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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言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浪漫与写实在传统的文学领域早已出现，只不过
当时的人们都未曾意识到这两个概念而已。在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方法中，浪漫
主义和现实主义一直是文坛的两大主流，无论是诗词、戏剧还是小说，都有运用
这两种创作方法的作家及作品。当然，那只是我们用今天的概念去套用中国的传
统文学，因为当时还未出现相应的定义，更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只有等到梁启超这里才使人们得以恍然大悟。那是因为梁启超在 1898 年戊戌
政变后被迫流亡日本，在其抵日的第四年即 1902 年 11 月创办了中国近代小说史
上第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小说杂志《新小说》，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
治之关系》一文，梁启超在文章中为中国文坛首次指出了“理想派”和“写实派”这
两个概念，并按小说这一载体将两者的差异予以比较和分析。
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此其一。人之
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
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
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
于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此其二。此二者实文章之真谛，笔
舌之能事。苟能批此窾，导此窃，则无论为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而诸文
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由前之
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
有能超出两派范围外者也。
梁启超在次提出的“理想派”“写实派”这一理论，在当时中国的小说理论界犹
如开天辟地般訇声巨响。该理论的先锋作用已为诸多学者所首肯，在此无须赘言。
但他们又大都认为，梁启超的这一提法是源于西方的文论，对日本却只字未提1。
还有的学者则指出梁启超所提出的“理想派”“写实派”的脉根在中国2，甚至还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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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认为这一提法是梁启超的独创3。虽然也曾有人指出过这一提法与日本之间可
能存在的关联4，但过于笼统，并未能运用足够的证据来加以证明。
那么上述观点果真如其所言吗？梁启超的这一提法与他已经居留四年之久的
明治日本文坛有何关系呢？他是否受到了明治日本文坛的影响呢？本文将通过回
答上述问题来探讨梁启超“理想派”“写实派”理论的提出与明治日本文坛之间的因
缘关系，力争为进一步研究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与明治日本文坛之间的关系提供一
些新的线索。
2．梁启超的“理想派”“写实派”两分法与《小说神髓》
在日本的近世时期，同样有浪漫和写实这两种倾向。如井原西鹤的浮世草纸、
山东京传的洒落本、式亭三马及十返舍一久的滑稽本、为永春水的人情本等等，
这类小说作品都接近写实。与此相反,上田秋成和曲亭马琴的读本、柳亭种彦的合
卷物都具有浪漫性质，但当时的日本与中国一样并未出现相应的概念。明治维新
以后,随着西洋文学的移入,日本近代文学的开山人坪内逍遥于 1885 年从西洋引进
了写实主义理念，发表了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第一篇著名的小说理论著作《小说神
髓》这一理论的问世标志着日本近代文坛写实主义的正式登场。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梁启超的两分法与《小说神髓》之间的关联。《小说神髓》
主张文学应该排除功利性和目的性，应以写人情、世态为主，提出了日本最早的
写实主义小说论。其目的在于批判当时流行的江户时代的劝善惩恶的小说观，从
而确立小说在艺术上的至高地位。
可以说，小说不像诗歌那样受字数的限制，又没有韵律之类的桎梏，而且与
演剧、绘画不同，是以直接诉之读者的心灵为其特征，所以作者构思意匠的
范围应该是比较广阔的。这也许就是小说之所以能在艺术中赢得一席之地，
并终将凌驾于传奇、戏曲之上，被称为是文坛上唯一的、最大的艺术的理由
