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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蟄存先生，江蘇松江人，一九 O五年生。少年即嫻習古典文學，中學畢業時，

在當時上海鴛鴦蝴蝶派著名刊物《禮拜六》、《半月》、《星期》等發表小說雜文。

一九二五年入實旦大學法文特別班，與同學戴望舒、戴杜衡、劉吶鷗等相交，成為中

國現代派的主要人物。

施蟄存的小說全寫於三十歲以前，出版於三十年代前後，共出版七本小說集、兩

本散文集。其中小說集《江平集》和《緝子姑娘》作者自認為早年習作，而把一九二

九年出版的《上元燈》視為他的第一本小說集。其他小說分別是: {將軍底頭》

(1932) 、《梅雨之夕} (1933) 、《善女人行品} (1933) 、《小珍集} (1936) 。他出版過

兩本散文集: {燈下集} (1937) 、《待旦錄} (1947)' 目前人民文學出版社正編印

《施蟄存全集) ，預計於一九九 0年底出版。

一九四九以後，施蟄存小說創作停頓，專力於翻譯外國文學與古典學術研究，成

績斐然。但是，施氏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仍然是現代派小說最重要的開創者之一。

「新感覺派」一辭已成為施蟄存與同輩都市文學小說家穆時英等共同的標幟。無

論施氏本人是否同意他即「新感覺派」的奉行者，但是他的創作同日本「新感覺派」

確實有許多共通的特點。「日本新感覺派」基本上就是日本文學的現代主義運動，而

施蟄存等上海「新感覺派」小說家則是中國文學的現代主義連動。一方面在劉吶鷗的

提倡和譯介下，使得「新感覺派」成為新興的藝術觀點。另一方面，施蟄存等人所接

受的西方文學影響，實不止於由日本「新感覺派」所中介的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

未來主義，以及意識流文學等本世紀初世界文學新思潮。我們甚至可以在施蟄存的小

說中發現五、六十年代後才蔚為風尚的「荒誕派」和「黑色幽默」的若平特質。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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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年出版的《梅雨之夕》以寫實的筆法為基調，但卻是不折不扣的現代派諷世作品

集。每個短篇小說的發展都給予讀者「致命一輩」的震驚，在那些當代(指二、三十

年代)的中國女性身上，施蟄存引導讀者洞見了社會的扭曲和千瘡百孔，以及男人與

女人，乃至人與人之間荒謬的關係。

施蟄存作品中除了對男性社會心理細微把握之外，又能深入女心，寫出女性本身

在男性社會中的迷失與自覺，這是他和較長於男性潛意識的穆時英最大的差異，本文

即針對施蟄存小說中兩性關係進行正文的探索。

二、變遷社會中的兩怯願憔

施蟄存處理小說中的男女關係，實可以從敘述角度來觀察;蓋小說敘述觀點除全

知觀點以外，限制觀點大多是由男性或女性思維為出發，本文首先試由男女兩個限制

觀點角度來看:

從男性觀點進行敘述的小說，也大體反映了男性眼中的女性觀點，在施氏小說中，

除了僅其形式意義的女人，例如母親、婆婆、女何等，雖為女性，卻不其備因性別差

異而有兩性糾葛的人物，就本文的論題而言，基本上屬於配件角色，可以不論。此外，

其他女性實可以分為:蕩婦、愛人、妻子三種類型。

此處所指的「蕩婦J ·基本上是被對方當成性獵奇之「物J ·往往是不其備完整

人格特徵的扁平人物。在小說中，她常常屈居於卑微的角色，造型則幾乎都非常模糊。

例如原本即以勾引男人為職志者，像<石秀>中的潘巧雲.<鳩摩羅什>中的蕩女，

或者期待著男性來勾引者，如<宵行>中的棺材店主之妻，或者可以為人午妻者如<

港內小景>中的情婦、<蝴蝶夫人>中的教授夫人、<散步>中的周寡婦，甚至<摘

裔>中的周夫人及女僕春梅、<獵虎記>中的娟寶等等。

施蟄存小說中男性觀點下的性獵奇角色，有的本身即是招搖的蕩婦，有的本質實

在不是，但是卻被視為獵奇的對象，例如<摘裔>中的春梅.<獵虎記>中的娟寶等。

若從男性的角度看，把她當成洩慾對象，實際已淪為蕩掃地位。

愛人實包括男子初戀的人物及靈肉戀慕的對象。施蟄存早期具備自傳式小說性格

的作品充滿浪漫色彩，男子對初戀的情人總是一往情深.{上元燈》中的諸篇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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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像<漁人何長慶>中的菊貞，一度淪為技女，在男主角心中，乃是至上的愛人、

