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与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
一一从 5 本 i出治文坛的影响谈起一一

振锋

1
：写戊戌政变：ro 被迫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子四年后的 1902 年 11 月在自己创办的

小说杂志《新小说》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界革命”的宣言书《论小说与群泊之
关系》一文。为中国首次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有研究者认为，“小说界

革命”的提出是受到了陆内学者的影响1。其实，“小说界革命”是在梁启超居留日
本四年后才提出来的。因此，“小说界革命”与当时日本的进化论思想以及明治文
坛之间应该有着一定的湖源关系。

｛旦迄今为止，有关梁启超的文学七的进化论与明治文坛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

见2，特别是专门从进化论的角度米考察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与明治文坛之间
关系的文章还未见到。

那么梁启超进化论的程点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与她所居留的自本有何关
联？

“小说界革命”的提出又与他所标榜的进化论有何联系？另外，

1、说界革命”

又与晓治旺本的进化论大背景下的“小说改良”“小说革革开”以及归口 gp 古之向是

否存在着影 i向关系程？本文将就此类问题予以探讨，找出 Jt：巾的某些关联因素，同
时也为进一步发现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文坛之前的关系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2

日本进化论学说对梁启超的影响

在日本，达尔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进化论名著《物种起源》是 1877
自动物学家爱德华·四维斯特·莫尔斯（旦出如d Sylvest巳r Morse）最早介绍

到日本的。他寻；二 1877 年至 1879 年的两年间，在东京大学讲授动物学，其间广泛介
绍进化论学说。后米石 J II 子代松于 1883 年将他的一系列讲棋锦辑成《动物进化 i；台》。

不过，在当时的日本，生物学领域内的进化论影响较小，相反，在思想方面所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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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是旦大的3a 后来，达尔文的进化论扩展到社会和国家间的竞争。于是在日
本开始将“富国强兵”正当化，作为国家主义的理论基础加以吸收。加 1法 2il、之的

《人权新说》（ 1882）最具代农性，他攻击自由民权思想，认为人种、回家有优劣，
国民中也有优者和劣者，他反对普通选举＼
在中国，进化论是在甲戊战争以后才传入进米的。中国引入的进化论并非是直
接来自达尔文的著埠，而是英国生物学者、哲学家托马斯·赫晋黎（Thomas
Henry 江山ley）的《进化论和倍理学》（ 1893 ），赫背黎是达尔文最忠实的地随者，
是捍卫达尔文进化论的“猫犬”式的存在。达尔文的近化论得以迅速流传，有…半
的功绩应归于摒肾黎。严复将该书译为《天演论》。《天演论》于 1896 年译究，
1897 年登载在天津的《国闻报》 J:., 1898 年 2 月正式出版了单行本。《天演论》刊
行的吕的在于警告 i省政府，警告人们在瓜分之揭来临之际，全国上下只有奋起抗
争，才能适应“物克天择”这一进化的规律，否则，可能要道亡国灭种之祸。梁启
超早在 1896 年就从严复那里借过译厉的草稿来读50 梁启超对《夭演论》极其暗兴

趣，该书也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一样，“《夭演i仑》的进化
思想和《仁学》的破坏性批判成了梁启超急进的民权主张的双翼。”6 可见在梁启超
亡日之前，进化论的思想对他己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进化论对梁启超产生的绝
对影响是在光绪二十四年（ 1898 ）的戊戊政变以后。”7 换雨言之，梁启超是在 f到百i
E 本的进化思想的影响下其思想、上才发生这种决定性变化的。
从时间上看，日本进化论的输入要比中国卒整整工十年。而且，在日本，文学

家与进化论也是息，忠相关的。工日I· 亭阴迷 '/!R 读过英文版的《物手中起源》80 而且外山
正一、天回音il 良吉、井上告次去ll 共著的《新体诗抄》 (1882）以及坪内 Ji!l远的《小