吧。5
逍遥认识到了小说作为一门艺术所具有的特质，主张给小说以应有的地位，
并借助西方世界对小说的看法来抬高小说的地位，这与梁启超的“小说为文学之最
上乘”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最关键的是，逍遥在极力主张写实的同时，对浪漫
并非视而不见，而且还将两者相提并论。他在《小说神髓》中从设置主人公的角
度将小说分为“现实派”与“理想派”两个派别。
主人公的设置有两个流派，一个称为现实派，一个称为理想派。所谓现实派，

梁启超的“理想派”
“写实派”与明治日本文坛

277

在于以现在的人为主人公。所谓以现在的人为主人公，即以现时社会中常人
之性质为原型，创作假想人物。以为永春水为代表，采取这一风格的人情本
作者皆应属于此流派。所谓理想派与此不同。以似乎是社会上应有的人物品
性为框架，而创作假想人物。现实派以常人为材料，理想派以似乎应有的人
物为材料。此为两者间的根本差异。6
逍遥接着还谈到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
现实派是入其门易而登其门难，理想派是入其门难而登其门易。究其原因，
前者是以描写真实的人情为主，没有作者想方设法制定至善至美的标准的必
要。而后者与之相反，善恶美丑曲直全凭作者的理想，并源于脑汁，因此需
要事先独自制定美丑的标准，并由此来设定善恶人物。7
而且，逍遥还将“现实派”与“理想派”的区别形象地比喻为：
现实派恰似画人物外形的画工，理想派恰似画天人的画工。画人物外形的画
工很多，但画得入神者甚少。画天人者甚少，但画得令人佩服者甚多，盖虚
实之差异使然也。8
逍遥对“理想派”与“写实派”的划分根源于西方的文学理论，明治日本文坛上
对“理想派”与“现实派”的引进及划分当然始于逍遥。他虽然是从主人公的角度来
区分“理想派”与“现实派”的，但自此之后，这两个概念在日本文坛上就正式确定
下来。这一分法对后人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稍后将要指出的一样，类似的论述
层出不穷，俨然成了明治文坛上的一大风潮。虽然逍遥在此所用的术语是“现实”
而不是“写实”，但从本源上讲两者是完全一致的。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梁启超“既然要搞小说界革命，就不可能不留意日本
小说改良的先驱者坪内逍遥的贡献。”9逍遥最大的贡献就是其所发表的《小说神
髓》，换句话说《小说神髓》对梁启超影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从上述两者
间的相似点来看，如果说梁启超的两分法可能是受到了逍遥在小说主人公设置上
的“现实派”与“理想派”两分法的影响也并非言过其实吧。虽然暂时还不敢断言梁
启超两分法就是源于《小说神髓》，但从根本上讲，或直接影响也好，或间接启发
也罢，为日本首次提出“理想派”和“现实派”的《小说神髓》对身处日本的梁启超
所倡导的“理想派”“写实派”一定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
3．梁启超的两分法与《小说神髓》以外的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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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论述两派的《小说神髓》也并非孤独无助。继逍遥之后，明治日本文坛
上还有诸多文艺评论家在其理论中论及了“理想派”和“写实派”。
明治时期的文艺评论家、小说家石桥忍月曾发表《想实论》一文。忍月是《国
民之友》杂志批评栏的主要撰稿人，他还曾协助春阳堂编辑《新小说》。他的《想
实论》连载于 1890 年 3 月和 4 月的《江湖新闻》上，1892 年收于《聚芳十种》。
《想实论》一文对文学的本质进行了考察，并试图加深对作家的暗示启蒙。文中
论述的“诗”并非狭义上的汉诗，而是包含文学形式，也就是指整个文学而言的。
忍月将“诗”即文学产生的根源分为“想”和“实”，“想是虚象，实是真象，真景能够
捕捉，虚象不能捕捉。”“人类既已经历或正在经历的生活为实，尚未经历的生活
为想。”他还具体指出了文学作品中的“想”和“实”，他认为：“历史传记是实中之
实，神意神托呪咀妖怪等，宛如尽是凭人的智慧而添枝加叶的叙事诗一样，是想
中之想。”他还指出：“一般认为想实是理想派与写实派之分。其实理想派与写实
派的区别，只根据出入的先后，不实之实，不想之想，二者出入调和后，诗即产
生于此。”因此，忍月的“想”与“实”即可理解为：“所谓实是具有事实的、可视的、
浅近的、有限的、地上的属性。所谓想，与之相对，具有理想的、不可视的、超
脱的、无限的、神秘的、天界的属性。”10而且《想实论》执笔的动机就是为了澄
清当时日本文学的混浊散乱的现状11。显然，忍月的这些观点意味深远且具代表
性，无疑为日本文坛上两派的划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治时期著名的评论家、中国思想史家山路爱山也曾经论述过“理想”和“写
实”。他在 1893 年 1 月的《国民之友》上发表了《论赖囊》一文，文章开篇指出“文
