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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金學研究與中國現實主義思潮之流變

本文將「採取現實主義角度評價《金瓶梅》」此一研究取徑，置於學術史及思
想史的脈絡中，梳理造成各時期金學研究者對「現實主義」理解不同的意識型態
背景；並藉由具體分析相關金學研究論文，探討此一取徑對金學研究產生的影響。

一、

金學研究與五四時期的「現實主義」

在 1933 年及 1934 年，鄭振鐸及吳晗分別於〈《金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
背景〉
、
〈談《金瓶梅詞話》〉兩篇金學研究的重要著作中，論及《金瓶梅》是「很
偉大的寫實小說」，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 1 鄭、吳二氏之研究取徑，奠基於五
四時期引介西方文藝思潮的知識份子，對現實主義的普遍肯定。由於五四時期崇
尚科學、實證，能與科學精神之內涵結合的現實主義，便在文藝思潮中佔據領導
地位。陳獨秀、茅盾、郁達夫、梁啟超等人，皆曾為文論及科學與現實主義之間
的關連，在於「即真即美」
：因為具有現實主義特徵的作品，和科學一樣以「求真」
為最終目標，能夠冷靜、客觀地分析社會的問題，揭露人生的真相。對五四時期
的知識份子而言，在文藝上崇尚現實主義，可謂將現實主義視為科學方法在文藝
上的表現，二者同為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 2

由於推崇現實主義具有「改革文學」的實際目的，在現實主義傳入中國的初
期，陳獨秀對現實主義的詮釋，便已和西方現實主義思潮有所區隔。陳獨秀並非
因為現實主義具備「反資本主義特質」或者得以「反撥浪漫主義」推崇其價值，
而是以現實主義為「變古之道」之一，能推倒陳腐的古典文學，使人心社會劃然
一新。陳獨秀所謂的「現實主義」雖然與其原意不盡相同，但指涉的範圍仍然相
當廣泛：凡是以「求真」為目的，能夠表現「科學性」和「客觀性」者，皆屬現
1

二文皆已收入胡文彬，張慶善選編，
《論金瓶梅》
（北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4）
。引文見頁 50、

11。
2

參見俞兆平，
《寫實與浪漫—科學主義視野中的「五四」文學思潮》
（上海：上海三聯書店，2001）
，

頁 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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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主義文學的一部份。

但是在 1927-1929 年出現「革命文學」論爭後，知識份子對現實主義的認知，
便逐漸出現分歧。受到蘇聯革命勝利後的文藝論戰影響，郭沫若、成仿吾等創造
社作家相信，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能建立美好的未來。其實此一主張本身，
理想主義、浪漫主義的色彩遠大於現實主義；但在唯物觀的制約下，當時的主流
文學家視之為現實主義的一部份，也使當時的文藝思潮與蘇聯相同，進入由「批
判現實主義」轉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過渡期。主張「革命文學」的作家與
五四時主張「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家根本上的差異，即前者以為，文學寫作應以
無產階級的立場為出發點；僅僅表現社會生活並不足夠，唯有將階級的期望或經
驗，透過形象化的組織化為文學，並注重文學宣傳及認識的功能，才能稱之為優
秀的文學作品，也才能稱之為對「現實主義」理解正確的文學作品。此際魯迅、
茅盾及馮雪峰等人是主張「革命文學」者主要論爭的對象，因為較諸階級鬥爭，
他們更重視生活和藝術創造本身，而且認為文學服務的「人生」指稱的是民族思
想的啟蒙與更新，而非有明確政治目的的階級革命。因此，承認「超越階級觀」
的「客觀真實」存在與否，以及認為「現實主義」的功能究竟是「暴露黑暗」或
是「表現階級」
，成為推崇「革命文學」的作家與五四時期著重「反映生活的現實
主義」的作家間論爭的焦點：不僅是創作方法意義上的對立，更是文藝性質與功
能意義上的對立，涉及不同文學家的政治立場問題。 3

上述對現實主義理解的分歧，在鄭振鐸及吳晗對《金瓶梅》的研究中，皆可
略窺一斑。在當時文藝思潮的影響下，鄭振鐸相當推崇《金瓶梅》中「真實」的
特質，甚而認為《金瓶梅》「偉大似更過於《水滸》，《西游》、《三國》，更不足和
它相提並論」
；正因為他認為除了《金瓶梅》以外，其他小說中的「英雄」並不真
實，可謂早已遠離生活，因此價值不若《金瓶梅》。 4 鄭文也認為，《金瓶梅》揭露
了中國社會的黑暗面：

在《金瓶梅》裡所反映的是一個真實的中國的社會。這社會到了現在，似
還不曾成為過去。要在文學裡看出中國社會的潛伏的黑暗面來，《金瓶梅》
3

參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理論在中國的接受與轉換》
，頁 15-24。

4

參見鄭振鐸，〈談《金瓶梅詞話》〉
，《論金瓶梅》，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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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資料。 5

