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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之恋与现代性的欲望想像 

--论王韬《淞隐漫录》和《漫游随录》的漫游、言情和追忆 

 

许维贤(Hee Wai Siam) 

 

 

 

论文摘要 

 

 作为中国现代性体验之第一人，王韬的留洋经验导致他的文言小说和随笔带

有“旧瓶新酒”的意味。文言叙事的框架里，依旧藏不住他对西方现代性的欲望

想象。这些欲望想象包括他对西方女孩、器物、城市和科学文明的向往和追求。

在王韬的书写里，“越界之恋”不但发生在阴阳之间（人鬼之恋）和现实青楼的

客人和性工作者之间，也发生在中国与西方之间（跨国之恋）、人与物之间（恋

物之癖）。这尤其在短篇小说集《淞隐漫录》和随笔《漫游随录》体现开来。本

文以《淞隐漫录》为中心，再辅以《漫游随录》为参照，双向对证和处理王韬是

如何虚虚实实通过种种越界之恋的漫游、言情与追忆，抒发一个晚清士大夫最初

的现代性想像。 

 

 

关键词 

《淞隐漫录》、《漫游随录》、现代性、漫游、言情、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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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淞隐漫录》虽被晚清书商和后人称为《后聊斋志异》，现代读者未翻其书

已被明示此书大有模仿后者之意，但鲁迅很早已指出“然所记载，则已鬼狐渐稀，

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可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对王韬的小说只是上述寥

寥数语带过，未有深入评价。既然是“烟花粉黛之事”，是不是就只能“点到即

止”1？鲁迅字字珠玑的春秋大义似乎也为大陆接下来半个世纪的王韬研究方向

划下了接受限度。有学者大致统计从上世纪 30年代一直到 2002年，大陆关于王

韬文学作品的研究只有 7 篇论文左右2。很多时下深具影响力的文学史也没有充

份认识到王韬小说的意义，例如分别由袁行霈主编和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均对王韬的小说只字未提。这之前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里中有一

段对王韬创作的负面评价，已隐隐道出了箇中原因和理由；“人世沧桑，男欢女

爱，姻花的苦难遭遇，狐鬼花妖的妩媚„„在当时外侮日逼，民族危难的历史条

件下，这类文言小说不能不目为消闲之作。”3 

可见王韬小说在文学史家眼中之所以“不入流”，原因在于他的选材过于通

俗，可是“俗到家，也自有可爱之处”4。的确王韬全部小说的几乎三分之一都

是在描写妓女的风流春秋5，而“爱情”是王韬小说集的主体。这也不足为怪，

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爱情不但发生在阴阳之间（人鬼之恋）和现实青楼的客人

和性工作者之间，也发生在中国与西方之间（跨国之恋）、人与物之间（恋物之

癖）。本文把它们总称为“越界之恋”。这正是王韬的书写欲望似乎比起同一代人

有所“逾越”或“超越”的部分。作为中国现代性体验之第一人6，王韬的留洋

经验导致他的文言小说和随笔带有“旧瓶新酒”的意味。文言叙事的框架里，依

旧藏不住他对西方现代性的欲望想象。这些欲望想象包括他对西方女孩、器物、

城市和科学文明的向往和追求，这尤其在短篇小说集《淞隐漫录》和随笔《漫游

随录》体现开来。本文以《淞隐漫录》为中心，再辅以《漫游随录》为参照，在

前者的第三人称虚构故事和后者的第一人称真实记载之间，双向对证和处理王韬

是如何虚虚实实通过种种越界之恋的漫游、言情与追忆，抒发一个晚清士大夫最

初的现代性想像，而这种揉杂了身体欲望和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想象，是如何让王

韬在晚清名士和民族主义者的两种身份之间，既显示出王韬独特的男性建构和多

重身份，也在在昭示了晚清“多重的现代性”想象。 

一、漫游：跨界之后与托梦（虚构）的力量 

王韬的小说大量出现了一些漫游四海的男主人公形象，无论是《海底奇境》

的祥生、《海外壮游》的仲绪或《消夏湾》的仲仙，他们多多少少都是现实生活

中喜好旅行的王韬个人自画像。王韬在《漫游随录》里记载了他周游各国的事迹，

远至法国、英国、埃及和匈牙利诸国，近至日本、香港、新加坡和槟榔屿。近代

                                                        
1 既然如此，为何鲁迅没把王韬的小说归类进《清之狭邪小说》，而是纳入《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

一章？这或许和《淞隐漫录》的短篇小说体例有关，而且晚清文学研究者一般偏重晚清的长篇小说，鲁迅

在《清之狭邪小说》罗列的都是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自然不在视域里。 
2 参见党月异：《王韬研究世纪回顾》，《德州学院学报》第 19卷第 5 期，2003年 10 月，第 20页 
3 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 74页 
4 陈平原《看图说书：小说绣像阅读札记》，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 130页 
5 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326 页 
6 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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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是通过旅行而完成的。“漫游”正是中国人最初从闭国锁

门走向世界的方式，中国人最初进入西方现代性的方式只能通过航海。《淞隐漫

录》里的不少主人公往往对海洋有一种美好的想象和渴望。这些渴望正好折射了

王韬对当时清廷长期实行“海禁”政策的不以为然。《海外美人》的那对夫妇陆

海舫与许氏，就一心一意想到海外探奇，想尽办法学习航海的水文地理和观察天

文气象，并自行造船出海。对王韬笔下的主人公来说，海那边往往寄托着梦想的

乌托邦，世外桃源不再如以往传统文人那样只是藏在大陆岩洞的背后，而是更遥

远的海外，等待着主人公乘风破浪去发现。《仙人岛》的孟涂就在一次航海中发

现了仙人岛，在那边时间仿佛是停止的，孟涂不愁吃穿，并有美若天仙的女子服

侍。《海底奇境》更是把主人公祥生与西方美人兰娜的爱窝建设在海底下的世外

桃源。梦想的地形图，在王韬的笔下，总是从陆地跨界到海洋。跨界之后，男主

人公总是等待奇遇，海上出现的“西方美人”，一身集结了王韬对西方所有的欲

望想象：她不但有才有貌，而且精通数理，无所不能。《媚梨小传》的男主人公

丰玉田在船上邂逅了西方美女“媚梨”，正是此欲望的化身。丰玉田把“媚梨”

