞的生成、王德威談晚清小說中的「壓抑現代性」、李歐梵談上

海都會摩登文化、陳平原談中國小說在近現代敘事模式的轉變、錢理群、楊聯芬等從文學史眼



代」，誕生在當時獨特的時代脈絡中，多傾向於對舊時代的價值、生活方式、美

學觀念對立面的認可，其之所以要揚舊立新，最終是為了刺激國族文化的再興，

所要表揚的無非是「現代」此一概念的中國版本--它不只包含了「我們這個時代」、

「現代生活」、「現代化」等約定俗成的意義；甚至展現為「摩登」、「時髦」、「洋

化」等觀念。總而言之，本文認為「現代」在中國是一充滿複雜意義的辭彙，與

現代中國人在現代化社會中歷經的種種思想觀念的轉變密切相關；本文把「現代」

此一語彙意義的形成視為是在「翻譯中生成的」（translated modernity），14是

在翻譯及詮釋的過程中不斷被建構出來的。本文以為，透過考察晚清民初相關文

字、史料中現代一詞意義之演變，或可勾勒出此一關鍵詞彙及其後所衍伸的觀念

圖象，並從其在地意義產生的過程及樣貌出發，推想當時的時代脈絡，這便是本

文提出「文學中的現代」此一研究角度的目的，而此一「現代」在上海三十年代

的詮釋可能，也是筆者構思本文的主要問題意識。15 

相對於此一宏大的提問和研究企圖，本文以對《時代》這一份在上海三十年

代頗負盛名的文藝畫報的考察，作為開展以上討論的一個起點。本文之所以選擇

《時代》，主要是因為《時代》是三十年代上海銷路頗佳的一份畫報，發行長達

七年的時間，刊名已經相當點題地表明了該畫報的企圖心—要做一本「不使人與

時代脫勾」的雜誌，旨在表現出生活在時代中的體驗及時尚，頗具現代感。16因

                                                                                                                                                        
光談現代文學，皆從各種角度談出「中國文學的現代」此一議題的豐富內容。相關研究成果請

見 Lydia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王德威著，宋偉杰譯，《被壓抑的現代性--

晚清小說新論》(台北：麥田出版，2003)。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

中國 1930-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陳平原著，《中國小說敘式模式的轉變》(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1998)。楊聯芬，《晚清至五四：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生》(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03)。鄭家建，《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起源語境》(上海：三聯書店，2002)。 
14Lydia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5
現代是一充滿複雜意義的辭彙，因此定義它便顯得相當困難。簡單來說，它指的是現代人在現

代社會中體驗的各種轉變與生活方式。不論是韋伯(Max Weber)從現代生活的理性化、制度化所

談出的現代意義；或馬克思(Karl Marx)則從資本主義發展以來，通過工業革命、社會轉變，所

談出的現代文化，現今我們對於現代的理解，基本上包含了啟蒙時代以來被讚揚的理性價值，

工業革命以來人們追求的速度、效率，到資本主義文明所帶來的商業至上思想與生活風格(如齊

美爾(G. Simmel)的論述)，十九世紀以來現代國家與官僚體系概念等，都是「現代」的各種面向

之一。晚清民國以來，面對時代巨輪的推移、乃至於西方思潮的衝擊，現代中國亦不可避免地

遭遇到各種挑戰，並生發出中國獨特的蘊含啟蒙與革命想像的現代文化面貌，成為學界念茲在

茲的議題。然本文在這裡想要追問的是，此一現代的開展，其源頭及演變過程究竟如何？modern

一詞如何被翻譯、接受和闡釋？不同翻譯展現出同樣的現代定義嗎？此一旨趣宏大的議題當然

並非本文可以概括，本文只是相關研究的一個起點，有待筆者以後繼續研究。 
16
《時代畫報》自 1929 年 10 月始，1937 年 5 月終。第 4 期起封面更名為《時代》，第 2 卷第 7



為主要的編輯邵洵美(1906-1968)及圍繞著他的一群文藝群體唯美的文藝愛好，

《時代》不只是一本以新聞圖片吸引讀者的雜誌，還相當具有文藝內涵；此外，

《時代》也保有綜合性畫報的特色，主要內容包含了漫畫、時事、時尚、文藝作

品及名人訪問等等。它的代發刊詞是這樣說的：「我們要從宇宙的殘忍的手中，

挽回這將被摧毀的一切，使時代的精華，永遠活躍在光明美麗的園地中，不再受

到轉變的侵蝕。」17這篇宣言更表現出該刊主要編輯群—主要是文人及漫畫家—

捕捉時代精華，以文藝形式將之提升為永恆的美此一願望。這份文藝氣息，以及

愛美的傾向，是《時代》最引人注意的特點。 

本文以《時代》中的現代為主要研究議題，從資料的閱讀及整理入手，分析

《時代》中隱含的現代，以回應本文一開始的研究提問。本文分成三個部份，首

先爬梳《時代》的緣起、沿革及其發行策略；接著分析《時代》中幾個最主要的

議題，考察《時代》中所呈現出的「時代」面向；最後從《時代》中所牽涉到的

「現代」、「摩登」等詞彙的辨析入手，企圖挖掘三十年代上海文藝畫報及其編者、

作者與讀者所共同形成的現代論述。 

 

二、 《時代》始末 

 

(一)、《時代》的緣起 

     

《時代》是上海三十年代頗負盛名的雜誌，與《良友》在銷量及知名度上不

相上下，事實上，《時代》的出現與《良友》有著不可分的關係。當時在上海及

海外銷量頗佳的《良友》，在南洋的經銷權，從原來的中國書店手中轉移到了外

國書店身上，不甘損失的中國經銷商索性鼓勵原經營《上海漫畫》的漫畫家張正

宇(1904-1976)也著手創立一個畫報，分食上海蓬勃的畫報市場，張正宇在眼見

畫報市場逐漸成熟，幾經考慮後毅然決定將《上海漫畫》轉型成《時代畫報》，

於 1929 年 11月正式創刊。18 

                                                                                                                                                        
期改為半月刊，第 8 卷第 1 期(1935.4)起恢復為月刊。請見〈編完以後〉，《時代畫報》第 2 卷第

1 期(1930.11)。本文為求統一，皆以《時代》稱之。 
17
《時代》第 1 卷第 1 期(1929.10)。 

18
《上海漫畫》是一本主要以刊登趣味性十足的漫畫為主的雜誌，刊上連載的漫畫「王先生」頗

受歡迎，刊物風格頗能迎合市民階層的喜好。該刊是由中國美術刊行社發行，最初合夥經營的

六個上海漫畫家，包括了葉淺予、黃文農、魯少飛、張振宇、張光宇等人，便是主要編輯。他



創刊後的《時代畫報》編輯群不固定，第 1期掛名為編輯的是張振宇(即張

正宇)及葉靈鳳，後一期是張振宇及葉淺予，後來換成葉淺予及魯少飛，初期《時

代》的主要編輯者便是這一群以上海漫畫家為主的群體，他們輪流交替編輯這本

綜合性畫報，自第 4 期起，將《時代畫報》更名為《時代》，並改為半月刊。 

《時代》成為風格較為統一，且文藝性強的畫報，則要到第 2 卷第 1 期

(1930.11)由邵洵美及其時代圖書公司接手《時代》的編輯和發行後開始。二十

年代末從英法留學回滬後，邵洵美便積極加入上海文化圈，開設金屋書店，出版

雜誌並活躍於上海的文藝社交圈，因其大方好客，有海上孟嘗君之稱，19他和葉

淺予、張正宇兄弟、葉靈鳳等人也是在這段期間開始往來的。邵洵美的金屋書店

所出版的具唯美頹廢風格的《獅吼》和《金屋》，文藝風格獨特鮮明，儘管邵洵

美不怕虧錢，但《金屋》與《獅吼》曲高和寡，難以支持，仍是事實，因此沒過

幾年自然便陸續吹響了熄燈號。20 

就在這個時候，接下《時代》這個燙手山芋的張正宇兄弟，向邵洵美提及了

這份刊物，正巧邵洵美心中對於出版事業的藍圖，似乎也已有一番新的見解與規

劃，因此，他毅然結束了金屋書店，賣掉房屋，從海外買來了最新的印刷機器，

成立時代印刷公司(1932)、時代圖書公司(1933.11)以及第一出版社(1933.12)，

並且接手《時代》，此一舉措不但正式為邵洵美的出版「時代」、也可以說為《時

代》的「邵洵美時代」揭開了序幕。21由邵洵美主持的時代圖書公司接手《時代》

                                                                                                                                                        
們在 1929 年創刊了《時代畫報》，後因同人拆夥、無力支持兩份報刊等原因，遂將兩刊合併。

《時代畫報》初期脫刊情形很嚴重，後期因張振宇兄弟與邵洵美合作，出刊情形穩定下來。請

見編者，〈說上海漫畫與時代畫報合併之緣起〉，《時代》第 1 卷第 4 期(1930.6)，頁 2。 
19
年輕時一度遊歐的邵洵美在 1926 年回到上海後，有志於從事文化事業，1928 年，卲洵美在法

租界靜安區開設金屋書店，透過發行報刊，舉行文化沙龍，結交文友。包括了曾樸父子、張若

谷、葉靈鳳、劉吶鷗，漫畫家葉淺予、張振宇，文藝評論家傅彥長、朱應鵬、畫家江小鶼、徐

悲鴻等人，都是邵家的座上賓。郁達夫在〈記曾孟樸先生〉一文中說金屋書店開在邵洵美老家

的對面，「我們空下來，要想找幾個人談談天，只須上洵美的書店去就對，因為他那裡是座上

客常滿，樽中酒不空的」。(郁達夫，〈記曾孟樸先生〉，原載於《越風》1935 年第 1 期，轉引自

魏紹昌，《〈孽海花〉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 207)。《新時代月刊》第 1 卷第

1 期(1931.8.1)「文壇消息」也錄：「邵洵美詩人在府請吃便飯，計到劉呐鷗，施蟄存，戴望舒、

張若谷、曾今可、袁牧之、潘孑農、董陽芳、徐克培、馬彥祥、及畫家張振宇、曹涵美等人，

詩人夫人盛佩玉女士亦幫同招待，飯後主客大吃西瓜。徐志摩，謝壽康，徐悲鴻等人到時，則

已席終矣」。這群文友因其共同的對於歐美文藝思潮的興趣，多有往來，圍繞著邵洵美逐漸形

成了一個有共同審美愛好的小圈子。 
20
「洵美卻自恃有錢，甘心虧損，並不失望。」章克標，〈邵洵美搞出版事業〉，上海市文史研究

館編，《滬濱掠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頁 34。 
21
邵洵美花費鉅資投入出版事業，時代圖書及印刷公司、第一出版社都陸續成立之外，還入股了

新月書店。在時代圖書公司的全盛時期，該社出版發行的刊物達九種之多。當時時代號稱擁有

九大刊物，按創刊時間依次為：《時代畫報》（1929—1937）、《論語》（1932—1937，1946—1949）、



的五年裡，邵洵美為《時代》奠下它不與「時代」脫節的刊物性格；並由於邵洵

美和當時上海一群關心現代文藝，熱衷都市生活的文藝人士密切來往，興趣相投

之故，《時代》也陸續開始刊登他們的文藝作品，建立起與一般綜合型報刊較不

同的文藝色彩。這份改變可自《時代》中的〈本刊三大革新〉一文中看出端倪，

該文宣稱《時代》要改用最新型的印刷機，22注意新聞攝影，增加名家文字和訪

談，不但要改正以往該刊「與時代擁抱不夠熱烈」的缺點，更要使讀《時代》的

人「不再和本時代時尚有忽略」。23可見《時代》的走向於一斑。 

然而自陳「我是個天生的詩人」24的邵洵美並不善於經營事業，雖然時代印

刷公司後來還承下了《申報畫刊》、《良友畫報》等刊物的印刷業務，但環境蕭條，

時局又紛亂，長期蝕本的時代圖書公司還是不堪虧損壓力，終在 1935宣布破產。

在此之前，邵洵美已退出《時代》的編輯工作，1936年，由離開《良友畫報》

的梁得所接手編輯，25將《時代》往圖畫月刊的走向推動，勉強撐了一年多後，

還是在 1937年宣告終局。 

 

(二)、《時代》的出版語境與策略 

     

《時代》維持了七年多，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學出版市場，算是曾經一度引

起注意，成為少數能跟《良友畫報》分庭抗禮的畫報之一。邵洵美接手後的《時

代》，更成為一本標榜與時代緊密連繫，現代人不能不關注的雜誌。該雜誌封面

經常是明星、名人照片，翻開內頁之後，便是大量的新聞圖片、名人照片、都市

景觀，頗吸引讀者眼球。雜誌內容除了新聞時事、評論，名人採訪、漫畫外，還

有文藝作品及翻譯文字，內容可以說相當豐富，只是歸因於邵洵美獨特的美學品

                                                                                                                                                        
《十日談》（1933—1934）、《時代漫畫》（1934—1937）、《人言週刊》 （1934—1936）、《萬象》

畫報（1934—1935）、《時代電影》（1934 — 1937）、《聲色畫報》（1935—1936）、《文學時代》

（1935—1936）。 
22當時上海最時興的印刷方式是影寫版，它廉價且快速，且不易有脫色、模糊等缺點，因此在

1934-36 的上海雜誌年期間，一度引領風潮，當時幾份重要畫報如《申報》增刊畫報、《時事新

聞》、《時代畫報》都採用這種方式印刷。邵洵美所購買的德國印刷機器，所採用之新印刷方式

便是這種。請見黃天鵬，〈五十年來之畫報〉，《時代》第 6 卷第 12 期(1934.10)。 
23請見編者，〈編完以後〉，《時代》第 2 卷第 1 期(1930.11)。 
24邵洵美，〈你以為我是什麼人〉，請見張偉：《花一般的罪惡--獅吼社作品評論資料選》(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 54。 
25梁得所是《良友》的主要編輯者之一，離開《良友》後，創立了大眾出版社，並出版了《大眾

畫報》(1933-1935)等刊物，但因經營不善停刊，1936 年再接手主掌《時代》。 



味，《時代》上刊登的文藝作品多是帶有都市氣息、描寫現代生活的作品。然而，

從只出版標榜唯美前衛的《金屋》，到推出目標讀者為都市大眾的《時代》，邵洵

美定位自己的出版事業之立場還是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 

時代出版的刊物多精良美觀，內容豐富，有些設計在當時堪稱獨樹一格，現

在看來都覺不落俗套。其中，除了以「我們要使讀者不和本時代」的「社會、偉

人、藝術、時尚」脫節為宗旨的《時代》(1929-1937)外；還有出版時間長達三

年半，作者達百人之多，發行量有一萬冊，是民國期間出版時間最長、影響也最

大的漫畫刊物《時代漫畫》(1934-1937)；而《人言週刊》(1934-1936)既有社論

文字，也登文學作品，出版了 115期，撰稿隊伍包括胡適、郁達夫、林語堂等名

家；1934 年 5 月創刊的《萬象》畫報則宣稱要「將現代整個尖端文明的姿態，

用最精緻的形式，介紹於有精審的鑒別力的讀者。」刊物集結了新感覺派的著名

作家如劉吶鷗、穆時英。另外，像論語叢書、自傳叢書、新詩庫叢書、時代科學

圖畫叢書等，也一一推出，備受好評。這時期時代圖書公司承擔的業務、出版的

圖書種類都較金屋書店時期多且廣，對於維持一個出版社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從早年的唯美主張轉變到時代圖書公司時期的廣納百川，在 1935 年時，邵

洵美發表的幾篇文章，可作為他自己對這種轉變所做的剖白。比如論及自己何以

要辦《時代》時，邵洵美直言是為了達成他一向就有的「文化班底」的理想，同

時，也很實際地兼顧到銷售的考量。他這樣說： 

 

我是一個對一切藝術都感到興趣的人，又是最喜歡趕熱鬧。七年前無日不

慫恿這會著作的朋友寫文章，會畫畫的朋友開展覽會，結果是什麼都失敗

了。從那時起，就想到了要去組織這個「文化的班底」。一個人的能力有

限，當然不能顧全各方面；自己又是喜歡寫文章的，所以便從出版方面進

行。第一便是要設法去養成一般人的讀書習慣；要引起他們的興趣，於是

從通俗刊物著手，辦畫報，辦幽默刊物，辦一般問題的雜誌；五年來總算

合計起來已有近十萬的讀者。這近十萬的讀者，無疑地是一個極大的「文

化的班底」了。我希望他們能把看雜誌當作娛樂以外，再能進一步去探求

更深的修養，那麼我初步的計畫就成功了。26 

                                                      
26邵洵美，〈文化的班底〉，原刊於《人言周刊》第 2 卷第 20 期(1935.07)。收入陳子善編，《洵美

文存》(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2006)，頁 157-160。他所說的「文化班底」，指涉的是捧文藝

活動之場的人士。與都市知識份子、公共知識份子等概念不同。  



 

他也這樣說：「…普羅文學刊物的銷數一千，非普羅文學刊物的銷數有一萬，

而畫報如《時代》、《大眾》、及《良友》之類便到達六七萬。」27他接著說明，自

己並不是一個只著眼於商業考量的人，只是想大約推估市場上消費文學報刊的人

口。畫報的市佔率既然如此之高，代表著畫報的影響力廣，而如果出版社可以先

推出畫報來培養對出版社熱心的讀者，接下來再推廣文學性報刊的時候，當然便

會容易得多。這篇文章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何以在推出《金屋》嘗到失敗後，邵洵

美會選擇推出標榜迎合一般人趣味的《時代》。 

的確，上海三十年代，正是都市發展進步、報刊市場繁榮發展的時代，租界

裡相對鬆散的言論管制，使上海在當時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出版商理想的棲身之處，

各大書局及出版社紛紛移入，都使上海成為中國的文化中心。據統計，當時在上

海出版的書籍不但佔全中國的 90%，每月出版的刊物也有六百多份、出版的每日

刊及三日刊約有百種，佔全中國的三分之一以上。28在出版業如此蓬勃的地方安

家就業，當然並非易事。換言之，上海欣欣向榮的出版環境雖提供了當時熱愛文

藝的青年作家投身文藝事業的條件，但面對著激烈競爭的市場，空有文學理想是

不能成事的，在創作才情以外，如何在文壇嶄露頭角，獲得讀者支持，對於想靠

文藝自立的文人，也是相當重要的；對一份雜誌來說亦如是。邵洵美的「文化班

底」之說，可以想見便是在這種語境下生發的產物。 

《時代》是邵洵美為自家出版社推廣名號的招牌刊物，而結合同人之力為雜

誌社效力，培養出一群愛好文藝的讀者，亦是希望往後能有機會向他們推銷更多

文藝書刊。考察邵洵美的文學意見，不但讓我們能深入理解邵洵美編輯及出版《時

代》時的心境，亦可幫助我們釐清《時代》的出版策略及在當時出版市場的定位。 

 

三、 《時代》中的時代風貌 

 

在邵洵美開始接手《時代》的第 2卷第 1 期，雜誌內頁中所刊出的〈本刊今

後三大革命〉一文，可看作是邵洵美對該刊未來編輯方向的宣言。除了特刊名家

                                                      
27邵洵美，〈畫報在文化界的地位〉，原刊於《時代畫報》第 6 卷第 12 期(1934.10)。收入陳子善

編，《洵美文存》(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2006)，頁 150。不過據馬國亮的回憶，當時《良友》

的銷量為三萬多，但行銷點遍及東南亞，乃至歐美。 
28徐雪筠等編，《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31)》(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5)，頁

241。 



專論以外，編者在文中還提出了使用精美紙料印刷、每期添加彩色版、注意新聞

攝影收集、刊登中外名畫及海上名漫畫家真蹟精良刊印的宣告。以該期為例，雜

誌封面是彩色美女圖、畫報中有三分之二的內容為各式照片及畫片，這樣的編排

確實讓人感受到《時代》欲以精美的視覺編排吸引讀者的企圖。 

    以圖畫或照片吸引讀者購買畫報，在當時乃至於當代競爭激烈的報刊市場，

都是百試不爽的促銷方法。據《良友》編者馬國亮的回憶，在沒有電視的時代，

當時一般關心時事的讀者對攝影圖片的需求度很大，因此如《中國大觀》這類的

圖片集錦很受歡迎，推出這類畫本，對出版商來說是一本萬利。當時除了照相館

主人、記者、攝影愛好者外，乃至於國民政府的宣傳部，也都樂意將拍到的照片

提供給雜誌社刊登，照片主題包括了風景、戰地、都市、鄉村、人物等等，29由

此也可以推想《時代》上所刊登的圖片來源及概況。 

《時代》當然不是當時唯一著重刊登照片或圖畫的畫報，不過考量編者的說

法，以及該刊數年來選刊圖片的情況，《時代》上的圖片編排仍有特殊之處。好

比編者是這樣說的：「很多看畫報的人以為辦畫報人的目的，不過在把人家拍的

照或是畫的圖聚集攏來，做了版子，印訂成冊，作一種介紹的客觀的工作。」但

是他們的立意卻不是這樣：「我們不過是借了人家的照片與畫圖作為表現我們目

的主張、趨向的工具而已。」30編者既把刊登照片圖畫視作表達其主張的工具，

而他們的主張又是什麼呢？ 

    「我們為要使讀者不和本時代的社會與世界隔膜，因此更注意新聞照相的收

集」、「我們為要使讀者不和本時代的藝術太少興趣與了解…同時有把講到的原畫，

用彩色版及銅版印刊報端，俾讀者如睹真跡，而有充份的了解」、「我們為要使讀

者對於本時代的一切有整個的觀照與攏統的比較，因此將每半個月中國內外的大

事，作一種簡單而不失要點的敘述，更加時事漫畫，使一壁心與政治而一壁又可

以寄情與藝術。」31簡而言之，編者編輯《時代》的目的，是「將時代拉了跟它

走，而第一步的工作便是不得不先讓時代來拉了她走」，「在我們的文章，照相裡，

圖畫裡，照相裡，都可以證明給讀者看，我們是的確已被拉到了這個世界裡。」

32簡單來說，編者對在《時代》上刊登圖片乃是期望、實際上也形成了這幾個作

用：一、讓讀者不出門便能明白世界大小事；二、同時也增進一般讀者對藝術生

                                                      
29馬國亮，《良友憶舊》(台北：正中書局，2002)，頁 228。 
30編者，〈編完以後〉《時代畫報》第 2 卷第 1 期(1930.11.)，頁 30。 
31同上註。 
32同註 19。 