说神髓》 (1885…1886）等文学’改良运动中的名者都曾与进化论热有密切关系。
i平内逍遥的思想接近于主张稳健地改良社会的改进党的思想，义者B 与进化论有

密不可分。他把精神、历史、社会等现象当作进化的过程米理解，其 i:p 《小说丰$
髓》就明显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经过这样的进化，小说就自然地呈长到了！段上，
亦自然受到尊重。此为优JY:I：劣败，自然淘汰使然。叫坪内逍遥梢。这种文学类型的盛
衰及交替看作是进化的过程，充分认识到描写人情世态的小说这…类型所处的优势

i也位。
就梁启超而宫，在《消议报》时期，日本的进化论就巳经深深地渗入到梁启 j国

的脑中 10。由梁启超亲手翻译的并连载于《洁议报》之上的柴四郎所著的《佳人奇
遇》中就曾几次出现“忧胜劣败”字样。对此，梁启超都忠实地进行了翻译。；在
1901 年《清议报》第 100 册所载的《活议报一 IT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悔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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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一文中，梁启超总结概括了《滔议报》的特色时明确指出：“内其国市外语邦，
以天i卖学物竞天择｛尤胜劣败之公锅，掷呼mi棒喝之，以冀罔胞之一倍。” 11 利用进

化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原理，主张开民智、振民气。；rnn 梁启超的“优胜劣
败”“适者生存”等进化论用语就是当时日语中普遍被使用的词语120 商 Ji 梁启超

自己也承认所受日本影响的事实， f也早在 1899 年 10 月的第 30 册《消议程》上所载
的《自由书·放弃白白之罪》一文中就指出了“物竞天择”“快胜劣败”这两句话

的由来，“此二话群学之遥语，严侯毡’译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日本译为生存竞
争、优胜劣败，今含两者并用之，巨ll 欲定以为名词焉。” 13 由此可见，日本进化论思

想对梁启超的影嘀也就不吉Tl百输了。

在《新民丛报》期间，梁启超利陆进化思想、｝开展开的论述更是有增无减。如第
1 、

3 、 14、 16 、 20 号上的《新史学》（ 1902）、第 2 号上的《新民说·就优胜劣

败以iiE新民之结果mi论及取it之所宜》（ 1902）、第 2 至第 5 号 t连载的《论民族竞
争之大势》（ 1902）、第 8, 23 号上的传记《张博望班定远合传》 (1902）、第 1

9, 17 、 49 号上连载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 1902-1904）、第四号上的《进
化论革命者损德之学说》（ 1902）、第 10 和 11 号上的《新民说. i:仓进步》（ 1902 ）、

第 22 号 t 的《释革》（ 1902）等等，者~i雪广泛地融进了进化论思想。
据先仔研究得知，梁启超在《新民从扭》上发表的《新史学》以及《中嗣专制

政治进化史论》等文家中的进化论观点就是受到天野为之的《万留历史》手u IIl 口卵
古的《日本开化小史》的影硝 1＼另外，题自上就含有“进化”一词的《 i:p 国专制

政治进化史论》一文的开篇就有如下论述：“进化者，向一目的而上进之泪也，日

边月缸，进进不己，必达于其极点。凡天地古今之事物未有能~进化之公箩Jj
也。” 15 这里所指的“天地古今之万物’＼小说虽然也是包含其中的。
梁启超不但在思；在、方面运用进化论原理发表了…系如提奋岗人的新的论说，在
文学领域同样没有忘记进化论的理论。梁启超是在挺达日本四年后从进化论的观点
出发，在小国首次发出了“欲新一国之击，不可不先新才驾之小说”“故今日欲改
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另［）谅天功地般的呐喊。
正如有学者揭出的一样，“梁启超的贡献，并不在于单古‘进化’，那是将这

‘进化’之理引向民族指疾之股本处， 11：由此商倡言文学革命。” 16 这文学革命显然
就是梁启起在日本提出的“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和“诗界，$.命’＼其中影响
最大旦成就是显著的莫若“小说界革命’二这“小说界革命”又与明治日本的“小
说改良”与“小说：卒，新”极其相拙，甚至有着密不可分的如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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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治文坛上的“小说改良”与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

AJJ 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 i俞吉撰写了《劝学篇》（ 1872-1876),

Jj：在杂志 t

发表演说，主张“文学”无用论，认为与其作诗不如种闭，风流的学问是不可取
的。当然他指的“文学” ）1＝非…般的文学，而是指时代文学， I.ill 戏作文学，是那些
旧的劝善惩恶主义的文学，是不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的文学。 l二十i 村敬字更是极端的
文学有害论的倡导者，他在《西吕立志篇’》 (1871 ）中极力功击戏作文学。两人都

对戏作文学给予了严厉批判，主张改良戏作文学，使其成为真正有用的文学。这就
是明治日本最早提出的文学改良论。不过，在｜三｜本最早将“改 l~ ＂一词与文学革新
相结合的是服去fl 抚松在 1876 年的《广益问答新闻》上登载的“小民粹史有益于世