理想的妻子。可是，在往後的小說中，女子成為男性心中仍愛神的機率越來越少。<

鷗>中的男主角與其說在戀愛，不如說在尋找妻子，他的生命明顯缺乏<舊夢>中男

主角的唯美思想。可是，就小說而言，{上元燈〉中男性專一於戀愛中的女子，實在

暴露人物的浮淺與不切實際，也透露作者表現手法的生澀與社會觀察力的不足。

妻子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是家庭的配件。丈夫存在，妻子才有意義，所以寡婦<周

夫人>對十二歲的孩子竟寄託以變態般的言行，那不過是女子求取名實相符的反面證

據罷了。同理<雄雞>中的寡婦，失去丈夫後，便順理成章做公婆的長期個人。而<

春陽>中守一輩子望門寡的嬋阿姨，僅僅權充一名財產臨時管理員，男性社會一向如

此規範女人不完整的婚姻。

小說中許多「妻子」實際上僅是丈夫生活的配件，不同之處在於她們是否能自覺

到這種現實。這似乎也是長久以來的常規，<摘裔>、<獅子流星座>、<蝴蝶夫人

>皆然。像<港內小景>、<殘秋的下弦月>的男主角則顯然對其「配件」感到累贅。

在傳統社會中充任家庭或者男人的配件，一般女人大致能接受。可是，在一個變

遷的社會中，許多女性已不甘於配件角色，所以才會有許多外遇事件或者外過心理

(一種動機上的道德犯罪)出現在這些「配件」身上。

<妻之生辰>與<尊囊>則稍稍注意妻子的心靈世界，尤其後者，男主角在糾葛

衝突之後得到的領悟，實是男性對「配件」此一地位的初步解構。

施蟄存在小說中曾經創造了一位完美無缺的妻子:鳩摩羅什之妻。她擁有高貴的

家世、美麗的外貌、賢慧的品德、充分的愛心，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她為了促使丈夫

成聖成真，寧願蟻牲自己的生命。她以為自己離開人問，丈夫便毫無阻隔，可以直達

蓮台。事實不然，施蟄存透過鳩摩羅什來檢驗禁慾主義的傌善。如此一位大智慧者，

有意修行卻不能忘情，我們便知女性在許多男人生命底層，實質的還佔有一個奇妙的、

觀是愛人也是妻子的地位。大智者鳩摩羅什跟臨終的妻接吻時.r她含住他的舌頭J '

最後鳩摩羅什寂誠時舉行火葬. r他的屍體和凡人一樣地枯爛了，只留著那個舌頭沒

有焦朽，替代了舍利子留給他的信仰者。」作者不但不認為宗教修練可以超然於愛慾

之上，甚且以為發自生命底層的高貴的愛戀，母寧才是人類生命不朽的「舍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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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成為男性靈肉戀慕的對象，她可能是他的戀人、妻子，乃至情婦，她在人際

地位名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成為該男性生命所無法逃避的愛慾情結。鳩摩羅什僅

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還有一些變型例子，<將軍底頭>、<阿檻公主>，乃至<石秀