活的修養。 

    我們亦可以從《時代》所刊登的視覺材料範圍來探討，他們如何從這兩個面

向入手，將讀者拉入了「時代」之中。以《時代》第 2卷第 1期為例，除了美女

封面以外，一翻開雜誌內頁，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蔣介石跟張學良的合照，接下

來是一連串的新聞圖片集錦；接續在新聞照片之後的是兩幅繪畫：柯備

(Coubert,1819-1877)的〈泉〉、姚丹(Jordeans,1593-1678) 的〈天神之子〉。這

兩位畫家在年代和畫風上固然有著差異，但兩幅畫的主角都是豐滿的人物，介紹

者也都是留法習畫、與邵洵美的文藝圈子交好，並在《時代》上刊登「歐洲美術

館紀遊」的汪亞塵。除了藝術畫以外，上海新聞、國內各地眾生相、西歐世界的

奇聞、花卉風景、郎靜山近作、國貨工廠、國內建設、時代婦女與兒童照片、戲

劇表演、服裝展示圖、以及最後壓卷的葉淺予漫畫〈王先生〉，這些應接不暇地

輪番出現的圖片，佔了這本刊物的三分之二強的篇幅，展現出了一幅當時上海的

都市文化面面觀。 

    也就是說，雜誌編者選擇刊登哪些類型的照片，為這類視覺圖片做出了什麼

樣的文字詮釋，都可以讓我們從中窺探出編者所領略的「這個時代」究竟包含了

哪幾種面貌，而他們刊登或取得這些圖片的管道或網絡，更足以讓我們發現「這

個時代」的文化流通狀態。以《時代》第 2卷第 1期為例，刊登西歐名畫及說明

的，是曾遊法習畫的汪亞塵，他與編者邵洵美是美學品味相近、素有連絡的「沙

龍」同人，這類型的留法文藝人士在當時的上海現代文壇扮演的是西歐文藝翻譯

及傳播的主要媒介人物，而他們譯介進入中國的畫派與畫家包羅萬象，反映出了

當時中國現代藝文界對西歐藝術潮流的高度興趣。33從事陶瓷工業的國貨工廠及

國內無線電台、中國科學社成立、第 5卷第 6 期的國貨年圖鑑導言等圖片，和服

裝時尚、日用百品的照片，則反映出當時中國現代社會的消費文化跟民族主義互

為表裡的狀態。34對於摩登婦女及有朝氣的健康兒童的謳歌，更進一步加強了這

類想像：那些打扮入時、看來伶俐摩登、身體健康的女性及其所養育的小孩，將

                                                      
33這些藝術家包括了徐悲鴻、傅雷、龐薰琹、常玉、李金髮等人。他們在三十年代所編輯的一系

列刊物包括了《藝術旬刊》、《亞波羅》、《美育》、《藝風》等等時常刊登介紹西歐藝術作品及潮

流的文字，在譯介西歐文藝進入中國的進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34在民初一波提倡使用國貨的風潮中，倡導者多傾向將國貨製造商的利益與民族利益結合在一 

起，使消費者對日用萬物的消費與民族生存掛勾，於是消費主義與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中國的

互相影響，對於一般民眾形成民族國家概念產生了促進作用。請見葛凱(Karl Gerth)著，黃振萍

譯，《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儘管 1934 年

開始興起的國貨運動及新生活運動曾經提出反對摩登文化的意見(如所謂的摩登破壞團)，但在

《時代》上兩者卻並無激烈交鋒，共存在刊物中。 



會是國族新生的保證。35以上這些學界關於中國現代社會文化想像的幾種論述，

翻閱《時代》不到 40 頁的圖文內容時，卻可以盡收眼底。 

    此外，如同邵洵美的宣言，《時代》身上還寄託了他教化的理想，為了將其

主張更有效地傳達到讀者心中，照片及圖畫所能發揮的作用較純文字更高，更易

掌握時代的動向。而這些刊登於《時代》的各種新聞圖片、西歐文藝圖畫、各國

街景照片等，不但反映了《時代》編者與作者做為一文藝群體，透過雜誌傳遞出

來的時代觀，更可以看出文化想像如何透過媒介(報刊、圖片)消費與流傳。以下，

本文將舉出《時代》系統中的幾個面向，逐一探討。 

(一)、時代中的女性、身體與生活美學 

     

   《時代》的編者對於時代變化是敏感的，而對於上海灘出現的各種前所未見

的時代現象，亦很注意，其中包括了各種時髦的都市文化、女性的裝飾打扮、乃

至於戲劇、電影等大眾文化。因此，除了專門介紹時事的欄目外，《時代》上其

他差不多每期都會出現的欄目，還有「新春之裝束」、「長袍之美」、「現代髮

型」、「時代女性」等每到換季時便出現的時尚服裝欄目，畫面線條及呈現方式

都與當時歐美各國的時裝雜誌近似；
36
「本市見聞」、「事物之好奇性」、乃至

於像「無線電」、「腳上電燈」等，將新發明事物以圖片方式呈現；還有諸如「電

影」、「戲劇」等介紹銀幕新訊的欄目，都很常見。總而言之，以上這些時裝、

電影、新發明等，編者都將之視為是「今日的男女所需要的一切」，可以在《時

代》上找得到。除了世界大勢、國內大事外，以上這些帶有娛樂性質的消費休閒

文化也是《時代》編者群以為值得關心的時事話題。 

    對於三十年代的上海小市民讀者來說，新奇事物、漂亮時髦，亦是最讓人好

奇、具有吸引力的，《時代》在這方面多有著墨。這種做法固招致罔顧國家危難、

媚俗淺薄的批評，不過，編輯之一邵洵美對這方面倒是別有看法。他認為，要成

為一個了解時代、或跟上時代的人，除了關心一般所說的時事以外，上電影院、

跳舞等享受都市中五光十色生活的活動，追隨裝飾、時髦也是其中不可忽視的一

                                                      
35
筆者曾經撰文討論。請見陳碩文，〈「西方美人」在上海—《婦人畫報》中的女性、異國想像與 

摩登論述〉，《第五屆國際青年漢學會議論文集》(台北：輔仁大學藝術學院出版，2006)。 
36這些雜誌指的是如施蟄存回憶當時文人喜愛的美國雜誌時首先提到的《浮華世界》(Vanity  

Fair)；以及 Le petit écho de la mode--法國自 1880 年創刊的雜誌，該雜誌上除刊有最新時裝訊息

以外，也刊載描寫兩性故事的短篇小説(conte)，是在當時家庭婦女間最受歡迎的雜誌之一。這

方面的相關研究還有待筆者未來進一步展開。 



部份。在邵洵美署名浩文，於《時代》第 2卷第 3期上所刊登的〈從時代說到裝

飾〉一文中，他這樣說：「這是一個高速度的時代，這是一個表現的時代！在這

一個時代生在使得去做這一個時代的人，而做這一個時代的人，便得去高速度地

表現自己底藝術的本能。」37那麼該如何表現這個藝術的本能呢？邵洵美表示，

應該從對自己來說最切身的那一方面下手表現—也就是「我們底身體」，而裝飾，

便是表現身體本能的一方面。邵洵美的這篇文字明白地闡釋了他對裝飾與時代之

關聯性的看法。而這個看法也讓我們理解何以《時代》中總刊登著各種篇幅不小

的服裝、時尚乃至於現代生活的介紹。 

早在《時代》初期，為了要讓讀者趕上時代潮流，編者還推崇一種漂亮美學。

在《時代》第 8 期(1930.8)的「編後談話」中，編者這樣說：「我們提倡漂亮，

因為二十世紀的中國，非欲達到體質的優美，性格的偉大。禮貌的高尚，生活的

向上，此決非現在的中國所能避免的事情。」，而他們的目的是為了「造成一個

會享幸福的民族。」38已率先提出了對新中國國民的生活及體質的想像。 

一個會享幸福的民族，首先應該由新時代男女來組成。好比張若谷在〈時代

男人所要求的女性〉一文中說的：「要有一顆赤熱的心、要有活潑的表情、要有

健美的體格、要有鍛鍊的精神、要寶貴童年的青春」才可以被稱為摩登的女性。

39在這篇文章中，張若谷把「漂亮」所包括的層面，從身體、生活、性格幾個方

面的要求具體底描寫出來。在《時代》的「時代女性」照片欄目中，可以進一步

看出他們理想中的時代女性模樣。在這個人物畫廊中，包含了摩登女郎、運動選

手、革命同志，她們的共同點便是有朝氣、看起來新潮健康。在這些欄目的旁邊，

搭配著的則是連續出現了好幾期的新書廣告--《世界女性人體比較》，以及全國

各地運動會圖片集錦，反映出編者群對國民身體的關注。40 

《時代》上所多次刊出的這一類文章與欄目，是對中國傳統「以弱為美」的

身體審美觀的悖反，他們提倡的是現代女性的健康美、摩登美。距離大家還對剪

                                                      
37邵洵美，〈從時代說到裝飾〉，《時代》第 2 卷第 3 期(1931.2)，頁 19。 
38編者，〈編後談話〉，《時代》第 1 卷第 8 期(1930.8)。 
39張若谷，〈時代男人所要求的女性〉，《時代》第 1 卷第 9 期(1930.9)，頁 23。 
40
將國家強盛與國民身體健康聯繫起來的思考路徑，影響了清末民初中國文人的身體論述，近年 

來學界亦有相關研究，比如游鑑明對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中國發展體育教育的歷史、與現代國 

族主義的考察，請見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健美論述（1920－1940 年代）〉，游鑑明主編：《無 

聲之聲：近代中國的婦女與社會(1600-195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141-172。另外還有黃金麟近年的研究，請見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 

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股份公司，2001 年)。亦可見於劉人鵬：〈「西方美人」慾望裡 

「中國」與「二萬萬女子」〉，收入《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台北：台

灣學生書局，2000)，頁 129-187。  



短髮、講究裝飾的女性嗤之以鼻的年代不過才二十年，41《時代》編者對於時裝

的重視，已經不可同日而語，這樣的情形不但反映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快速，也

反映出了《時代》誕生於上海這個中國首座迅速消費化與現代化的都市中之特

色。 

此外，《時代》也刊登過提倡「男性美」的小文章，以說明他們追求的是「愛

美無分男女」的精神。比如在《時代》第 2 卷第 3 期(1931.02)上，邵洵美又化

名漢奇刊登了一篇名為〈一九三一年〉的文章，他這樣提倡： 

 

我希望一九三一年的人，每一個男性同類都跟我一樣做：假使我物質上不

發生困難，我要自每天早晨上工，每天黃昏散工以外踢毽子，我要學會去

玩絲竹管絃裡面無論某一種樂器！我要每天洗一個澡，每星期看一二次影

戲，跳一二次舞。我要訂一份《小說月報》，一份《新月月刊》，一份《東

方雜誌》，《時代》是每期會送給我的，所以不必訂(原文作定)了。 

 

在這篇文章當中邵洵美表達了他對三十年代上海一個理想的現代男性的想

像。首先，理想的現代男性應該是一個懂得裝飾，生活有情趣及品味，有「享受

幸福」的能力的人；最重要的是他還必須要有藝術的修養，如此才能「在團體裡

面可以有談話的資料，在寂寞的時候有消遣的工具」，更進一步說，才能「從享

受人生而來表現你自己。」對邵洵美來說，能消費有品味的文化藝術、能裝飾，

是一個人在社會上社交時最好的消遣。一個拋棄了「吃酒席、差麻雀」的低俗嗜

好，同時能「種花、跳舞、上電影院」的男性，便是他所認定的一個很理想的現

代男性。而這個理念反映在〈時代男性〉欄目的圖片編排中，可以發現《時代》

上所刊登的男性照片多為英勇的運動選手，身強體壯、笑容開朗。生活有品味、

身體強健這兩者的結合，便是《時代》中時代男性的理想典型。這些男女典型帶

有生活在電影屏幕上的男女主角那種陽光與新鮮的神氣，讓人想起張愛玲的小說

〈年輕的時候〉：「屬於另一個世界裡的。汝良把她和潔淨可愛的一切歸在一起，

像獎學金，像足球賽，像德國牌子的腳踏車，像新文學。」42 

總的來說，《時代》上談裝飾、身體美及生活情趣的文章，向我們展示出在

三十年代的上海，一部份文藝人士的都市生活體驗，其追求新鮮有品味的心態、

                                                      
41相關研究請見吳昊，《中國婦女服飾與身體革命 (1911---1935)》(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   
42張愛玲，《第一爐香-張愛玲短篇小說集之二》(臺北：皇冠文學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 190。  



及追求生活情趣的文化現象。然而在當時上海小市民一個人月收入普遍是四、五

十元；平均教育水平，只有一半的人初中畢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尚不算多的情

形下，43這群文藝人士所提倡的享受生活的意見，固然曾經引起一些注意，但自

然不能形成什麼氣候，僅可以說對於我們理解當時上海一部份菁英文化人嚮往摩

登的氣氛，起了一些作用。不過，我們亦可以從傅柯在〈論倫理系譜學〉裡對十

九世紀的巴黎耽弟(dandy)44提出的評論那樣，對他們提出一些觀察：「這種對自

我的運作與節制，不是為了獲取來世的永生，而是為了賦與其生活某種價值。它

使生活成為一種知識的對象、一種技術的對象--一種藝術的問題。」45也就是說，

《時代》這群嚮往都市生活的文藝人士的意見，除了體現出當時上海特殊的都市

文化精神外，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壇中與其說形成了什麼影響，不如說他們所希

望的無非是透過出版一種標榜在有文化的大眾間流行的刊物，進而達成了一些品

味區分、形成自我認同的效果；至於他們期望在當時形成社會上共同生活價值的

空氣，現在來看，自然並不成功。而在另一個層面上，我們或許也可以說這些文

字的意義還在於，展現出了當時一部份上海文藝人士企圖構建現代生活，參與新

國族文化建設的努力，這種追求「生活的現代性」的態度，相當值得注意。 

 

(二)、地方圖象中的世界與在地想像 

     

除了時尚與人物照片外，《時代》每期都會刊登的欄目還包括了國內外新聞

大事、奇聞妙人、與上海本地新聞等等。這些欄目中的圖片又大致可以分成幾類：

                                                      
43盧漢超，《霓虹燈外-20 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 48。  
44
在法國，dandy 指的是一群文化品味和生活風格受人注意、裝飾讓人驚訝的文藝名人，他們的

服裝和奇異行徑類似表演，執行一種特定的、可消費的品味，他們是前衛文化與精英文化往下

發聲的代言人，把生活也看成是一種作品。李歐梵在《上海摩登》中將「dandy」譯成浮紈，

專門討論葉靈鳳如何在小說中描繪紈絝子弟的形象。周小儀在《唯美主義與消費文化》當中也

討論 dandy 的頹廢，著重在談其在上海的商品化現象，傾向於將他們的美學行動看成是在資本

社會消費文化發展當中，藝術美學精神往下滑動的標示。彭小妍將 dandy 譯成「浪蕩子」，著

重他們在都會當中的文化活動。本文基本上同意他們的看法，譯成耽弟，企圖突顯其生活展演

的自我沉溺與耽美的部份。 
45
傅柯：〈論倫理系譜學〉，錢俊譯：《傅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2)，

頁 314-315。此外，十九世紀末英法兩國的唯美詩人有一種歌頌化妝品的風潮，波特萊爾、王

爾德都擅此道，人體的美化在當時是相當流行的。波特萊爾在〈十一：贊化妝〉一文中所指出

化妝變成一種美感的挪用、自我神聖化的實踐。Charles Baudelaire.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and 

Other Essays, Jonathan Mayne, tran., (New York:Da Capo Press, 1986) ,p22.本譯文轉述自波特萊爾，

郭宏安譯：《1846 年的沙龍》(桂林：廣西師範，2002)，頁 443。 

 



各地風景圖片、異地奇人妙事、新聞大事，在瀏覽紙上山水，以娛耳目外，這類

圖文還發揮了想像世界、塑造在地認同的作用。 

《時代》上所刊出的風景山水照片，不僅限於中國，還包括了海外等足跡難

及之處，除了先進歐美各國，亦有南洋非洲等地。最具代表性的，前者如「首都

觀光印象」系列，介紹北京、金陵等地景況；後者如「新都巡禮」系列圖片，導

覽巴黎、紐約風光。比如第 2卷第 2期所刊出的戈公振以相片及文字來介紹巴黎

都市景觀的報導，編者在〈編完以後〉這樣回應：「…別人還沒有想到的，我們

卻已拿到了，在我們的文章裡，圖畫裡，照相裡，都可以證明給讀者看，我們是

的確已被拉到了這個世界裡。」這些圖片「俾有做時代英雄志願而沒有機會到巴

黎去的勇士猶如親臨該地。」因此未來《時代》還有更多這種「發表告大城的內

面生活」的圖文之計畫。46這些文字不但反映出都市讀者渴求新知、嚮往異國的

心理，也成為他們想像世界與自我的基礎。《時代》上除刊出異國都市景觀圖片

外，也以相當世界主義的態度，刊登展現上海都市種種生活樣態的圖文，比第 3

卷第 1 期的〈黃浦灘之描寫〉、第 4 卷第 12 期的〈上海暴風雨〉、第 5 卷第 1 期

的〈上海的建築〉等等。在第 5卷第 2期的〈上海禮讚〉中，這樣描述上海：「多

方面的都會生活，具有一種快速的旋率的生活是現代人的，都會是現代人的夢想。」

47可見當時上海一部份文化人士是將都市生活與現代想像連接在一起的。 

與這些圖片一同刊登的還有一系列的遊記與新聞大事文字。最具代表性的連

載文字分別當屬張若谷的〈世界都會獵奇記〉與沈逸千的〈往西北去〉。48張若谷

的文章從上海都市人的視角望向當時繁華的西歐各首都--巴黎、維也納等地，彰

顯了當時一部份中國現代文人以開放態度接受西方文藝思潮與都市文明的心態。

而沈逸千深入大西北的新聞報導，以鏡頭和文字補捉中國內陸的緊張與貧困，展

現了對國家時局、歷史未來的深沉感懷，亦形塑了讀者的國家興亡之感。49以上

兩種地方圖文的再現，如同雙作用力，由內而外，一方面刺激著二十世紀初期中

國現代人的向外張望的地理想像，也一方面鏤刻著其畫分疆界的家國觀。 

                                                      
46編者，〈編完以後〉，《時代》第 2 卷第 2 期(1930.12)，頁 30。 
47〈上海禮讚〉，《時代》第 5 卷第 2 期(1933.11)，頁 52。  
48張若谷，〈世界都會獵奇記〉，自《時代》第 7 卷第 6 期(1935.1)起連載。沈逸千，〈往西北去〉，

《時代》第 3 卷第 5 期(1932.11)起開始不定期連載。第 5 卷第 3 期(1933.12)「蒙邊西北專號」

亦刊出多篇他的文章及相片。 
49當然，亦如同學者觀察，清代以來文人的西北旅行記述始終有以文/野之分的二元架構，建構中

原與蠻夷的差別秩序的傾向。請見沈松僑，〈江山如此多嬌—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

想像〉，《臺大歷史學報》第 37 期 (2006.06)，頁 145-206。《時代》上所刊登的西北報導則在文

化獵奇的想像以外，更因時值中日戰爭前夕，包含對國土興亡的關注。 



在這類型的圖文欄目中，對於異地奇聞的介紹文字，則是另一種值得考察的

項目。這些圖文報導基本上可分為對少數民族的關注及對遙遠異地的想像兩種。

比如第 3卷第 3期的〈世界奇襲〉介紹世界各地的民族服裝、第 3卷第 6期的〈蠻

境巡禮〉、第 3 卷第 10 期的〈南洋素描〉、第 4 卷第 8 期上登載的〈世界人類雕

塑銅像之陳列〉以圖片集錦串連出遠方異地原始文明的樣貌，文中不乏對於邊陲

地區少數民族生活型態的好奇與揣測。這些圖文除體現出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人

因對地理學好奇，進而產生的民俗學興趣以外，50也反映出了當時歐美流行文化

中原始主義興趣的積極影響。51 

此外，《時代》上亦有一些關注世界新發明的圖文介紹，比如第 3 卷第 2

期的〈最完成的機器人〉、第 3卷第 5期的〈無線電〉、第 3卷第 2期的〈巴黎新

式理髮之種種〉等等。除此以外，《時代》的編者群亦很關心世界局勢，〈美國

的總統大選〉、〈在日內瓦舉行的世界裁減軍備會議〉、羅馬尼亞的〈羅宮新史〉、

希特勒與〈德國社黨競選〉、關心墨索里尼動態的〈墨索里尼運動場〉都會以新

聞圖片的形勢出現在國外大事欄目中，與〈中國本地的國民政府遷回南京〉、〈東

北義勇軍〉、〈拯救華北〉等圖片並置，展現出天下事無不關心的氣氛。 

透過分散在「時事」、「奇聞」各種不同欄目中的圖文，雜誌展現了作者與編

者群體對三十年代國際或國內局勢的關心，也扮演了在讀者間塑造公論的作用。

某種程度上，亦發揮了他們企圖用畫報這類通俗形式，潛移默化帶給讀者天下時

勢，匹夫有責的教化觀。這些瑣碎、帶有消閒意味的地理、人類學、或科技新知，

強調外來事物的新奇，甚至不乏娛樂性，這類瑣碎新知既是知識，對大眾來說，

在實用外，還帶娛樂性。52《時代》形塑出了一個中外合璧、雅俗交融的世界，

將生活、新知、消費、天下事結合在一本刊物中，展現出一個為三十年代上海市

民讀者所開創的閱讀空間。 

 