章即事业”，“华丽之辞，美妙之辞，即使遗留几百卷于天地间，若与人生不相涉，
亦只是空空如也。”然而，在文章发表后，针对爱山的“人生相涉”，诗人、评论家、
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北村透谷在同年 2 月的浪漫主义的文学阵地《文学界》上又
发表了《与人生相涉谓何》一文予以反驳。两人在论争中不但没有脱离“理想”与“写
实”，反而是密切相涉。同年 5 月，透谷在《文学界》上又发表了《内部生命论》
一文，文中将“理想派”和“写实派”予以分门别类。
所谓写实派，是指应该客观地观察内部生命，客观地观察内部生命中的百般
现象。除此之外，写实派值得称道的目的不存在。有益于世道人心一派的写
实论若脱离此目的将无任何功益。以劝善惩恶为目的的写实派若脱离此目的，
将无所谓劝惩。所谓有所为而为，有益于世而为，无非正适合于此目的。所
谓理想派，是指应该主观地观察内部生命。应该主观地观察内部生命中的百
般现象。无论如何讴歌高大致极，无论如何咏唱美妙理想。除此之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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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值得称道的目的不存在。12
爱山对于“想”和“实”的领域进行极力宣扬，但他反对将“想”和“实”分开，并在
1893 年 8 月的《国民新闻》上发表《诗人论》一文，文中指出：
曰写实，曰理想，虽分派立党，无非是专断的划分而已。虽为所谓的理想派，
并非只是写镜花水月。心中之事实，宛如皎白之明，即为写实派。虽为所谓
的写实派，岂止为论述事之长短、物之宽大。抽出事之情、物之态来写，即
为理想派。实中有虚，虚中有实，岂可截然分开，若分开即为谈理之弊。最
难解的是说自己为理想派还是写实派。那满天下的诗人甚多，其性情行径亦
各不相同。旁人评论说那是写实派，这是理想派，亦只不过是与其性质相近
来品评而已。其实一个人有时讴歌远大理想，有时咏叹眼前之景象，未必要
知道自己是理想派还是写实派。否则，若说我是理想派，我是写实派，就是
遮住了自己活泼的诗眼，就成了一种戴有色眼镜之人。13
虽然爱山反对将“想”与“实” 、“理想派”与“浪漫派”进行分开，但他并不否认
两者同时存在的客观性。虽然梁启超的两分法是否与爱山透谷两人之争中的论述
有直接关系，还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
《国民之友》和《国民新闻》却是梁启超
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重要来源。也就是说，梁启超受其影响的可能性是不可否
认的。
另一个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明治时期的文艺评论家田冈岭云也曾论述过“理想”
和“写实”

14

。他于 1895 年 12 月在自己主编的《青年文》第 2 卷第 5 号的“时文”

栏上发表了《写实与理想》一文，文中论述了小说中的“写实”与“理想”的区别，
他认为“写实是在于写形，理想是在于传神”15。该文被岭云的当时日本畅销书《岭
云摇曳》所收，该书于 1899 年 3 月发行第一版，至同年 11 月就已发行到第五版16，
为当时出版界之罕见，其影响程度不言而喻。而此时的梁启超已经抵达日本近一
年，他是否看过此书还不敢肯定，但足以说明当时日本文坛上论述两派的理论文
章是屡见不鲜的。
此外，在 1901 年的翻译作品中还曾出现有关“理想派”“写实派”的论述。例如
山县五十雄翻译的柯南道尔的《荒磯》卷首中，就有如下记载。
曾有人问及道尔其小说之主义。道尔答道：小说之目的主要在于给予娱乐，
如所谓的理想派或写实派并非我所最关心的，我只在立志使我的小说有趣。
他以此主义编小说，故他的小说既无理想派小说那种高远落寞，宛如捉云之
弊；又无写实小说平凡无味，带来厌倦之癖。能使读者由始至终有趣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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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不释卷。17
综上可见，逍遥有关“理想派”与“现实派”的论述，忍月的想实分开论，爱山
的想与实的不可分论，爱山及透谷的“理想派”与“写实派”理论，田冈岭云的写实
与理想论，这些论调在当时都是极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无论是“想”与“实”也好，
“理想”与“现实”也好，还是“理想派”与“写实派”也好，在实质上都是相同的。而
且关于“理想派”和“写实派”问题又是当时文坛论争中的两大问题之一18，其影响的
广泛程度可想而知。
通过以上诸多事例可知，在梁启超达到日本前后的数年内，有关“理想”和“写
实”的理论层出不穷，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自不待言。因此，这些论点对梁启超都