>等皆是。

在施蟄存筆下，男人的性衝動較難控制，所以，男性之意淫實是毫無顧忌、，<在

巴黎大戲院>、<魔道>、<梅雨之夕>都是著例。因此，外過的想法不時泛上男性

心頭，付諸行動的也不在少數。我們發現，男人在精神上絕少依賴女人。所以，成為

獵物的「她們」也極容易變成對方手上的玩物，<散步>在掌握男子外過的情境上實

是絲絲入扣。

女性敘述觀點的小說，大體上反映出女人眼中的男性。其人物類型不外:情夫、

愛人、丈夫、禽獸。

跟男性一般，有些女人也會有外過心態，她們雖然羅敷有夫，但是並不放過野食

的機會。<蝴蝶夫人>題目就已把女主角擺在不安於室的秋體上，<宵行>中棺材店

老根娘乃至<夜叉〉中被誤殺的幽會女子等等，都是誠心接受情夫的女人。換言之，

她們眼中的男性如此這般，表面上是很令她們一廂情願地滿意。作者筆下的女子外過

心態雖不若男子明目張膽，但多有呼之即出者。<獅子流星座>中一心想生子的卓佩

珊夫人，在擁擠的車內，面對陌生但年輕美麗的男子，乃期待對方的腿可以完全貼上

她底膝蓋，即是顯誼。小說中凡是有外過的女子，其事情的起始仍是男子主動，只不

過女子不但沒有免疫能力，甚且有心相待。

可是，顧意做情婦，還需在女子有家室保障的先決條件下才行。<港內小景>中

男主角苦苦維持的情婦，一有機會還是棄他而去，朦人優先。情人，在施蟄存小說筆

下，成為中圈二、三十年代新社會發展下，玩心重的女子所發現的一個「寵物」。

愛人則不然，二、三十年代的青年，尤其學生，多半仍然沒有婚姻自主權，卻對

愛情充滿了嚮往，也忍不住愛情的誘惑，尋找自己的情人。這類人物都充滿浪漫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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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唯美的理念。<塔的靈應>可說是一則現實與理想衝突的寓言。青年男女在雙方

父母皆不允許下偷偷約會，其結果在作家批判性的反諷下，乃是雙雙被壓死在明塌的

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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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師師》則是古事翻寫的寓言，理想、中的愛人當如周邦彥，知書連禮、溫柔捕

腿，當他一到. r人都如同坐在永遠的春風裡，溫和地不想到淫邪......也會得忘記自

己的身子是做著娟紋，而好像覺得是在一個安逸的家庭裡。」李師師的幻想完全不切

實際。而更不實際的是，她以為皇帝「一定是個頂有風情的人物」。她聯想到的便是

唐明皇與楊貴妃神話般的傳說。可是，她分明在完全不知情的狀況下跟「今上」有過

一夜姻緣。這位假掛市僧的皇帝，醒睡皆是銅臭薰天令人欲嘔。一旦發現她竟是天子

臨降，師師立刻調整觀念. r 真是天子百事聰明，紛那等人物就像那等人物。」

「他是高貴、富有而多惰的! J 然而，在她拋開周邦彥去接皇帝大駕時，不得不再度

調整觀念. r這站在她面前的人，雖然是個皇帝，不一定是一切市僧裡的皇帝......至

於她所羨慕的皇帝，那一定就是... ...周邦彥了。」愛情幻想面對血肉真實的人生總是

經不起考驗，不僅是皇帝，即令是周邦彥，做為一個可以託付情感的愛人，師師都缺

乏切實的認知。

小說中女性面對最多的自然是丈夫。丈夫是女人信念中的歸宿，不論名實相符或

名不符實，中國女子似乎都需要一個丈夫。或者說，一個別人的姓。所以，<春陽>

中的嬋阿嬋願意跟死人的牌位結婚，做一世望門寡婦。她一路上那麼容易被「春」天

的「陽」光所蠹動，見年輕男子而有遐想，與其說她春心蕩漾，不如說，她祈盼為人

妻的心情還沒有消失。她親眼看到小家庭的情景，便知抱著一個牌位做妻子，距離真

正的家依舊有很大的距離。

<霧>中的素貞小姐是待價而泊的女子，她有很自負的條件，也自我設定未來的

丈夫必是書香子弟。當她在火車上過到手持詩集的年輕男子，便輕率地肯定即是自己

所期待的丈夫。後來，發現他不過是一個「下賤的戲子 J '立刻又輕率地否定了他做

丈夫的資格。諸如此類不清楚自己需要怎樣丈夫的女子， r散步」於許多短篇之中。

<阿秀>不斷冒險替換丈夫，最後流落為妓女。<薄暮的舞女>中的素雯決心辭去工

作，跟著內心選定的男子去從良，不料對方臨時出事，她立刻調整步伐，跟別人約會，

看似見風轉舵，實則是，她尋找的是丈夫，不是愛人。

施蟄存小說中，許多女子對婚姻的概念，都停留在尋找丈夫的階段，而對丈夫的

定義又含糊不清，不是失之浪漫就是太過現實。橫衝亂撞所過到的丈夫，都缺乏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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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繫的誠意。反之，有的竟然是陰險的雙面人角色，如<港內小景>的丈夫;有的乾