(三)、大眾名人文化 

                                                      
50比如晚清民初中國文壇曾展開過的民俗及歌謠調查搜集，即展現出時人對於民俗的興趣。  
51
二十世紀歐美大都會中的前衛文化中不斷出現現代精神與原始文化融合的藝術形式，如人們所

談論的美國爵士樂，這個藝術形式影響了二十世紀初期現代藝術的發展以及流行文化。相關研

究可見瑪麗‧格拉克(Mary Gluck)著、羅靚譯，《流行的波希米亞‧十九世紀巴黎的現代主義與

都市文化》(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  
52如同胡曉真對《小說月報》的研究所指出的。請見氏著，〈知識消費、教化娛樂與微物崇拜— 

論《小說月報》與 王蘊章的雜誌編輯事業〉，《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1 期(2006.03)，頁 55-90。  



 

《時代》能與當時其他畫報競爭、並與其它刊物區隔之處，在於畫報的主調

及欄目的安排，而這個特色與主編之一的邵洵美有關。《時代》作為一份希望將

時代萬象介紹給讀者的雜誌，並不曲高和寡，在嚴肅的時事或文藝評論以外，還

經常刊登一些與生活有關的文章，對大眾感興趣的話題提出議論，或者提出建議

方向。比如邵洵美主編的第 8卷起，按期刊登的「時代講話」專欄，邵洵美從文

化的護法(8:11，1935.11)談到鬼、談到仲夏夜之夢的公演、再談到運動(女子運

動與男子運動(8:10，1935.10)，《時代》的路線就如同邵洵美的理想：在看似

通俗的畫報中潛移默化地提升讀者的文化修養、生活情趣的的觀點，也使《時代》

讀來較其它畫報充實有趣。 

在吸引大眾閱讀的同時，還要提升大眾的水平，傳達一些觀念，《時代》的

名人談話欄目，可以說相當成功地具體展現出深入淺出、雅俗共賞的可能性。《時

代》上刊出的有代表性的名人專訪，包括了胡適談其作品(〈胡適之先生訪問記〉)、

蔡元培談美育(〈見蔡孑民先生的半點鐘〉)、蔣百器談佛教與生活(〈見蔣百器

先生〉)、鄭毓秀談女性(〈鄭毓秀談中國女人〉)等，其中還包括了有陸小曼接

受採訪談她的生活(〈與陸小曼女士十分鐘的談話〉)、或者張若谷與法國記者見

面訪談錄(〈新時代的中國〉)、訪問上海外國人社交圈著名的弗麗茨夫人(〈花

廳夫人〉)等等。這些訪談文章篇幅固然不長，帶隨筆性質，不過文章中時常蘊

含著有趣的觀點，值得注意。 

如鄭毓秀應法國雜誌之邀而寫的〈鄭毓秀論中國女人〉一文，
53
便堪玩味。

此文透過一位曾旅居法國的女性眼光重新討論她對中國女性的認識，由張若谷譯

成中文。鄭毓秀在這篇文章中，由中國女性的視角，向法國群眾揭露傳統社會中

裡的中國女人的生活：除了母親外，女性無法扮演其他社會角色。鄭毓秀在文末

特別呼籲，教育的普及將會是很好的提高中國婦女的地位的方式。這篇文章早在

1930年便登出，相較於當時其他文藝畫報中女性聲音的微弱，顯得十分不同。 

而蔡元培在他談美育的文章中所提出的「享受人生」哲學，便與邵洵美在《時

代》中談生活情味的觀點不謀而合。他說： 

 

我們每每在聽了一隻歌，看了一張畫，一件雕刻，或是讀了一首詩，一篇

                                                      
53鄭毓秀，〈論中國女人〉，《時代》第 2 卷第 1 期(1930.11)，頁 27。 



文章以後，常會有說不出的感覺，四周空氣會變得更溫柔，眼前的對象會

變得更甜蜜，似乎覺得自身在這個世界上有一種偉大的使命，這種使命不

只是要人人有飯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他同時還要使人人能在保持生

存以外，還能去享受人生。54 

 

因此，蔡元培也特別推崇《時代》，他認為這本畫報的功能在於使人認識到

了文化生活對於國民生活的重要性，國民的素質不只在於強健體魄，也在於文化

修養的提高，整體來說，這對於國家也是有助益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則《時代》

上的名人訪問，並非只是媒體對於名人生活的窺探和利用那樣淺薄。當然，這關

係到什麼是名人的定義，《時代》上所刊登的名人訪問，相較之下更具有文化名

人的意義，他們是這個新興都會文化(國家)的代表人物，除了提供讀者茶餘飯後

的消遣話題，這類名人身上還披掛了「文化」外衣，成為理想生活的化身，從他

們所專訪的名人、所談論的話題，可以發現《時代》編者群著重推廣生活情趣、

強調文化修養的價值觀。而現代大眾傳媒發達的上海，更為這類文化名人受到注

意、養成知名度提供了條件。 

除了這類值得受邀談話的文化名人外，《時代》上亦不能免俗地刊登了不少

對其他名人動態的追隨報導。當時相當受歡迎的電影明星，不論是胡蝶、王人美、

金燄，或是接連自殺、轟動上海的艾霞、阮玲玉，其劇照或生活軼事，都是《時

代》關心的焦點。除了中西電影明星外，蔣介石、張學良等國民政府人士在《時

代》上鏡率也很高。不過相較於其他小報對於這類人物私密生活的揣測、渲染，

以收譁眾取寵之效，55《時代》上刊載這類名人動態，態度較為莊重，多半是刊

登照片與略敘近況而已。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時代》上一系列將名人、電影明

星的相貌與物體或動物相比的漫畫。56這類漫畫或名人畫片，通常是雜誌吸引讀

者的招數，《時代》上的這類漫畫亦如此貼近讀者趣味，表現出憂心國家大事外

的幽默感。儘管這些漫畫不一定具有反諷性，但相較於雄壯、嘹亮的家國合唱，

這類幽默更似主聲部以外的點綴音。這類零星小品，是以文人及漫畫家為編輯主

體的《時代》一大特色。 

 

                                                      
54〈見蔡孑民先生的半點鐘〉，《時代》第 2 卷第 3 期(1931.2)。 
55上海小報上的名人流言與都市空間的建構，相關研究請見李楠，《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小報》(北

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56〈世界政治偉人〉，《時代》第 1 卷第 1 期(1929.10 )，頁 16。  



(四)、現代文藝 

     

    邵洵美是出版《時代》的時代圖書公司的負責人與主要編輯，《時代》上文

字撰寫的部份也多是由邵洵美執筆或邀稿。在他接手《時代》畫報後，《時代》

的風格變得較以往更具有思想性，與當時其他流行的畫報相較，更具有文藝氣息，

這不得不歸功於邵洵美要以畫報形式吸引讀者、接著偷渡文藝知識的大眾文化觀

所起的作用。這個特色尤其明顯的表現在他所負責主編的幾卷《時代》上。57在

這些卷期中，除時事圖片、名人照片以外，編者還特闢有現代文藝一欄，專門介

紹西歐現代藝術與當代中國名家作品。這些名家作品如第 2卷第 2期所刊登的徐

悲鴻的〈小眠〉、第 2 卷第 3期上龐薰琹的〈如此巴黎〉、第 3卷第 4期上常玉的

〈素描〉、第 4 卷第 2 期上雕塑家江小鶼之近作三種等等，可作為代表。以上這

幾位名家都自法國學藝歸滬，徐悲鴻在巴黎便與邵洵美相識，三十年代在上海，

是經常互通聲息的朋友。除了這群藝術家朋友以外，還有與邵洵美熟悉的葉靈鳳、

黑嬰、章克標、張若谷、林微音、乃至施蟄存、穆時英，都在《時代》上發表過

小說。這些藝術家與作家的雖然仍存在個別差異，創作文類不同，不過基本上同

屬在審美趣味上較接近的一派，親近英法唯美現代文藝，熱衷都市文化生活，年

齡相近，時常藉沙龍展覽有所往來，在當時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文藝小圈子，彼此

拉抬，他們的文藝活動更展現出二十世紀大都市新生的現代文學和藝術合流共生

的現象。58 

邵洵美不只向這些藝術家朋友邀畫，或許也領略到讀者在看出現代藝術門道

上的難度，也在《時代》上提綱挈領地向讀者說明這些藝術作品。比如邵洵美這

樣介紹徐悲鴻的畫作：「徐先生繪畫的成功，可以說完全是得力於基本工作的吃

苦，素描根柢的堅固，他的線條準確而不呆滯，細緻而又強壯，是一個美人同時

又是一個英雄。」59介紹常玉的畫：「人體的顏色，層次最多，人體的線條與立體，

                                                      
57
《時代》第 2-4 卷是邵洵美主編的、第 8-10 卷眥會出現邵洵美所主筆的「時代講話」專欄。邵

洵美在刊物上所使用過的筆名很多，如浩文、郭明、常正等等。 
58這些藝術家跟上海的文化人通過陸續參與如邵洵美、曾樸的文化沙龍，在法租界內舉辦各種類

型的展覽，聯絡來往，逐漸形成了一個美學品味相近的小圈子，一度在上海文壇形成了相當活

潑的都會文藝空氣，他們彼此之間時常是互通聲息的。章克標曾這樣評價過這股文藝風潮，他

認為，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學、藝術上的相互影響和借鑒是很明顯的，無論是頹廢主義或象

徵主義，文學家和藝術家在許多方面的觀念是共通的。轉引自顧躍，〈20 世紀二三十年代上

海藝術的現代性〉，《現代藝術與設計》第 157 期(2007.11)，頁 54-57。 
59徐悲鴻，〈小眠〉，《時代》第 2 卷第 2 期(1931.1)，頁 7。 



變化最多，在靜止的時候他會跳動，在簡單的地方實更複雜。用靜止的筆姿去表

現跳動，用簡單的手法去表現複雜，這是近代藝術的成功。」60以上這些貼切淺

白的觀畫指南，使得《時代》上的現代文藝欄目不只是單純的圖畫拼貼，通過圖

畫及照片，《時代》向讀者傳達的是一份理解最新現代文藝以跟上時代的決心，

這也是同時達到教化功能之目標的方式之一。另外，《時代》對於宣傳上海的美

術展覽更是不遺餘力，決瀾社的畫會、上海、廣州各地的洋畫展都曾經躍上紙面。

其他如第 4卷第 3期秋園的〈音樂的現代主義〉、第 4卷第 7期的〈線條:介紹亞

歷山大卡爾特〉、第 4 卷第 11 期陳夢美的〈現代跳舞運動〉、第 5 卷第 7 期葉靈

鳳的〈西洋木刻手法之東漸〉、郎靜山得獎的女體攝影等等，也都屬於此類。這

種對於當時西歐那些帶有前衛性質的文藝潮流的關注，在當時上海流行的畫報上，

是不常見的。另外，同樣也是由於編者群對歐美文藝的興趣，《時代》亦相當關

注中西文化交流或比較的議題，若有西洋文藝家來華，《時代》便會刊出專文介

紹，比如美國作家蕭伯納來華、法國記者 Chardonne 抵滬、漫畫家珂佛羅皮斯來

訪等等，對於將當時歐美國家中宜加以注意的文藝人士推廣入中國文化場域，《時

代》也起了一點作用。 

除了藝術以外，《時代》上所刊登的文學作品也很值得注意。前期所刊登的

兩種最主要的文藝連載作品，分別為該刊兩位靈魂人物的作品：葉淺予的幽默漫

畫〈王先生〉、邵洵美的賭博小說〈貴族區〉。〈貴族區〉描寫的是上海一群沒落

貴族的夕陽生涯，刻畫的是遺少小姐們聚賭抽煙的酒肉生活，對於舊時王謝堂前

燕飛入民初上海租界，疲憊聊賴度日的景況心理，有獨到的觀察。小說人物多是

邵洵美在家族所見人物，以之為藍本寫成，加上對賭徒心理細膩的分析，可惜小

說沒有寫完，草草收場。《時代》也分別刊登過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兩位多情才子

型文人，也都是邵洵美多年朋友--徐志摩的〈眉軒瑣語〉與郁達夫的〈爛柯紀夢〉，

兩篇作品都屬自我感情的剖析，一様帶有自敘傳的性質。 

《時代》上所刊登的文藝作品，除現代藝術外，另一種類便是描寫都市生活

中男歡女愛的文字，比如第 5卷第 2期刊登的施蟄存的〈特呂姑娘〉與第 5卷第

4期刊登的穆時英的〈白金的女體塑像〉，61則是這兩位後來以寫作都市現代體驗

小說出名的作家早期的作品。其它以描寫都市生活為主題的作品，還有第 3卷第

                                                      
60常玉，〈速寫〉，《時代》第 3 卷第 4 期(1932.10.)，頁 8。 
61
這篇刊登在《時代》上第 5 卷第 4 期(1934.01)的〈白金的女體塑像〉，是後來穆時英收進小說 

集《白金的女體塑像》(上海：現代書局，1934)中的前一版本。 



5期章克標的〈向單純行進〉、〈摩登〉、第 5卷第 3期黑嬰的〈你的黑眼珠〉、第

3卷第 5 期張若谷的〈豔遇〉、第 5卷第 9期葉靈鳳的〈麗麗斯〉、第 5 卷第 7期

林微音的〈約〉。這些作品主要都在歌頌一種新興的、高速的現代生活，在這樣

的生活中，快速、轉瞬即逝的兩性關係，成為他們小說中的主要情節與隱喻。如

同章克標在〈摩登〉中這樣說明：「向前進實在是摩登的心臟」、「是一種向前進

展的永往，不屈不撓的意氣」；「不合摩登的一切，我們要視為時代的反動。」62在

標榜以刊登書寫現代生活體驗作品的《現代》(1934)出現以前，《時代》可說是

刊登這類歌頌都市作品的前沿地帶。 

不過關於《時代》上的文字，邵洵美在第 2 卷第 9期(1932.7)〈時代的編製〉

一文中這樣說： 

   

時代是人類大眾的產業，所以時代的編製，便也不是去為了取悅某一方

面。 

  「時代」是一本畫報，同時也有文字：目的是在使讀者接近時代，既不是

供讀者低級的娛樂，也不是讀者高深的研究。 

    

為了要達到我們的目的,所以在編製方面,特別是文字方面,便很感到不

容易：沉悶的文章是不在這裡刊登的，而輕浮的作品也是在摒棄之列的。 

我們希望在這塊小小的園地裡能種植著時代的每一方面的奇花異卉；我

們要從國際的情況講到個人的問題；我們要為時代上最新的一切作詳細

的介紹及透徹的批評。而我們最大的希望便是能使一般人的目光，從對

金錢的爭逐，轉向到對人生的享樂上去。 

 

    都市裡的高速度變化、男女戀情的遇合、舊家族在新時代的墮落與衰弱、詩

人浪漫的詩情人生、不斷變動的藝術與人生的種種無奈，在對金錢的追求成為現

代人牢籠的時代，為了從不斷流逝的時光中捕捉意義，最好是把握住每個當下。

《時代》編者與作家群書寫的，是這樣的時代面向，反映出這個時代的無常人生，

如同那些革命、烽火、爭逐與名利。這些作品總要讓人想起國家之外總有著個人、

集體以外還有著抒情的可能。《時代》做為後人偷窺當時時代之秘的一扇窗口，

                                                      
62章克標，〈摩登〉，《時代》第 2 卷第 7 期(1932.06)，頁 18。  



從今日角度看來，《時代》編者群對其所身處時代的表現的確頗具深意。 

 

四、 Modern混合物(Modern miscellany)：《時代》中的現代 

 

《時代》主張要做「時代先馳」、要將人人拉到時代中，的確，由刊物內容

看來，從主要編輯邵洵美乃至於雜誌的作者群，都對如何向讀者介紹這個時代有

相當大的興趣，並將之視為重建文化的首要任務。《時代》的封面上印有該雜誌

的英文名--「Modern Miscellany」，綜觀整本刊物，此英文名稱在中文翻譯上的

可能性--「modern的混合物」，其實相當有代表性地概括了《時代》的內涵，並

帶給本文一個詮釋的視角--究竟《時代》中呈現出來的「moderm」包含了什麼面

向？我們可以怎麼理解和詮釋它？要回應這個問題，不如回到《時代》(Modern 

miscellany)本身--從對《時代》上「modern」一詞的考察開始。 

「modern」一詞譯成「現代」，據劉禾研究，乃是取自日人對歐語的翻譯

(gendai)，63這個詞語的演進反映出現代中國文化翻譯層面：西方—日本—中國

的曲折路徑；而摩登則是源於德語、法語、英語的音譯詞。64晚清時期，在文章

中頻繁使用現代一詞的，有梁啟超。在他文字中出現的「現代」，指涉的是數種

不同的含意—既指與古代不同、有新舊意義的現代；亦指稱時間斷代上的現在的

此一現代；與西方各國現況連用的現代；與當時中國人連用的現代中國人等等。

梁啟超筆下的「現代」，大體可以歸納為時間概念上的現代(在達爾文史觀影響下

的文化語境中，這個象徵與舊有斷裂的時代，具有較高的價值位階)，以及西方

各國的發展狀況相關的異國現代、和含有塑造國民個體為主要意涵的現代國民。

65簡單來說，以上文為例，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現代文化語境中的「現代」一詞，

                                                      
63

Liu, Lydia H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366. 
64同上註。其實當時還有一翻譯作「近代」，但因後人多用近代一詞指涉前一時代，逐漸少與現 

代及摩登混用。 
65
如同前文所述，筆者試圖從「現代」一詞的建構及演繹的過程把握其中意義，將「現代」視為

一個在翻譯及詮釋的過程中不斷建構出來的詞彙。若以梁啟超在《飲冰室文集》所收文字如〈新

民說〉、〈教育與政治〉、〈歐遊心影錄〉等文章為例檢視，則可以發現，其所言之「現代」，可

分為以下幾類，如與他所關心之現代中國人、現代國民等議題連用；或在語用上，也時常等同

於現在，指這個時代；此外，除「新」的意義外，「現代」還常與世界各國及大勢並列。由此

為例，已可發現「現代」一詞在清末民初語境中，已含有許多不同的指涉面向。以上乃筆者在

金觀濤、劉青峰老師的觀念史資料庫中檢索分析之初步結果，並參考觀念史研究的提問方式，

從材料的整理分析入手，對現代一詞在晚清民初的出現其所包容之意涵，及所可能涉及的文化

想像，提出反省與回顧。由於研究仍在進行中，更深入細膩的討論，有待筆者未來繼續深化。 



乃一含意混同的概念，對於歷經艱辛挑戰邁入現代的中國文人，大致上「現代」

一詞所暗示的價值概念無非是進步和向前；是在西方眼光注視下逐漸發生轉化的

當下此刻--「這個時代」，也是逐漸西化/都市化/資本主義化的「現代」生活。

在現代漢語形成過程中，它是一個名詞，一種狀態補語，一個形容詞，也是一個

動詞--現代，是帶給國族未來希望的契機。 

不過，相較於「現代」一詞所連結的宏大敘事想像，「摩登」更強調的顯然

是都市日常生活時髦的個人層面，還包括了對「新」、「異」的追求。自二十年代

末「摩登」一詞開始流行以來，66摩登(modern)一詞便兼具現代、時髦的含意。

1934年第 3卷第 3期的《申報月刊》新辭源欄這樣解釋摩登：「所謂摩登者，即

為最新事而不落伍之謂」；同年出版的《新名詞辭典》中，則這樣說：「Modern

之音譯，義為近代的、現代的、惟普通多含有時髦之意。」67可見當時人定義摩

登，已漸偏離了現代之意，作新潮入時解，同樣地，現代一詞中的時髦一義，也

被排除了。68到了 1934 年後，在左翼思潮、新生活運動支持者的撻伐下，摩登一

詞卻逐漸被視為生活腐化、鋪張墮落的代名詞，摩登一詞在中國的含意已與現代

論述中的現代一詞意義大為不同。 

Modern 譯作現代、摩登(或許還要加上近代、毛斷)，並不只是翻譯者在詞

語選用上的差異，在文化概念的外延上，更表現出 modern 一詞意涵在不同翻譯

語境中的比重：69如使用「摩登」一詞的人，其言下之意較「現代」更包含了對

「時髦」的關心、嚮往都市生活等等的文化想像。對於當時的都市人來說，追求

                                                      
66

1928 年 12 月，《中央日報》創立《摩登》副刊，主編是田漢，同時他的電影「三個摩登女性」

(1932)也以摩登為名。1929 年由摩登社創立的《摩登》發刊，以摩登為刊名，封面有英文譯名

modern，摩登社成員多為南國社人，與田漢一樣都傾向把摩登視為 modern 一詞的中文音譯，

總之摩登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出現與南國社頗有淵源。不過對於何為 modern(摩登)，《摩登》編

輯只提到此乃 modern 一詞音譯，且因摩登一詞已廣為人所知，所以刊物中亦無定義，可以確

知的是摩登一詞在當時已開始流行。  
67請見邢墨卿，《新名詞辭典》(上海：新生命書局，1934)。  
68此乃得益於張勇的研究成果。請見氏著，〈摩登考辨-1930 年代上海文化關鍵詞之一〉，《中國現 

代文學研究叢刊》2007 年第 6 期，頁 36-50。  
69張小虹最近亦提出相關觀察，她從雷曼(Ulrich Lehmann)所著 Tiger Sprung 一書中的概念：「時 

尚乃現代性的關鍵字源基礎」引申，考察近現代中國文化圈 modern 一詞的文化翻譯歷史路徑。

張小虹，〈時裝美人現代性〉，「女性消費歷史記憶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12.12。不過該文作者

考察 modern 一詞語源，將摩登定義成相對於「陽性現代」的「陰性摩登」，著眼於女子時尚，

且討論材料多以晚清雜誌為例。不過晚清時期，摩登一詞在中國的使用狀況並不普遍，以筆者

在觀念史資料庫中搜索到的少數材料為例，亦尚無時髦含意，且與現代時常混用。另外，本文

以為女子時尚並不足以詮釋「摩登」此一譯音在近現代中國文化場域中的多面性，本文所指的

「摩登」，偏向都會文化各層面，包含生活、時尚、文藝等，當時及以往的文人與研究者以為海

派或小道的種種面向。  



摩登，其意圖除了只是嚮往消費文化與新鮮刺激，70無非也是意圖在生活層面體

現新異；變得「摩登」，也是讓人更貼近「現代」的方法。因此，摩登和現代兩

個詞語的詮解，二分以外，或在其外沿地帶又有接合之處，呈現出中國現代文化

場域的複雜面貌。如果以《時代》為例，那麼《時代》所傳達的是什麼樣的「modern」?