迎娶回中国，不自觉中却提前应合了梁启超在十九世纪末对未来中西文化合璧的

美好想象：“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

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7 

而这一切，都是通过男主人的漫游海外才始于完成。但这不是说，这些漫游

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历史目的性。恰恰相反，王韬在《淞隐漫录》里喜欢以“汗

漫游”来形容主人公对海外世界的探奇，如《海外美人》的这一句：“生平好作

汗漫游，思一探海外之奇”8。“汗漫游”意谓着“不着边际的漫游”。甚至于我

们可以说，支撑《淞隐漫录》和《漫游随录》的结构是“漫游”的形式。那些浮

光掠影的士人贞女群象反而不是重点，重点是主人公的视角随着漫游四方的方式，

其观看世界的位置不断在调整。这符合巴赫金对漫游体小说的描述：“主人公是

在空间里运动的一个点,它既缺乏本质特征的描述,本身又不在小说家艺术关注

的中心。他在空间里的运动—漫游以及部分的惊险传奇，使得艺术家能够展现并

描绘世界上丰富多彩的空间和静态的社会（国家、城市、文化、民族、不同的社

会集团以及他们独特的生活环境）”。9 

在《淞隐漫录》里，主人公不但漫游于陆地和海洋，而且也漫游于天与地、

阴与阳。“托梦”不但是王韬小说里反复出现的场景和表现手法，而且也是作者

开辟笔下主人公漫游天地、出入阴阳的途径。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华胥实录》，

王韬在《序言》里道“余自十岁春间，偶有所感而入梦，无一夕间，至二十二岁

乃止不作。”10从 10岁到 22岁之间，王韬没有一夜不做梦。做的不是古人的狐灵

花梦，而是经常梦见某些白天使他印象尤深的场景，这似乎更像一个现代人所做

的梦境。《华胥实录》记载了王韬从 19 岁到 22 岁之间的三年梦境。可是这些梦

境大约在 1849 年的春夏不复再现，而王韬的父亲正死于这一年的夏天。对王韬

来说，这个噩耗提早结束了青春织梦的年华，他开始要一个人承担起供养母亲、

兄弟和妻女的重任。这一年江南地区暴灾连绵，为了一家糊口，他被迫在当年秋

                                                        
7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七》，《饮冰室合集》第一册（北

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页 4。）初稿刊于《新民丛报》第三号（横滨新民丛报社），1902年 2 月 1日，

页 46。 
8 王韬：《淞隐漫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 193页 
9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 215页 
10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 177-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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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离乡背井，来到上海做个“名为秉笔，实供指挥”11的“侍夷”之徒。从故乡

被迫到上海谋生，再从上海被清廷通缉逃难到香港，王韬半生在中国内地的两次

迁离均处于仓惶和不安中。这些离散飘泊的经验影响了王韬创作的表现手法。既

然 22 岁就被迫在现实中提早停止发梦，王韬只能“托梦”以小说，不断以造梦

的手法来表达人生的虚幻，暂时从庸俗的现实人生中逃脱出来，在梦中虚构他的

另一面完全不同的人生。正如作者云：“凭虚造为奇境幻遇，而托梦以传之，则

我之欲言无可言，欲见未由见者，毕于是乎寄”12。 

可惜《华胥实录》在王韬生前已散失，今人无从查考当年年少王韬究竟每天

发了什么梦。所幸《淞隐漫录》收录了一篇名为《华胥生》的小说，乃是晚年王

韬凭着记忆印象重写《华胥实录》中的梦境。《华胥生》的母亲在怀着华胥生的

时候，唐代的李白就托梦拿着一朵荷花，闯入母亲的闺房，预言华胥生成人长大

后，一定会当大官，富贵无比。华胥生长大后，他喜欢睡觉和发梦。他玉树临风，

白天读书也非常勤快，连发梦都在背书，和尚也认定这个人肯定以后能当官，并

建议他把每日的梦境记录下来。于是他照办，后来集成《华胥实录》一书。在书

里，华胥生告诉读者（即《华胥生》的叙述者），他经常梦见自己是另外一个人，

名叫梁绛，洛阳城北大家族出身，成功考取功名，皇帝非常重用他。他也受到众

多姑娘的爱慕，各种奇遇让他官运亨通，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波都打不倒他。故

事末，叙述者突然跳出来提醒读者，在现实生活中，华胥生一生没什么奇遇，而

且最后还在穷困潦倒中去世，叙述者感叹：“幻由心造，魔自境生，于梦何尤哉！”
13。这个故事叙述不但带有现代小说的后设成分，而且它的“托梦”一层又一层，

最后叙述者的现身，把这些梦都打碎了。其含义并不是中国传统文言小说“梦如

人生、人生如梦”的旧观所能概括的；其虚与实的张力，也打破了因果的叙事循

环。柯文曾批评王韬的小说“半是事实，半是编造，主题大都是佛教轮回报应的

陈辞烂调。”14柯文低估了王韬的叙述能力，他的观点至少在这篇小说里是不能成

立的。虽然《淞隐漫录》并没有完全脱离《聊斋志异》的阴影，但两篇作品的思

想、价值和意义其实还存有不同，近年有研究者作了比较和精辟的分析论述15，

这里不再赘述。这里想进一步从王韬“托梦”的笔法，来试图探讨和分析王韬和

前人之作不同的地方。 

《淞隐漫录》开篇之作《华琳姑》即通过陆眉史的一个梦境，来成全他和自

尽身亡的华琳姑的未了之缘。作者并没有如前人简单地通过一场梦境，来让女子

突然起死为生，而是通过梦境的昭示，向陆眉史暗喻躺在灵柩的华琳姑还有一线

的生机。陆眉史假托避人养病，来到停棺的寺中读书，半夜买通仆人打开灵柩，

喂药予华琳姑。华琳姑苏醒过来后，作者之后还铺了种种情节和细节来说服世人

和读者，华琳姑不是鬼，真的是人，只是比以前更为虚弱。陆眉史只好假借乡试，

偷偷携带华琳姑到金陵养病。把病养好了，陆眉史还需要求好友郑生串谋帮忙，

假托他的掩人“仙术”，说服华琳姑的父母女儿这次真的是起死回生，条件是华

琳姑的父母必须当着面许了华琳姑和陆眉史的婚事。最后华琳姑的父母还是深怕

                                                        
11 王韬：《弢园尺牍》，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 23 页 
12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 177 页 
13 王韬：《淞隐漫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 388页  
14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73；另有中译本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等