也有害于世，虽应禁止过去小说称史中的淫亵，若改良之如何？叫7 由于文章只是提
问而没有回答，还不能算作确切的小说改良论。但是，随着西洋文化的引进以及进
化论的广泛传播18，以西洋文学乃茧小说为标准的改良意识逐渐增强。
最早的小说改良论《我国播慰自由科1 子之…手段在于桦史戏曲等类的改良》 Ill
现于 1883 年 6 月的《日本立宪政党新闻》

i二。该文章被认为是明泊时期小说改良

的代表作，又是一篇著名的政治小说理论文窍。关于《我国播槌自由科 f之
在于科史戏 illl 等类的改良》这篇文章的作者，

良派等人物有过密切接触的山本兜，

1j1 村忠行认为是与晚清亡命口水的改

rj:1 村的理由是当时山本宪是《日木立宪政党新

闻》的记者190

山＊宪，又名山本梅崖，与梁启超的关系非常要好。早在 18971仨梁启超在上
海任《时务报》主笔时俩人就已经结识20 0

Lli;丰；还向第 61}府的《时务报》上投了

篇题为《朝鲜辞俄国陆军教习及度支部顾问官本末》（ 1898 ）的文章，而且康梁等

来日后又亲自登门拜访， 11二支持梁启超创办《清议报》，。古议报》第 2 、

5 册上就

载有他的《论东亚事宜》（ 1899 ）一文。这表明两人关系的密切程度以及他对梁启
超办报的协助与支持。先行研究还认为，《论小说与群泊之关系》（ 1902）是受山本
这篇文章的影响的可能性很大，梁启超还很有可能读过山本的文章或昕其说过此篇
文章的主旨 2＼从两人之间的关系来辛苦，笔者对此持相同的观点。

F在古我们再从进

化的角度去发现两者间的雷同点。
《我留播植自由手中子之一手段在于稳史戏曲等类的改良》中在肯定了小说戏曲
等类对妇女儿童及下等人的感化力之大的同时，认为过去旧小说的主旨是：
抑在我国俗间广泛流行的群史戏曲等类所感化i秃导妇女儿童及F等者流之
力最大，可以说粹史戏曲等类是俗人的具有出色学间的教师，可是我国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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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1史戏曲等类皆只写专制之历史，故其主旨所在棋非忠孝节义，则为优胜劣败

之战记，非眷誉之恋情，则为盗陆赔链，非撞出鬼谈，则为滑稽i皆滤。
文中还列举出此类小说的恶劣影响：

总之，若是专制统治下所表现出的所谓人tl1i风俗等之写照，在沓辈迦逢开
。｝之风气的今日，与其说是科益部分甚少，毋宁说其给予的伤害部分居多。
于是，要想使下起人能够“启其絮，破其熙的伟功奏效”，“今！＂l 确宜:iill来改在
此秤史戏曲等类之气远。”文中充满了“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忠想所感染的印迹。

《我国摇摇臼 EB 种子之一手段在于将史戏曲等类的改良》的主旨在于要将小说作为
启蒙的手段，作为社会进步的要求mi进行改良，期待出现新的作家，期待改良作品
的内容。总之，旧的小说戏曲等类多农现为“所谓的人情风俗”，现今如果要想
“迎逢开明之风气”，就会发现其“利益部分甚少”，相反所带来的“伤害部分居多”。
也就是说，过去的小说戏曲等类“皆捏造产生于其专制弊习之中，故其在感觉上会
养成污染陆习，拘据于 i日习之弊。”由此，如果不改良那些小说戏曲等类，“终将成
为无m 之长物，为社会所废弃，在ll 只成为将吝恶流传于社会之一手斗I 器具。”22 小说是

纪“活泼自由之气力”贯彻到下层社会的媒介，要实现这一臣的，必续改良小说。
这篇小说改良论与梁启超“小世界革命”的理论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都是在运用进化论的思悲来分析小说改良的。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r:1:1
指出 18 小说的弊苦在于：

苦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号子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米
自例子？小说也。苦中国人江湖盗础之思想米自何乎？小说也。否 r:j:1 国人妖巫