由引文可知，鄭振鐸不僅認為在《金瓶梅》中可以看出「中國社會潛伏的黑
暗面」，而且這個社會「還不曾成為過去」。以強調《金瓶梅》中的「寫實」能夠
「暴露黑暗」此一角度而言，鄭氏的觀點比較接近五四時期「反映生活的現實主
義」
；鄭氏評價《金瓶梅》中「潛伏的黑暗面」時，也對社會表現出「啟蒙」的精
神和意圖。因此在他的論述中，除了評論《金瓶梅》本身的內容外，更將《金瓶
梅》中「充滿了罪惡的畸形的社會」與自己身處的社會現況相連結 6 ，最後作出以
下論斷：

《金瓶梅》的社會是並不曾僵死的；《金瓶梅》的人物們是至今還活躍於人
間的，
《金瓶梅》的時代，是至今還頑強的在生存著。我們讀了這部被號為
「穢書」的《金瓶梅》將有怎樣的感想與刺激？……然而這書是三百五六
十年前的著作！到底是中國社會演化得太遲鈍呢？還是《金瓶梅》的作者
的描寫，太把這個民族性刻畫得入骨三分，洗滌不去？像這樣的墮落的古
老的社會，實在不值得再生存下去了。難道便不會有一個時候的到來，用
青年們的紅血把那些最齷齪的陳年的積垢，洗滌得乾乾淨淨？ 7

在論證《金瓶梅》中的社會「不曾僵死」後，鄭振鐸關注的是讀者讀了《金
瓶梅》後「將有怎樣的感想與刺激」，以及「中國社會的演化」和「民族性」。鄭
文以史料為基礎，推論《金瓶梅》的成書時代，目的即為論證社會現實與小說內
容的關連，強調其「寫實」的特徵及價值；在五四崇尚以「反映人生的現實主義」
改革文學，進而改革社會之際，他選擇突出此一特徵，就是希望文學評論能夠在
5

〈談《金瓶梅詞話》〉
，《論金瓶梅》，頁 49。

6

鄭文中舉例道：「於不斷記載著拐、騙、奸、淫、擄、殺的日報上的社會新聞裡，誰能不嗅出些

《金瓶梅》的氣息來。鄆哥般的小人物，王婆般的『牽頭』，在大都市裡是不是天天可以見到？西
門慶般的惡霸土豪，武大郎、花子虛般的被侮辱者，應伯爵般的幫閒者，是不是已絕跡於今日的社
會上？楊姑娘的氣罵張四舅，西門慶的謀財娶婦，吳月娘的聽宣卷，是不是至今還如聞其聲，如見
其形？那西門慶式的黑暗的家庭，是不是至今到處都還像春草似的滋生蔓殖著？」見《論金瓶梅》，
頁 50。
7

〈談《金瓶梅詞話》〉
，《論金瓶梅》，頁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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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產生一定的效應，進而改善「古老的墮落的」社會的積習與弊病。在鄭振
鐸眼中，
「寫實」的價值，並非藝術上的選擇與判斷，而建立在他對社會改革與民
族啟蒙的理想之上。因此他評論的文字除了具有學術上的參考價值外，也流露出
一部份對「革命」的期待。

較之鄭振鐸的評論，吳晗在一年後發表的文章，更具階級批判的意識，與主
張「革命文學」者較為接近。為了論證《金瓶梅》為「現實主義小說」
，吳晗詳考
《金瓶梅》的成書與〈清明上河圖〉的關係，並以史籍記載與小說內容相互參照，
論證《金瓶梅》反映了晚明社會的實況，成書年代在萬曆年間。證明社會現實與
小說內容的關連後，他進一步論述：

《金瓶梅》是一部現實主義小說，它所寫的是萬曆中年的社會情形。它抓
住社會的一角，以批判的筆法，暴露當時新興的結合官僚勢力的商人階級
的醜惡生活。……透過西門慶的社會聯繫，告訴了我們當時封建階級的醜
惡面貌，和這個階級的必然沒落。 8

吳晗雖然也提及《金瓶梅》暴露了「醜惡生活」，但是鄭振鐸認為《金瓶梅》
寫的是整個「古老的墮落的社會」
，吳晗則將焦點置於「結合官僚勢力的商人階級」
上，而且認為《金瓶梅》宣告了這個階級「必然沒落」
。在以階級為論述對象的基
礎上，吳晗關注小說中所反映「地主剝削農民」
；但這在《金瓶梅》全書中，並非
主要內容。也就是說，在評論《金瓶梅》時，吳晗並非以小說的內容為主要根據，
而是先以自身的意識型態闡釋小說主旨，預設論述立場。在上述情形之下，才會
出現「在《金瓶梅》書中沒有說到那時代的農民生活，但在它的描寫市民生活時，
卻已充分告訴我們那時農村經濟的衰頹和崩潰的必然前景」這樣的見解 9 ，這也是
他在後文援引「地主擁有大部分田產」、「皇庄破壞農業生產」等史料，以證實上
述推論的原因。對吳晗而言，《金瓶梅》之所以屬於「現實主義小說」，已經不全
然因為它具有「寫實」的特質，而是透過《金瓶梅》和史實之間的比對，不僅能
論證階級之間的差異與消長，也能藉此推論因階級差異而爆發革命的必然性。 10
8