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第 70页 
15 杜鑫艳：《狐仙鬼怪与烟花粉黛-《后聊斋志异》与《聊斋志异》在思想内容上的比较》，载《蒲松龄研

究》2003年第 4期，第 6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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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宗事传出去耸人听闻，不敢把女儿领回家，干脆把华琳姑认作郑生的妹妹，许

配给陆眉史。乍看之下，这部小说的结局不脱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团圆陈套，但

华琳姑和陆眉史的珠璧结合还带有一丝的反讽和无奈，因为这种团圆最终还是冲

撞不了社会习俗观念“门当户对”以及“人言可畏”的顽固性：华琳姑毕竟还是

需要牺牲自己的原来身份，以郑生的妹妹假身份嫁给陆眉史。这个故事的张力不

在于传统小说意义上的“人鬼之恋”，而在于“人鬼之辨”：传统社会先把女人变

成鬼，毋须等到新社会的来到，王韬故事里的主人公已把鬼还原成人，但世人反

而不愿意置信，宁愿把她视作“她者”。作者在末尾小说中肯定了郑生的仗义行

为，虽然不过是一种虚构的“仙术”：“其术则幻，其计则神”16。不流于传统小

说“人鬼之恋”的二元对立，王韬擅于通过小说细节让笔下的人物尽显亦人亦鬼

亦仙的多面性，其它小说《连贞仙子》的女弟子、《秦倩娘》的姑娘皆可作如此

观。 

王韬小说的情节一旦来到“人鬼之辨”的转折处，就经常以梦境的形式来点

出其玄机。“梦”经常是小说主人公的救命稻草。这是王韬穷愁著书所唯一能依

托的力量，支撑“梦”的背后是小说家的虚构力量。王韬是有意识地通过托梦，

追求“虚构”作为小说技艺的一种。王韬在本书《序言》里就告知读者：“六合

之大，存而弗论；九州之外，置而不稽。以耳目之所及为见闻，以形色之可征为

记载，宇宙斯隘，而学问穷矣„„求之于中国不得，则求之于遐陬绝峤，异域荒

裔；求之于并世之人而不得，则上溯之亘古以前，下极之千载以后；求之于同类

同体之人而不得，则求之于鬼狐仙佛、草木鸟兽。”17在这段话里，王韬揭示了“虚

构”作为小说的一种“现实补充”功能，肯定“虚构”是作家现实生活中必须的

一部分。作家在世，单靠耳目与“现实的力量”是不足取的，还需要借助虚构和

做梦的力量。王韬这样的一种创作主张和姿态，脱离了《汉书.艺文志》对小说

的理解“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反而更靠向英文 fiction 一词所强

调的“虚构”文体了。清末民初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文体无不按西方文类观念重

新划分，王韬的小说观念却在这之前已悄悄做了调整和挪移。 

 

二、言情：跨国之恋与男女形象的重构 

 早有论者指出，王韬小说的重心在“情”，而不在“色”18。在他看来，

只要有情，不但花妖狐魅也可间隔阴阳界和常人谈情说爱，今人和古人可以超越

时空相爱，甚至中国人可以跨洋越海与异域之人缔结姻缘。这些跨国之恋在今人

看来已非常普遍，不过在十九世纪闭国锁门的中国，类似《媚梨小传》、《海底奇

境》这些越界之恋还是让读者匪夷所思的。在近代中国小说史上，如此完整细腻

地描述中外婚恋，王韬实属第一人19。 

《媚梨小传》具备了现代言情小说的基本元素：俊男美女的邂逅、异国情调、

三角关系与殉情的悲剧。在从英国返华的船上，“容貌魁玮”的清廷大官丰玉田

结识了英国才女媚梨，两人相互教对方英语和华语，言谈甚欢，投契无比，在船

上私订了终生，并一起回到中国双栖双居，幸福非常，小说并没有简单止于此，

王韬还加入一大段涉及中西男女的复杂三角关系。话说早年在英国与媚梨有鱼水

                                                        
16 王韬：《淞隐漫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 4页 
17 同注上，第 1-2页 
18 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327 页 
19 同注上，第 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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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欢的约翰，对媚梨的旧情难忘，来到中国寻获伊人。媚梨原来当初离英赴中，