我們可以如何定位和理解呢? 

《時代》第 2卷第 7期上所刊登的章克標的〈摩登〉一文，或可做為理解章

克標、邵洵美等作者編者群的摩登觀點的巧妙陳述：71 

 

      摩登一詞，在佛典的意義中如何，我們不去多管，現在常常或在人們的口

頭上提到的摩登女郎或摩登什麼的摩登一詞，卻與佛典無關是 Modern 的

譯音，這是一個英國字，作近代，現代，當代等等解，至於語原出於拉丁

文或希臘文的什麼字，有怎樣的意義，或者在英國的著名的標準辭典或牛

津辭典上，有怎樣怎樣的解釋註義，恕我不會翻書，不去檢查了。… 

 

然而作者還是翻開了開明文學辭典，並對摩登做出了以下的解釋： 

 

      英語的 Modern 為近代現代之意，音譯之為摩登。摩登者富有十足的現代

精神之謂，即是一個嶄新的現代人之意。…籠統來講，摩登是現代的、近

代的，所以必是新式的，而反抗舊式的。 

 

    他又接著說了： 

 

      我是絕對讚美一切摩登的，不談是摩登姑娘，摩登戲法或者摩登大菜，只

有真個帶些摩登的色彩，我確是讚仰禮拜的，因為我們是現代人。 

 

    的確，modern一詞在英法語及其拉丁詞源中，自有其解釋。拉丁字源中的 

modernus一詞，除了指時間，也有風格的意涵；既指嶄新，亦指實在，它是 

與舊相對的嶄新，是與過去相對的現在—即他們念茲在茲的「這個時代」。這 

                                                      
70這裡回應的是解志熙「摩登主義」的說法：「摩登也者，modern 是也，然而摩登未必是本真的 

原創的 modern，也不一定是反 modern 的 modernity，倒往往是把來自西方的 modern 和 modernity 

當作時尚而加以複製，使之流行，以迎合大都市中產階級迎合時髦與新鮮刺激的文化-消費口 

味」。請見氏著，〈解讀「摩登」:李今和她的海派小說研究〉，請見李今，《海派小說論》(臺北：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頁 14。 
71章克標，〈摩登〉，《時代》第 2 卷第 7 期(1932.06.)，頁 18。 



也就是章克標所說的「新式」、「近現代」。然而章克標又將摩登詮釋為：摩登姑 

娘、戲法、大菜，是在時間觀念外，在日常生活、女性時髦、大眾消費的文化想 

像層面定義出來的。我們可以簡單這樣說，章克標文中的 modern，基本上與當 

時人對摩登的定義很接近，既是時間上的新異，亦是都市時髦。 

那麼這是否表示，以章克標為例的《時代》編者群，對於上海三十年代的時 

代體驗，總是圍繞都市、消費、時髦，忽略民生國難，完全脫離時代，更不能對

現代社會種種價值取向提出批判，因而不具現代性呢？ 

我們不妨先繞遠一點，以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現代

生活 

的畫家」一文的考察，作為思考這一個問題的對照點，以回應此一問題。 

波特萊爾的散文詩主題通常都是十九世紀以來，逐漸都市化的巴黎人群與其

樣態，詩人從他的主觀感受出發，將他所感受到的美，以語言加以捕捉，詩化在

藝術的烏托邦。他這樣說，一位真正的藝術家必須「就像是詩人、小說家和道德

家 ， 將 隱 藏 在 流 動 事 物 中 的 永 恆 事 物 顯 現 出 來 。 」 72 傅 柯 (Michel 

Foucault,1926-1984)對這個觀點提出了進一步的解釋：一個真正的現代作家，

需要「比純粹的漫遊者的目的更高些的目的，有一個與一時短暫的愉快不同的更

普遍的目的，他尋找我們可以稱之為『現代性』的那種東西。」73這個「現代性」

(le modernité)，傅柯這樣闡釋，是一種對現時所採取的英雄化面向，傅柯說道：

「這種英雄化是反諷(ironic)的。」74透過文字捕捉現實，並從反諷的觀看位置

出發，將之呈現，則一個真正的現代作家可以對現代都市生活提出一種詩意的凝

視、一個藝術性的轉化(transition)，這就是「現代性」(le modernité)。也就

是說，「現代性」(le modernité)再也不能從都市日常生活中抽離出來，它不只

是永恆不變的事物的反映，而是從零碎的片斷中提取的永恆，它既與永恆相連，

也與流行聯繫。因此都市文本就是現實，時裝與裝飾都能表現現實。現代性是時

人文化想像的同義詞，只是在認識自身處境的矛盾的同時，藝術家還能從反諷的

                                                      
72波特萊爾(Charles Baudlaire)著，郭宏安譯：《1846 年的沙龍》(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頁 424。”La modernité, c’est le transitoire, le fugitive, le contingent, la moitié de l’art, don’t l’autre 

moitié est l’éternel et l’immuable » Charles Baudelaire, ŒUVRES COMPLÈ TES, (Paris:Robert 

Laffont S. A,1980), p.467 
73

Charles Baudelaire,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and Other Essays, Jonathan Mayne, tran.(New 

York:Da Capo Press, 1986), p.12.  
74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Enlightment?” in Ethics：Subjectivity and Truth, Paul Rabinow ed(London：

Allen Lane,1997),p.310. 



角度將之呈現出來，這就是現代主義藝術英雄化的潛能。75也因此，當我們讀到

邵洵美這樣陳述他編輯《時代》最後願望的時候，不能不讓我們對於不同時空中

的兩位作者如此相應的時代巧合，發出會心的微笑—因為邵洵美是這樣寄望於他

的讀者的：「但願在時代裡徘徊著的人們，得到一個真正的安慰，因此更了解了

人生的樂趣，奮發地去做這時代所要求著的英雄。」76邵洵美談的這個英雄，不

能不讓我們想起傅柯所說的，一個從現代生活方方面面中體現時代性的英雄。然

而，《時代》的作者與編者群透過文字圖畫所展現出來的「時代」，更多的是對都

市生活與時髦的關心等較為世俗的一面，77而非全是國家大業與建設、革命；雖

然如此，除評價其所表現出來的現代性藝術成就外，我們似乎不能以他們的作品

並不體現時代的說法苛責之。 

進一步來說，《時代》中的 modern—如同它的英文名稱所暗示的，是一揉合

摩登/現代在現代中國兩種翻譯概念的混合物，既展現為對新潮、時局的關心，

亦體現在對都市時髦生活的關懷中，這也是我們對於《時代》中的現代所能做出

的最貼切詮釋了，而或許這也展現出當時的時代性樣貌。我們或許願意將這個混

合物的概念與中國現代文化意識聯繫起來，引申為當時一部份現代文人的生命情

懷的體現，視為這群文化人想像自我和他者(世界、都市、新時代)時的文化心態。

78從這個角度出發，則編輯《時代》的邵洵美等人悠遊都市生活中、侈談現代文

藝和時尚，固然可以理解為「麻木和冷淡」，79也可以證為這群文藝人士似乎無意

構建宏大的革命理想，然而，檢視他們於《時代》編寫內容中所體現出來的「時

代」圖景，卻可以發現，對他們而言，或許在投身於宏大國族議題的爭鬥以外，

不如也熱衷於體驗和發現 modern 一詞--摩登的那一面—「我們要做怎麼生？才

足以幸運快樂」，80也未可知。而重要的是，後者同時也是「時代」（現代也好）

                                                      
75
傅柯指出，在認識自身處境中的矛盾和悖論的同時，漫遊者還能運用反諷的藝術表現將之呈現 

出來，這就是現代主義藝術英雄化的潛力。亦有學者從這個角度來談巴黎在十九世紀的都會文

化。相關研究可見瑪麗‧格拉克(Mary Gluck)著、羅靚譯，《流行的波希米亞‧十九世紀巴黎的

現代主義與都市文化》(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 
76

 編者，〈編完以後〉，《時代》第 2 卷第 2 期(1930.12)，頁 30。 
77
從馬泰卡林內庫斯基的(Matei Calinescu)的詮釋角度來看，則媚俗也是現代性的一個面貌。請見

馬泰卡林內斯庫(Matei Calinescu)，顧愛彬、李瑞華譯，《現代性的五副面孔》(北京：商務印書

館，2000)。 
78
比如同威廉斯對於 modern 一詞在西方詞語概念轉變所做的考察，請見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北京：三聯書店，2005)，頁 308。 
79「以美術家為主體的《時代》追求的是藝術和美」，「對於大眾所關心的身邊事再次顯示出麻木

和冷淡，反而逐漸回到原來那種自得其樂的『美』的趣味上去了。」請見鄭績，〈時代始末〉，

《新文學史料》2005 年第 2 期，頁 199。 
80編者：〈「時代」是人人的寫照〉，《時代》第 1 卷第 5 期(1930.06)，頁 3。 



的一部份。 

 

五、 結語 

 

三十年代的上海，曾經陸續出現多種文藝畫報，其性質多出入於通俗娛樂與

傳遞新知之間，更要創造能生存下去的商業利益。在當時國家有難、左翼或民族

文藝勢力高張的上海，以及後來的詮釋共同體的角度中，這些刊物往往被呈現為

媚俗、落後的象徵。此一認知自有其根據，而所謂的雅俗之間本來就存在著灰色

地帶，因此本文並不想誇張或翻轉此類文藝畫報在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學成就及定

位，不過，以《時代》的編輯與作者群體為例，身處在救民族於危亡的氣氛中，

他們在畫報中所呈現出來的—不論是提倡享受生活、重視裝飾、想像異國、關心

世界等看法，卻的確具有當時文人之現代文化想像的另種代表性。本文指出，《時

代》身上負有教化社會、以及提供休閒的多重色彩，延續晚清以來綜合性刊物的

通俗教化功能。以邵洵美為主要編輯者的《時代》版圖中，既有探索新知、想像

世界的好奇，也有參與社會、關心時局的入世關懷，同時還有貼近生活潮流、介

紹藝術的努力，從而形成了編者、作者與市民讀者在三十年代上海的時代文化圖

景。本文亦指出，他們所定義的時代，如同其英文名稱 Modern Miscellany，乃

是 modern 一詞在中國所譯出的摩登與現代兩種概念的混合物，勾勒國家與文化

的現代面貌，嚮往都市的摩登時尚，並具體描繪出一個理想現代人的生活樣貌，

頗能代表三十年代中國文化語境中一群都市文人的現代文化想像。邵洵美的文化

事業及《時代》所代表的文化嘗試，在 1937 年戰雲逼近後，固然在極短的時間

內面對著時代的挑戰，消聲匿跡。然而我們仍可以這麼說，藉著對《時代》的考

察，我們可以發現，文化景觀從來不是單一的體系，即使是面對國家有難的時代

語境，在文學寫實以救國主潮外，總還存在著其它潛伏的文化意見，在不同的層

面上，對中國的現代與未來進行了各種想像，回應了中國文學關懷時代的呼聲。

本文期盼能為探索這主潮、潛流匯流的複雜中國現代文學大潮，做出一點貢獻。 

 

 

 

 



 

 

 

(四)本計畫獲補助大陸地區差旅費、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差旅費，期間曾前往蘇州

虎丘考察虎泉、憨憨泉、真娘墓、生公臺、千人石、陸羽泉、劍池、雙吊桶、虎

丘塔、王珣祠、五賢祠、五人墓等文化地景，對明代文學與繪畫多以「聚景式」

的園林空間結構疊陳出紛繁的自然／人文地景與游人行樂之狀，及以連景畫方式

層遞、疊置、聚合出千人石、劍池、雲巖寺、虎丘塔等虎丘勝景，有更深一層的

理解:明代文人詩／畫等文本對虎丘自然／人文地景高度而密實的巨幅拼貼與疊

置，一則促成並深化典型地景或類屬地景的出現與銘刻；一則也使圖像結構轉而

如同實景再現一般，在商品消費的新物質空間中，涵具了商業性質的導遊圖功能。

此外，又赴紹興發表<觀看與認同：明代小品文中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 (北京師

大、紹興文理學院、政大、師大、輔大合辦:中國古代散文文體研究國際學術研

討會，2010年 05月 15-16日)一文。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

研習心得報告 

                                     

日期：101年 5月 29日 

計畫編

號 

NSC 98－2410－H－004－160－MY2 

計畫名

稱 

 

觀看與認同--明代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 

 

出國人

員姓名 

鄭文惠 

 

服務機

構及職

稱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國時間 

1.2009年 8月

23 日至 2009

年 9月 1日 

2.2010年 5月

10日至 2010

年 5月 19日 

3.2011年 6月

6日至 2011年

6月 16日 

4. 2011年 11 

月 23 日至 

 2011年 11 

月 30 日 

出國地

點 

1.南昌、九江、武漢大學、湖北

博物館、上海 

2.杭州、杭州中國美術學院、西

湖、浙江博物館、紹興、上海復

旦大學、上海圖書館 

3.西安、河南省博物院、密縣打

虎亭漢代壁畫墓、嵩山少室三

闕、南陽漢畫館、洛陽古墓博物

館、龍門石窟、洛陽博物館、徐

州漢畫像石館、楚王陵、淮海戰

役館 

4. 徐州台頭寺、徐州博物館、

徐州師範大學、雲龍山興化寺、

雲龍山放鶴亭、呂梁山、徐州漢

畫像石博物館、南京烏衣巷、中

山陵、明孝陵、靈谷寺、雞鳴寺、

南京博物館、南京大學、鼓樓公

園等、常熟翁同龢故居、曾樸記

念館、錢謙益/柳如是墓、虞山

https://nscnt12.nsc.gov.tw/RS09/Modules/Personal/Personal_Researcher_index.aspx


                                 

一、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本計畫執行兩年間共赴大陸地區考察四次，其中三次是藉由參加國

際學術會議發表之便，查考了研究用文獻及相關研究成果，也訪查

包括樂遊園、長安、西湖、虎丘、虞山等地景。其中復旦大學、杭

州中國美術學院與徐州師範大學多次邀往演講，因能與大陸學界同

好一起切磋問學。 

 

二、研究成果 

四次考察大陸地區包括樂遊園、長安、西湖、虎丘、虞山等地景，

及相關研究用文獻與研究成果，收獲甚多。如樂遊園作為唐代一個

兼具民俗禮儀與遊賞享樂空間及政治圖騰與現實空間，如何在唐代

文人筆下建構演繹其地景變貌；虞山作為中國虞山琴派、虞山詩派、

虞山畫派的重要基地，文人又如何書寫虞山地景；長安作為不同朝

代的京都，又如何變異其地景；西湖作為宋以來城市文化逐漸興起

及政權南渡所形構的重要文化地景，往往是世變下文士心靈投射的

重要空間場域，凡此均可提供本計畫虎丘地景的重要參考框架。而

虎丘地景--真娘墓、生公石、劍池、陸羽泉、虎丘塔、五人祠、五

人墓、姑蘇臺等，也因實地的田野調查，而更清楚其中地景文化書

寫之意蘊，可參考本計畫四篇研究成果。 

三、建議 

無 

四、其他 

無 

地景、古運河遺址、寒山寺、寶

蘇州帶橋、虎丘地景--真娘墓、

生公石、劍池、陸羽泉、虎丘塔、

五人祠、五人墓、姑蘇臺、南社

紀念館、上海博物館、復旦大

學、上海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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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心得報告 

                                     

日期：101年 5月 29日 

計畫編

號 

NSC 98－2410－H－004－160－MY2 

計畫名

稱 

 

觀看與認同--明代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 

 

出國人

員姓名 

 

鄭文惠 

 

服務機

構及職

稱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

授 

 

會議時

間 

1.2009年 8月

23 日至 2009

年 9月 1日 

2.2010年 5月

10日至 2010

年 5月 19日 

3.2011年 6月

6日至 2011年

6月 16日  

會議地

點 

1.九江 

2.紹興 

3.西安 

會議名

稱 

  1.陶淵明國際學術研討會 

  2.中國古代散文文體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3.第二屆東亞漢學研討會 

發表論

文題目 

1.樂園想像與文化認同－－桃花源的建構與接受 

2. 觀看與認同：晚明小品文中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 

3. 世變與地景：《秋虎丘》的文化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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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計畫兩年間計參加三次赴大陸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1.陶淵明

國際學術研討會 

二、與會心得 

會議發表 1.樂園想像與文化認同－－桃花源的建構與接受 2. 觀

看與認同：晚明小品文中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 3. 世變與地景：《秋

虎丘》的文化敘事三篇文章，得到與會學者的肯定及指正，有助於

未來研究的精深與拓展。 

 

三、考察參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略)  

 

藉會議之便，除查閱研究用文獻外，也考察計畫相關地景如樂遊園、

長安、西湖、虎丘等地景。 

四、建議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藉會議之便，查考了研究用文獻，包括樂遊園、長安、西湖、虎丘

等地景資料及相關研究成果。 

六、其他 

 

觀看與認同：晚明小品文中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 

 

臺灣政治大學中文系   鄭文惠 

 

 2.中國古代散文文體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3.第二屆東亞漢學研討

會，分別發表 1.樂園想像與文化認同－－桃花源的建構與接受 2. 

觀看與認同：晚明小品文中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 3. 世變與地景：

《秋虎丘》的文化敘事。一為桃花源樂園的想像與建構；二為晚明

及清初小品文與劇本中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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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晚明小品文虎丘地景之文化書寫為論述主軸。全文主要論析晚明小品

文如何想像地理，述說地方，建構地景，從中考察文本空間中如何展演虎丘地景

社會空間的編派原則與地方文化的日常倫理；在論述人與地方的社會關係與情感

認同的同時，也關注虎丘地景的文化建構過程中，晚明文人所佔據的觀視位置及

不同的觀看方式，如何展演出一出出消閒享樂的文化盛宴；又如何在權力爭奪的

場域中再現為一場場的文化建制行動。文分從消閒享樂: 世俗歡娛與城市消費、

文化接受:歷史演繹與地景再造、觀看認同: 主體位置與欲望投射三向度,論析晚

明小品文中所呈顯文人與常民、在地者與寓居者對虎丘地景的情感認同,及其中

所再現的生活美學和雅俗的辨證與互滲, 透過虎丘地景的意義再造與文化再現，

小品文文本空間中如何一一演示為一幀幀立體化的地景圖譜與一幅幅個性化的

心靈圖景。 

其中尤突顯晚明雅／俗、自我／他者、我群／他群的區辨與移位，晚明小品

文中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可視為是一組社會與文化實踐的再現修辭策略：無論

是人與地方關係深刻而濃厚的家鄉與地域的地理建構所涵具的價值意識形態，或

藉由身體空間的禮儀編碼所象徵的文化角色與社會位置，及高蹈之遊與豔冶之遊

拼合而成人與地方共同此在的一種新的生活美學風格，均再現出晚明人雅／俗、

自我／他者、我群／他群文化區辨與混融的交互建構歷程。 

再者，文本衍生與領受的系譜，本是一個複合、孳乳、變衍的流動過程，不

同世代間反復模擬與刮除重寫的文學書寫行動，往往共譜出地景繁茂多姿的面貌

與變動不居的歷程。晚明小品文本是不拘格套,自書機杼的一種創造性的審美構

形，在展演個性化情感的書寫行動的當下,每一文本均以獨特的修辭策略表現出

成為一種新的文學夢想與生活情趣。劍池、生公台、千人石、陸羽茶、真娘墓等

文化形象及其文化敘事的重寫行動，無疑彰顯了歷史上的多樣性、地理上的多變

性與文化性的差異性：無論是豔冶風流的真娘形象或霸氣不再的虎丘劍池，晚明

小品文中關於形象的文化誤讀與重寫行動，無疑展現出對吳地文化認同的表徵。

劍池、生公台、千人石、陸羽茶、真娘墓等文化形象重作審美編碼，標示著書寫

者獨特的觀視位置與觀視機制而再造出不同的賦意。真娘、劍池、生公台、千人

石、陸羽茶作為晚明虎丘地景文化的意指鏈與再造物，或可視為是晚明文人的集

體想像、投射之物，承載了人與地方關係上的情感聚合與文化認同，也是在地者

／寓居者自我塑形與生命實現的意識結構與價值系統的一種文化再現與象徵置

換。劍池、生公台、千人石、陸羽茶、真娘等文化形象,在晚明小品文的美學形

構與敘事策略上，抹除、消解原有的文化語境而呈現出新的轉義結構,展現為益

加世俗化的歡娛色彩與雅俗越界的建構歷程,而再現出新的文化地景再造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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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變與地景：《秋虎丘》的文化敘事 