吳晗，〈
《金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
，《論金瓶梅》
，頁 41。

9

吳晗，〈
《金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
，《論金瓶梅》
，頁 41。

10

吳晗論及：
「西門慶所處的就是這樣一個時代，他代表他所屬的那個新興階級，利用政治的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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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可知，由於五四時期改革文學及社會的實際需要，切中時弊的現實
主義，成為鄭振鐸及吳晗評論《金瓶梅》時主要的思想背景，也實際影響了二者
的推論。而對文藝性質認知不同的知識份子對「現實主義」理解上的歧異，也使
時代相近的鄭、吳二文中，出現對《金瓶梅》不同的觀照。

二、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對金學研究的影響

前文已述及，五四時期至三○年代對「現實主義」的理解，使左翼作家間出
現意見分歧；因此當時的文藝工作者，相當關注由蘇聯引介的「社會主義現實主
義」
，是否能夠解決左翼文學理論上的歧異 11；此一理論亦引發了金學研究中對「現
實主義」特質的爭論，尤以李長之及李希凡對《金瓶梅》的評論為最，他們各自
代表了當時所謂「右派」和「左派」的觀點。

自三零年代以降，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逐漸在「現實主義」的詮釋上佔據領
導地位。但實際上在三○年代至五○年代初期，相關理論的引介仍然相當有限。
雖然文藝工作者對理論本身並不熟悉，但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精神實質，
已經透過四五○年代左翼文學的理論說明、權威論述和政策規定表達甚多，並且
落實到文學理論和創作實踐中。 12 毛澤東於 1942 年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
濟的勢力，加緊地剝削著無告的農民。在生活方面，因此就表現出兩個絕對懸殊的階級，一個是荒
淫無恥的專務享樂的上層階級，……在這集團下的農民，……在他們面前只有兩條道路：一條是轉
死溝壑，一條是揭竿起義。……這樣的一個時代，這樣的一個社會，農民的忍耐終有不能抑止的一
天。不到三十年，火山口便爆發了！張獻忠李自成的大起義，正是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的必然發展。
這樣的一個時代，這樣的一個社會，才會產生《金瓶梅》這樣的一部作品。」由引文可知，
「農民
階級如何被壓迫」為其理解《金瓶梅》的重要根據，此一推論的目的，是為了證明階級差異「必然」
能推動「起義」。見〈《金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
《論金瓶梅》，頁 44-47。
11

1930 年「左聯」成立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透過組織，整合不同的文學觀點。陳順馨認為，當

時左翼文學的理論問題有三：一、如何融合傾向性、真實性、主觀性與客觀性，解決世界觀與創作
方法的矛盾，文學應該為人生或為革命而作？表達進步的社會共識時，如何防止創作公式化？二、
表現無產階級現實主義之際，如何保留資本主義時期現實主義暴露和諷刺的功能？三、浪漫主義、
現實主義、革命文學間的矛盾如何統一？參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理論在中國的接受與轉換》，頁
31-32。
12

例如即便到了五○年代初期，文藝領導者周揚都還認為，由於中國作家對馬列主義的修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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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講話〉，就明顯吸收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思想，代表了「現實主義」中「左派」
的觀點。毛澤東認為文學應該寫「工農兵生活」以及「生活的光明面」
，注重塑造
「先進人物」和「英雄典型」
；由於毛看重文學的功能和社會效應，因此他認為文
學對生活的摹寫、加工並不足夠，而應該使文學作品「比普通的實際生活更高，
更強烈，更有集中性，更典型，更理想」。 13 這些看法都與三○年代引介的社會主
義現實主義，內容十分近似。例如「文學應該以『寫真實』為藝術方法的基礎，
但『真實』不應該是日常生活瑣碎的重複，而應表現在『英雄典型人物』的創造
上」
；以及「文學應以『革命浪漫主義』為主要組成部分，並利用幻想和邏輯推理，
達到表現社會主義憧憬」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對文學的詮釋 14 ，都透過〈講話〉，
成為對當代中國文學創作、文學評論最具影響力的指標。〈講話〉及 1950 年起在
文藝界發動的一連串批判活動 15，可謂共同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限定了文學的政治
社會功能，以及文學應該「寫什麼」
、
「怎麼寫」
，形成了一統的文學規範；學習社
會主義現實主義也在五○年代初期的文學界蔚為風潮。
由於政治、經濟的因素 16，毛澤東在 1956 年 4 月 28 日擬定了「藝術問題上百
花齊放，科學問題上百家爭鳴」的政策，鼓勵知識份子發表「各種學術思想」
。在
「雙百」較為自由、開放的政策下，以秦兆陽為首的部分文學界人士，才又開始
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此一「一統的文學規範」展開反思，重新思考追求文學
中「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重要性，並且質疑是否有必要以「社會主義」

活經驗及藝術造詣仍然不足，造成此一文藝主張在中國的發展不夠成熟。參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理論在中國的接受與轉換》
，頁 83；洪子誠，
《1956：百花時代》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
頁 170-72。
13

參見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12-13。

14

參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理論在中國的接受與轉換》
，頁 83。

15

自 1950 年至 1957 上半年，文藝界的批判運動有：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1950-1951）
，對蕭

也牧等的創作的批評（1951）
，對俞平伯《紅樓夢研究》和胡適的批判（1954-1955 年）
，對胡風集
團的批判（1955 年）。參見《中國當代文學史》
，頁 36-38。
16