除了向往中国的繁华，也是为了从婚姻的悲剧阴影中走出来。她早年与门当户对

的英人西门结婚，不料被因忌成恨的约翰破坏，西门自杀。媚梨对约翰的疯狂痴

心甚为烦恼，避情中国。不料约翰还苦苦追来痴缠。小说最后，媚梨决定要为前

夫报仇，与约翰在路上对决，两枪同发，同归于尽。最后伤心的丰玉田，为以身

殉情的媚梨树碑刻文“英国奇女子媚梨之墓”20。王韬对异国“奇女子”媚梨的

言情与想象，与其说作者钟情于西方女子，不如说他在这些敢爱敢恨的西女身上

寄托了对中国传统女性形象的审视和反思。在王韬其他小说如《甘姬小传》和《周

贞女》里，中国女子为了保持自己的贞身而宁愿吞鸦片自尽，这大大有别于西女

持枪对决的手法。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是王韬对中西女子在社会地位有所悬殊

的理解，正如作者在《漫游随录》里，记载了当年游经英伦所观察到的现象：“国

中风俗，女贵于男。婚嫁皆自择配”21。中国女子社会地位的低贱和婚姻的不能

自主，决定了她们往往只能以自尽来处理自己的感情命运，而西女却有更多选择

和周旋的余地。 

王韬小说也不缺中国女子为婚姻和爱情自由，而积极向中国传统礼教抗衡和

争取的描写。《冯香妍》书写了一对先后逃婚的男女杨生和冯香妍，女的不惜易

装成男子离家出走。在茫茫人海中，杨生借着一场梦的启示，最终与冯香妍相遇

和喜缔良缘。王韬明确在文章里提出“男女并重”22。王韬的小说并不流于一般

“言情”，他是藉“言情”重构了中国男女近代的形象。身为男性作家，他却不

断在小说里为众多出身底层的女子竖碑立传。《淞隐漫录》就为百多名女子分别

写下列传，并个别作为小说题目。这些女子一脱传统文言小说里“女子无才便是

德”的形象，她们有者具备武艺如侠女“香严”，具备才艺者如“冯香妍”，才武

皆通者如“何惠仙”。虽然作者在一些故事也似乎塑造了一些传统的“贞妇”形

象，但与其说这些性情刚烈的女子是贞妇，不如说是“烈妇”。《周贞女》的周贞

女始终守身如玉，不是为了满足男人的“处女情结”，而是为了证明一名弱女子

在富人和好色的神明面前，也能具备大丈夫“贫富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 

《淞隐漫录》不仅只是列女传，也有为痴情男子或郁郁不得志的男儿留下史

章。王韬笔下的男性也一脱传统“文弱书生”的迂腐无能。他笔下颇多的男性形

象，已经出现“文理”和“文武”双全的迹象。前者如《海底奇境》的祥生不但

满腹经书，也懂得以实际的水利知识和行动治理江河23。后者如《许玉林匕首》

的玉林，既工于诗赋，也爱好舞剑。 

这些男子多轻视科举和功名，寄托了王韬对自身怀才不遇的愤慨与想象。在

《海外壮游》里，男主人公仲绪就自认为“丈夫当如宗悫、终军，乘长风破巨浪，

飞而食肉于数万里外耳。”24 毋容置疑，公仲绪就是王韬寄托在小说里的一个自

我形象之一。这个原型在王韬的纪叙体散文《漫游随录》已经出现：“余年未壮，

即喜读域外诸书，而兴宗悫乘风破浪之想”25。在小说《海外壮游》里，男主人

总为自己的文章汗颜，认为那不过是驴嘶牛叫的玩艺儿，没有面目见人。后来神

秘道士把他送入仙界，仙界的紫琼仙子觉得仲绪的心未能脱离红尘，应当送他到

西欧世界，在繁华中领悟道场。仲绪来到西欧世界后，虽然经历西欧当时的战火，

                                                        
20 王韬：《淞隐漫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页 309。 
21 王韬：《漫游随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 90 页 
22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 168页 
23 参阅王韬：《海底奇境》，收录在王韬：《淞隐漫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第 350 页 
24 参阅王韬：《海外壮游》，收录在同注上，第 355页 
25 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 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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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反而乐不思蜀，因为终日有西欧美女相伴左右，这一趟漫游好不风光，所以

称之为壮游也。 

王韬笔下的男性并不如一般研究者所言，一味沉溺于青楼女色。男女之间不

只限于主客欲望之间的角逐，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纯洁的友谊。《萧补烟》即生动

刻画了一个不近女色，而且奉行单身主义的男子萧补烟与青楼女子“目中有妓，

心中无妓”26不沾肌肤之亲的交往境界。有人向他提亲，他道：“男女居室，天下

之至秽也，何必自寻苦海，堕冤孽障中！”27。人们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来

责备他的终身不娶与放弃男人传宗接代的责任，他反驳：“天地尚有穷尽，何况

于人？一二十万年同归澌灭，虽有神仙，讵逃此劫？”28萧补烟视“男欢女爱”

和“传宗接代”为“无物”。这种思考方式即使放眼今天中国社会，依然会被人

们看作‘异类’或‘另类’。 

 在对待“传宗接代”的议题上，王韬的思考不是不无挣扎的，晚年一生无子，

妻女皆离他早逝。身边友人不断劝他纳妾以延后嗣，受压于社会传统世俗价值观

的逼视，他一方面偶尔在私函里抒发没有子嗣的寂寥，一方面却在文章里为自己

解围和辩诘“不知纳妾以求子，不如行善以延嗣之为速也。”29并且壮言：“人岂

必以儿孙传哉！余苟得以空文垂世，使五百年后，姓名犹挂人齿颊，则胜一孟麦

饭多多矣！”30 

王韬在《原人》一文里，否定了中国传统的一夫多妻制，力倡西人的一夫一

妻制，因为“室中既有二妇，则夫之爱憎必有所偏，而妇之心亦遂有今昔之异。”
31。他的这些现实主张却和他小说里不断出现一夫多妻的书写，形成了一种矛盾

的张力。王韬一方面在公共现实里是个晚清维新改良的民族主义者，力倡国人向

西人制度学习。私底下他却给自己的小说创作保留了个人欲望驰骋的想象空间，

不怕流露传统名士“齐人之福”的幻想和欲望。不同于过去一般的传统小说，王

韬小说里名士“纳妾”的作派往往是需要通过女人的“应许”才得于完成的，正

面的男主角很少要主动纳妾，往往都是在正室怂恿或半推半就下，男主角才勉强

纳了妾。这尤其表现在《陈霞仙》顾生和陈雯的夫妻关系上。陈雯不育，劝顾生

纳妾，顾生却说俩人之间的欢娱能有几个春秋，怎容别人间杂其间。后来有一天

顾生晚归，陈雯趁着黑暗主动把一女子送到顾生床上，疲累归来的顾生倒头大睡，

隔天醒来才惊觉枕边人不是陈雯。显而易见，王韬不但以异国男女的参照系重写

了晚清男女的形象，他也尝试重构晚清男女之间与夫妻之间的新型交往关系。 

 

三、追忆：恋物之癖与现代性的震惊 

 《淞隐漫录》是作者自称“追忆三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聊记

十一，或触前尘，或发旧恨，则墨瀋淋漓，时与泪狼藉相间”32有些故事细节，

和王韬本身的留洋经验的确相符。《淞隐漫录》 出现的西欧女孩，跟他的笔记体

散文《漫游随录》和一些日记的记录有相似之处，例如《海外壮游》的女琴师“媚

梨”，陪男主角游览伦敦，其实此人的原型是传教士理雅各的三女儿，这在《漫

                                                        
26 王韬：《淞隐漫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 93页 
27 同注上 
28 同注上 
29 王韬：《原人》，收录在王韬：《弢园文新编》，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 6 页 
30 《瓮牍余谈.钱征跋》，载《清说七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31 王韬：《原人》，收录在王韬：《弢园文新编》，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 6 页 
32 王韬：《淞隐漫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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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随录》里有记载，她当年陪王韬游遍英伦。虽然如此，这些西方原型人物能真