有可能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且影响绝非肤浅，最起码可以肯定，梁启超
的“写实派”与“理想派”的理论是他对当时明治文坛中的想实论以及理想与现实的
论争的感染下提出的，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梁启超的“理想派”和“写实派”这两
个术语就是源自明治日本文坛。
4．梁启超的两分法的划分与明治政治小说之间的因缘
首先，我们通过梁启超所推崇的明治政治小说的整体概况予以考察。日本自
由民权运动的政治家、理论家们为了表达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政治理想，纷纷
采用“未来记”式的政治小说形式来描写理想中的未来社会、未来国家，可以说很
多政治小说都迸发了这种政治理想的光芒。在梁启超亡命日本的前一年，康有为
曾称赞日本“未来记”式的政治小说是“怀思奥说，”“足以发皇心思”19。显然这是对
日本政治小说理想性、浪漫性的首肯，这对于作为康有为高徒的梁启超来说必有
耳闻。来到日本后，梁启超亲眼目睹了这些具有浪漫情调的政治小说，身处日本
的他要想靠小说进行政治宣传，不能不受明治政治小说的影响。
我们可以把梁启超最为关心的明治政治小说从时间上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
初期政治小说所表现出的是理想主义倾向，是对自由民权、开设国会的向往，如
梁启超所垂青的《佳人奇遇》《经国美谈》《雪中梅》以及其它“未来记”式的政治
小说就属于此列。这类初期政治小说所期待的是以自由民权为标榜的文明的善意
的未来政治社会，表现出的是理想主义的光芒。这类“未来记”式的政治小说对梁
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影响已有指出，在此无须赘言 20。中期的政治小说则表
现出写实的暴露的倾向，叙说的并非是政治理想，由于作者对当时的政治状况不
抱好感，国会开设前的初期政治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未来的憧憬和幻想已经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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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因此，中期政治小说严格地说是暴露式或讽刺式的政治小说，其中最著名的
代表作家就是福地樱痴。据柳田泉的“政治小说年表”21可以统计出仅福地樱痴的
暴露式政治小说就有二十二篇之多，其他人的暴露小说也有十三篇。笔者认为，
此类政治小说对《新中国未来记》中对官场进行抨击的“现行体”22叙事模式的影
响应该不小。
明治政治小说的初期与中期的显著区别为在于：“一个是看见了自由民权的曙
光，一个是看到了现实中自由民权的失败。”23显然，前者属于理想派小说之列，
后者属于写实派小说之列。这对于才华横溢的站在政治小说制高点上的梁启超来
说，恐怕不会意识不到，对于这两种政治小说的不同创作方法他一定深有领会，
并对他的小说两分法必将产生过影响。
其次，梁启超的两分法还与具体政治小说作品《雪中梅》之间有着不解之缘。
1886 年 11 月，身兼政治家和小说家的尾崎行雄为《雪中梅》下篇作了《雪中梅
序》，序言中有四分之一的篇幅论述 Novel（写实派）和 Romance（浪漫派），序
中明确指出：
同样为小说，可分为 Novel 和 Romance 两大品类。所谓 Novel 是以人情为基
本，构成值得新奇愉悦之言行，润饰之，且非荒诞不经之流者则是也。所谓
Romance 即突兀间惊天动地之奇谈，突兀间拔山倒海之言行，巧妙连缀之，
敢于荒诞不经者则是也。
尾崎在文中给小说进行分类之后，还明确指出了《雪中梅》的类属问题：
此书应属 Novel 之品类，意匠峻拔、措辞奇警自不必说，虽说非寻常小说家
所能言者也，但一言一行均根源于世间实在之事，无涉空漠荒唐之事，盖政
治小说中最切乎时事者也。
尾崎在此将小说分为“写实派”和“浪漫派”两大类，并将《雪中梅》列为“写实派”
之列。作为身兼政治家的尾崎能够意识到这一独特的两分法，在当时也是绝无仅
有的24。另外，尾崎还从“虚”与“实”的角度在序言中进一步指出：
小说的品类虽然如此之多，概括论之，过于虚者为怪谈，过于实者为历史、
传记、学 艺之书。巧妙地结合虚与实，可使人不能释开卷之手，且可使人在
愉快地阅读之中不觉而受益者，该称之为有用之小说。25
纵上所见，尾崎将小说限定为“Novel”“Romance”及“虚”“实”两大类，这与梁
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超出两派范围外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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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点简直是如出一辙，甚至关于两派之别的论述也毫无二致，这些恐怕绝非偶
然的巧合吧。下面我们通过梁启超与《雪中梅》之间的关联就能发现其中所存在
的影响因素。