毛澤東認為政治上推行社會主義相當順利，應該將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及文化上；由於此舉

需要大量知識份子的投入，因此毛決定推動「雙百」政策。參見《1956：百花時代》，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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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現實主義」的詮釋。 17 然而 1957 下半年「反右派運動」開始，秦兆陽等人
的論調被批為「右派」，崇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者又佔了上風。 18

觀點接近當時「右派」的李長之，便是在「雙百」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反思
的背景下，於 1957 年 4 月《文藝報》第三期上發表了〈現實主義和中國現實主義
的形成〉。這篇文章將中國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分為「廣義」及「狹義」兩種，
《金瓶梅》便是「狹義的現實主義」下的產物。 19 他認為《金瓶梅》的價值在於：

在《金瓶梅》裡，才開始寫出了具有特定歷史階段（封建社會崩潰期）的時
代特徵的人物，才開始寫出了在那樣腐爛的封建社會典型環境下一些人物的
必然活動。……我不是說這部作品沒有缺點，例如理想成分的極端稀薄，對
農民起義的輕描淡寫，對人民的積極力量彷彿看得無足輕重，以及過多的色
情描寫等，如果專就其中的某一方面論，也可以說它是自然主義的作品，然
而它的現實主義的成就還是主要的，而且在揭露現實的深刻性上和描寫規模
的宏大上遠遠超過了以前的現實主義的作品。 20

李長之以「寫出了典型環境下一些人物的必然活動」評價《金瓶梅》的觀點，與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對「現實主義」的經典詮釋：
「據我看來，現實主義的
17

在這次反思進行之前，胡風已於 1954 年發表過《意見書》
，將「追求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

視為現實主義「根本性質的前提」，因此質疑在「現實主義」上又加上「社會主義」的必要，然而
胡風隨即遭到批判與整肅。因此「政策鬆綁」，成為百花時代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重新反思的主要
因素；但卻非唯一因素。當時蘇聯文學的「解凍」
，使蘇聯文學批評開始重視「真實性」
，對中國的
文學批評也直接造成影響。參見洪子誠，
《當代文學概說》
（南寧：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
，頁 27-30；
《1956：百花時代》
，頁 172-74。
18

參見《1956：百花時代》
，頁 178-79。

19

李長之所謂「狹義的現實主義」，亦即：「……它不是指作品中對現實的一般關係說，也不是指

現實主義作品的共同點說，而是指特定的歷史階段的產物。具體地說，是帶有鮮明的、近代的，亦
即具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才可能產生的觀察方法和描寫方法的產物，並且指作為一個流派看，它能
更鮮明地區別於浪漫主義流派的作品。它也能區別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它雖然可能真實地、具體
地、歷史地反映現實，但是它不可能根據正確的科學世界觀，用社會主義精神來教育人民。」見李
長之，
〈現實主義和中國現實主義的形成〉，
《文藝報》1957 年第三期（1957 年 4 月），頁 11。
20

〈現實主義和中國現實主義的形成〉，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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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除了細節的真實外，還要忠實地表達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21，相當接
近。李長之根據此一論證文學作品是否為「現實主義」的判準，認為《金瓶梅》
能夠深刻揭露現實，而且描寫規模宏大，因此「遠遠超過了以前的現實主義的作
品」。李長之還認為，《三國》、《水滸》中的人物雖然也是「由現實人物中概括出
來的藝術形象」
，但「究竟不完全是現實中容易遇到的人物，甚而無寧帶有半神話
的性質」
，不若《金瓶梅》的主要人物「確是封建社會的地主惡霸家庭中真正的現
實人物」
；而且這些人物是「創造性地前無古人，後無來者」
，
《水滸》
、
《三國》則
是在「人物創造上還不免有類型的痕跡」
。22 由此可知，李長之相當重視《金瓶梅》
中「揭露現實」
、
「反映現實」的成就，也希望跳脫「類型化的英雄人物」的窠臼。
他並不以《金瓶梅》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對「現實主義」範圍的認
定也比較廣闊，肯定「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現實主義」的存在，不以社會
主義現實主義為唯一的文學評論規範。這些觀點的形成，與「雙百」時代對社會
主義現實主義權威地位的反思，十分相關。 23

隨著「反右派運動」開始，李長之的觀點於 1957 年第三十八期《文藝報》刊
登的〈
《水滸》和《金瓶梅》在我國現實主藝文學發展中的地位〉一文中，遭到李
希凡的批評。24 李希凡認為李長之否定《水滸》
、
《三國》等書為「現實主義」的理
由，可以分作兩個問題研究：一、現實主義人物創造問題；二、反映時代的範圍
問題。對「人物創造問題」，李希凡的意見是：

……真正的現實主義作品，不排斥理想也不排斥誇張（不能把帶有一些理想
色彩的作品，都稱作浪漫主義），……像毛主席所說的：「文學作品反映出來

21

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理論在中國的接受與轉換》，頁 36。李長之於後文中亦論及：
「嚴格的現