狐鬼之思想来自何乎？小说也。……。小说之！弱；也人群，乃至如是b
梁启超最后同样指出，要改变这些坏忠捂必须进行“小说界革命”。“欲改良群

泊，必段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在新小说始。”总之，“小说界革命”的纲领性
文献《论小说与群泊之关系》与明治时期小说改良的代表作之间有一定的共同性，
两者都是基于进化论的观点，又都认识到改良小说的重要性，都出持具有高岗，程、悲
的政治小说的出现，在现实的形势下，必续进行小说改良，最终才能使其成为播梳
自由以及新民的最好手段。
另外，在《我留播榕在白种子之一手段在于科史戏曲等类的改良》发表的陀一

年，还有赤羽万次部发表在（（东京舆论新志》上的模说《论事~史讲淡演剧的改良》。
演设中论及到了小说戏剧的改良。 1884 年的《东京 5 日新闻》

t 登载了末松谦澄

的《歌乐论》，文中主要论述了诗歌改良。两年的的支：卖新闻》上还有署名龙泉居

士的时杏出改良》以及提高野史的小说家的改良论《小民作者》。两年的《朝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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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还有《论小说的精神》。这些小民改良论，都是认为日本原有的文学及小说

已经陈旧，必须进行改良，主张改良为西洋式的欧化屈、想。
其次，梁启超曾经磁赞的政治家兼政治小说家的矢野龙溪和末广铁JI弟也都曾发
表了著名的小说改良理论文章。矢野龙溪于《经留美谈》刊行三三年后，在《出Jl便报
知新闻》上分两次连载了《小民论》23 一文，文中指出：
年少之男女爱读科史小说的理由中，最大者为未经世故一事也。……然导
年少之男女走向严正之道路者亦小说，旦使其陷入品衍不端者亦小说。是先有
淫靡萍薄之风俗，雨后产生淫狠之小说？还是先有淫狠之小说，商后有产生淫

靡浮薄之风俗？吾虽不得而知，然有其囚必有其果…事，盖为无争之事实。淫
Jj吉浮薄之风俗得淫狠之书，则愈益增 l乏其浮薄之恶，淫猥之书遇i手薄之风俗，
即愈益增加其数量。
矢野龙溪认识到了小说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之大的同时，对 i 日小说的否定，实际
也就是主张改良小说，这篇小民改良论问样是从正反两个角度来论述的，这与梁启
超的论述罔样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末广铁肠在 1886 年发行《雪中梅》的陀一年里，他还在当时的大报《朝野草i
闻》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小说改良论24。其小《小说改良》一文较为突出。文：j1 指
出：

夫小说，今日之状况，全为封建政治之残余，似乎不易开启改良之端络，
叹息至极。尤其近来学者政治家等亲身努力从事小说创作，然未出多少资工宜之
著作，非假如此，看假名新闻上登载之小说，千篇一律非ff！毫无变化之妙，

IL

其趣工之处，非小男小女投身边行，则盗娥赔徒等之状态。概玄之，不：1\ 淫猥
和残酷二者。

作者接着指 LLl ，要象改良戏剧一样改良小说，只有改良才可以说“小说之一大
进步”。作为政治家兼小说家的末广铁踢，他能提出一系列的小说改良论，；） j:J］.致
载在当时的大报 l二，在当时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这一小说改良论也义与梁启超的
小说改良论祀假。虽然梁启超是否借鉴了矢野龙溪和末f铁肠的小说论，不得陌
知，但表明这类文革年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倾向。

而且，其他大家也都曾对小说改良进行过论述。 1887 年《邮便报知新闻》
所载的未署名的《小说论》也是…篇重要的小说改良论。文章的主旨是要改良小

说，使其适应文明社会，那些淫猥、下流、过于残酷的必须排斥。关于这篇文章的
作者，板ll 郎泉认为一定是个大人物，或是欠野龙溪或是尾崎行雄2\ I司年，翻译本
杰明. :i出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政治小说《春莺增》的译者关自彦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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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3 新闻》上发表了《在本小说改良论》，主张反对将旧式的劝善惩恶、小说作为

小说的主眼，一定要注意勿使小说走向卑猥和残酷，并认为小说改良是个大事业。
另外， 1888 年佐住木弘轩在《读卖新闻》上发表的《！支歌改良论》。类似的小说及

文学改良论不胜枚举。 mf且这类论述在当划上述的大报上颇撤出现。在进化论的感
染下，著名的大家在人所共知的大报上发表小说改良论，不可否认，这些改良与进

化的观点极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深透到梁启超的；前中。
综上哉I J毡，在进化论思想、日益高涨的影响下，