正进入王韬小说叙述肌理的机会并不多，更让王韬感到“震惊”的是那些在西洋

和境外的科学产品和技术。并把这些西式产品和技术写进他的文言小说里，这在

之前的传统小说里是很难见到的，例如相机（在小说被称为‘西国映像法绘图’，

出自《贞烈女子》）、枪械（《媚梨小传》）、军炮（即火龙，出自《海外壮游》）、

美容品（被称为“人皮”，出自《海外美人》）。在《媚梨小传》里，负责平定沿

海寇贼骚乱的丰玉田，在英国女子媚梨的西方数学测量知识的协助下，调整炮位

若干度，连发三炮，就击沉了三艘贼船。西方科学知识的物质力量渗透进王韬的

小说情节里可见一斑。作者在自序里明言：“西人穷其技巧，造器致用，测天之

高，度地之远，辨山冈，区水土，舟车之行，蹑电追风，水火之力，缒幽凿险，

信息之速，瞬息千里，化学之精，顷刻万变，几于神工鬼斧，不可思议。”33王韬

在《漫游随录》里更全面具体记载了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有一章以《制

造精奇》来概括西方的科学文明，并仔细分析西方制作的钟表、望远镜和显微镜

之神奇。他的恋物之癖展露无遗。 

 虽然如此，王韬在处理这种现代性的震惊经验之际，其态度在公在私是

复杂兼欲迎还拒的，并有一个渐进的接受阶段。早期的他主张：“器则取诸西国，

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34王韬更看重

西方的物质文明多于精神文明，对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和“孔孟之道”，他

还是充满信心并希望延续下去的。这尤其明显在他那些文以载道的小说里体现开

来。但来到晚期《变法》一文里，他的自我怀疑精神导致他对中华精神文明的信

心又开始动摇了，言道“不知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一变。”35他开始意识到

“器”的转变，也会在很大的程度上主导着“道”的改变。晚期的王韬论“道”

与“器”，无论在内涵、外延上都与过去大为不同了，其中，“道”的内涵大为缩

小，仅包括孔孟之道，而把政治制度剔除在外。相反，“器”这一概念的内涵却

在不断调整、延伸和扩大，不仅有科学技术，也包括政治制度和社会学说36。 

 王韬的“恋物癖”不是遭遇了西方现代性的震惊后，才发作起来的。在

《漫游随录》的〈香海羁踪〉一文里，王韬曾对香港太平山妓女品头论足一番：

“粉白黛绿充牣其中，惜皆六寸肤圆，雪光致致；至于弓弯纤小，百中仅一二。

容色亦妍媸参半。”37王韬对港地妓女“从脚到头”的失望之情，流露于字行间。

这段文字叫人寻思，莫不在于王韬那一代名士看女人原来是“从脚看起”，而不

是今人的“从头到脚”。太平山的妓女小脚不是三寸金莲，竟让王韬对她们的印

象大打折扣。明清士大夫的裹脚文化主导了王韬的审美观，可见一斑。而佛洛伊

德曾指出，中国古代男人对女人“三寸金莲”的癖好，其实正是恋物癖的展现。

在佛洛伊德看来，男性恋物归因于童年时期由阉割焦虑造成的创伤。男孩为了缓

解阉割焦虑，便会在母亲和其他女性身上寻找阴茎的替代物，以证明母亲并未被

阉割，则自己也有可能保全阴茎38。因此，男童会在无意识里把女孩身体的其他

部位或身边的用具作为“替代阴茎”，也因为孩童的身材矮小，他眼中经常能看

到的是母亲的小脚，因此“三寸金莲”才会普遍成为中国传统恋物癖者的欲望对

                                                        
33 王韬：《淞隐漫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 2页 
34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 266 页 
35 王韬：《弢园文录内编》，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 13页 
36 参阅忻平：《王韬评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 135页 
37 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 60 
38 Sigmund Freud,”Fetishism”, in On Sexuality: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and other works, The 

Pelican Freud Library vol 7,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 ; edited by Angela Richards,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 England : Penguin, 1977, pp. 35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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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晚近西方学者则指出，中国男性要求妇女接受缠足，跟宋代以来士大夫对中

国男性建构的重新定义息息相关。缠足妇女在被男人掌控的面前越是显得行动缓

慢和柔弱，越是显出中国男人的大丈夫气概39。中国人的缠足文化，在《漫游随

录》里受到苏格兰女友人的嘲笑。那时王韬和女友人长途穿林而行，王韬语带关

怀担心女友人的双足过于劳累，女友人反唇相讥：“余双趺如君大，虽日行百里

不觉其苦；岂如尊阃夫人，连钩三寸，一步难移哉！”40跟着女友人飞奔起来，

王韬穷追不舍。过后女友人还是气喘吁吁停下来，挽着王韬的肩膀，暂不能再行，

过后女友人还摘了一朵红花，系在王韬的衣襟上。王韬在《漫游随录》里洋洋得

意追忆这个细节，多少有意借着一位西方女友人的献媚，为自己的男性气概打气，

并且潜意识里为自己的恋脚和恋物癖辩护。 

王韬“恋物之癖”的另外一面也体现在《秦倩娘》这篇小说里。男主人公翰

斯爱上了一幅古画里的美女，并为她取名秦倩娘。翰斯经常在古画面前烧香礼拜，

希翼秦倩娘“如肯下降尘寰，愿为佳偶，有渝斯盟，明神殛之。”41朋友作弄之，

找来一个妓女佯充“秦倩娘”，色诱翰斯上床。翰斯过后得了性病，病倒在床上。

坤元宝镜的妖女冒从“秦倩娘”下凡，并带了两个丫鬟服侍翰斯，让他享尽齐人

之福。最后镜子被道士收回去了，妖女和丫鬟也连带消失，留下一身病痛的翰斯。

翰斯的悲剧在于他爱上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古画美女.与其说他爱的是他凭空捏

造的秦倩娘，不如说他“恋物”-只是古画里的一个文化符号。王韬的私生活跟

传统文人相似，除了载酒看花外，平日也赏画和画画，并常以此送友人。翰斯的

“恋物”离不开王韬对古画的鉴赏和体验。 

  

余论：男性建构与晚清“多重的现代性” 

 