實主義之包括細節真實、典型環境下的典型性格的真實，既區別於一般的現實主義，又不同於社會
主義現實主義。」見〈現實主義和中國現實主義的形成〉，頁 13。
22

〈現實主義和中國現實主義的形成〉，頁 11。

23

實際上由於李長之在此一反思運動中的看法與秦兆陽等人較為接近，因此亦被批評為右派份

子。見《中國當代文學史》
，頁 46。
24

李希凡於文章中開宗明義寫道，自己是「讀了《文藝報》第三號上李長之的〈現實主義和中國

現實主義的形成〉
，很想寫一些意見來參加討論」
。見李希凡，
〈
《水滸》和《金瓶梅》在我國現實主
藝文學發展中的地位〉，收入《論金瓶梅》，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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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卻而且應該說比普通的實際生活更高，更強烈，更有集中性，更典型，
更理想」
。如果文學典型失去了這種高度概括的藝術魅力，只是一些「現實中
容易遇到的人物」，它也就不會有強烈地打動人心喚起人們美感的作用。 25

由引文可知，李希凡是以毛澤東的〈講話〉
，作為判斷文學作品是否為「現實主義」
的標準。因此他認為「真正的現實主義作品」應該不排斥「理想」及「誇張」
，而
《水滸》中「洋溢著人民對於英雄的美的理想」
，符合毛澤東對文學應該寫「生活
的光明面」，「注重塑造先進人物和英雄典型」的規範，因此具有「高度概括的藝
術魅力」，能夠喚起美感的作用。這裡所謂的「典型人物」，並不包括「現實中容
易遇到的人物」，而應該是「比生活更高，更強烈，更理想」的「英雄典型」。李
希凡對「現實主義」的詮釋，實際上就等同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而且他所謂
的「現實主義」，並不包括李長之所謂「反映現實」的「現實主義」。因此他才會
質疑李長之既然已經看到《金瓶梅》「理想成分的極端稀薄」，卻仍然認為《金瓶
梅》「現實主義成就還是主要的」的情形：「不能不使人懷疑，李長之所注目的我
國文學現實主義的主要傳統，究竟是什麼了」
。在上述背景下，李希凡不僅認為《金
瓶梅》沒有「銘刻人心的鮮明典型」
，而且它對「腐化、墮落」表現出「欣賞」的
態度，不符合「偉大現實主義作品」的特徵，亦即不具有暴露黑暗時能夠「喚起
人們對於不合理制度的正義的反抗」的寫作目的。即使《金瓶梅》具備恩格斯所
謂「細節真實」的特徵，也因為它「沒有烘托出幾個成功的典型」
，因而細節描寫
無法增加作品的「藝術魅力」。 26

相對於鄭振鐸及吳晗雖然對「現實主義」理解不同，但皆以《金瓶梅》為「現
實主義」作品的共識，
「雙百」時代對「現實主義」的理解，分歧更大；因此李長
之及李希凡評論《金瓶梅》時，才會對「
《金瓶梅》是不是現實主義作品」出現相
悖的看法。李希凡對李長之的批判，可以作為這個現象的總結：
「李長之所以這樣
貶低《三國演義》和《水滸》的價值，抬高《金瓶梅》的現實主義成就，這也不
簡單是具體作品評價上的分歧，而是對於現實主義文學和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傳統

25

〈
《水滸》和《金瓶梅》在我國現實主藝文學發展中的地位〉
，《論金瓶梅》
，頁 278。

26

以上引文見〈《水滸》和《金瓶梅》在我國現實主藝文學發展中的地位〉
，
《論金瓶梅》
，頁 278-79、

281、283、2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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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理解和看法上，和一般人有所不同。」 27 這段話很清楚地指出，評價《金瓶梅》
是否具有「現實主義」的成就，其實是「雙百」時代知識份子表達自己質疑或贊
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此一意識型態的途徑之一，而不只是「具體作品評價上
的分歧」
；而且在李希凡將李長之分為和「一般人」不同的一方時，也可以看出這
種「分歧」背後的政治意涵 28 ，以及當時「左派」又逐漸抬頭的政治氣候。 29
27

〈
《水滸》和《金瓶梅》在我國現實主藝文學發展中的地位〉
，《論金瓶梅》
，頁 283。

28

實際上就目前所見，1957 年 1 月發表的兩篇與「現實主義」相關的金學研究論文，看法都與李

長之比較接近，亦即認為《金瓶梅》是「暴露黑暗」的「現實主義作品」；因此李長之並非李希凡
所謂的「和一般人不同」
。參見李西成，
〈《金瓶梅》的社會意義及其藝術成就〉
，原刊《山西師院學
報》1957 年 1 月號，後收入《論金瓶梅》頁 186-203；張鴻勛，〈試析《金瓶梅》的作者、時代、
取材〉
，原刊《蘭州大學學生科學論文集》
（人文）
，1957 年 1 月，後收入《論金瓶梅》
，頁 83-93。
不過這兩篇文章各有其不同的寫作目的，在「現實主義」上的著墨不若李長之及李希凡二人。而且
李長之及李希凡的文章不僅在內容上政治意味較為濃厚，他們發表的刊物《文藝報》，在「雙百」
時代也較有政策上的代表性，參見《1956：百花時代》
，頁 135；因此在文章的性質及解讀方面也
較易引起政治上的聯想及爭議。
29