卡九ill：纪末和i二十i在纪羽的日本

文坛上的进化热也毫不示弱。“文学改良”、“小说改良”苔，八1年代前后呼声不断。

这段期间呈现出的“小说改良”热主要走向对j善惩恶小说的挑战，其中？在大一部分

是主张向政治小段靠拢。这也成了当时文坛上的一大湖流，对于以政治宣传为中心
的梁启超来说不是正合其胃口吗？可以说，”i 治吕木的“小说改良”本身就是一科3
进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梁启超“小民界革命”的提出奠定了文学进化论观念上的
斑论基础。

4

明治文坛上的“小说革新”与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

在梁启超报达日本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及二十四纪初，伴瞄着小说界的进
化，“小说改良”的呼声己经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却是“小说京新”的主张。较
早使用“小说革新”一词的是高 w 捂牛在 1987 年 6 月的《太 llf! 》第 3 卷第 12 号的
《明治的小说》一篇长文上。稍后捋~芥跺太郎在 1898 年 4 月《太 llf! ））增刊《奠都二二

十年》上所写的《第九编文学》 1:1:1 的小说部分也是在高山的《明泊的小说》一文
的基础上撰写的，文章中同样，出现了“小说革新”的字样。而且．梁启超在 1899 年

9 月的《洁议报》第 26 册上发表的《饮冰室自由书》中的一大段关子臼本政治小
说的选述就是直接来源于梅井在《奠部二十年》上所写的《第九铺文学》 11:1 的小
说部分260 也就是说，梁启超一定读过的梆井的“小说”部分。当然文小的“小说
？在新”

才可梁启超也一定见过。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梁启超在他的文章中却没有

如实地反映出这一讲话。然而，三年后的梁启超都大月旦地抛出了远远超过“革新”
J词含义的“革命”这一重磅。
“小说革新’＼；段著名的… 4挠’文章也是高 1L1 持牛 1898 ＇.年 4 月在《太 Ill'! 》第
4 卷第 7 号上发表的《小说：革新的时机：责难非国民的小说》一文。下面我们看 A

F这篇高呼“小说革新”的文章与“小说界革命”宣言书《；：台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之间的一些相似点。
( 69)

首先，表现在注重国民性上。《小说革新的时机：责难非国民的小说》中的
“非国民的小说”是指那些完全独立起来并与真实的社会截然分开的写实小说。也
就是说要通过“革；在”使小说与实际生活密叨柏涉，使其描写“国民性”。高山所

揭的“国民性”被认为与教育放话的德目是…致的27。因此，可以说这弱小说论具
有…定的功利性。

高山在文主在中认为，“明泊二十年以后的小说在进步的同时，渐渐远离国民’ti:
惰，这就是导致今天这样极衰的原因。 Ti日这极衰的萌芽实际是由逍遥的《小说神
髓》一书所包；1盖着了。”也就是说，小说进化到 1s9s{f. Jlo·后，小说界呈现出了“极
衰”的状况。于是他认为，作为到1悍的小说榜样’治是梁启超所称琐的《经国美谈》
《雪中梅》《花问骂：》那些政治小说。文章还指出：
日本回民是快活乐天之盟员，然写实小说去[J 述说悲哀厌世之恨事。日本是
尚武任侠之国民，然写实小说讲述涕泪柔儒之事迹。日本国民是ill：界 t最富有
道义情绪之国民，然写实小说却对彼等褒奖非伦败憾。日本国民以忠孝义勇为

为人道之大水，然写实小说却不言者父。臼本回挺重家系继承关心国家命运 ｝J
世界无比，彼等将视为在父死是最高之名誉，确信爵民的利福惟在吕京吕荣 ip

见得，然写实小诞却为其词’l古死、说明权、说平等，对于花村il之情报、 dUl之
屠沾，写实小说却往往抽写得极其巧妙，然探求国民意识之底蕴， JtfHiifr终

了之弦有几何？故此作家之技巧愈精湛国民去之愈远。
高山从以上五点论述了必须“革新”小说的理由，呼吁“革新”当时文坛i丁
实小说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认为是写实小说：i等国民的思想传坏的。梁启超在《论小
说与群泊之关系》中也有极其类似的观点。
今我臣民，惑湛舆，惑相命，惑卡挠，惑祈液，因风水rn自阻止铁路、阻止
开矿，争坟墓雨阁族械斗杀人如草，因 :if!!神赛会副岁超百万金钱、废时生＊、
梢耗回力者，日惟小民之故。今我国民慕科第若艘， j也爵禄若驾，奴颜；卑JJ奈，