             臺灣政治大學中文系   鄭文惠 

摘要 

  

虎丘地景作為明人與地方情感依存與價值再現的文化文本，文學藝術文本藉

由文化事典、文化形象與自然意象、地理知識拼貼、織陳所再現的虎丘地景，不

僅產製了相關的地理與人文知識，也傳衍了地景豐富而深刻的文化意蘊。尤其明

末清初文化世變之際，文人書寫往往挪用真娘墓與五人墓等死亡意象，作為意義

再造與文化再現的主要敘事／抒情符號，述說著文化世變中的人世滄桑與家國意

識。真娘墓本是明代虎丘空間冶艷風流的典型情色地景，但明末清初隨著世變離

亂，真娘一躍而為舞台空間的焦點。明末清初傳奇《秋虎丘》、《秦樓月》即是一

代表性的典型文本。本文主要以王瓏《秋虎丘》為論述主軸，論析文學文本如何

想像地理，建構地景，述說世變下人與地方的關係，從中考察《秋虎丘》文本空

間中如何演繹世變與地景之關係。文化世變之際，虎丘作為社會空間編派秩序與

地方文化倫理綱常的展演空間，在再現人與地方的社會關係與情感意義的同時，

又如何彰顯家國意識與道德軌式。《秋虎丘》文本空間中有關虎丘地景的文化建

構過程中，不同社會身分的人所佔據的觀視位置及不同的觀看方式，又如何展演

出一齣文化世變下的人性景觀與喪亂離散的生命經驗，而再現為一種家國忠孝意

識與五倫倫理綱常的文化建制行動。其中藉由《秋虎丘》文本空間中所再現虎丘

地景不同的敘事結構與抒情內涵，如何述說出地景的文化變貌與世變的歷史現場。

世變的歷史現實與文化視域，一進入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中，如何使虎丘地景在

文化鑲嵌圖譜中有新的賦意與家國構形的可能。亦即虎丘地景作為明中葉以來，

消費享樂、文化儀典展演的主要社會空間之一，在明末清初世變之際，所鑲嵌出

新的文化圖景為何？王瓏面對世變的歷史現實與生命的離散經驗，又如何具體展

演於虎丘地景中？虎丘地景如何藉由情愛／家國的文化辯證與敘事編碼，創造出

具共同歸屬感與認同感的空間意義？虎丘地景如何於文學書寫行動中再造意義

與再現文化，並傳遞一種地方感，無非須追索劇本空間中所形構虎丘地景背後的

思想觀念與信仰價值，以及虎丘地景如何在世變的文化場域中，透過一定的觀視

機制與欲望再現形塑出獨特的文化認同感與歸屬感。亦即文學書寫行動對虎丘地

景的文化再造工程與再現機制，如何構築出文人面臨世變的想像性認同？此外，

明末清初以前在虎丘地景文化集結、鑲嵌與塑造的方式，如何對《秋虎丘》產生

意義與認同？虎丘地景在世變的歷史格局與社會脈絡下，又如何對文人產生新的

意義與認同？虎丘地景如何為《秋虎丘》刮除重寫並進而有新的文化詮釋與意義

再造？虎丘地景如何構成《秋虎丘》文本空間中家國認同的文化符碼？凡此，涉

及虎丘地景文化符碼流傳、賡續的體制及翻轉、移位的機制，及《秋虎丘》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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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變離亂的文化場域中書寫、建構、銘刻虎丘地景的象徵性圖像，而賦予虎丘

地景不同的意義再造與文化再現？虎丘地景作為世變離散的的美學載體與文化

展演，如何透過敘事修辭策略，建構、再現出虎丘地景獨特的家國文化象徵意涵

與人性心靈圖式？凡此，洵乃本文主要關注的議題。本文以世變與地景為論述主

軸，分從同類變體與文本接受、敘事結構與多重鏡像、家國意識與情愛敘事等面

向開展論述，著重於虎丘地景中真娘墓之地景作為一則詩性記憶，《秋虎丘》如

何文化再編碼化的納入兒女情長與家國共構的文化辯證中。真娘墓在世變的文化

時空架構下，原初的情色地景被翻造為一頁具傳奇化的輓歌地景的同時，既強化

了情色地景的道德意識形態化，且流亡身體在生命虛空、陷落之際，臨處流離／

歸屬的情感擺渡時，尤強化了情愛貞節與忠誠俠義的相互定義與彼此詮解，一頁

傳奇、一方地景，高度承載了家國意識與倫理綱常的文化象徵意義，而再現出道

德心靈地理的流變。 

     

 

樂園想像與文化認同 

──桃花源及其接受史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鄭 文 惠 

提  要 

桃花源無疑是中國傳統世代迄至當代重要的文化想像，是一個兼具生命追尋與文

化認同的象徵符碼。累代恆久不輟的樂園想像與桃源圖式之文化建制，實質涉及不同

世代、不同的人對理想生命與理想邦國的追尋與建構，既是人內在本性的基本欲求，

也同時是觀看世界、面向現實轉而逆轉現實、超離世俗的一種特殊美學視域與文化視

角。 

本文主要聚焦於桃源喻體之修辭建構與書寫範式之移位，尤關注於時移世變下桃

花源之文化建制及其接受史，全文分從桃源喻體與樂園建構、桃源變衍與接受圖式、

樂園想像與文化認同三向度，論析由東晉以降，知識菁英如何藉由桃花源主題的異化

與深化，或隱喻或轉喻而互文修辭成一組組文學與視覺的共生符碼，建構出一套套桃

花源文學／圖像／影像的表述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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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桃花源話語體式的建構與接受，毋寧是立基在傳統文化層積與文化世代變異

下所再現的一種新的文化想像，而呈現為新的意識型態化的轉義結構。一個新的歷史

文化語境，往往有著不同的敘事／抒情範式，是集體共同體意識型態的象徵性再現。

桃花源作為一種象徵性的文化符碼，喻示著集體共同體對神聖樂園的內在心理欲求，

桃花源作為不同文化世代下集體共同體的表徵形式與象徵代碼，不僅反映了對非異化、

無階級、無戰無稅、無憂無慮之社會生活的恆定欲望；也突顯出對精神原鄉之生命追

尋與理想邦國之文化建構的自覺意識與超越意識；在對人性異化及現實社會與政治時

局批判的同時，尤突出表現為一種融攝著「應然生命」與「應然世界」的理想圖式與

人文建構。 

關鍵詞： 桃花源、烏托邦、樂園、認同、接受史 

緒  論 

桃花源無疑是中國傳統世代迄至當代重要的文化想像，是一個兼具生命追尋與文化認

同的象徵符碼。累代恆久不輟的樂園想像與桃源圖式之文化建制，實質涉及不同世代、不同

的人對理想化之「應然生命」與「應然世界」的追尋與建構，既是人內在本性的基本欲求，

也同時是觀看世界、面向現實轉而逆轉現實、超離世俗的一種特殊美學視域；尤其晚清以降，

隨著西方烏托邦的文化譯介與現代性歷程，及四九年兩岸分治的政治現實，古老的桃花源文

本，更挪移、嫁接、變異中／西文化語境，而翻轉、再製為考察、批判現實社會與政治時局

的一種特殊文化視角。 

  桃花源文本的創構，乃陶淵明立基於荊、湘一帶地域性的桃花源口傳文本1，將口傳文

本中異常之人、事、物，藉由文學的轉喻性與隱喻性修辭策略，以新意象、新情節的審美編

碼方式納攝、轉化至具創發性的〈記〉／〈詩〉互文性的一體化之話語形構中。除透過〈記〉

將桃花源故事鑲嵌在「三疊式」的虛化美學結構中，突顯出一個兼具傳說色彩、軼聞性質與

史傳筆法，並富涵地誌化的敘事結構外；並藉由〈記〉〈詩〉叙事／抒情互文修辭一體化的

美學結構，構連出具「遠遊——追尋——回歸」的敘事結構與抒情內涵，用以指涉自我主體

「非人化」之現實境遇，及在異化社會中，人如何復歸於精神原鄉，並建構出理想社會圖式

的文化願求。陶淵明之後，歷代文人對精神原鄉的生命追尋及理想邦國的文化隱喻，多藉由

桃花源主題的異化與深化，或隱喻或轉喻而互文修辭成一組組文學與視覺的共生符碼，建構

出一套套桃花源文學／圖像／影像的表述體系。「桃花源」既成為中國文人社群表顯現實生

                                                 

1 如《搜神後記．穴中人世》、《異苑．武陵蠻人》、《周地圖記．小成都》、黃閔《呂武陵記》等所載錄之桃

花源傳說乃屬同源異文之故事，蓋是民俗傳說故事孳乳、展延過程中，由口頭傳述而書面傳抄的一種流

傳方式。見唐長孺：〈讀「桃花源記旁證」質疑〉，輯入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臺北：帛書

出版社，1985 年初版），頁 182-190。鄭文惠：〈新形式典範的重構──陶淵明《桃花源記并詩》新探〉，

輯入衣若芬、劉苑如主編：《世變與創化──漢唐、唐宋轉換期之文藝現象》（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研究所籌備處，2000 年初版），頁 64-271。鄭文惠：《文學與圖像的文化美學──想像共同體的樂園論述》

（臺北：里仁書局，2005 年初版），頁 18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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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與理想世界悖逆相反、交融化合的一種言說形式與象徵符碼，也是文人突顯「應然生命」

之「人生圖像」2、「應然世界」之「文化圖像」3的一種話語體式與理想視域，乃至從中逼

顯出迎向生命、抗斥現實；批判社會、解構政治等涉及嚴肅的生命課題與文化認同等議題。

大抵桃花源是人對理想樂園的一種文化想像，不同的人、不同世代均存在著不同指涉意義的

桃花源，只要世俗人生、現實世界有所匱缺、崩裂，人便會依循此一匱缺、崩裂，召喚、構

築出一個兼具想像維度與彌補作用、批判精神與超越意識的桃花源╱烏托邦4樂園空間。 

    文學藝術之創造，毋寧是創作主體與社會世界不斷進行互動、交感，乃至詰辯、抗斥的

一種話語建構與解構的過程。創作主體在重構、創制美學形構的歷程中，其審美感知與美學

操演實質交融著個人心理的、情感的、精神的與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經驗，而外顯為審

美編碼化的形象系列與感覺結構。任何創作與接受實無法脫離歷史社會的文化情境或任何表

意系統而存在5，話語結構既涵藴著創作主體獨立自主的言說形式與心靈內在的生命原音，

但也不免呈顯出文學傳統與藝術記憶等書寫規約與套語結構，並再現出歷史文化底層之集體

無意識，甚或是集體的文化認同。再者，在重構、創制的美學形構歷程中，語言底層的隱喻

與轉喻機制，又是話語活動無所不在的美學原則與創構形式；文本的隱喻與轉喻，及其象徵

的美學機制，尤使話語涵具多向度、多層次的詮釋空間與再接受、再闡釋的反饋契機。因而，

本文主要聚焦於桃源喻體之修辭建構與書寫範式之移位，尤關注於時移世變下桃花源之文化

建制及其接受史，全文分從桃源喻體與樂園建構、桃源變衍與接受圖式、樂園想像與文化認

同三向度論析之。 

一、桃源喻體與樂園建構 

                                                 

2 鄭文惠：〈新形式典範的重構──陶淵明《桃花源記并詩》新探〉，輯入衣若芬、劉苑如主編：《世變與創化

──漢唐、唐宋轉換期之文藝現象》（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 年初版），頁 261、

262、277、285、288、290、296。鄭文惠：《文學與圖像的文化美學──想像共同體的樂園論述》（臺北：

里仁書局，2005 年初版），頁 175-217。本文論述多由斯文開展、演繹而來，茲不再贅注，讀者可一併

參看。 

3 金觀濤：〈中國文化的烏托邦精神〉，《二十一世紀》，1990 年 2 期，頁 18。 

4 烏托邦是西方世界對於秩序與平和的一種夢想，其中涵具了一種積極入世的批判精神，是西方集體同一

性理想邦國的象徵性圖像，而中國桃花源樂園世界之理想建構，則是一個自足而封閉的體系，張惠娟謂：

「所有屬於現實的一切不快和缺失全遭摒棄，而呈現出一幅永恆、完美的靜態畫面。其基本精神是隱遁、

出世的，自與烏托邦的積極入世大不同。」見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兼論中國烏托邦文學的認

定問題〉，《中外文學》，15 卷 3 期（1986 年 8 月），頁 79。西方烏托邦之建構與內蘊，見湯馬斯．摩爾

（Thomas More）著、宋美璍譯：《烏托邦》（臺北：聯經出版社，2003 年初版）一書。但因晚清以降，

傳統桃花源文本的接受，無疑挪移、嫁接、變異西方烏托邦的文化意涵，而成為考察、批判現實社會與

政治時局的一種特殊文化視角，因而此處將桃花源╱烏托邦並陳，以見文化世代之斷裂與變異。 

5 參 Elizabeth Freund 著、陳燕谷譯：《讀者反應理論批評》（臺北：駱駝出版社，1994 年一版），頁 13、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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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來有關桃花源的創構與接受，始終不出「紀實」與「託寓」6之範疇。陶淵明所創構

的桃花源文本，綰合著〈記〉〈詩〉7敘事╱抒情互文修辭的書寫方式，而構連為〈記〉〈詩〉

                                                 

6 如宋禧〈為承漢德題淵明采菊圖〉一詩直言桃花源中「避世秦人」，原為淵明「尊晉」之「寓言」。又如

王惲〈桃源圖〉其一云：「淵明既號葛天民，流水桃花到處春。明見筆端閒寓興，武陵休苦殢漁人。」其

三云：「浙西到處武陵溪，稍涉幽深路便迷。始信避秦原寓說，淵明遺世更羈棲。」謝應芳〈題桃源圖〉

云：「昔年曾讀桃源記，會得陶潛言外意。柴桑避世如避秦，恨不山深絕其事。借人為喻說桃源，漁郎之

遊皆寓言。不然溪上山何故？何乃舟迴徑迷路？若令此景真在山，此翁必入窮躋攀。編書不用書甲子，

姓名無復留人間。」均指陳淵明遺世羈棲，猶如桃源人避秦亂，〈桃花源記〉是淵明「借人為喻」的「寓

言」之作。分見宋禧：《庸菴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7〈為承漢德題淵明采菊圖〉，頁 441。王惲：《秋澗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0

冊，卷 30〈桃源圖〉，頁 379。謝應芳：《龜巢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8 冊，卷 2〈題桃源

圖〉，頁 24-25。至於研究者之論析亦不出「紀實」與「託寓」之說，如陳寅恪認為陶淵明混合「泝洛水

至檀山塢」和「桃原皇天原」二事，形塑了桃花源故事，桃花源是當時人屯聚塢堡據險自守的生活寫照，

因而「在紀實上，〈桃花源記〉是塢堡的反映」，〈記〉「正是一篇溪族紀實文字」；又謂〈桃花源記〉乃淵

明藉以表示不與劉寄奴新政權合作的寓託之作。唐長孺則將桃花源的原型由北方塢堡移至南方蠻族，桃

花源故事是逃避賦役的農民「逃亡入蠻」與「蠻族」共同從事生產所組成的公社生活。陳寅恪與唐長孺

師生二人一北一南，一塢堡一公社，指陳了桃花源的地理空間與社會結構。見陳寅恪：〈桃花源記旁證〉、

〈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輯入陳寅恪：《陳寅恪先生全集》（臺北：九思出版社，1977 年修訂版），

頁 1169-1178、頁 1012。唐長孺：〈讀「桃花源記旁證」質疑〉，輯入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

（臺北：帛書出版社，1985 年初版），頁 182-190。齊益壽以為淵明乃有意變造傳說，並借用武王克殷

後放牛於桃林之虛的典故，以託寓無賦無役的太平之願。見齊益壽：〈《桃花源記并詩》管窺〉，《臺大中

文學報》，創刊號（1985 年 11 月），頁 298、316。小川環樹則以為〈記〉是「變種的仙鄉談」，陶淵明

所描述的桃花源「是逃避暴秦的人的子孫所居住的土地。」見小川環樹著、張桐生譯：〈中國魏晉以後（三

世紀以降）的仙鄉故事〉，輯入《中國古典小說論集第一輯》（臺北：幼獅文化圖書公司，1977 年初版），

頁 88-94。谷川道雄認為桃花源是中世共同體理想國的隱喻。見谷川道雄：《中國中世社會 共同體》（東

京：國書刊行會，1976 年），頁 96。此外，楊玉成分從桃花源的象徵意義、社會背景、種族問題、神話

淵源等向度論述，認為桃花源再現了中世紀共同體的意識型態與文化想像，〈記〉表現出中世紀「鄉村共

同體逐漸破壞後的一種焦慮及反省，最後終構成了『烏托邦』的想像世界」，見楊玉成：〈世紀末的省思：

《桃花源記并詩》的文化與社會〉，《中國文哲研究通訊》，8 卷 4 期（1997 年 12 月），頁 79-100。 

7 〈記〉與〈詩〉之關係向來看法不一，且歷來對桃花源的接受，大多偏好〈記〉，而忽視、遺忘〈詩〉，

甚至疑為偽作。分見北宋洪邁：《容齋隨筆．三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 年初版），頁 920。

齊益壽：〈《桃花源記并詩》管窺〉，《臺大中文學報》，創刊號（1985 年 11 月），頁 285-286。紀昀編纂：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 年初版），卷 142〈搜神後記〉條，頁 2792。楊玉成：

〈世紀末的省思：《桃花源記并詩》的文化與社會〉，《中國文哲所研究通訊》，8 卷 4 期（1997 年 12 月），

頁 80-81。大矢根文次郎：〈桃花源記并詩〉，《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6 期，頁 120、雒江生：〈略論

《桃花源記》與繫詩的關係〉，《文學遺產》，1984 年 4 期，頁 42。廖炳惠：〈嚮往、放逐、匱缺──《桃

花源記并詩》的美感結構〉，輯入廖炳惠：《解構批評論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5 年初版），頁

135、140。廖炳惠：〈領受與創作──《桃花源記并詩》與《失樂園》的譜系問題〉，輯入陳國球編：《中



 9 

一體化的美學結構與寓意內涵。〈記〉以虛化的三疊式美學結構鋪陳出一個兼具無心與有心

之旅的「遠遊——追尋——迷失」的故事，而呈顯出一個看似「烏托邦及反烏托邦同時兼具

的敘事體」8，但透過〈記〉〈詩〉敘事／抒情一體化之美學結構與表意系統，卻開展出一條

「遠遊——追尋——回歸」的敘事／抒情結構，表述著人性／文化之陷落而又復歸的歷程。

〈記〉以地誌化9的空間結構，融攝了具地域性空間場域中的典型角色，建構出追尋桃花源

的主題意蘊。第一疊綰結著兼融記敘「人」、「事」與「景」之敘事筆調與故事情節，極力描

摹漁夫誤入桃花源之歷程及所觀看到桃花源田園化的村社結構與人文景觀；第二、三疊結構

則疊置不同社會位階、道德品性的太守、劉子驥追尋桃花源而不得的故事，訴說著理想空間

與生命追尋的雙重失落，但在〈記〉〈詩〉敘事╱抒情一體化美學結構的構連關係與對顯脈

絡中，陶淵明所創構的桃花源世界，無疑是涵具理想人性圖式與寓託理想邦國的一種樂園想

像，而呈顯出理想生命與人性復歸的超越向度與鄉村共同體的文化建構。再者，若〈記〉〈詩〉

取材自荊、湘一帶鄰近陶淵明家鄉而具地域性景觀的民俗傳說故事，則桃花源之創構，毋寧

是其置身於家鄉地域性民俗傳說的閱讀視境中進行文化生產的再創造活動，是其接受經驗的

一種「歸化」與「皈依」10。陶淵明〈桃花源記并詩〉透過〈記〉敘事體之敘事結構織構、

綰連出漁夫「無心之旅」與太守、劉子驥「有心之旅」的追尋經驗，並續以〈詩〉之具思辨

性質之抒情體話語體式，帶出作者「高舉」追尋「樂園」的精神超越之旅。桃花源文本中「理

想與現實」的對峙消融、「自然與人文」的交融涵攝與「入世而超世」的精神超越等多維多

層的內涵，從而呈顯於〈記〉〈詩〉互文修辭的對話脈絡中。透過〈記〉與〈詩〉敘事╱抒

情不同書寫規約與美學結構的並置、交疊、織構、指涉，陶淵明實質開展出別具創格的〈記〉

〈詩〉一體化的美學結構，而無疑創構出一種新的書寫典範。其中武陵漁人是推展追尋桃花

源情節進行的主要角色，船、水源、桃花林、入洞等審美意象與儀式展演，在情節化敘事結

構與情感性抒情意義上所涵具的中介、引渡、過渡之性質，及無心誤入而返、有心規往不得

兩個情感／敘事之美學張力場；乃至於桃花源樂園景觀與世俗化現實世界兩時空的歧異與反

差等意象群組與敘事結構，均成為桃花源接受圖式的喻體材料，而累代孳乳、變異。 

二、桃源變衍與接受圖式 

                                                                                                                                            

國文學史的省思》（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4 年 1 版），頁 187。從〈桃花源記并詩〉文本譜系之

接受與反應的歷史脈絡觀之，尤可見出桃花源文本的傳承與流衍具高度的複雜性與變異性。 

8 廖炳惠：〈領受與創新──《桃花源詩并記》與《失樂園》的譜系問題〉，輯入陳國球編：《中國文學史的省

思》（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4 年 1 版），頁 194-196。 

9 漁夫、郡太守均是武陵人，劉子驥為南陽人。武陵屬當時之荊州，子驥鄉貫在南陽，亦屬荊州，又陶淵

明為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屬江州，惟江、荊歸屬一定的地域文化叢結；且證諸其〈辛丑歲七月