在此要補充說明的是，雖然李希凡認為《金瓶梅》不符合毛澤東對「現實主義」的定義，但是

毛澤東本身對《金瓶梅》卻相當推崇。毛有關《金瓶梅》的言論，集中在 1957 年至 1962；1961
年 12 月 20 日〈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及了他大部分的觀點：「你
們看過《金瓶梅》沒有？我推薦你們看一看，這本書寫了明朝真正的歷史。暴露了封建統治，暴露
了統治和被壓迫的矛盾，也有一部份寫得很仔細。
《金瓶梅》是《紅樓夢》的祖宗，沒有《金瓶梅》
就寫不出《紅樓夢》
。
《紅樓夢》寫的是很仔細很精細的歷史。但是，
《金瓶梅》的作者不尊重女性。」
雖然毛在 1962 年 8 月中央工作會議核心小組的一次談話中也指出：
「《金瓶梅》沒有傳開，不只是
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只暴露黑暗，雖然寫得不錯，但人們不喜歡看。」但 1957 年毛澤東確實對
推廣、印行《金瓶梅》有所作為，認為「各省委書記可以看看」
，因此中宣部、文化部會與出版部
門協商之後，在當時任文化副部長的鄭振鐸主持下，以「文學古籍刊行社」的名義，按 1933 年 10
月，「古佚小說刊行會」集資影印的影印本，重新影印了兩千部；發行對象是各省省委書記、副書
記、以及同一級別的正、副各部部長以上職務的領導。這種小範圍的開禁，多少解除了當時對《金
瓶梅》的顧慮。毛於 1955 年也提及出版金瓶梅刪節本的構想，然因政治運動未果；60 年代毛向周
揚重提此事，因此點校者於 1960、61 年中，分兩次交來全稿。但之後因批判「全盤繼承論」及文
化大革命，又遭擱置，文革中校稿亦被抄沒，直至 1977-78 年，人民文學出版社才繼續刪節本的出
版工作。雖然毛澤東對《金瓶梅》的讚賞與推廣仍然受政治活動左右，但他對《金瓶梅》的評價，
也使部分研究者認為毛與「金學研究的高潮」是分不開的。參見陳晉主編，
《毛澤東讀書筆記解析》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頁 1417-19；蔡瓊，
〈毛澤東論《金瓶梅》及其對研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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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金學研究中的「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之爭

1957 年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爭辯因毛澤東提出「兩結合」告一段落後 30，
文化大革命等各種政治運動接踵而來，使中國的金學研究在 1964-1978 年呈現「一
片空白」
；直至 1979 年，朱星、黃霖等人才又開始發表相關論文。31 進入八零年代
以後，文學界出現對「現實主義」的反思與檢討，此一思潮也在金學研究中造成
影響，形成「《金瓶梅》究竟是現實主義或自然主義」的爭論。在此一爭論中，徐
朔方是以《金瓶梅》為「自然主義」的代表，其餘大部分論者皆認為《金瓶梅》
是「現實主義」，或者「帶有一點自然主義的現實主義」。

如前所述，由於五○年代以降，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一直在文學政策上佔有
主導的地位，此一主張贊同的又是「有前提的真實」
：也就是「合於政治思想傾向
的真實」；因此胡風及秦兆陽等人重視文學「反映生活及藝術真實」，和質疑「社
會主義現實主義」時，便遭到批判，使得「文學的真實性」在文革結束之前，一
直是有其政治意涵及規範，而且在知識份子間諱莫如深的論題。隨著文革結束，
1979 下半年開始，文藝性刊物上出現了大量關於「文藝真實性問題」的討論，強
調文學「反映真實生活」的重要性。32 這些討論一方面解除五○年代以來政治對文
學的限制，並且重新確定文學的性質，平反某些被誤解的觀點；另一方面也可將
這些「反思」解釋為現實主義文學解除「文革」期間的政治束縛，回歸到「五四」
傳統。 33

雖然在反思現實主義的潮流下，文學似乎掙脫了文革時期的束縛；但是一直
要到八○年代末期，
「自然主義」
、
「形式主義」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曾經排斥的創

《毛澤東思想論壇》1994 年第二期，頁 63-65；孟進厚，陳昌恆，〈論毛澤東對《金瓶梅詞話》的
評價〉
，《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7 年第六期（1997 年 11 月），頁 106-11。
30

此一論爭直到毛澤東於 1958 下半年提出「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浪漫主義相結合」的口號才平息

下來。參見《1956：百花時代》，頁 179-80。
31

參見吳敢，
〈20 世紀《金瓶梅》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上）〉
，
《棗庄師專學報》2000 年第一期（2000

年 2 月），頁 5。
32

參見張德祥，《現實主義當代流變史》
（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 208-12。

33

參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理論在中國的接受與轉換》
，頁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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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手法，才開始為文藝界所接納。 34 其實早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成為主導思潮之
前，知識份子便已對「自然主義」存有某種程度的偏見。對於二○年代的梁啟超、
茅盾、郁達夫而言，「寫實主義」（不同於現實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自
然主義」是很接近的，都有「僅能客觀而赤裸地描述（或者暴露）現象，無法展
現人的『靈性』和自由意志」的問題。至三○年代瞿秋白譯介恩格斯論及現實主
義的信件時，則接受恩格斯的看法，將左拉（通常被歸為「自然主義」作家）的
作品視為「曲解階級鬥爭的現實動力」的「更加調和的現實主義」
。上述兩種批評，
說明自然主義只「反映客觀現實」
，無法「體現主觀意志」的「缺陷」
。 35 至五○、
六○年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當道時，自然主義更被視為「在揭示生活的『本質』
上存在缺陷」。 36