寡廉鲜耻，惟思以十年萤骂、暮夜苞宜，易其归骄去妾、武断乡曲…日之快，
遂至名节大街，扭地以尽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i范作，
云翻雨覆，苛刻凉薄，导ii 王三尽人皆机心，举自皆荆棘者，日惟小说之故。今我

国民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结恋床第，缠绵歌位于夺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
之气，青年子弟，

在i 十五岁至三兰卡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梢为 ·j王~：

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说边社会， E 惟小说之故。
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旺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
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子下等社会之脑 ι扫，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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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沧F自京圈，启召外戎，日 f较小说之
故。
梁启超也雨样从以上五个方在TI指出了必须在小说界进行“革命”的鼠也。国民
身上所存在的种种弊端都是“俄小说之放”，是小说将善良的国民带进了深渊。综
上所见，两篇文章不仅在农TIH.t茄假，就连展开论述的方式也提古阂，甚至内容都

有挺多相f以点。由此，从对自民 tu开进有的分析这一根由来看，两者之间恐他并非
偶然的巧合吧。
另外，高山的这篇“小说立在新”的主张又与同年稍后的一系列政治小段期待论
相吻合。如《帝国文学》上睦名的《政治小说的机运》（ 1898 ），《大日＊》土内田

每彦的《作政治小说》（ 1898），《新小说》上后藤峦外的《小说界的新生回》丰fl
《再论政治小说》（ 1898 ）。由此，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在岗一年所高唱的国民小说
的政治小说论正好赶上了这一潮流28。那么，换市言之，梁启超受到这种“小说革
新”的影响也是很可能存在的。不久，文坛上展开了以《小说革新的时机：责难非
罔民的小说》为出的论争，比如《读卖新闻》上所载的户 J 11 秋智的《非国民的小说
为何物？》（ 1898）和《早稻朋文学》上的绢岛梁 J 11 的《国民性和文学》（ 1898)
这些关于小说与国民住的论争是当时“小说革新”的重要体现。这些论述对梁
启超有关“放新民必先新小说”的小说新民x!ll可能产生过一定的影嚼。

其次，表现在对读者的全TITI持定上。以国民性情为第一要义的高山主张将大量
读者纳入进米，确立了新的挝评意识，那就是要找准评价读者嗜好的评价轴，也就

是说“小说革新”的目标是“建立新的解释共同体”2＼高山在此文章中，将读者
统一为国民，南 Jl对读者’持全面的肯定态度，否定的只是写实主义小说。这与梁 fa

超所主张的“小说界革命” ill极其相制。梁启超虽然认识到中国罔民性上的一系列
坏思：嚣，但他却认为原因是小说在作哇，他否定的部样只是那些给国民带米坏影响

的小说。
最后，表现在小说的白律性上。高 w 的文章巾充分体现了重新意识到读者嗜好
的文学自律性3。这一问题。以此为自营挠的“小说革新”又与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

的宣言书《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对小说市荣心理的论述以及对小说艺术感染力
的评价极其相似。

下面我们看一下梁启起可能受过高 L11 愕牛文章 ~I!内的可能性。高 tlJ 是 1897 ＇.年
4 月至 1902 年 12 月《太阳》杂志的主笔，这段时期被称为“《太阳》的黄金时代”3\
经笔者考证，《洁议报》、《新民丛报》与当时日本敢大的杂志《太阳》为互始刊物。

丽且，杂志之间的文章还相互转载，国内的《II才务披》以及《洁议报》和《新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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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上明确标明译自《太阳》的文章分别为五篇、一1－篇和三篇，又如《太轩i 》第 5

卷第 20 号（ 1899 年 9 月）上还原文登载了梁启超的《论支那与欧洲｛闺体异同》，另
外，《太陆》第 4 卷第 21 号和 22 号上还分别刊登了梁启超与康有为的两人公路及康
有为的单独照片。而且《新民丛报》还模1}j 了《太引13 》，因此梁启超与《太 ~13 》的
关系极为密切320

梁启超早在与《太 15日》编辑人岸上操笔谈时就曾谈到高山 33 ，这也农明他对高

山已经早就关注了。梁启超在《东摇月旦》中盛赞的《莫都二十年》（ 1898 ）和
《十九世纪》（ 1900）就是高山任主笔的《太阳》“黄金时代”的最具代表性的增刊。