《新中国未来记》的开端部分就是模仿《雪中梅》而写的26，梁启超不仅看
过《雪中梅》这部小说，而且看的还是日文原版27。尾崎这篇《雪中梅序》始载
于第一版，而且在 1890 年发行的订正增补版之后，上下两册的《雪中梅》被合为
一本来发行，于是《雪中梅序》就自然提到了篇首的位置。在 1896 年之际，《雪
中梅》就已发行至第十三版，三年后的 1899 年时就已达到十六版了28，而且 1903
年由熊垓翻译的汉译本《雪中梅》就是译自这种合订本 29。显然，梁启超看的是
合订本已无可厚非了。当然，不管梁启超看的是哪个版本，位于篇首的这篇序言
他绝不会放过。原因有二：首先，由于该小说是继《经国美谈》、《佳人奇遇》后
最具影响的一篇政治小说，并且该序言还是出自当时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兼小说家
之手，尾崎在后来还被誉为日本的“宪政之神”和“议会政治之父”30。其次，梁启超
早在《清议报》时期就对尾崎的文章极其关注了，因为《清议报》上就曾载有尾
崎的《论支那之命运》《清国处分如何》《支那灭亡论》等文章31。因此，我们可
以推测梁启超一定读过尾崎的《雪中梅序》，并影响深深地到了他的小说两分法。
其实，梁启超不但在小说理论中正式提出了“理想派”“写实派”的两分法问题，
而且还亲自创作了“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32的政治小说《新中国
未来记》，使理论付诸于实践。可以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既表现出梁启超对浪
漫主义的理解与认识，同时又表现出运用现实主义进行描写的初步尝试。可见，
梁启超将“理想派”和“写实派”的理论又恰好运用到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之中了。
5．梁启超的两分法与当时明治文坛的动态
上面已通过概念、理论和政治小说作品等进行了分析，下面从当时的文坛动
态来加以探讨。梁启超到达日本的 1898 年，日本近代文学已基本形成，小说观念
也已基本确立。日本最先主张写实主义的坪内逍遥认为只有写实主义小说才是发
展的必然趋势，主张小说的世界是建立在“实”的基础之上的。他在自己的小说《当
代书生气质》中进行了努力尝试，在“卷头语”中，他认为小说应该是“用旁观之心
得，以写真为主旨。”33虽然逍遥的主张并不彻底，但《小说神髓》的发表对于日
本近代写实主义文学的诞生，起到了催生的重要作用，为二叶亭四迷的《小说总
论》和《浮云》的发表起到了承接作用。
《浮云》作为日本第一篇近代小说，虽未
完成，却第一次突破了日本旧文学的传统框架，为写实主义文学的诞生开辟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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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此后，浪漫主义也随之登陆日本。留德归来的森鸥外为了进一步启发日本国
民的个性，开始了日本近代浪漫主义的文学启蒙活动。于是，欧外与逍遥之间，
就文学批评标准问题——“没理想”问题自 1891 年 12 月起进行了持续半年之久的
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论争。逍遥主张“没理想”，主张描写现实，而
森欧外则主张“理想”上的观念美学。虽然两人间的论争最终不了了之，但这场论
争却成了“明治时期最大的文学论争”34。自此之后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就成为日
本明治文坛的两大主流派系。因此，这场论争对梁启超来说，恐怕也是不能不有
所耳闻。
发行于 1895 年 1 月的文学杂志《帝国文学》和综合杂志《太阳》在促进报界
活跃的同时，浪漫主义机运也逐渐高涨起来 35。一般认为，日本近代文学的浪漫
主义的成熟期是明治三十年代初叶36，即 1897 年以后的几年，恰好是梁启超在日
本最活跃的时期，梁启超不可能不受此熏染。
写实主义在继逍遥和二叶亭之后，以尾崎红叶为代表的砚友社诸多作家的作
品风格在当时被称为“写实派”37，而与红叶的“写实派”相抗衡的正是幸田露伴等
“理想派”38。在梁启超已经抵达日本的第二年即 1899 年，评论家绪方流水还在其
《文学管见》一书中专门列出了“理想写实二派之消长”一节，言及了当时日本小
说界里是“写实小说和理想小说”齐肩并行以及以后两派消长的状况39。由此可知，
明治文坛流派的脉络是清晰可见的。那么，梁启超既然要搞“小说界革命”，欲以
小说来救国，就不可能不留意日本的文坛动态，更何况这种对梁启超来说曾经闻
所未闻且处于新兴的鼎立局面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文学流派呢。
下面我们再通过《太阳》杂志来进行考察。由于《清议报》、《新民丛报》与
当时日本最大的杂志《太阳》为互赠刊物，杂志之间的文章还相互转载，而且《新
民丛报》还模仿了《太阳》，因此梁启超与《太阳》的关系极为密切40。另据先行
研究考察，梁启超在《清议报》第 26 册上发表的《饮冰室自由书》中的一段关于
日本政治小说的论述就是源于柳井録太郎在 1898 年 4 月《太阳》增刊《奠都三十