孫遜於 1980 年發表的〈論《金瓶梅》的現實主義成就及其嚴重缺陷〉，大部
分立論基礎可謂與當時反思「現實主義」的潮流相呼應；但也可以看出，受到前
述對「自然主義」之批評，以及某部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影響，他仍然將「自
然主義」視為遜於「現實主義」的文學主張。在上述背景之下，他認為：

如果說，藝術的生命在於真實，……在這方面，
《金瓶梅》正以它「無條件
的、直率的真實」
，為我們複製、再現了整整一個時代，從而顯示了我國古
代現實主義文學所已取得的高度成就。

37

孫遜強調的「無條件的、直率的真實」
，正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當道時「有條件的
真實」形成對比，表現了當時文藝界對「真實性」的重視。他在〈論《金瓶梅》
的思想意義〉一文中，也有類似的看法，而且對現實主義的理解及對《金瓶梅》
的評論，更接近五四時期的吳晗。38 孫遜也重新肯定李長之受到批評的觀點，認為
34

參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理論在中國的接受與轉換》
，頁 391。

35

參見《寫實與浪漫—科學主義視野中的「五四」文學思潮》
，頁 87-92、109-10。

36

見《中國當代文學史》，頁 21。

37

孫遜，
〈論《金瓶梅》的現實主義成就及其嚴重缺陷〉
，
《學術月刊》1980 年第 11 期（1980 年 11

月），頁 65，。
38

孫遜在該文中評論道：「《金瓶梅》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內容的現實主義文學巨著。它以真實的

筆觸，廣闊地展示了它所屬的那個時代的風貌，深刻而全面地暴露了晚明社會的黑暗與罪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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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瓶梅》是「我國第一部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小說」
，而將《三國演義》
、
《水滸
傳》
、
《西遊記》歸為「歷史小說和神魔小說」39；這些觀點都與當時文藝界「反思」
的思潮十分相關。但是在〈論《金瓶梅》的現實主義成就及其嚴重缺陷〉文末，
他以「嚴重自然主義傾向」，指出《金瓶梅》的「缺陷」：

自然主義用生物學的觀點來看待人和一切社會現象。在他們筆下，不管是
什麼階級的什麼樣的人，都是庸俗的、醜惡的；似乎人類沒有任何美好的
理想，有的只是獸性和瘋狂；生活中也沒有任何詩意，有的只是罪惡和黑
暗。因而他們的作品雖也暴露了舊社會的黑暗，但作品中表現出來的頹喪
情緒和庸俗趣味卻容易腐蝕人們的靈魂。《金瓶梅》的嚴重缺陷正表現於
此。 40

在這段文字中，「自然主義」被描述為雖然「暴露了舊社會的黑暗」，但也表現出
「頹喪情緒」和「庸俗趣味」的一種文學思潮；因此孫遜在後文論及，具有這種
特徵的《金瓶梅》帶來了「深刻的教訓」
，也「啟示我們」
，
「現實主義並不排斥理
想，相反它需要用理想去照徹現實」
。雖然孫遜也認為現實主義「不一定要寫理想
人物」，但是他更認同現實主義應該表現「對美好人生的希望與追求」。 41

孫遜站在「現實主義」立場上對「自然主義」及《金瓶梅》的批判，與 1957
年李希凡站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立場上對《金瓶梅》的批判，其實相當接
近；只是此時孫遜先肯定《金瓶梅》
「反映真實」的成就，再將李希凡所謂《金瓶
梅》「失去了愛憎分明的理想的熱力，失去了現實主義者的詩的生命」的「缺陷」

無可辯駁地證明了；這個社會已經爛透了，一切都無可挽救了；它以及附屬於它的階級，它們除了
滅亡，不會有也不配再有更好的命運。這一切，都正是《金瓶梅》所取得的傑出的成就，也是現實
主義在我國文學發展中的勝利。」見孫遜，
〈論《金瓶梅》的思想意義〉
，原刊於《上海師範學院學
報》（社會科學版）1980 年第三期，後收入《復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編輯部編，《金瓶梅研究》
（江蘇：復旦大學出版社，1984）
，頁 31-39；引文見頁 38。
39

以上引文見〈論《金瓶梅》的現實主義成就及其嚴重缺陷〉
，頁 65。

40

見〈論《金瓶梅》的現實主義成就及其嚴重缺陷〉，頁 71。

41

以上引文見〈論《金瓶梅》的現實主義成就及其嚴重缺陷〉
，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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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歸因於《金瓶梅》的「嚴重自然主義傾向」
。由此可知，在孫遜眼中，雖然《金