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祭程氏妹〉等詩文，可知淵明曾於江陵住過，江陵屬荊州，距武陵不遠，則

陶淵明〈桃花源記〉敘記漁夫、太守、劉子驥追尋桃花源之故事所採用的三疊式結構，無疑創構了一個

富涵地誌化的文化景觀。 

10 參 Elizabeth Freund 著、陳燕谷譯：《讀者反應理論批評》（臺北：駱駝出版社，1994 年 1 版），頁 78、

8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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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之後，「桃花源」喻體材料的接受與再製，無非源自〈桃花源記并詩〉所創構的

意象群組與主題意蘊，經由累代文學藝術家透過轉喻與隱喻的美學機制，不斷擬形賦意，而

拓植、深化了桃花源文化美學的意涵。有關精神原鄉的生命追尋及理想邦國的文化建構，累

代文人藉由桃花源的擬象喻意，毋寧拓移、異化了桃花源「遠遊——追尋——回歸」的象徵

符碼，也裂變、翻轉了桃花源敘事／抒情的表述體系。其中尤區隔、變衍出「有心之旅」與

「無心之旅」兩種桃花源之遊歷結構，以描摹生命之追尋，並呈顯問道之旅。「無心之旅」

多鋪展出一段或仙或佛的求道歷程，桃花源儼然成為道體的隱喻與象徵。桃花源在新的美學

形構下，明顯呈現出仙化、佛化的擬形仿象與真境、道源的哲理賦意。文人藉由遊歷、尋訪

而開悟而淨化而超升，故而多呈顯出無心、無意、無知、無為、無我的出世之心；靜謐奇妙

又虛幻縹緲的桃花源之境，逕指向一種融攝著宗教的、哲學的11樂園空間。「有心之旅」則

多指涉歸隱之意，呈現出樂園山水化、田園化與人情化、人間化12之特質，甚或走向世俗化、

情色化13之傾向，並益加有當真化、落實化14之趨勢。在濃厚的世俗化、人間化的審美格局

                                                 

11 東晉迄唐，桃花源書寫已明顯「仙源」化、「靈境」化，道觀、佛寺等宗教空間成為文人再現樂園想像

的聖地，審美意象往往裂變為「隱身種玉」、「筵羞石髄」、「仙子宅」、「山觀空虛清靜門」、「仙翁」、「劉

阮郎」、「僧舍」、「朝梵」、「夜禪」等仙、佛典故及服食、建築形制等意象群組，如王維〈桃源行〉、劉禹

錫〈桃源行〉、王昌齡〈武陵開元視黃鍊師院〉、權德輿〈桃源篇〉、王維〈藍田山石門精舍〉、陳光〈題

桃源僧〉等詩，分見《全唐詩》（臺北：盤庚出版社，1979 年第 1 版），卷 125、356、143、160、329、

125、727，頁 1257-1258、3995、1451、1468、3679、1247、8336。宋代也常將追尋桃花源指向一

條仙途，如劉攽〈桃源〉云：「武陵溪深山合沓，巖谷掩映秦人家。仙俗迷塗不可到，春風流水空桃花。

山中道人多百歲，翠髮蕭條神骨異。漁舟往往傍林麓，相逢亦問人間世。」見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 1 版），卷 605，頁 7156。有關唐代桃花源主題詩歌研究，可參見王潤

華：〈「桃源勿遽返，再訪恐君迷」？──王維八次桃源行試探〉，《第二屆國際唐代文化學術會議論文集》

（臺北：中國唐代學會出版，1995 年初版）一文；歐麗娟：《唐詩的樂園意識》(臺北：里仁書局，2000

年初版) 一書。 

12 如唐王維〈菩提寺禁口號又示裴迪〉：「安得舍羅網，拂衣辭世喧。悠然策藜杖，歸向桃花源。」〈春日

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云：「桃源一向絕風塵，柳市南頭訪隱淪。到門不敢題凡鳥，看竹何須問

主人。城外青山如屋裡，東家流水入西鄰。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老作龍鱗。」分見《全唐詩》（臺北：

盤庚出版社，1979 年第 1 版），卷 128，頁 1304、1297-1298。又如宋馮信可〈桃源圖〉、胡仲弓〈題

桃花圖〉等詩，亦描摹文人結廬人境又懸隔俗境的隱逸型態與生命姿態，分見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 1 版），卷 162、3334，頁 1823、39789。 

13 晚唐韋莊〈庭前桃〉、章碣〈桃源〉、曹唐〈大遊仙詩〉等詩均約略可見桃花源主題文學走向世俗化、情

色化的傾向，見歐麗娟：《唐詩的樂園意識》（臺北：里仁書局，1990 年初版），頁 340-346。另晏幾道

亦明顯呈現出耽溺於青樓「玉膩花柔」的「桃源夢」。見晏幾道著、李明娜校箋注：《小山詞校箋注》（臺

北：文津出版社，1981 年初版），頁 143。 

14 廖炳惠謂：「這種『落實化』的活動，一方面是讀者（如蘇東坡）在想像及美感經驗上的『具體』

（concretization），另一方面則是在文學史及文化史上的『實現』（realization），以自己的歷史及文化經

驗去印證、強化、重新組織，有時甚至於把作品虛構的事件當真實踐。」見廖炳惠：〈領受與創新──「桃

花源詩并記」與《失樂園》的譜系問題〉，輯入陳國球編：《中國文學史的省思》（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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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初桃花源樂園化的神聖性質，不免轉而崩解、幻滅。 

然而，中唐迄至宋代，由於知識菁英階層崛起，文人在桃花源領受經驗的轉化、還原、

歸化、皈依的再創造活動中，也呈現出另一種裂變與轉異，進而透顯出鮮明的理性色彩、批

判精神與歷史意識，從而使桃花源的文本結構涵具更深邃的歷史深度與人文厚度。如韓愈〈桃

源圖〉詩一開篇即批判「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又特意呈顯「嬴顛劉蹶了不

聞，地坼天分非所恤」、「大蛇中斷喪前王，群馬南渡開新主」的史實，除與〈記〉：「不知有

漢，無論魏晉」互文指涉外，尤強化了歷史意識與批判精神。韓愈觀看著桃源圖「架巖鑿谷

開宮室」之神仙山水圖式，除以〈記〉中「桃林」與「水源」的原型意象，織構出「流水盤

迴山百轉」、「種桃處處惟開花，川原近遠蒸紅霞」之山水化的審美意象而變轉原初的田園式

村社景觀外，又立基於儒家文化本位，逕而批判桃源「神仙」之說之虛妄、荒唐，其中尤藉

由桃源之「異境」空間與「禮數不同樽俎異」之文化傳統，對顯出秦漢迄至魏晉時期朝代更

迭的歷史變遷，及桃源空間與世俗空間真、偽之不同。詩中以理性的批判方式崩解桃花源仙

化之說，進而開顯了現實世界中朝代更替、歷史興亡之隱喻，並凸顯出「人間有累」之生命

情境。則流轉不居的現世時間與紅塵雜念一置放於桃花源樂園的參照系統中，不免逼顯出世

間俗境之生滅、殘缺、困累，而「漁舟之子」之「離別」15情節，更宣告著永恒樂園聖地之

永遠失落、崩毀。則在「遠遊──追尋──迷失」的詩歌話語體式中，韓愈不僅逼顯出烏托邦

與反烏托邦兼具的美學張力，也隱喻著中唐文人依違、陷落於仙境永生、人間俗境及朝代更

替、歷史興亡等糾葛難理、悖謬乖舛的家國喪亂與生命困局中。又如宋代文人樓鑰〈桃源圖〉，

明言圖像刻畫工巧，畫家是依據〈桃花源記〉「想像作圖畫」。在「桃林洞府」仙境化的構圖

中，桃花源樂園仿如盛唐宮殿，具濃厚的人間化與世俗化傾向，惟詩中彰顯「其先深避嬴政

虐，嘉遯與世真相違。尚不知漢況晉魏，子孫綿遠無終期。正如三韓有秦語，傳為神僊愈難

知」之歷史根絡，並論述《夷堅丙志》所載桃源圖本事，強化桃源空間的靈氛異境，進而突

顯出桃源圖的傳奇色彩與志怪性格。至如王十朋〈和韓桃源圖〉，除駁斥桃源仙境之說外，

又以理性的批判精神，在〈序〉中舉韓愈〈桃源圖詩〉、陶淵明〈桃花源誌〉、東坡〈和陶詩〉

之〈序〉，論析「世俗之謬」，並「按陶誌以和韓詩」。十朋認為桃花源人因先世避秦於桃源，

子長丁添而派別分支，並非長生不死之人。詩中強化桃花源先人避世之緣由，及桃源世界「招

邀隱侶」、「吏不到門租不輸」、「男耕女織自婚嫁，派別支分都幾家」的社會生活樣態，乃主

要藉以反諷「傲睨前古無虞唐」之嬴秦，除呈顯其「長城丁壯無還者，送徒更往驪山下」的

暴虐無道外，更深切表達出「詩書為灰儒鬼哭」16之文化滅絕之悲痛。則知唐宋桃花源文學

／圖像之修辭策略與表意內涵，大抵轉喻自〈桃花源記〉及東晉以來「神仙化」的文本結構，

分為「仙境」、「隱所」二條路向發展，而逐漸建構出「桃源仙境」與「桃源人境」兩種不同

的理想圖式。則在濃厚的歷史文化意識與深刻的理性批判精神下，尤呈顯出豐富多元的文化

指涉，「桃源仙境」與「桃源人境」的指意生產，實質蘊涵著文人避世求道之志趣及對歷史

興亡的感悟。 

                                                                                                                                            

司，1994 年初版），頁 199-201。 

15 韓愈：〈桃源圖〉，見《全唐詩》（臺北：盤庚出版社，1979 年第 1 版），卷 338，頁 3787。 

16 王十朋：〈和韓桃源圖一首〉，見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 1 版），卷

2023，頁 22671-2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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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元代文人社群處在多元種族與多元文化的複合社會體系中，面對故土飄零、文化失

根的異化世界，「桃花源」的文化圖像，常是其用以指稱其生命歡樂之地，靈魂淨化之所及

精神回歸之處17。身處劇烈變動的文化世變與異化社會中，元代文人社群回溯歷史、反思現

實時，歷史記憶、文化傳統無疑對創作主體起著記憶重生、召喚應對的作用，因而透過桃花

源喻體的轉喻與隱喻之審美機制，「桃花源」不僅是文人社群精神家園終極原型的示現，也

是其理想化「應然世界」的典型「文化圖像」，更是其「理想邦國」「應該如何發生」的歷史

假設18，故而元代文人社群作為桃花源的接受主體，在新的心理現實下，往往依違於傳統的

書寫格局之中，甚至逸離於審美成規之外，而形塑出與傳統美學形構有所錯位、轉置、變異

的美學新結構，呈顯出文人社群在集體異化下之共群意識與文化想像。元代文人挪移、嫁接、

變衍經典桃花源文本，多以寓興方式轉喻、隱喻世變下「亡國」的深刻認知、體會，而帶有

濃熾的家國情懷與深邃的歷史意識，因而，桃花源文本之主題意蘊與敘事／抒情結構不免飽

醮著深沉的亡國之思與避世之感。如方回〈桃源行序〉19，以桃花源隱喻「君國之亡」者的

去隱處，並轉喻為北兵破蜀，降將亡國卻用於世之狀，以寓一時之感，並抒陳悲慨之情。元

代在文化世變的歷史格局中，桃花源往往被轉喻為「避得虎狼秦」20的「避兵」21之所，既

指涉為太平／非戰22的空間，也是遺民不忘故國的隱遯空間23，具濃厚的「歷史興亡」之感

與「太平治世」之想。在太古之初的時空視域與神話美學形構中，桃花源仿如神話樂園

世界，桃花源世界中的住民，儼如「羲皇」之民、「軒轅」之民、「無懷民」24、「堯民」25一

                                                 

17 鄭文惠：〈元代桃花源主題詩歌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89-2411-h-004-008（2000 年 7 月），

頁 1。 

18 何冠驥：〈《桃源夢》與《遠方有個女兒國》──當代中國反烏托邦文學的兩個路向〉，《中外文學》，19 卷

5 期（1990 年 10 月)，頁 28-29。 

19 方回：〈桃源行序〉，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1 版），卷 214，頁

155。 

20 丁鶴年：《鶴年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7 冊，卷 2〈題桃源圖〉，頁 534。 

21 如許有壬視桃花源是遠隔人世「戰塵」的「避兵」之所，見許有壬：《至正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1211 冊，卷 12〈桃源雅集圖〉，頁 94。 

22 黃溍云：「山中今是太平民，尚與人間隔幾塵。流水桃花三百曲，莫教重誤武陵人。」唐元云：「桃源自

是衣冠古，不識邊隅振鼓鼙。」楊弘道云：「欲伴秦人隱，桃源何處尋。俯慙魚在藻，仰羨雀投林。未有

絲生鬢，寧無血染襟。回頭望鄉國，靄靄暮雲深。」吳澄云：「桃源深處無腥塵，依然平日舊衣巾。」均

可見桃花源是一「無腥塵」、「無血染襟」的「太平」、「非戰」之地。分見黃溍：《文獻集》，《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第 1209 冊，卷 2〈葉審言、張子長同遊北山知者寺。既歸，復與子長至赤松，由小桃源登煉

子山，謁二皇君祠，回宿寶積觀，賦絕句十首〉其四，頁 275。唐元：《筠軒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1213 冊，卷 6〈再題武夷山水墨圖〉，頁 505。楊弘道：《小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8

冊，卷 3〈次韻田長卿〉，頁 181。吳澄：《吳文正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7 冊，卷 100〈和

桃源行效何判縣鍾作〉，頁 921。 

23 倪瓚云：「陳跡寥寥風景切，桃源何處覓遺民。」見倪瓚：《清閟閣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0

冊，卷 6〈次韻張榮祿，追和楊別駕賦王番陽東湖勝遊四首呈雲浦、耕雲二君〉，頁 232。 

24 耶律鑄謂其身處桃花源別業，猶如「無憂樹下無懷民」，見耶律鑄：《雙溪醉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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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無憂無慮，融融洩洩，既不淪為政治暴力下的「魚肉民」26，也達致生命同一、情感共

享之境。至於回返太古之初，則毋寧是元代文人社群冀望回歸文化本根的隱喻。此外，元代

桃花源文本結構多指向於全真教式之仙隱，或家鄉化之漁隱，既是文人在地化隱逸之具超政

治情懷的一種隱喻，也是摒棄「念生理」、「虛名累」、「惹閑愁」、「亂心曲」27之具高度自我

覺知與生命超越的一種象徵。桃源仙隱圖式所涵具的機鋒作用，往往引發「榮辱槐根螘，紛

爭草底蝸」28、「邯鄲夢裏武陵谿」29之關乎人生哲理之思辨與省悟；而家鄉漁隱圖式，則尤

「展現出文人私下生活裏既寓於娛情悅性兼對抗在位者的另一個空間，因而也使得桃花源的

衍生系譜（genealogy）變成地理學（geography）」，「形成隱逸文人的桃花源地理學」30。

桃花源成了元代文人社群「遣興忘懷」31「贏得閑情」32、「超出物表」33之具去政治、超政

治隱逸情懷的隱喻，同時也兼涵作為抗斥政治實體空間位址34的一種象徵符碼。 

再者，元代桃花源文本結構，往往指涉為情欲世界，如無名氏〈仙呂．寄生草．春〉35，

曲中綵繩高掛、羅裙低拂、垂楊柳梢、章臺與武陵溪、桃花亂落如紅雨等物質性審美意象系

                                                                                                                                            

書》第 1199 冊，卷 3〈桃花源別業重理舊藁戲題〉，頁 428。此外，元代文人亦多指陳桃花源世界是「羲

皇」之世、「軒轅」之鄉，見虞集：《道園遺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7 冊，卷 2〈桃源圖〉，

頁 729。 

25 侯克中云：「四海人心苦厭秦，桃源風景侶堯民。融融洩洩山中樂，說與龍眠畫不真。」見侯克中：《艮

齋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5 冊，卷 10〈題桃源圖三首〉其二，頁 498-499。 

26 趙孟頫云：「戰國方忿爭，嬴秦復狂怒。冤哉魚肉民，死者不知數。斯人逃空谷，是殆天所恕。山深無

來逕，林密絕歸路。艱難茍生活，種蒔偶成趣。西鄰與東舍，雞犬自來去。熙熙如上古，無復當世慮。」

見趙孟頫：《松雪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6 冊，卷 2〈題桃源圖〉，頁 612-613。 

27 許衡：《魯齋遺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8 冊，卷 11〈桃溪歸隱圖〉，頁 428-429。 

28 陳高：《不繫舟漁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6 冊，卷 6〈桃源春曉〉，頁 177。 

29 劉壎：《水雲村稿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5 冊，卷 7〈跋王清觀題洞賓醉桃源像〉，頁 398。 

30 廖炳惠：〈領受與創新──「桃花源詩并記」與《失樂園》的譜系問題〉，輯入陳國球編：《中國文學史的

省思》（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4 年初版），頁 202、209。 

31 無名氏：〈雙調．折桂令〉，見隋樹森編：《全元散曲》(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第 1 版)，頁 1891。 

32 謝應芳：《龜巢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3

〈次韻贈慶德謙監州〉，頁 60。 

33 王惲：《秋澗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9〈題

桃源圖後〉，頁 104。 

34 如宋禧云：「秦湖隱者邵平孫，舊日生涯不復論。垂釣花間親白鳥，種瓜海上似青門。還知教子書千卷，

不願封侯酒一尊。蓴菜鱸魚秋更好，扁舟何處覔桃源。」詩中在呈顯秦湖隱者漁隱志趣的同時，疊置了

邵平青門種瓜之亡國隱逸象徵符碼，並將秦湖隱者載入邵平的宗族譜系中，甚至也將種瓜場景移置於漁

隱的「海上」空間，以暗喻秦湖隱者之亡國處境及不認同新政權的堅持，足見元代桃花源漁隱圖式，是

抗斥政治實體空間位址的一種象徵符碼。見宋禧：《庸菴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2 冊，卷 7

〈邵氏秦湖隱居〉，頁 443。 

35 無名氏：〈仙呂．寄生草．春〉見隋樹森編：《全元散曲》（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第 1 版），頁 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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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毋寧互文共構成一組情慾地景。李致遠〈南呂．一枝花．孤悶〉36，曲中「桃源洞山谷

崎嶇」與「陽臺路雲雨模糊」意象錯置在「東牆女空窺宋玉，西廂月却就崔姝」及「風流好

事」的欲望語境中，則「桃源洞」無疑是作為情欲地景的隱喻符碼。康進之〈雙調．新水令．

武陵春〉37，曲中「桃源路」、「漁舟」、「洞門兒」等桃花源典型意象，錯置、鋪延在「麗春

園」、「楚臺」的情欲空間及「兩般兒情廝隱，濃粧淡抹包籠盡」等欲望情境中，一種「難描

難盡」、「難題難詠」的「情色」隱喻，不免漫漾於言外。則知武陵溪、桃花、桃源洞、漁舟

等桃花源原型意象，在元代往往成了情欲的隱喻，桃花源轉而成為情色／欲望的指涉對象，

既敘說著元代文人世俗欲望之落空、情感之失落，也隱喻著文人站在家國廢墟前，面對異化

社會，彷彿墜入世情澆薄、人性訛詐的失樂園中而迷離悵然的生命情境。 

桃花源的接受在文化政治產生劇烈變動與斷裂的晚清時期，尤顯得更為複雜。隨著地

理大發現、新知識結構的產製、西方烏托邦的文化譯介及現代性歷程、民族情感的激揚，晚

清知識菁英往往挪移古老桃源式之樂園文本，嫁接西方烏托邦的文化語境，而變異、再製為

一系列考察、批判現實社會與政治時局的敘事結構，不啻是呈顯出晚清桃花源接受與反應的

一種特殊文化視角。在以天下為家又處處無以為家的新小說敘事結構中，作者編譯、挪移、

轉化、改寫華胥國、黃金世界、極樂世界、大同、仙鄉、桃花源、烏托邦、未來38等涉及古

／今、新／舊、中／西、傳統／現代、神話／現實之文化符碼，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三維時

空同時敞開的對話框架39中，對顯出現世的殘缺、陷落、混亂、無序，進而驅使主角往外探

求、向前瞻看，主動介入桃花源／烏托邦的追尋與建構，既根植於現世，正面迎向晚清現實

的窘境與政治的危機；又遠游於「異域」的他者空間中，以民主、科技興邦建國，改造、形

塑邦內臣民，踐行著處處可成為烏托邦空間的可能方案，以達致現世樂園的理想圖景，塑造

出現代化完美的社會國家，而富涵晚清國民／國體及知識菁英主體改造與拯救靈魂、興利除

弊、救國興民的隱喻深意。吳趼人《新石頭記》、旅生《癡人說夢記》、陳天華《獅子吼》、

蕭然鬱生《烏托邦游記》、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悲盦《烏托邦之豪傑》、春颿《未

來世界》、杞憂子《苦學生》等，無非是在百科全書式的知識圖譜與敘事框架中，透過「答

問」與「解危」的敘事脈絡，嵌入各種新知新學以扣問國家前景，小說中「以一套新學支撐

起救國方案」的敘事策略，既展現了晚清獨特的啟蒙方式，也建構出「美麗新中國」的「文

明境界」。誠如顏健富所言：「晚清作者群透過中國傳統的桃源仙鄉、西方的未來想像、思想

界的大同論述等，經由『編譯』的方式，使得中國的理想視野產生變異。桃源、未來與大同

等資源在新編／譯編／轉編的再創造過程中，涉及真理、價值、思考的爭鬥，形塑出屬於晚

清脈絡的『烏托邦』視野。當桃源符碼或敘事進入晚清小說時，出現價值底蘊的移位：從『逍

                                                 