年》上所写的《第九编 文学》中的小说部分41。也就是说，梁启超一定读过的柳
井録太郎在《奠都三十年》上所载的《第九编 文学》中的第二节“小说”部分。文
中认为《小说神髓》一书是“主张写实主义之正宗，攻击过去马琴流的劝善惩恶主
义之误导。”同时指出《当代书生气质》一出，“当时的青年小说家争相追随，遂
使得小说界的形势骤变。”接着作者论述了写实小说和浪漫小说，并认为“文坛上
执牛耳者为红叶、露伴二子。”42即指出了当时日本文坛上写实派与浪漫派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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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对此，梁启超岂能视而不见。
另外，就梁启超与《太阳》的关系来看，他在 1900 年之际极有可能读过《太
阳》上所载的《论去年小说界之倾向》一文43。文章回顾了 1899 年的文坛动态，
并指出此年度的小说界呈写实倾向，而且文章中“写实派”“理想派”的字样频频出
现。文中提到：“一听到露伴之名，人们就会联想到他是理想派或者超自然派的小
说家。”“露伴过去的诸作品与红叶的所谓写实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在文
章结尾处总结为：“文学之事原本难以一规律定，理想派主观派的创作和作家，吾
等原本就应尊重。对于唯有浅薄皮相似是而非的写实派，迫切希望早日意识到其
专长，走上修养之轨道。”44这表明作者在对文坛上的“理想派”予以肯定的同时，
并对“写实派”给予了厚望。
梁启超曾在《东籍月旦》上盛赞 1900 年第 6 卷第 8 号的《太阳》即临时增刊
《十九世纪》，这表明梁启超读过此号增刊45。此号增刊的第五部里收录了上田敏
的《十九世纪文艺史》，文章主要介绍了欧洲文学中十九世纪文学思潮与浪漫主义
的关系，在论述到德国文学时上田还单独列出了《浪漫派》一节。此外，《太阳》
在继《十九世纪文艺史》之后，更加详细论述浪漫主义的是 1902 年 4 月《太阳》
第 8 卷第 4 号上所载的大塚保治的长篇文章《论浪漫主义影响我邦文艺之现状》
一文。该文为作者在早稻田专门学校的演讲稿，文章开篇指出：“最近就尼采问题
开始热论起来，因此在文艺上有鼓吹新浪漫者。尤其尼采问题成了文明史上相当
重要的大问题。”文章在指出写实主义、偏理主义等盛行的同时，强调浪漫主义存
在于当时的日本。“前些年有一《文学界》杂志就鼓吹过浪漫主义。记得露伴的小
说也有浪漫之处，现今镜花的小说正是一种浪漫的好样本。”大塚在结尾处还指出：
“因此，我对最近提倡新浪漫的人们表示同情，同样热切希望与其相反的写实派和
旧派的人们强烈巩固自己的主张，发挥其特色。”46这无疑是对当时文坛流派上写
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存在的文坛动态的整体描述。总之，梁启超对这些文章是
能够唾手可得的。
我们再以 1901 年前后为例。岛崎藤村、与谢野晶子、泉镜花、国木田独步、
德富芦花等是最引人注目的站在浪漫主义前沿的代表性人物，与此同时，明治时
期著名的评论家高山樗牛在《太阳》第 7 卷第 9 号上发表的《论美的生活》一文
更为浪漫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47。可以说，樗牛就是当时浪漫主义评论家
《论美的生活》
中著名的代表性人物，甚至有人称其为“明治浪漫派的一个典型”48。
一文的起因是由于尼采的死，樗牛便在 1901 年 1 月《太阳》第 7 卷 1 号篇首的“论
说”栏上发表了论述尼采唯我性的《作为文明批评家的文学者——本邦文坛之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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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一文后接着发表了高唱本能满足主义的《论美的生活》的，文中所表现的主
情自我意识就是表现出对逍遥以来所主张的写实小说理论的不满。被称为“浪漫主
义的宣言”49的《论美的生活》一文发表后，在明治文坛上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不管赞成与否，相关文章竟达二十九篇之多，其中有四篇载于《太阳》之上50。
樗牛是 1897 年 4 月至 1902 年 12 月期间《太阳》杂志的主笔，这段时期被称
为“《太阳》的黄金时代”51。那么，樗牛对梁启超是否有过影响呢？梁启超赴日
后在与《太阳》编辑人岸上操笔谈时就曾提到樗牛52，这也表明他对樗牛早就有
所关注。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盛赞的《奠都三十年》和《十九世纪》就是《太
阳》“黄金时代”即樗牛任主笔期间的最具代表性的增刊。梁启超还在《东籍月旦》
中曾高度评价井上哲次郎与樗牛合编的《新编伦理教科书》，他指出：“井上高山
皆著名大家，其书亦精心结撰。”53而且，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还肯定了樗牛