王韬留洋的所闻所见，带给他的不光只是一种现代性的震惊，也激发了他对

未来中国的想象。但这种体验和想象，不尽然是王韬具备主动的自我追求意识所

达致的结果，而是一开始就带有个人与时代的“屈辱性”作为历史发动机而渐渐

被“激发”出来的。中国在近代所遭遇的现代性体验，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

马关条约的签订和八国联军的侵占，这一切均与中华民族的“屈辱感”息息相关。

总而言之，中国的现代性，一言以蔽之，借用台湾学者张小虹 2007 年 3 月在香

港讲演的术语，很多时候可以干脆简称为“Shame 代性”，翻译成中文即“屈辱

的现代性”。 

王韬的个案再提供了一个例证。话说王韬当年漫游西欧，有一天他穿着中国

传统服装“博带宽袍”走在街上，遭遇一群儿童尾随在后，并且当街受到揶揄，

街童们叫他 Chinese Lady（“中国妇人”）。王韬自嘲感叹道：“余本一雄奇男子，

今遇不识者，竟欲雌之矣！忝此须眉，蒙以巾帼，谁实辨之？迷离扑朔，掷身沧

波，托足异国，不为雄飞，甘为雌伏，听此童言，讵非终身之谶语哉！”42这是王

韬当年郁郁不得志漂泊异国的一场身份耻辱记忆，他显然非常在意街童们把他这

“雄奇男子”视作“妇人”，他很快地把这个遭遇提升到个人抱负与国家命运的

                                                        
39 Ebrey, Particia Buckley. 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ong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pp.41-42 
40王韬：《漫游随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 127 页 
41王韬：《淞隐漫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 310页 
42 王韬：《漫游随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 120-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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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详预言。他本来作为“雄奇男子”的自我意识在遭遇西方文明的重新观照下，

不得不另谋出路。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近现代中国男人集体结盟的政治意识，

正好是他释放这种耻辱感和提供解决方案的有效途径。从西欧回来后王韬在报刊

社论上鼓吹国人全方位向西方学习，呼吁改革的目的不在于‘制夷’，而在于改

造中国43。作为晚清知识分子中寻绎国家主权观念的其中一位先驱人物44，王韬竭

力宣扬近代国家概念45。对王韬那一代的晚清知识精英来说，一盘散沙的中国严

重缺乏的正是民族的凝集力，在他们看来这导致整个陷于内忧外患的中国不断处

于帝国势力的瓜分中。早年在上海经常接触西人的王韬已经感叹：“西人之轻我

中国也日益甚，而中国人士亦甘受其轻而莫可如何。”46他们那一代人越是加深对

西方世界的了解和认识，就越使他们纷纷选择成为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始作俑者。
47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从来就不是晚清知识精英那一代人的无中生有和凭空

捏造出来的产物，它一开始就是作为反帝国主义的对立面而被发明出来的。换言

之，没有西方殖民现代性的帝国主义扩张，就没有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生。这

已经是当代中国新左派的老生常谈了。但鲜少有人愿意关注的是，伴随西方殖民

现代性而来的是以男性建构（Masculinity）48为中心的阳刚霸权意识，它是最早

构筑东西之间“边沿”与“中心”二元项的基础—在东方主义的框架下把东方想

象成一个远在边疆有待征服的女人，以强化自身作为男性主体的阳刚中心地位。

而王韬在欧洲被揶揄成“中国妇人”的耻辱性事件，彻头彻尾遭遇的正是这种以

阳刚霸权意识为首的殖民现代性震荡。自欧洲游历回来后，晚期王韬写下小说《海

底奇境》、《媚梨小传》和《海外壮游》。王韬通过漫游、言情与追忆，以“中男

西女”甚至“一男多女”的中西联姻的方式，为了保证自己作为价值主体的位置，

“以牙还牙”把西方文明想象成一个女人，来构筑中国最早的现代性文化想象49，

以文学想象“阳刚大叙事”的替补方式洗掉自己在西欧的羞辱性记忆。显而易见，

在王韬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里，中华文明要作为阳刚男性主体方能获得象征意义。

而这竟然和西方文明要把东方文明-这一他者女性化，以巩固自己中心地位的逻

辑是同构生成的。 

正如西方殖民现代性所伴随而来咄咄迫人的男性气概霸权，为了跟‘西夷’

强权周旋和面向挑战，近代中国“国体”的形成和男性建构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

同构关系。时下已有研究指出，近代中国“国体”的形成是和国民的身体改造一

起同步动工的。从晚清政府发动一系列的自强运动、变法、修律与教育改造运动

作为起点，再发展到民间知识分子所进行的军国民、新民、新文化和公民运动，

一种企图摆脱儒道身体观的身体工程学（Body Engineering）就已轰轰烈烈在中

国启动开来。从康有为、梁启超一辈正式开始，知识精英就全力推动各式各样的

                                                        
43 参见张海林：《王韬的‘天下观’与改革思想》，收录在《王韬与近代世界国际学术硏讨会: [论文集]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ang Tao and the modern world : [papers]》,香港 : 浸会大学历史系, 1997年 
44 王尔敏：《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收在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3年，页 179。 
45 汪荣祖：《王韬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收录在《王韬与近代世界国际学术硏讨会: [论文集]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ang Tao and the modern world : [papers]》,香港 : 浸会大学历史系, 1997年，第 2页 
46 王韬：《王韬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 83 页 
47 这里也包括同代人郑观应、何启等等。相关论述参见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pp. 255-256.；另有中译本柯

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等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 233-234 
48 相关论述可参阅 R.W. Connell, Masculinitie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5,pp. 185-187. 
49 可参阅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第 235-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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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改造运动，打造一个有关身体应该阳刚起来的大叙事（Grand narrative），
50在阳刚大叙事的推波助澜下，中国人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一直以来就把国体与

身体（阳刚化的男体）互为表里。在每一代的主流知识分子看来，如何铲除自己

体内的衰弱的女质，是每一个有志于经国济世者的必经过程。梁启超继承了王韬

对中西文明的最初现代性文化想象。在梁启超笔下，古老衰败的中国是“鬼脉阴

阴，病质奄奄，女性纤纤，暮色沉沉”51。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的《少年中国说》