梁启超还在《东籍月旦》 rJ:1 曾高度评价井 l二哲次郎与高山合编的《新编伦理教科
书》时指出：“井上高山皆著名大家，其书亦精心结摆。”34 另外，梁启超在《东籍
月旦》中还肯定了高山所著的《肚界文明史》 (1898）一书，而I二i

可虫日 i萄山还将 J翼写《十九i可纪文明》一书，对此梁启超写道：“自序言别有十九也
纪文明一书，数月之后便当杀宵。然至今已有三年有余，尚未出版，

良可怯 ili。”由

此可见，梁启超对南山的一则序言中所提到的书籍竟然期待了三年之久，那么，梁

启超对南山的著述是何等的期待己是可fl、陌生日了。虽然高山的文章是载于梁Jd 超亡
命日本之前的 1898 年 4 月的《太阳》七，但从梁启超者过 1898 年 4 月刊行的《太

阳》增刊《莫都二十年》来搜捕，梁启超一定也收集了他到达吕本之前的…吵过期
的《太阳》。因此，综上可见，梁启超看过高山《小说革新的时机：责难二l 七 I到民的

小说》的可能性非常大，也就是说影响的成分是可能存在的。
其实，当时的 B 本不仅在小说领域出现了“革新”，而 .11.{J：和歌领域也出现了

“革新”。比如 1898 年 3 月《吕学院杂志》上 m 截的《 立'\IR段，在新的时机》，第二年
《读卖新闻》｜二的《关于和歌坛的革新》《再关子和歌坛的革新》，还有正冈子妮的
《短歌革新论））等等。自梁启超挺达在木前…年的 1897 年活，跨出现许多带有“革
新”字样的论著及杂志。如《森林制度革新论》（ 1897）、《真宗大谷派币，：新事情》
(1898 ）、《理科教授革新之着：~》（ 1899）、《僧风革新论》（ 1899）、《仙台革新 i仓》
(1900）、《议会主在新论》（ 1902）、《教育革新论》（ 1903 ）等论著。另外，在 1901 年．
还出现了《立在新天气预报》杂志， 1902 年 1 月还发拧了《革新》杂志。
由此可见，在梁启超报达日本之后，有关“革新”的字眼睁；1顷出现。｛§梁启超
去ll 未使用“小说革新”一词，对梁启超来说，显然这个词语的力度不够。但从“小
说改良”到“小说革新”的进化过程梁启超一定有所认识和了解。两者都是要摆脱
原有小说的旧习气，都是小说进化中的…个环节，从这一点来看，两者在水j员l二是
相同的。但两者出现的背景又有所不同。“小民改良”是在政治热的背；）；（下发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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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息息相关。总之是政治运动带来了小说改良350 m：“小说革新”是在“小说

改良”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开始重视读者的嗜好以及小说的自律性。梁启超在感知
日本小说界从“小说改良”到“小说革新”所经历的近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之活，他
无疑感到这一进化的路途是漫长的，于是，他在中爵喊出了更为提撼的口号巧、说

界革命飞就是要悔！民消除一切旧的因素，使小说快速走上进化的正轨。

5

出口卵吉的文学改良i仑的影响

明；台时期的文明史家、经济学家阳口 9P 含若有《日本开化小史》（ 1877-1882 ）、

《臼本开化之 1'J:：殷》（ 1885 ）、《 El 木之意匠及情交》（ 1886）、《支那开化小史》

(1883-1888) 36 等。 ITT 臼卵育，号；如轩，是明治文学改良的重要人物。如下朝后将
要论述的一样，文学研究家将um 泉和食阳精…都对朋口卵吉的贡献都给予了高度评
价。梆 m 泉指出，“开化史”时期的四日卵育的根本思想就是人类进化的原理3\

前面已经提黠，节内也抒曾指出，梁启超的《新史学》等文章就受到《自本开化小
史》中囚口进化论思想的影响。笔者下面从文学和小说的角度加以探讨。
像由口 Yfl 吉那样的当代名士都论及文学改良，东京大学文学士坪内逍遥也论及
文学改良 ;11二窝小说，甚至有人认为小说已成了当时绅士海女社交上所必须的。这些

事实都是改良文学、提高文学地位的2主要因素。将II ［］泉把由口卵育与安I＇内逍i嚣的文
学改良进行了比较，他认为“逍遥是从内部予以革新，鼎轩是从外部的改良，都是