脆藉婚姻謀財害命，如<凶宅>中的「職業丈夫J ，有的殘暴凶狠，擁有虐待狂人格，

如<阿秀>中的丈夫......不一而足。

<散步>中的丈夫相當浪漫，已結婚生子，仍然想跟妻子去散步、看電影，享受

屬於兩人的空間，他的浪漫情懷引起讀者很高的敬意。但是，在遭受寧願善盡母親之

賣的妻子婉拒後，獨自外出散步的丈夫，即迫不急待地獵5守新的散步女伴，讀者也許

會對丈夫失望。但是，不要忘記，這位妻子也有責任，她當初選的不過是一個養家的

丈夫而已，不能在婚後繼續供給愛情的妻子，似乎也要承受男性外遇的責任。

無論如何，此處所談的女子跟前敘找情夫的女子不同，她們沒有玩心，都以極慎

重的心情面對自己的終身大事。也許就是缺少一些輕鬆的幽默感及必要的智慧，使得

渡向成功婚姻的橋樑崩裂。

<阿檻公主>及<鳩摩羅什>中的兩位女主角則是極少數能夠愛人與丈夫兼得的

女子。前者為環境所迫，失去丈夫，後者實在更適合當成象徵性的人物。那麼，作者

透過作品正向讀者發問:理想的丈夫在那裡呢?

還有一種男人則與禽獸無異。<阿秀>不斷在找丈夫，卻一直遇到禽獸般的男子，

還有<獵虎記>中的小汪都是小說中價常描寫的禽獸男子。唯有<黃心大師>較具慧

眼。

黃心大師原先嫁作茶商為繼室，過後轉為知府之妾，復又淪為官妓，而後贖身為

尼，成為黃心大師。她的冷僻、拒男子於千里之外，實在是對男人的鄙夷。所見所識

的男人，在她眼中，實與禽獸無異。傳說她捨身鑄鐘，成為一世佳話，而在作者的詮

釋下，捨身鑄鐘飯是逃避又是抗議一毋寧說是她逃避男人最後的唯一方法。

三十年代的小說家，很少這麼細微地探索兩性的關係。尤其施蟄存能站在女性的

本體來思考女性的問題。我們發現，中國長久以來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也面臨女性

意識抬頭的威脅。<阿檻公主>就是一大挑戰，她敢於違抗父王之命，保護丈夫。可

是畢竟是東方女子，仍不免於失敗的宿命。不論是阿檻公主意圖保住自己愛人的意志，

或者<草葉〉女主角向丈夫索討愛的行動，在在都表現女性自覺萌芽的徵兆。

施蟄存處理女性小說，還進入女性的心靈深處。發現女子生命中不可趨避的直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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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他反覆書寫中國轉型期社會的各種變貌，女子也在這種流動不居的環境中掙扎。

有些女人，只想有一校之棲，但還有些女子，擁有家庭一切配件，仍然浮現生命的直

乏感，<蝴蝶夫人>便是最典型的例子。餘如<殘秋的下午>女主角是對疾病沒有信

心而成為踴切的女人，<特呂姑娘>沒有建設自己的能力，<獅子座流星>女主角充

滿不安與焦慮。有家室的如此，更不用說有名無實者如<春陽>中的女子，一生不認

得丈夫是什麼，或者<周夫人>，在最年輕的歲月就注定要守寡一輩子，乃至<霧〉

中的素貞小姐，在無可選擇的地方消耗青春... ... ，種種問題，實是源於傳統兩性關係

的鬆動與現代社會難以達成平衡、諧調的生命情境。

三、結論

施蟄存兩性小說的意義可以從兩方面來談:

(l)文學方面:中國近兩百年來，是知識份子不斷提出反省與自覺的時代，晚清

小說的取材就可以明顯認證出那一代的作家對於民族與政治本位立場的反省，五四則

是文化與文學自覺的關鍵時代。五四以後，文壇出現大量第一人稱小說，可是，大部

份第一人稱小說的作家自傳色彩很濃，且經常與散文無多大區別。施蟄存早期小說也

不脫此習。《上元燈》中的小說不僅浪漫且有濫情之嫌，<舊夢>、<桃園>、<詩

人>與散文無異，且有相當的作者傳記色彩。

可是，施蟄存出版《上元燈》的第二個月，他就發表了<鳩摩羅什>，是經過大

翻改、具有創意的新歷史小說。之後他的每一篇歷史小說，都可說是意蘊深遠的寓言，

明顯在以古喻今。之後，他不僅善用寓言，也長於使第一人稱觀點客觀化，使正文脫

離作者個人身世的糾爐，更能多方運用不同的視角、文體，把戲劇、小說融為一爐而

冶之。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吸收外國現代派的技巧，如意識流、心理分析等等，並

非原封不動的橫植，而是朝向本土化的理想進行融匯。本來，技巧和思潮原是超越種

族和國際界限的，唯看創作者如何還用。

五四初期的小說家要呈現中國社會現象時，大多利用長篇小說，例如巴金、茅盾、

老舍等等，以期容納廣大的場景、眾多的人物及紛雜的事件，凡此種種似乎非長篇小

說不能濟其事。到了施蟄存帽起的階段，我們發現，他居然產生利用短篇小說來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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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的大時代之企圖。於是，在小說的創作方法上，不能不有所革新。首先，他極善

於抽取橫向社會的典型，及縱向的人心深處。如此濃縮，則必要廣用與妙用象徵及寓

言手法。

(2)社會方面:施蟄存處理的社會是一個由傳統走向現代、由封建思想走向開放

觀念、由農業生產走向商業文明，尤其當時的國際都市如上海，完全是個變遷巨大而

流動快速的社會。施氏很能掌握住這種流動的本質與精神。

從兩性關係來看，處於新舊交替的階段，許多女性所處的環境遠較從前來得艱難，

更多的是社會造成女子命運的悲劇，使她即令非常努力，也毫無生路，例如<阿秀>、

<黃心大師>。其次是觀念無法與行動同步調整，<霧>是篇典型之作。素貞小姐生

長於鄉村，接受傳統的人生觀念，卻鄙夷那生她長她的人文環境。她嚮往城市的文明，

乃至願意以她認為的現代戀愛方式來接受婚姻，她又用傳統的觀念貶斥一位戲子。小

說中，她的行程分別是由「鄉村」走向「都市J '可是她主觀地接受她想要的而排斥

她不想要的，不過社會的結構絕不會因為她的心願而作絲毫調整。諸如此類人物，處

在變遷社會中其仟格難行實是必然的結果。

女性意識的覺醒是開放社會的表徵之一。男女相交，女性也能掌握主動權，爭取

跟男性一樣的權利與價值觀，她們總相信自己當前的生活極貧乏，乃銳意追求較高的

理想。<漁人何長慶>中的菊貞小姐亦是典型人物。她缺乏對理想的基本認識，憑著

一股衝動，投向陌生的理想，跟<阿秀>一樣，鍛羽折翅乃是必然的結局。

施氏筆下的男女關係逐漸都市化、複雜化、多元化。我們發現，他不僅處理男女

關係的表層結構，而且深入到深層結構。外遇原是中國傳統男性不成文的合法權益，

在二、三十年代，這種病毒也進入女性觀念裡。施氏處理的不僅是男女的外遇行動，

更重要的是心理層次。就小說表現來看，我們說他對男女內心深處掌握得絲絲入扣實

不為過。

〈上元燈》處理大部份是農鄉社會的「舊夢、桃園J ' <將軍底頭》針對兩性愛

慾情結，做深入的挖掘。《梅雨之夕〉則處理許多人物的邊緣人格， <善女人行品》

面對的是社會的邊綠人，到了《小珍集} ，我們發現作者又注意社會一般的現象，這

種不拘於某一角度、某一觀念、某一現象的創作筆觸，實為小說打開無限的領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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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即使僅就施氏小說中的兩性關係來觀察，我們也幾乎可以看到二、三十年代中國

社會的發展。

P付言主

本文引用施蟄存各篇小說出自以下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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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之夕》 一九三三年版 上海新中國書局

《善女人行品》 一九三三年版 上海良友圖書公司

《小珍集》 一九三六年版 上海良友圖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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