和《新民说》二文里，为要能让中国能真正成为青年阳刚的男性提出历史性的动

议。这宣告了‘新中国’只可能以阳刚男性作为主体，方能在象征界取得位置和

寻获终极意义。 

王韬当年在报刊上撰写社论，大力鼓吹变法和富国强兵，在加上以多则“文

理或文武双全”的寓言性小说，这一切均启始了中国现代性的阳刚大叙事。王韬

的言论不但启发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晚清改良主张，他的著述也对孙中山的某些

思想有着直接影响。事实上，十九世纪末孙中山曾经在上海偶遇晚年的王韬，并

请之为自己上书给朝廷的改良主张润色，王韬还为孙中山向李鸿章的幕僚写了引

荐信。52 

孙中山发动的辛亥革命，选择以剪辫子作为革命的首要发动仪式，卸下王韬

当年漫游西欧在西方人眼中带有阴性气质的长袍马褂，打上领带、穿上笔挺西装，

这几乎成为每一个有志于经国济世的清末民初男性知识分子急番打造的阳刚形

象。在他们看来，民族国家要迈向现代文明，首先就得不断地改造或者去除自己

体内的女性气质（Femininity）和老弱之质，以阳刚强壮的民族主体取而代之。

但这些所谓的民族主体根本上是一种男性建构，正如刘禾在谈到萧红小说曾指出，

民族主义成为深刻的男权意识形态，它将主体位置赋予到男人身上，促使他们为

领土、所有权、以及主宰权而战，而女性却因为自身被男性所占有，所以并不能

共享那种男性中心的领土感53。 

古代中国文人对男性的身体想象，虽然有“大丈夫”之类的说法，但更多指

涉的是男人救国救民的气魄，而不尽然如近现代中国社会以降的主流意识形态，

要求每个男人都必须具备阳刚强健的身体和形象。古代中国男人在文人笔下，更

多展现为文弱书生的气质，例如魏晋时期中国文人对极端瘦弱型性格的欣赏，或

者宋以后的文人对“白 面书生”的想象，这种男性形象都跟春秋的《老子》、《周

易》到清代的《红楼梦》所体现的“阴阳合德”观互相唱和。虽然有学者认为“阴

-阳”观并不是最能贴切解释中国古代的男性建构，“文-武”范式才是最重要的

切入点54。但也有学者认为‘文’的比重比‘武’来得更大，尤其当我们切入中

国古代男人的私人领域，例如‘武’的成分在形塑古代男性的性欲建构作用，则

远远比不上‘文’的魅力55。不管怎样，在中国古代社会里，老百姓的身心认知，

并不存在一个现代社会二元对立的“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概念。这些二元

                                                        
50 详细论述可参阅黄金麟﹕《历史, 身体, 国家 : 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 1895-1937》，台北市 : 联经出

版事业公司, 2001年，第 1-107页 
51 梁启超：《新民说五.论进取冒险》，参阅《新民丛报》第五号（横滨新民丛报社），1902年 3 月 1日，

第 11页 
52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口述），参阅《辛亥革命》8卷本，上海，1957年版，第 1卷，第 27页 
53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修订译本），北京：

三联书店，2008年，第 277页 
54 Kam Louie, 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6. 
55 Song Geng, The Fragile Scholar: Power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Culture ,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pp.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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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是随着清末民初的一系列国民改造运动、传教士提倡的西式教育、资本印刷主

义形成的报刊文化和五四运动对科学精神的追求，渐渐从西方渗透进中国人的身

体认知里。在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下，前现代中国古书里的文弱书生形象，要不是

渐渐在近现代中国小说里被边沿化成一些负面的角色，不然就在五四以降的现实

主义小说里不复再见。而晚清王韬书写下的男性建构，就已经开始出现扬弃文弱

书生的趋势。仿佛不这样，王韬就无法重新想象一个新中国的未来。虽然《淞隐

漫录》里的男主人公依旧懂得言情说爱，但这些晚清男人也开始想象能不能找到

一个既贤淑，又具备“媚梨”那样能通过掌握西方的科学知识，扶助丈夫救国济

民的女子。 

王韬的文学创作可被视为近现代中国市民文学的先声。王韬把古代士大夫的

精英文学变成近代普罗大众的市民文学，他比李伯元、吴趼人、曾朴等人更早在

晚清报刊连载文学作品。《淞隐漫录》首先以连载的绣像小说在十九世纪上海的

《点石斋画报》出现。最初每篇小说以单篇形式受邀发表在《申报》发行兼免费

附送的《点石斋画报》上。《点石斋画报》每月出版三期，自 1884 年下半年起，

每期登载《淞隐漫录》一篇，配上吴友如和田子琳绘制的插图一幅。一直到 1887

年才登完。随后，由点石斋结集成书。《淞隐漫录》当初的发表形式，很大部分

决定了它的受众对象、内容表述方式和传播方式。《淞隐漫录》的受众对象主要

是文化知识水平较低的中下层民众，例如妇女、儿童和商人。这可从申报馆主人

《第六号画报出售》的告白中看得出来：“本馆印行画报„„借书画为劝惩；其

事信而有征，其文浅而易晓。故士夫可读也，下而贩夫牧竖，亦可助科头跣足之

倾谈；男子可观也，内而螓首娥眉，自必添妆罢针余之雅谑”56。《点石斋画报》

的主体特色“奇闻”、“果报”、“新知”与“时事”57，影响了《淞隐漫录》的内

容表述方式，王韬在撰写小说时尽量行文浅白易懂，避免大量用典，这也导致王

韬的文言小说文字非常朴实，可读性极高。由于《申报》的畅销，这也促进了《淞

隐漫录》的流传与深入民间，此小说通过报刊市场的传播方式跟以往的士大夫文

学就很不一样。上海晚清报刊市场的建立，推动了稿费制度的设立。这些历史契

机为王韬这种较为具备广博西学知识，在传统科举道路上受挫的文人，提供了生

存空间，晚年王韬在上海的卖文、卖字、卖书和办书局等事才有了可能。中国大

陆最早设立稿酬制度的很可能是《点石斋画报》，它曾刊载通告《招请各处名手

画新闻》公开征稿：“如遇本处有可惊可喜之原委。如果惟妙惟肖，足以列入画

报者，每幅酬笔资两元”58。王韬正是《点石斋画报》稿酬制度的第一批受惠者。

王韬的《淞隐漫录》在当时广为流传，西方学者柯文因此认为晚韬晚年“获利不

小”59。这其实并不符合史实。近年有学者则指出，十九世纪晚清文人最初写稿

的收入不高，而且极不稳定，当时文人为报馆供稿，仍被视为穷途末路才不得己

做的低贱之事，收入很低：“王韬给画报的作品是有稿酬的„„但是他所写的畅

销书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经济效益„„王韬每月比较稳定的收入将近百元，

其中主要部分来自盛宣怀的资助„„扣除日常必须的食用开销七八十金，房租

18 金，几乎没有什么剩余。”60 

                                                        
56 载于《申报》之《点石斋画报》1884年 6 月 26日。 
57 陈平原，夏晓虹编注《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导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 7页 
58 载于《申报》之《点石斋画报》1884年 6 月。 
59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73；另有中译本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等