36 李致遠：〈南呂．一支花．孤悶〉，見隋樹森編：《全元散曲》（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第 1 版），頁 1256。 

37 康進之：〈雙調．新水令．武陵春〉，見隋樹森編：《全元散曲》（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第 1 版），頁

455。 

38 顏健富視之為一套「烏托邦家族」詞組。見顏健富：《編譯／變異：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國

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2008 年 7 月），頁 59-68。 

39 姚建斌謂：烏托邦小說的敘事脈絡，是以「將在」反觀「現在」，又經由「現在」而追問「既在」，而將

過去、現在和未來三維時空同時拉入一個敞開的對話框架之中。見姚建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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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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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轉向『拯救』。陶淵明的逍遙豐足圖變調成為『有所為』的國家建構。作者群誤讀『桃

源』，滲透入時代新知、民族情感，構築出一個具有新視野的空間，並且以精密的儀器改寫

『尋找、經歷與迷失』的敘事，闖入桃源者亦從『有／無機心』變為『愛／不愛』國的論調。」

40由於地理大發現、新知新學的產製與西方烏托邦的譯介等諸多文化變異，晚清小說敘事者

更可藉由新科學、新技術而遊走、想像於全球化的世界框架中，以尋找、建構桃花源／烏托

邦。其中進入桃花源的人由「無心」之漁夫變轉為主動介入之「愛國」知識份子；追尋桃花

源以寓託理想生命之精神回歸及理想邦國的文化建構，更因帝國主義的擴張與民族情感的激

揚，轉而積極有為的拯救國家，並以新學新知建構新國家圖景，但在改造新國民、新國家的

現代性歷程中，尤變轉桃花源追尋生命超越之自由逍遙之境，而多少具有極權化與殖民化的

傾向，亦即桃花源／烏托邦作為晚清敘事者改造新國民、新國家的空間場域，故事中安排知

識份子憑藉著一顆愛國之心主動介入甚或闖入他者空間，並挪用西方新知新學新科技，將他

者空間改造為一具現代化的文化國度，毋寧有殖民他者之極權化傾向。則晚清桃花源／烏托

邦之樂園敘事作為一意識形態化的文化文本，在指涉末世集體共同體的桃花源／烏托邦渴求

的同時，無疑既是一種社會矛盾與政治危機的象徵性再現，也是一種尋求社會變革與改造國

家的欲望投射與表徵形式。凡此桃花源／烏托邦樂園書寫範式之移位，不免道盡了晚清之際

時代之變異與文化之斷裂。 

至於賴聲川表演工作坊 1986 年執導的《暗戀桃花源》，毋寧象徵著四九年兩岸分治的

政治現實與解嚴後臺灣追求主體認同的歷程。《暗戀桃花源》舞臺劇版本，拼貼、並置一古

典喜劇《桃花源》、一時裝悲劇《暗戀》兩個差異性懸殊的文本同台演出，建構了一個符號

指涉斷裂的舞台空間；透過兩劇彼此的指涉、對話，乃至相互的解構，荒謬交錯出悲喜互滲，

哭中帶笑，令人惋惜也令人發噱的後現代舞台空間／現實人生。全劇採即興創作的方式，藉

由演員彼此激盪、撞擊；導演引領、統合的創作形式，錯綜、分衍出不失整體性的敘事結構。

全劇在《暗戀》、《桃花源》兩個劇團競相爭取排演權及管理員通融下代解紛爭的敘事結構中，

交織著江濱柳與雲之凡、漁夫與妻子、神祕女子與劉子驥三段愛情的幻滅，劇中不斷以神秘

女子及場外人擴大紛亂、衝突，以演繹舞台空間╱現實生活均是建構在對立、衝突、激盪後

所產生的協調。全劇以劇中劇的敘事結構，透過現實╱理想、真實╱虛構的拉距造成一種衝

突而矛盾、對立而相諧的美學張力，使觀眾在忽悲忽喜，又哭又笑之間，留下思考的餘地及

詰辯的空間，令人深刻感悟人生亦喜亦悲的生命本質。現實人生悲╱喜常常從中襲來，快樂

╱痛苦往往迎面相擊，舞台虛構的空間實質織構、演繹了真實人生，劇中詮解、演繹古典╱

現代、中國╱台灣的關係及記憶╱遺忘、追尋╱承諾、死亡╱重生等多重多層的意蘊。《暗戀》

敘述江濱柳和雲之凡在上海因戰亂相遇，亦因戰亂離散；而後兩人不約而同逃離至台灣，彼

此卻不知情，苦戀四十年後，終因江濱柳瀕臨病終，登報尋人才得以會聚，但男婚女嫁多年，

無能重續前緣，是一齣展演四九年兩岸分治政治現實下的現代愛情悲劇。《桃花源》是一齣

古裝喜劇，描述武陵人漁夫老陶之妻春花與房東袁老闆私通，老陶離家出走，緣溪而行，誤

入桃花源，遇見與現實世界一模一樣的春花和袁老闆，三人在桃花源中渡過愉悅的時光；後

老陶返回武陵，春花與袁老闆成家生子，但家境已破敗不堪。《暗戀桃花源》後現代的舞台

                                                 

40 顏健富：《編譯／變異：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2008 年 7 月），頁

144；另可參考頁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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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中織構、錯綰著古╱今、悲╱喜41及現實╱理想、真實╱虛構交錯、對比、差互的視覺奇

觀，透過混亂與干擾的敘事母題與戲劇動向，自然調理出一個秩序來，而安頓了完全不搭調、

不協調的人事物。《暗戀桃花源》劇中的混亂與干擾，實質再現出台灣解嚴後社會脫序的混

亂狀態。「混亂——干擾」可謂是《暗戀桃花源》的原動力，但「混亂——干擾」未嘗不是

現代生活的原動力42及台灣解嚴當下混亂、脫序的一種隱喻，「混亂——干擾」實即兼具反

諷、嘲弄的寓意，同時又是生產、前進的動力。劇中混亂、干擾的敘事母題，以一種後現代

的「拼貼」手法與「切割」畫面，創造視覺美學上的間離效果，在不斷拼貼卻又斷裂的符號

隙縫中，既描摹了混亂——干擾的主體，也敘說了追尋——認同的主題。 

又《暗戀桃花源》極具語感魅力 ，如老陶回武陵後諧〈記〉「緣溪行，忘路之遠近」之

話語，對袁老闆和春花道出：「那年我不是到上游去了嘛。緣溪行，就忘路之遠近了。」其

中加入「就」、「了」兩字，即改變原初的文言語感，而轉具一種過去完成時態43的獨特韻味。

又如《桃花源》第一幕，老陶家中老陶、春花、袁老闆三人的對話： 

 袁老闆 上游有大魚呀，你怎麼不去呀？  

老 陶 袁老闆，你說這話不就太哪個什麼了嗎！  

袁老闆 我這話太哪個什麼了？  

老 陶 上游有大魚，誰不知道呀！可是我那船兒就這麼點兒大，我 去吧，去吧，

去了不就回不來了嘛！  

                                                 

41 熊睦群：「《暗》劇是一齣戲在悲／喜兩個對比的故事交錯並置於劇中，使得『桃花源』成為『暗戀』的

喜劇成分，同時『暗戀』也成為『桃花源』的感傷成分，從而在舞台上出現悲劇的嘲弄與喜劇的嘲弄並

置的一種複雜嘲弄內容。……《暗》劇表面上是嘲弄兩個劇團為了搶奪舞台排戲所做的可笑行為，實際

上也同時嘲弄著當時整個台灣劇場的混亂生態，嘲弄著整個社會體制脫序的現象。」見熊睦群：〈劇中劇

結構之比較研究——《六個尋找劇作家的劇中人》與《暗戀桃花源》〉，《復興崗學報》﹙2000 年﹚，頁 331。 

42 甘小二謂：「《暗戀桃花源》就成了古今悲喜交錯差互的舞台奇觀。賴聲川說：《暗戀桃花源》的成功，

在於它滿足了台灣人民潛意識的某種願望：台灣實在太亂了。這齣戲便是在混亂與干擾當中，鑽出一個

秩序來。讓完全不搭調的東西放到一起，看久了，也就搭調了。」見甘小二：〈語言的織體——《暗戀桃

花源》分析〉，《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0 年季刊第 3 期（總 38 期)，頁 72-73。賴聲川謂：「《暗戀桃

花源》的演出形式其實是陳玉慧為蘭陵劇坊導演的《謝微笑》在藝術館彩排的經驗所引發的……這反映

的其實是我們這個大環境的混亂無序。」又謂：「我一向認為悲劇、喜劇絕非相反詞，而是一體兩面。悲

到極限與喜到極限，人的臉部表情會是一樣的，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卻達到同樣的結果：一樣的忘我。

『淨化』便產生在忘我的情境中。」「我一直想，把悲、喜劇同時放在舞台上會怎樣？台灣劇場的現狀正

好提供了我描述的對象。」見賴聲川：《賴聲川劇場 2》（台北：元尊文化，1999 年初版）。又《剎那中——

賴聲川的劇場藝術》云：「事實上，《暗戀桃花源》就是一齣龐大由干擾主導的拼貼，讓極為不同的情境、

語言和視覺，置放在同一個空間中，而作品的意義並不見得在分別物體的意義，而在於他們之間創造出

來的關係。」見陶慶梅、侯淑儀編著：《剎那中——賴聲川的劇場藝術》（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3

年第 1 版），頁 51。 

43 甘小二﹕〈語言的織體——《暗戀桃花源》分析〉，《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0 年季刊第 3 期（總 38 期)，

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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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花 你看看你這個人讓你去哪個什麼，你偏偏坐這兒說哪個什 麼，說了半天你

說了哪個什麼了？  

老 陶 怎麼我說哪個什麼還不夠哪個什麼的嗎？  

春 花 怎麼可能夠哪個什麼呢？  

袁老闆 你說了半天這個這個，哪個哪個，你到底說了什麼跟什麼嘛 你！你乾脆直

接說出來！  

老 陶 可是這話要是直接說出來不就太哪個什麼了嘛！  

春 花 你要是不說出來不就更哪個什麼了嗎？  

老 陶 哪個什麼了！  

袁老闆 當初！  

    老 陶 哪個當初哪個當初哪個當初？  

    袁老闆 最當初！  

    老 陶 最當初，我們都不是什麼。   

一些不好言說或不宜點明的事件或話語，劇中全以「這個這個，哪個哪個」、「哪個什麼」代

指。甘小二云：「詞語在言談的層面上是不及物的，而代詞是辭語不及物性質的極限狀態，

它不僅可以代替一個事件、所有事件，還可以替代任一個詞、詞組、句子乃至任一個本文，

在與所指拉開距離以後，就能夠作為一個萬能的能指去所指，一系列的概念偷換才得以完成，

因為詞語符號在上下文語境中獲得了不同的所指，代詞成了容納這些所指的最恰當的能指容

器。」44亦即詞語作為一種符號，其能指與所指的關係透過意指實踐之歷程，往往無能指涉

人生複雜、流動、變異的諸多情境，甚而發生鬆動乃至喪失意指之範疇與內蘊，以往被範定

的意義便遭到了質疑與挑戰。為了言說無法言說之事，「這個這個，哪個哪個」、「哪個什麼」

之模糊性話語代指了不宜、不好言明的人生情境，既消解了主角的尷尬與不安，也製造出戲

謔與幽默的戲劇效果。由難以言說的情境，透過層遞性的模糊性話語逐次逼顯出「最當初，

我們都不是什麼」之關乎人類起源及生命本質之具哲理性的議題，尤對顯出在宇宙的巨大力

量下，人的渺小與無能為力，不禁使主角頹然感傷，莫名所以。又如老陶無法用語言描述自

己生於斯長於斯的家鄉——武陵，在其語言世界中，最熟悉的、在地的「武陵」，因自我生

命存有狀態的不完好、不圓滿，也頓時成了一個空洞的能指；從桃花源返回到武陵家中，對

桃花源的描述，卻由無以言狀轉而鬆脫、虔敬的笑謂：「哦，桃花源是一個『芳草鮮美，落

英繽紛』的一個好地方。」則詞語之能指與所指之意指實踐與生命存有狀態，實具深切的對

應關係。 

再者，《暗戀》劇中所有布景與道具幾乎都以實物出場：秋千、落葉、路燈、圍巾、信；

病房病床、百葉窗、床頭櫃、輸液吊瓶、輪椅、電話、鐘表、茶壺、茶杯、衣架、報紙及尋

人啟事、錄音機、磁帶等「物」，多僅作為實物敘事與描寫而已，並沒有對物自體的超越45，

                                                 

44 甘小二﹕〈語言的織體——《暗戀桃花源》分析〉，《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0 年季刊第 3 期（總 38 期)，

頁 74。 

45 甘小二﹕〈語言的織體——《暗戀桃花源》分析〉，《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0 年季刊第 3 期（總 3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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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多未涵具隱喻、象徵的意涵；唯其中在病房牆壁與桃花源布景的交界空間中所擺置的時

鐘，大抵含藏著死亡的隱喻，而本為實物的山茶花卻被抽象化，隱喻著美好的理想，在劇中

起著重要的召喚作用；當然圍巾也涵具了愛情的象徵意義。至於《桃花源》劇中的物件，作

為敘事結構與戲劇展演的物質性審美意象系列，則多涵具敘事上的隱喻。如第一幕老陶有酒

喝不到、有餅吃不動，乃隱喻與老婆及家鄉的不諧和，如其叨叨絮絮自言：「武陵這個地方，

根本就不是個地方，窮山惡水，潑婦刁民，鳥不語花還不香呢！我老陶打個魚嘛，嘿，那魚

好像都串通好了一塊兒不上網！老婆滿街跑沒人管！什麼地方！」「酒」與「餅」實質暗喻

了漁夫老陶的生命存有狀態。老陶一開始打不開酒瓶，象徵他無能為力改變現狀；從桃花源

歸返後，卻仍是打不開，表述了現實依然無法改變之狀。至於繪景師遺漏的桃樹畫景所營造

出的空缺的洞，除了雙關於〈記〉文「入洞」之儀式化象徵符碼外，在繪景師與導演「留白」

--「補白」的美學論辯中，是知「桃」雙關於「逃」，桃樹從背景逃逸出，使「留白」引發

一種「斷裂」之感與「逃逸」之跡；然而「空缺」不免也成為一種「消解」，因而在桃花擬

人化的「逃逸」瞬間，實質也使觀眾了解、洞悉「逃逸」的虛幻與嘲謔。唯有生命情境諧好，

洵無須「逃逸」，猶如老陶徜徉於桃花源時，布景中的桃樹則漸漸成形。至於舞台空間中冥

紙╱桃花紛飛漫舞，尤隱喻死亡／重生、召魂／青春、現實／理想之斷裂與彌合。  

另劇中呈現出多聲部複調的舞臺間離效果46，《暗戀》與《桃花源》以後現代拼貼、鑲

嵌、解構式的「同台」演出方式，演繹出一齣無中心、去中心的多向文本，不同風格的兩個

劇組同時佔據話語空間的權力位址，並以一種混亂無序、彼此干擾的交錯而差互的方式參與

了多聲部複調的話語鬥爭。此外，又借用一種舞臺之外的力量，使觀眾與舞臺的關係維持一

種間離的美學效果，進而對劇情保持陌生化的美感。劇中演員與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甚或

是去界限化的與舞臺外的人事物，進行交流，構連關係。其中導演、陌生女子、繪景師以一

種看似不相干於劇情的角色「遊蕩」在舞台上，卻扮演著維繫舞台上微妙的敘事線索與戲劇

動向，猶如拼貼手法中的 「漿糊」47功用。如繪景師角色長時間在舞台上補白，象徵著故

事情節由斷裂而彌合的敘事進程；又如尋訪劉子驥的神秘女子，未出現於〈記〉文，但在劇

中，藉由神祕女子找尋劉子驥之後設文本，竟使存在於〈記〉文而不存在於舞台空間中的劉

子驥，起著綰合兩個劇本的重要連繫。劇中藉由後現代拼貼、鑲嵌、解構式的修辭策略，展

演出神祕女子找尋劉子驥時之不斷自我反指與交涉，及角色記憶與現實指涉之敘事進展，而

從中也漸次彌合了追尋之內蘊與真諦。神祕女子來自場外的干擾，卻在劇終燈暗前與《暗戀》

導演並置於舞台中，轉而喻示兩個劇組在追尋桃花源之主題意蘊上化合無跡，終而留下餘味

無窮的弦外之音。如此一來，不受編派，無法範定的「遊蕩」角色，游走在舞台框架內外，

除營造多聲部複調的舞臺間離效果外，不免也使故事的寓言更具真實，隱喻更顯實情，則舞

臺空間與場外空間毋寧共構為戲劇的總體生命。 

                                                                                                                                            

頁 77。 

46 甘小二﹕「『暗戀』組與『桃花源』組的爭奪舞臺，事實上形成的不止是一種多聲部的複調效果，還有更

強烈的舞臺間離效果。」見甘小二﹕〈語言的織體——《暗戀桃花源》分析〉，《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0

年季刊第 3 期（總 38 期)，頁 75-76。 

47 陶慶梅、侯淑儀編著：《剎那中——賴聲川的劇場藝術》（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3 年第 1 版），

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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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劇中存有諸多的隱喻與象徵，如《暗戀》《桃花源》不同風格的兩個劇組為了彩

排而爭奪一個舞臺，乃兼而暗喻藝術空間／現實生存的傾軋。再者，《暗戀桃花源》中多音

複調的美學呈現，主要來自傳統／現代兩種話語的對話與爭鬥。傳統正典化的《桃花源》，

被再製為一種懷鄉的視覺隱喻而具高度解構性策略的舞台劇文本，並不斷在敘事進程、舞臺

展演、藝術理念上，對現代時裝劇《暗戀》進行解構性的話語挑戰與意義顛覆，而獨具針鋒

相對性。尤其 2006 年表演工作坊二十週年明華園版之《暗戀桃花源》，更呈現出高度的針

鋒相對性，乃至於支配、制約之感。明華園版將《桃花源》文化再製為侏羅紀公園，並挪用

客家語、閩南語、國語等各種語言及台灣當時重要的政治、文化事件，而與《暗戀》互為喻

示體，兩齣劇碼相互錯位，彼此較勁，拼貼而綰合為一齣後現代舞臺劇。比起 1986、1999

年版，政治批判意味更濃，但搞笑、戲謔成份也更明顯，解構性策略更不留痕跡，因而全劇

展演時，明顯可見《暗戀》弱《桃花源》強，《桃花源》順理成章支配、制約了《暗戀》，《暗

戀》幾乎表現為極度壓抑而猶如無聲般的戲劇，此一強弱鮮明的對照，無非也隱喻了臺灣本

土意識高漲的現狀。復次，不同風格的兩個劇組拼貼、並置在同一個舞臺空間中，不免也漸

次消解彼此的對立，而同質化48意義脈絡，並合法化敘事結構。《暗戀桃花源》敘事主體乃

在呈現追尋的主題意蘊，《暗戀》中來台老兵╱導演追尋記憶中的雲之凡／山茶花，尋找一

生一世美好的記憶與承諾；《桃花源》中漁人老陶情感失落，為尋找人生的出口，而誤入桃

花源。憨厚樸拙的老陶因妻子春花與袁老闆有染而痛感「夫妻失和，家庭破碎，憤世嫉俗，

情緒失調」，因而逃家、溯河，帶著毀滅性的決心向險惡的上游激流漩渦前行，「忘路之遠近」

之古典文本後設諧擬「忘了春花」、「忘了袁老闆」，不僅使老陶的後設表演逸離原始文本的

制約，「花」、「袁」（源）俱忘，僅剩「桃」（逃），則更隱喻老陶之無奈而「逃逸」。49至於桃

花源世界中的人對老陶說：「祖先有很大的抱負，理想抱負，在這裡開花結果。」老陶則回

答：「我們尋找《桃花源》也是很嚴肅的事情！」而現實中袁老闆對春花說：「我…… 有一

個偉大的抱負！【指前方】在那遙遠的地方，我已經看見了我們延綿不絕的子孫，手牽著手，

肩並著肩，一個個只有【食指和拇指比出一點點長度】這麼大。」「他們左手拿著葡萄，右

手捧著美酒，嘴裡含著鳳梨……我是說他們有吃不完的水果！」均互涉於追尋的主題，而有

各自表述的不同樣態。追尋桃花源是一個理想的抱負，也是一件嚴肅的事；即使是現實中袁

老闆與春花的外遇，劇中也諧謔、反諷式的賦予一種追尋生命綿延、生活豐盛的桃花源的理

想隱喻。但作為歷史性存在的個體，記憶／遺忘／重生在追尋的主題中，尤顯得是一個悖逆

                                                 

48 朱耀偉：「兩劇的並列所產生的那種看似融合的關係；一直漸漸在劇中變得同質化。《暗戀》及《桃花源》

『在二則互動中變成』《暗戀桃花源》，並如場刊中所說帶出了『古今人人求桃源，只是有人身在其中偏

到他處尋之意。』通過了『桃花源』這個仙境，兩劇之間的異質（一則喜、一則悲）居然被同質化了。

大眾文化及精緻藝術也被同質化了。我們再也看不見『並列』所應帶來的問題，所應產生之多言，而被

哪個超驗的『桃花源』矇蔽了眼晴。而《桃花源》也因此順『理』成章地支配了《暗戀》。」見朱耀偉：

〈並置、含混、後殖民：從《暗戀（‧）桃花源》想起〉，《中外文學》，第 21 卷 12 期（1993 年 5 月），

頁 93-103。 
49

 劉紀蕙：〈斷裂與延續：台灣舞台上文化記憶的展演〉，輯入劉紀蕙：《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