所著的《世界文明史》一书，根据该书的序言可知樗牛还将撰写《十九世纪文明》
一书，对此梁启超写道：“自序言别有十九世纪文明一书，数月之后便当杀青。然
至今已有三年有余，尚未出版，良可惜也。”由此可见，梁启超对樗牛的著述是何
等的渴求啊。因此，对于主笔樗牛的文章梁启超定会非常关注，上述樗牛有关文
坛动态的论述恐怕也逃脱不了梁启超他那敏锐的慧眼吧。
另外，1901 年 10 月的《新声》第 6 编第 4 号的“文界小观”栏上还载有《新
时代的预想》一文，文章表现出作者对文坛发展趋势的预测，文章主要论述“理想
派”和“写实派”，两个词在文章中竟出现有二十处之多。文中指出了“写实派”流行
的同时，认识到了“理想派”的崛起，并强调两派间调和的重要性：“故吾人此时希
望理想、写实二派互竞其特长，争其优势，以此催生出有利于自己前途的新时代。
若雄视今后之小说界，最好利用两者之优势，将其溶于一壶之中锻炼，一洗往日
厌倦的读者之情绪，着力鼓吹新光明和新生命。仅固守无意味的写实主义如落后
于时代之潮流，可谓未解自家之本务和天职。”54文章对文坛动态的描述及对未来
小说界的期待不无道理。
总之，上述有关对当时日本文坛动态的论述不胜枚举，从中可以发现当时文
坛上“理想派”与“写实派”的清晰脉络。在梁启超提出“写实派”和“理想派”的 1902
年，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已占据了当时的日本文坛，这些对于“广搜日本书而读
之”55的梁启超来说，获得信息的来源是随处可见的。
其实，梁启超仅通过与其关系密切的综合杂志《太阳》就可以完全掌握当时
日本文坛上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整体动态了。梁启超既然要在文坛上搞“小说界
革命”，而且自己又在亲身试作小说，那么，对于可以完全俯视整个明治文坛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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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梁启超来说，他对明治文坛动态必将留心观察，汲取经验。可以说，梁启超
是在明治文坛这种大环境的熏陶下，感受到了小说有寄托理想和描写现实之别，
从而认识到了小说的创作方法问题。于是，梁启超才如此断言：“小说种目虽多，
未有能超出两派范围外者也。”
6．结语
虽然梁启超对“理想派”与“写实派”的论述还比较幼稚，但它已经初具浪漫主
义与现实主义的雏形。正因有了这一基础，以致于他在 1922 年春季的清华学校文
学社课外讲演中仍然不忘自己所主张的观点56。
梁启超之所以能够在当时为中国首创“理想派”与“写实派”的小说理论，这离
不开日本文坛的先进文学理论的充足养分的滋润，明治日本文坛这一媒介所起到
的中介作用我们不可忽视。因此，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梁启超“理想派”“写实派”这一理论的提出既不是直接来源于西方，也
并非直接根源于中国古代的文论，而且也绝不是他的独创，当然更不是他闭门造
车，而是根源于明治日本文坛。当然，也可以更准确地说，是以日本为中转站对
西方文学理论的借鉴和吸收。
其次，可以肯定地说，梁启超的“理想派”与“写实派”就是直接借自日本文学
理论中的“理想派”与“写实派”的术语，换而言之，这两个词语是由梁启超首先从
日本引入中国的。而且这两个术语的提出对王国维在 1908 年《人间词话》中的“理
想派”和“现实派”提法恐怕也不无影响吧。
最后，梁启超“写实派”和“浪漫派”的提出，为中国近代文学流派的划分及其
文学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梁启超的这一理论并未像其所标榜的当
时日本的文学理论那么论述得详尽而透彻，但它却打破了以往中国文学体系的封
闭状态，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坛领域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一思潮的最先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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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岡嶺雲「写実と理想」『青年文』第 2 卷第 5 号、1895 年 12 月 10 日。底本为
『田岡嶺雲全集』第 1 卷、法政大学出版局 1973 年 2 月。
据 1899 年 11 月由新声社发行的『第二嶺雲揺曳』书后的第 4 页广告可知。
参见樽本照雄『清末翻訳小説論集』清末小説研究会 2007 年 5 月ｐ63-68，据樽
本考察可知该作品曾被周作人译成汉语。