瓶梅》表現了「無條件的真實」
，但他還是認為「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中的「真
實」是「有條件的」
，亦即應該表現出對理想的追求。此後意圖論證《金瓶梅》是
「現實主義作品」的論者，多數也都提及了《金瓶梅》
「缺乏理想」或者「描寫繁
瑣」的「自然主義傾向」
；但其中只有少數論者與孫遜相同，對《金瓶梅》的「自
然主義傾向」持批評的態度 43，多數論者都認為《金瓶梅》根本不是自然主義的著
作 44，或者試圖以「瑕不掩瑜」的角度，調和《金瓶梅》中自然主義與現實主義的
關係 45 。但是無論是否直接在文中批評「自然主義」，這些論點都存在共通之處，
亦即論者皆對「自然主義」抱持負面看法，認為只有論證《金瓶梅》在「現實主
義」上的表現，才能肯定《金瓶梅》的價值；因此才會意圖透過列舉《金瓶梅》
中「批判現實」
，甚或「表現理想」的證據，批評或否認《金瓶梅》的「自然主義
傾向」。

徐朔方是少數正面宣稱《金瓶梅》為「自然主義作品」的論者之一。但實際
上他的論點與上述以《金瓶梅》為「現實主義作品」的論者十分接近，亦即對《金
瓶梅》中「反映社會的貢獻」，抱持肯定的態度。但是徐朔方也認為：

以描寫反面人物為主的《金瓶梅》
，誠然不能要求它大量描寫積極向上的事
物，但是只要作者有心，……不是也可以令人耳目一新嗎？……《金瓶梅》
自然主義傾向的主要表現是它的客觀主義，即由於過份重視細節描寫而忽
視了作品的傾向性。……對社會黑暗的詳盡描寫不等於是暴露。暴露應該
同批判的態度結合在一起。在同一枝生花妙筆下，批判的立場越是鮮明正

42

見〈
《水滸》和《金瓶梅》在我國現實主藝文學發展中的地位〉，
《論金瓶梅》，頁 287。

43

例如杜維沫，〈談談《金瓶梅詞話》成書及其他〉，原刊《文獻》第七輯，1981 年 3 月；後收入

《論金瓶梅》
，頁 67-75。
44

例如孟昭璉，
〈《金瓶梅》對中國小說思想的變革〉
，收入杜維沫，劉輝編，
《金瓶梅研究集》
（濟

南：齊魯書社，1988）
，頁 120-36；周中明，〈現實主義，不容抹煞—評《金瓶梅》是「自然主義
的標本」說〉
，收入氏著，《金瓶梅藝術論》（台北：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頁 92-125；
于承武，
〈史筆〉，收入氏著，《金瓶梅平議》
（北京：文津出版社，1992），頁 67-78 等。
45

例如鄭慶山，
〈現實主義還是自然主義？〉
，收入氏著，
《金瓶梅論稿》
（瀋陽：遼寧人民出版社，

1987）
，頁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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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暴露也就越深刻有力。……除客觀主義之外，
《金瓶梅》自然主義的另
一個重要表現是它的描寫很少由表及裡，深入本質。……《金瓶梅》的這
些描寫，……算得上社會病態和怪現象的羅列，卻不能算是本質的揭露。46

徐朔方對「積極向上」、「傾向性」、「立場」、「本質」的重視，以及對「過份重視
細節描寫」的批判，其實和其他論者對「自然主義」的批評相當類似，甚至可以
說他的立場和孫遜、杜維沫等批評《金瓶梅》有其「缺陷」的論者並無二致。從
這個角度看來，八○年代金學研究中的「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之爭與五四
時期及五○年代性質並不相同，因為在八○年代的思潮背景下，論者對「現實主
義」的理解已經逐漸取得共識；但是，雖然他們認同能夠「反映現實、表現理想
並進行批判」的「現實主義」
，卻都認為「無法表現理想」的「自然主義」是一種
「缺陷」
。也就是說他們心目中的「現實主義」其實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相同，
有其必須遵守的要件，並非毫無限制的「真實」
。因此雖然他們透過「真實性」的
辯論及確立，掙脫了文革時期政治對文學的限制，甚而可以說在「精神上」有「回
歸五四」的現象，使藝文界處於較為開放的氛圍中；但在金學研究的實踐上，論
者卻仍然保持著「重現實主義」而「輕自然主義」的意識，使八○年代金學研究
中所謂「現實主義及自然主義之爭」其實並未出現對立的意見，反而一面倒地呈
現出對自然主義的批判。

八○年代金學研究中「現實主義」及「自然主義」的論爭始於文革後思想的
開放，也因九○年代初期中國文藝界對各種文學思潮更開放，接受度更高的態度
而結束。在此一論爭中，評價《金瓶梅》時「改革社會」或「表達政治立場」的
實用目的，已較五四時期及五○年代明顯減少；但是綜上所述可知，歷史背景使
論者產生對文學思潮既有的成見與判斷，迄今仍左右金學的研究與評論；肯定或
否定《金瓶梅》中「現實主義」的表現，以及鑑定《金瓶梅》中有無「自然主義」
的成分，始終是評論《金瓶梅》藝術價值的準則。

46

見徐朔方，
〈論金瓶梅〉
，原刊《浙江學刊》1981 年第一期，後收入《論金瓶梅》
，頁 137-57；引

文見頁 1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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