號的徵狀式閱讀》（台北：立緒文化出版公司，2000 年初版），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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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違而又相反相成的人生命題。戰亂的年代中，雲之凡告訴江濱柳：「學會忘記」、「忘了才

能開始」、「新中國才會開始」；江濱柳卻回答：「有些事情，不是說忘就能忘的」、「有些畫面，

有些情景是我們這一輩子沒有辦法忘得掉的」；但雲之凡仍一再述說「可是你一定要忘記，

一定要學著去忘記」。戰亂中的話語，埋下四九年兩岸分治下，江濱柳長年生活在記憶、回

憶中而「一輩子沒有辦法忘得掉」戀情的伏筆。即使實境中鋪陳江濱柳妻子江太太回憶 52

年前結婚╱相親記憶的同時，仍分割出虛境中江濱柳唱歌憶想著上海盪鞦韆的佳人，一切彷

彿回到無時間性的永恒真空裡；然而想像中寧靜的上海，現實上卻是兵荒馬亂；江濱柳追尋

真愛，終其一生心銬牢在上海公園的鞦韆及圍了大輩子的圍巾上，追尋真愛反而成了他一生

的宿命。但年輕又沒經歷過喪亂的演員，是無法體證愛情與家國錯綜複雜，難理難清的關係，

故而最終甚至導演也介入其中，希冀演員展演出當時的戰亂苦難的實境，及雲之凡猶如白色

的山茶花，似夢一樣的回憶，從而使現實之境與虛構之戲混淆、疊滲；導演也陷溺在戰亂的

歷史情境中而抽離不出，漸次敘說著這是「個人故事」——「部分人故事」——「絕大部分

人故事」，而哀感莫名；終而只能由飾演雲之凡與江濱柳的男女主角撫慰導演工作時要試著

忘記，「亂世中忘記才能開始」，則知大時代的亂離及創傷是無法重建、無法分享的；來台的

飄泊與情感的斷裂，致使懷鄉衍為一種疾病，記憶／遺忘／重生遂成為一個無法解碼的人生

命題。再者，劇中追尋的命題，也往往呈現出弔詭的反諷情境，如《桃花源》劇組在台北尋

找已運往高雄的布景；《暗戀》一劇中江濱柳在台北尋找陷落於大陸的雲之凡，卻終而於台

北相認；《桃花源》一劇中神秘女子尋找劉子驥，雖互涉於經典文本〈桃花源記〉中劉子驥

之追尋桃花源，但在後設文本《桃花源》的舞臺演繹中，劉子驥尋找／被尋找之身分被置換

了，而神秘女子尋找劉子驥從一開始手拿可樂，與劉子驥約好在南陽街喝一碗酸酸辣辣的酸

辣湯現身後，即不斷干擾、混淆敘事情節，卻又起著牽綰兩個劇組的中介者角色，猶如病房

裡，年輕護士以一派天真樂觀之姿介入愛情的傷痛中，在江濱柳與江太太夫妻情感空白的中

介空間中擔任橋梁角色一般。然而《暗戀桃花源》劇終尋找劉子驥的神秘女子，一手撒了滿

天冥紙，哀悼著追尋夢想的落空的同時，進而脫去西洋古典外衣，拿掉西洋古典捲髮，再現

出短衣熱褲的年輕軀體，則毋寧是臺灣解嚴後追求主體認同的年輕軀體及思想重生、體制重

建的隱喻與象徵，因而劇目收場並非是現實的崩裂，反可視為是一種告別死亡而後重生的隱

喻。《暗戀桃花源》舞臺劇重新搬演承續著豐富文化記憶的桃花源經典符號，卻以一種十分

個人化的後現代方式，「改寫傳統文化記憶的符號，製造具有類中介性質的表演符號效應，

而引發隱藏的文化認同斷裂與內在焦慮」；藉由後現代拼貼、鑲嵌、解構式的修辭策略，《暗

戀桃花源》特意突顯文化符號指涉的不穩定性，既「引發了認知與意識狀態轉換的類中介效

應」，「也同時揭露了文化身分的歷史斷裂性」50。則透過意義生產與詮釋策略的共謀關係，

翻使《暗戀桃花源》舞臺劇文本在多音複調的間離美學效果上，達致文化尋根及身分建構之

文化認同的深層隱喻。 

歷代桃花源話語體式的建構與接受，毋寧是立基在傳統文化層積與文化世代變異下所

再現的一種新的文化想像，而呈現為新的意識型態化的轉義結構51。一個新的歷史文化語境，

                                                 

50 劉紀蕙：〈斷裂與延續：台灣舞台上文化記憶的展演〉，輯入劉紀蕙：《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

號的徵狀式閱讀》（台北：立緒文化出版公司，2000 年初版），頁 80、70。 

51 謝少波（Shaobo Xie）云：「在不同歷史時期對於不同社會組合或階級敞開利用的詞語，成了過去層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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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有著不同的敘事／抒情範式，是集體共同體意識型態的象徵性再現。桃花源作為一種象

徵性的文化符碼，喻示著集體共同體對神聖樂園的內在心理欲求，桃花源儼如是不同文化世

代下集體共同體的表徵形式與象徵代碼，不僅反映了對非異化、無階級、無戰無稅、無憂無

慮之社會生活的恆定欲望52；也突顯出對精神原鄉之生命追尋「應該如何可能」與理想邦國

「應該如何發生」的自覺意識與超越意識；在對人性異化及現實社會與政治時局批判的同時，

尤突出表現為一種融攝「應然生命」與「應然世界」的理想圖式與人文建構。 

三、樂園想像與文化認同 

文學藝術作品深層結構的價值基礎，雖有其社會性的邏輯規定53，但文藝美學形式的變

轉，也往往是創作／接受主體感知、體現社會新現實的一種方法，故而文學藝術家之創作／

接受圖式，無疑也凝鑄為新的心理現實，而形塑出與傳統美學形構有所錯位、轉嫁、變異的

藝術新結構。 

魏晉時期，世局紛亂，政權更迭，人情乖隔，文人逐漸喪失了時空感、中心感、權威感，

面對現實永遠是一種陷落，理想成為一種現實的人生新情境，失落之情與異化之感不免盤踞

心中而揮之不去，但文人從中也開顯出一種使自我個體生命與歷史文化意蘊獲致一種新的敘

事意義的可能。如當時嵇康、阮籍、鮑敬言等主張無君論54，文人在「適彼樂土」55的強烈

                                                                                                                                            

的意識形態信息的拓樸（轉義）結構，那些過去的信息仍然存在于詞語的當下用法之中。因此，詞語的

任何當下意義都對以前的全部意識形態信息進行壓抑和壓制。但這些信息卻未被從詞語中清除出去，而

是從詞語的表層驅趕到無意識的深層。」見謝少波著，陳永國、江民安譯：《抵抗的文化政治學》（北京：

中國社科出版社，1999 年第 1 版），頁 22。 

52 謝少波（Shaobo Xie）云：「從弗萊的文化無意識觀來看，一切文化文本和象徵都反映了對非異化、無

階級社會生活的恆定慾望。一切文化實踐，包括文學創作，都例示了對人類面臨的存在和社會問題的關

注及對它們象徵性或實質性解決。」見謝少波著，陳永國、江民安譯：《抵抗的文化政治學》（北京：中國

社科出版社，1999 年第 1 版），頁 87。 

53 徐岱：《藝術文化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年第 1 版），頁 154。 

54 嵇康〈大師箴〉云：「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慮不營。欲以物開，

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並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不寧。

赫胥既往，紹以皇羲。默靜無文，大朴未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

應天順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禪舜禹。」阮籍〈大人先生傳〉云：

「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保身修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久。今汝造音以亂聲，作

色以詭形，外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以求多，詐偽以要名。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

縛下民，欺愚誑拙，藏智自神。強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貪，內險而外仁，罪至不

悔過，幸遇則自矜，馳此以奏除，故循滯而不振。夫無貴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者不爭，各足于身，而

無所求也。恩澤無所歸，則死敗無所仇。奇聲不作，則耳不易聽；淫色不顯，則目不改視。耳目不相易

改，則無以亂其神矣！此先世之所至止也。今汝尊賢以相高，競能以相尚，爭勢以相君，寵貴以相加，

驅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殘也。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此非所以養百姓也。于是懼

民之知其然，故重賞以喜之，嚴刑以威之。財匱而賞不供，刑盡而罰不行，乃始有亡國戮君潰敗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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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召喚下，不免應對出一種大同之治56、至德之世57、無君之境58的理想邦國。陶淵明〈桃

花源記并詩〉無疑也是在此一新的文化視域下的創構之作，桃花源成為陶淵明自由生命與理

想邦國的一種隱喻與象徵。桃花源樂園世界既是文人生命回歸的精神原鄉，也是無君無稅無

智，順任自然律動的文化邦國的理想擬喻。面對文化世變，往往能更激發出文人內在建構理

想樂園的本性。除了承受現實苦難外，在轉而思考生命與社會的理想和價值的同時，不免也

進而開啟文化建制的行動，因而桃花源或可視為中世共同體所建制的理想國59，在理想國中，

自我主體得以回歸於鄉村共同體及神話文化譜系中，而與自然化合，與人同一、共享。 

歷代文人面對政治變局、社會離亂、人性崩解等異化形式，多透過桃花源的意指實踐歷

程，將異化的世界轉變為一窺視的客體，藉由文化生產的意指過程，建制出理想的生命圖式

與社會圖式，用以彰顯自我主體與文化認同，並抗衡政治宰制與社會壓迫。如中唐迄至宋代，

知識菁英在桃花源的領受經驗與反饋機制上，呈顯出鮮明的理性色彩、批判精神與歷史意識，

在「遠游──追尋──迷失」的話語體式中，往往逼顯出烏托邦與反烏托邦兼具的美學張力，

也隱喻著文人依違於世間俗境的生命困局及陷落於興亡更替的家國喪亂中的一種知性思考，

從而使桃花源的文本結構涵具更深邃的歷史厚度與理性精神。元代文人面對世變離亂，雖常

常呈現出物我皆非、人事幻滅之感，但從中也多能繹索社會風俗之訛變與世態人情之澆薄，

從而拋却功名，棄離俗世，藉由隱逸、書寫而成全、開拓自我的生命聖殿。文人或以仙隱方

式，或以漁隱方式，騁遊於內在的自由聖殿中，或佯狂玩世；或閒放自適；或息機忘機，建

構出「管領漁樵」的隱逸生命型態，而此無疑是根基於「警世」、「悟世」、「玩世」的深度觀

                                                                                                                                            

此非汝君子之為乎？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耳，而乃目以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過乎？」

鮑敬言〈詰鮑〉云：「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

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山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士眾不聚，則不相攻伐。……

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分見嚴

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三國文》（北京：中華書局），卷 51，嵇康〈大師箴〉，頁

1341、卷 46，阮籍〈大人先生傳〉，頁 1315-1316、鮑敬言〈詰鮑〉，見葛洪：《抱朴子》，大本《四部叢

刊》2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初版），外篇，卷 48，頁 234-235。 

55 《詩經．碩鼠》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見《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6 版），

頁 211。 

56 《禮記．禮運大同》，見《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6 版），頁 413。 

57 《老子．八十章》：「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見《四部備要》本，《老子》（臺北：中華書局，1966

年臺一版），頁 24。《莊子．胠篋》：「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

賀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

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見《四部備要》本，《莊子》（臺北：中華書局，

1966 年臺一版），卷 4，頁 13。 

58 〈桃花源記并詩〉透過〈記〉〈詩〉互文修辭一體化的美學結構，所再現的樂園世界實質類近於大同治

世、至德之世，也類近於嵇康、鮑敬言等建構的無君國度，一種不競不營，無榮無辱，恢爾自得，相忘

於道的理想家園。 

59 谷川道雄：《中國中世社會 共同體》（東京：國書刊行會，1976 年），頁 96。 



 23 

照、通悟所轉化而來的人生智慧與生命境界。元代文人在隱逸天地與書寫操演中，由「警世」

而「悟世」而「玩世」，毋寧呈顯出一體相生的人生智慧之開顯與生命境界之攀升；在「息

機」與「忘機」的人生修為中，自由心靈轉而閒放、不拘。面對文化世變，元代文人息機忘

機，反而換取內在心靈自由聖殿的無限推拓、精進，其中多少有去政治、超政治的隱喻。即

使是桃花源降格擬喻為情色的指涉對象，也表徵著文人陷落於世俗欲望與人性異化的失樂園

之人生／社會總體情境中。則元代文人社群面對人生／社會之總體異化，無疑藉由桃花源文

本之仙隱、漁隱，甚或是情色之隱喻與轉喻，構連出一個全新的心理現實文本，而呈示出新

的心靈構念與文化想像。晚清時期隨著地理大發現、新知新學的產製及烏托邦的譯介，知識

菁英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無限擴張及變動劇烈的政治時局，往往挪移古典桃花源文本，並嫁

接、編譯、轉化、改寫華胥國、黃金世界、極樂世界、大同、仙鄉等神話樂園的文化譜系與

西方烏托邦的文化語境，而再現出新的桃花源／烏托邦的敘事結構，桃花源／烏托邦的追尋

與建構，成為晚清知識菁英面向現實社會與政治時局的一種批判視角與隱喻象徵。在對顯、

批判現實的混亂無序與匱缺破敗的同時，又往外求索，迎向未來，主動介入桃花源／烏托邦

之他者空間中，並以新知新學新科技興邦建國，進而塑造現代化國家，使社會走向新文明境

界，故而，晚清桃花源／烏托邦的敘事結構，實質富涵主體改造與拯救靈魂，及興利除弊與

救國興民之啟蒙與革命的價值底蘊。至於賴聲川執導的《暗戀桃花源》，毋寧藉由《桃花源》

與《暗戀》兩齣舞臺劇的後現代美學拼貼方式，同臺共同演繹出後設的桃花源經典符號與老

兵渡海來台的現實話語，樂園的文化記憶與現實的離散經驗，透過彼此指涉、對話、斷裂、

消解之符號共謀關係與修辭解構策略，既象徵著四九年兩岸分治的政治現實與解嚴後臺灣追

求主體認同的歷程，也揭露了身份建構與文化認同存在著歷史斷裂性與桃源意義恆常再造的

流動隱喻。 

桃花源互文本之話語結構，是歷經累代創作／接受主體文化生產之建制行為，而孳乳、

衍異成一複雜多元的文化景觀。其主題意蘊與美學形構，在不同的文化世代中，總有不同的

轉拓與精入。然其主題結構，卻有著文藝本體上的審美制約。相同主題的話語結構，本有其

套語結構；然而，同一題材之轉相承襲，所造成類型化的藝術營構方式，在審美主體情感結

構與思想意識的符徵背後，實具潛藏的象徵內涵及隱喻、轉喻的美學功能。每一自我主體在

行為和言說的大範圍內，是通過與他者的異置而指認自身60，透過文化的對話與誤讀，重塑

了對過去和文化他者的理解61，在互本文的重述與織構中，歷代文人將桃花源經典文本嵌入

於自我的接受圖式中，而展演出集體共同體的理想樂園與文化認同，桃花源遂成為集體烏托

邦的幻想圖景，其中涵攝著共同體的集體欲望。大抵而言，桃花源作為歷代文人文化想像與

文化認同的記憶空間，是文人遂行理想化之「應然生命」與「應然世界」的重要媒介，也是

理想生命建構與文化身分認同的主要表徵形式，文人多透過桃花源文本結構突顯生命主體感

與集體共生感，則桃花源不啻為歷代文人對共同體的樂園想像與文化建構，也是其理想生命

與理想邦國價值外化的一種象徵與隱喻，是涉及生命理想與文化認同的一種涵具生成性、建

                                                 

60 瓦爾特．F．法伊特：〈誤讀作為文化間理解的條件〉，輯入樂黛雲、張輝主編：《文化傳遞與文學形象》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1 版），頁 98。 

61 約翰．紐鮑爾：〈歷史和文化的文學「誤讀」〉，輯入樂黛雲、張輝主編：《文化傳遞與文學形象》（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1 版），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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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性的構型力量。 

餘  論 

桃花源作為歷代文人社群集體性的話語建構，是其生命理想與文化認同的表意實踐。

文人在召喚應對與記憶重生的文化想像歷程中，召喚了現實與歷史、理想的鏈結，建構了未

來與現在、過去的關係，開顯了生命存有的理想樣態，更新了自我主體的存在方式，喚醒了

集體主體的心理自覺。桃花源文本毋寧是中國極具經典性的文本，歷代文人重新組構、嫁接、

置換、變異接受圖式，賦予新義，造以新境，無非是一種經典再建制的行為。文人將桃花源

／烏托邦想像描繪成一幅樂園圖與懷鄉圖，以作為異化社會下非人化經驗的精神補償，從而

超越難以承受的生存壓力62，則桃花源之話語體式與接受圖式，既具個人的、生命的涵意，

同時也具文化的與政治的指涉。在累代文人的建制行動中，桃花源儼然成為對家鄉情感、理

想邦國的鏡像投射與記憶中心，既涵具文化的、歷史的寓意，也呈示出社會的、心靈的真實。 

 

                                                 

62 謝少波（Shaobo Xie）評述詹姆遜（F. Jameson）《政治無意識》一書時謂：「確實，烏托邦想像通常描

繪一幅懷鄉圖，在此，生活和諧，對現實也無物質影響，但同樣確實的是，烏托邦想像以某種方式作為

非人化經驗的補償，且使人類超越難以忍受的生存壓力。」見謝少波著，陳永國、江民安譯：《抵抗的文

化政治學》（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99 年第 1 版），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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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本專題為二年期計畫，主要分從虎丘地景與人文建構之衍變、消閒狂歡與社會儀式之展

演、文人常民與虎丘地景之再造、觀看認同與文化建制等面向，論析明代虎丘地景的文化書

寫。計畫主要聚焦於明代文學與圖像及晚明小品文、劇本中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共發表五

篇論文--觀看與認同：明代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公共園林與人文建構：明代中期虎丘地景

的文化書寫、觀看與認同：明代小品文中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世變與地景：《秋虎丘》的文化

敘事，及樂園想像與文化認同－－桃花源的建構與接受。其中公共園林與人文建構：明代中

期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樂園想像與文化認同－－桃花源的建構與接受（後修改為樂園想像

與文化認同－－桃花源及建接受史）已出版，餘或修改或投稿中。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計畫定題為－－觀看與認同：明代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乃因明人好游冶、注重消閒享

樂，出版文化興盛；復以文人游覽時彼此賦得、相互贈和、圖繪畫卷等文化行為；乃至城

市文化的興起、習俗信仰的改變、盛世／世變文化場域的變轉，均使虎丘地景的文化鑲嵌

與再現有了不同的轉折與變衍。本計畫以二年時間，探究明代在不同社會文化脈絡下，透

過文學與繪畫等對虎丘地景的文化再造工程與美學再現機制之書寫行動，如何構築出文人

與常民、在地者與寓居者的想像性認同，使文人與常民、在地者與寓居者從中得以辨識自

我與他者、我群與他群，並作交流與互動？文人社群的我群維繫，如何透過虎丘地景的空

間和實踐，進一步促進我群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再者，明以前有關虎丘地景之文化集結、

鑲嵌與塑造方式，如何對明代文人與常民、在地者與寓居者產生意義與認同？虎丘地景在

明代不同的社會文化脈絡下，又如何對文人與常民、在地者與寓居者產生新的意義與認

同？虎丘地景如何構成明代文人與常民、在地者與寓居者日常生活認同的文化符碼？虎丘

地景如何為明代文人與常民、在地者與寓居者刮除重寫，並進而有新的文化詮釋與意義再



造？此外，民俗節日與節慶、社會儀式與儀節，均為生產與再生產虎丘地景的重要文化機

制之一。民俗節日與節慶、社會儀式與儀節本具世俗化的特徵，具鮮明的庶民性與地域性，

且經常帶有商業、享樂的性質。民俗節日與節慶、社會儀式與儀節，滲透、密織在文人與

常民的日常生活與文化活動中，本計畫一則追索文人社群與吳地常民如何透過民俗節日與

節慶、社會儀式與儀節建構出虎丘地景具意義性與象徵性的世界；一則關注虎丘地景文化

工程的再造與再現及消閒享樂城市生活的建構與銘刻，如何具體呈顯於明代的文化社會脈

絡中。其中主要議題涉及文人與常民、在地者與寓居者如何書寫、建構、銘刻虎丘地景的

象徵性圖像？如何賦予虎丘地景不同的意義再造與文化再現？文人的權力論述和意義建

構如何介入、寫入地景中？虎丘地景的書寫與建構，如何用以凝聚文人社群，強化彼此情

感，彰顯書寫權力？虎丘地景的文化建構與文化傳衍，如何利用文化領域隔離

（territorial segregation）與身體空間文化移位的跨界，以標示、呈顯雅／俗的分際

與互滲，並在建構過程中蓄意納入有關雅／俗文化的差異與翻轉？雅／俗文化相遇、互滲

之際湧生的協商機制與混融形式，如何具體再現於虎丘地景中？則本計畫藉由虎丘地景的

釐析，當可進一步觀察文化如何透過一連串鑲嵌於空間形式及再現於空間實踐中而爭辯而

改變而再造；而透過觀看與認同，明代不同群體在虎丘空間所再造與再現的地景，當可視

為明人不同習俗與信仰、思想與觀念所構成的巨幅拼貼，而不同人群及不同習俗與信仰、

思想與觀念，也隨著對虎丘地景象徵性的塑造與再現而適應而轉變。據此，當可建構出研

究地景的模型與進路。目前中文學界尚少研究地景，本計畫屬開風氣之先，延續虎丘地景

之研究，筆者也持續研究西湖、長安等地景，相信可引領相關研究風潮，積累可觀的研究

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