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第 70页 
60 张敏：《晚清新型文化人生活研究-以王韬为例》，载于中国《史林》2000年第 2期,第 5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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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韬既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先驱人物，也是晚清老牌子正宗的作态名士。

王韬早年处处行文已自辩在先：“嗜酒好色，乃所以率性而行，流露天真也”61。

此类自我表白，绝非戏言。王韬年方十九岁已开始狭妓，这无需好事者考究，王

韬在《弢园老民自传》里早已老实招供62。终其一生风流至性，放浪形骸，征逐

酒色，挥霍无度63。生前王韬也留下不少艳诗、闺阁诗、游戏风月诗、品评名姬

和歌颂伶人的诗，以及大量涉及谈艳的情书。而且他曾搜辑前代之所谓淫书而汇

为《艳史丛钞》。早年也搜集房中术的助兴药方，其中题称《璇闺秘戏方》，亦录

有治性病的药方，有研究者猜测王韬极可能曾患梅疮之苦64,因此《秦倩娘》有关

性病之苦的描写，在某种程度上大可推论是王韬的自身写照；王韬当年漫游日本

不过短短的五个月，却流下不少留连青楼的艳情诗。从《扶桑游记》的记录看来，

王韬所见侍姬、歌舞伎及品茗女侍，不下于四十五位。王韬最少与其中七位有染，

先后共宿共居，而其中两位不过十六、七岁。更有一月之中，有两侍姬相从王韬，

作者有诗为证：“一月之中易两姬，要使餐花比馔玉/两行红粉尽嫣然，如余好色

流媚目/三女成粲我所欢，惜若蟠桃犹未熟”65。晚年的他风流如故，驰情酒色，

年届花甲依旧留连于妙龄少女之间。其中艳诗不独献给女子，亦赠国色天香的男

伶。当年十五岁的名伶田际云，亦曾使王韬倾倒，虽登攀不上王韬咏花榜之男色

上品，但亦保留一个中品位置，赠五律三首予他，赞他“天与娉婷质，嗔宜笑亦

宜。衣香飘綷縩，钗影压琉璃”66，王韬对美色当前不分男女的垂涎，把他称之

为近代追求“激情之爱”的名士，实不为过。讽刺的是，田际云后来在清末民初

率领群班首倡禁止男伶盛行的“私寓”(即男伶跟狎客进行性交易的居所)，终获

成功。五四与新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对田际云提高京剧地位的壮举赞不绝口，其实

是肯定他杜绝京剧男色风气有功，名声载入新中国史册。王韬这类在五四一代人

眼中“半新不旧”的晚清改良派，即使他曾为了改革进言亡命天涯，也不及一个

男伶登高一呼杜绝男色有功。台湾中研院学者王尔敏认为王韬“代表十九世纪香

艳书籍出版推广与著作之巨擘”67，声言他“高居近代香艳情史、闺阁列女传之

开创宗师。中国近代文学史往往完全不提王韬，实在是一种专业偏执，严重疏失。”
68 

 换言之，王韬最值得我们重新审思莫不在于：他一方面是个带有强烈启蒙

意识的感时忧国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亦是个风流至性的书生才子。他比很多的后

来五四知识分子，至少多戴上了两种现代性的面具，可称之为：启蒙的现代性

VS 欲望的现代性。王韬像个变脸大师，他操练自如地在不同的时间和公私场合

里，操控着这两张面具的更换。这两张现代性的面具并没有让王韬精神分裂，反

而是他一生中不断自我更新，向前迈进的动力。其实要论晚清文化“多重的现代

                                                        
61 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 246 页 
62 王韬自称于 1846年的秋天赴南京参加乡试，并开始在那里寻欢作乐。参阅王韬：《弢园老民自传》，南

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 193页 
63 王尔敏：《王韬生活的一面-风流至性》，刊登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4期上册，

1995年 6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 230 页 
64 《璇闺秘戏方》手稿目前馆藏于台湾中研院。参阅李建民：《日记中的医疗史-以史语所藏王韬《日记》

为中心》，见《古今论衡》（台北）第 13 期，2005年 11 月，第 46页 
65 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 252 页 
66 参见王韬：《瑶台小咏（中）》，收录在王韬：《淞滨琐话》，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第 354页 
67 王尔敏：《王韬生活的一面-风流至性》，第 260页 
68 同注上，第 232页。90年代大陆郭廷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为王韬写了专节，不过对王韬小说里

的冶游书写，郭廷礼则持消极的批判立场。参见郭廷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

社，1990年，第 1388-14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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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启蒙的现代性 VS 欲望的现代性，这两者之间乃是同存互补。但这两种现

代性，后来在五四知识分子里的话语论述被“二元对立”了。20世纪 20 年代以

后，另一种救亡的“左翼的现代性”来势汹汹，更把上述这两种现代性的对立推

向绝对化。最后“救亡”完全压倒了“启蒙”。“欲望的现代性”更消失在 50-70

年代的宏大革命叙事中。但无论是“左翼的现代性”、“启蒙的现代性”抑或“欲

望的现代性”，这三种中国现代性的面具背后均是同一张黄色苦情的“屈辱的脸”：

曰之为“屈辱的现代性”。它构成了晚清“多重的现代性”之底色。而王韬正是

芸芸众生中少数的不断勇敢变换着面具，越界跨海，穿梭于东西历史和现实欲望

的晚清新型文化人。 

 当然，没有理由我们要夸大这些曾被王韬自嘲“聊作一时之消遣”69的小

说，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启迪着什么样的微言大义。不过王韬也说过“以游戏之

词，写愤悱之志”70，至少它们让我们去了解王韬作为一个近代民族主义者的另

外一面，他在兵慌马乱的时代里藉小说漫游、言情和追忆，这非但没有跟他的感

时忧国精神发生冲突，反而是他一生不断自我反思的起点和终点。 

 

 

 

 

 

 

 

 

                                                        
69 王韬：<弢园著述总目>，收录于王韬：《弢园文新编》，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 375页 
70 王韬：《弢园尺牍》，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 18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