十川信介「想と実」、越智治雄司会『近代文学の成立期』学生社、197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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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全集》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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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 2006 年 1 月p222，山田敬
三「『新中国未来記』をめぐって－梁啓超における革命の論理」狭間直樹編『梁
啓超: 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みすず書房 1999 年 11 月p351，李慶国「梁
啓超的《新中國未來記》與日本明治時期的未來記小説」『追手門学院大学文学
部紀要』 41 号 2005 年 12 月。
柳田泉「政治小説の一般（二）『
」政治小説集（二）』筑摩書房、1967 年 8 月 p455-456。
欧阳健《晚晴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年 6 月 p28。
柳田泉「政治小説の一般（一）」
『明治政治小説集(一)』筑摩書房、196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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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方流水『文学管見』民友社、1899 年 2 月 p12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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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而且梁启超在《新民从报》停刊前还立志要模仿《太阳》继续刊行。关于梁
启超与《太阳》的关系将另辟一稿讨论。
樽本照雄「梁啓超の種本―雑誌『太陽』の場合」『清末小説から』第 50 号、
1998 年 7 月。
柳井録太郎「第九編 文学」
『奠都三十年』
（『太陽』増刊、第 4 巻第 9 号）、1898
年 4 月。
该文章未署名，实为高山樗牛所作。文章载于 1900 年 1 月刊行的《太阳》第 6 卷
第 1 号之上。
高山樗牛「昨年に於ける小説界の傾向を論ず」『太阳』前揭卷号。
《东籍月旦》《新民丛报》第 11 号 1902 年 7 月。梁启超是如下评论的：“此书乃
由十数人分门编辑。内分西洋东洋政治史及产业史、学术史、文艺史、教育史、
宗教史等篇。虽非能如大家精心结撰，然其书固日本现时所独一无二也。与大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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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付印）”。
大塚保治「ロマンチックを論じて我邦文藝の現状に及ぶ」
『太陽』第 8 卷第 4 号、
1902 年 4 月。
片岡良一前揭书 p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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亀井俊介『ナショナリズムの文学：明治の精神の探求』研究社出版、1971 年 10
月 p144。
松村明編『大辞林』第 2 版三省堂、1995 年 11 月 p1550。
笹淵友一『浪漫主義文学の誕生：「文学界」を焦点とする浪漫主義文学の研究』
明治書院、1958 年 1 月ｐ201、204。
鈴木正節『博文館『太陽』の研究』アジア経済出版会、 1979 年 5 月 p16。
岸上操「梁啓超氏の談片」『太陽』第 5 卷第 21 号、1899 年 9 月 20 日。
《东籍月旦》《新民丛报》第 9 号，1902 年 6 月。
未署名「新時代の予想」『新声』第 6 卷第 4 号、1901 年 10 月 15 日。但据日比
嘉高（「文芸用語としての「モデル」・小考：新声社と无声会」『文学研究論集
』第 15 号 1998 年 3 月。）考证，该文章为日本明治时期著名小说家、评论家田
口掬汀所作。
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清议报》第 10 册，1899 年 2 月。
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饮冰室合集》第 4 册，文集之三十七，中
华书局 1989 年 3 月影印版 p127-140。
“欧洲近代文坛，浪漫派和写实派迭相雄长。
我国古代，将这两派划然分出门庭的可以说没有；但各大家作品中，路数不同，
很有些带两派倾向的。”接着分两次分别论述了中国的浪漫派作品和写实派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