作为社会改良一大动作Tm进行的。”38 二人的配合无疑为小说乃至文学的进化起到了

；在波助榻的作用。
？专照黯一报提《日本开化小史》肯定了周口在启蒙 WJ作为广义上文学改良论者’

所！豆有的位置。他的文学论首先表现在《日本开化小史》之巾。 7专用认为囚口
“最早发表日本文化改良评论的先达之一。”39
f白日在《日本开化小史》的第 7 敢指出，“月号谓文学 en 人心之显像’＼文学又是

“货物”之一，认为人心的进步与货物的进步应该并驾齐驱。他在第 12 亲“文学进
步的最况”

寸？泣述到德川 fl才代的文学时，仍然强调“应该认识到文学的进步是与

时货并行。”阳口在《日本开化小史》中关于文学改良与进化的论述，梁启超是应该

见过的。之所以可以这样说，原因在于梁启超看过《臼本开化小史》这部书，因为
《新史学》就曾受其影响，而且梁启超连在《新民丛报》第 11 号的（（ }j三籍丹江》中
曾向国人努力推荐用口著的《日本开化小史》和《支刀ll 开化小史弘梁启超对《日
本；开化小史》是这样概插的：“与《支那开化小史》！可出一人之子，其议论常多独

( 73)

到处。虽我邦人读之，亦不至生厌，若欲略知日本数千年进化之迹，毋宁此书为

良。’咱从这几句简短介绍中可知梁启超看过此书，并丑他也岗样从“进化”的角度
来看日本的神道佛法、汉学、政府、社会、文学起源、文学沿革、战乱等，通过这
些广阔的视野来看待日本文明开化的历史。书中对日本文坛上的文学改良、小说进
化以及文体进化等都进行了论述，对此，梁启超也决不会视而不见的。
可以说，在 1885 年前后的一段时期的日本，整个国家都陷入改良的大潮之中。
各种改良论调此起彼伏，从政治、法律、军事、外交、教育到思想、宗教、
学问、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雨都在改良。从衣食｛l:iiJ 发型、舞蹈、唱歌、基督教、

罗马字、添假名、文章、 i#j：哥大、 i果由、小说、演剧、铁道、尺度等等，或发起改 i运
会，或组织改良运动，或制号，改良论，恰似当时人们所夸口称赞的“改良之世
主；1 ” 41

”】。

在这种大环境的渲染下，带有“改良”字样的改良文学论不断出现。这与 i ：硕i

谈到的“小说改良”热是密如相关，相辅相成的。因此，不仅《新史学》上的进化
论思想是受到了回口卵育的影响，而且对子文学及小说领域的“沿革”以及“进

化”，对依靠小说救国的梁启超米说是不会忽视的，一，j ！.：｛且如此，对他的启发也就可
以想象的。

6

梁启超将进化论融入小说理论和小说作品之中

文学的传承有…个进化与淘汰的过程。在日本的影响下，梁启超从进化的角度
在理论上为中因提出了“小说界革命”，并挂在他身上也充分体现出了进化的轨迹。
《清议报》创刊号上的小说理论《译印政治小说序》（ 1898 ）中所表现的初期小说理

论完全是以功利性为核心的， f旦到了《新小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1902)
时，小说的功利性明！最减弱，相反，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开始得到重视，已经由政治
宣传为中心转移到兼册、读者审美的心理分析，梁启超通过“熏”“浸”＂ ~ilj ”“提”
的小说四力，分析了小说“支配人道”的原因之所在。并在文章的结尾处为 rj叫到小
说界喊出了史上米曾有过的“小说界革命”的口号，这无疑得益于他站在了小说进

化的制高点上。

在“小说界革命”提出十个月之后，梁启超在文学领域的进化论思想更加完善
了，他开始从文学自身的角度米论述进化。在 1903 年 9 月的《新小说》第 7 一号上
的《小说丛话》里，梁启超针对将愈的“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的观点，一针见
血地指出了近代中国文学的进化轨迹，在《论小说与群泊之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

(74)

表现出了他的中国文学的进化论现。苔先，在小说语言、文体上指出了进化这…真
理：

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在［J 白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话之文学是也。各国文
学史之开展，靡不据此轨道，…··。自宋以后实为握自文学之大进化。何以
放，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宋后俗i吉文学有两大派， Jt：一如儒家祥家之语录，其
工则小说也。小说着决非以古语之文体商能工者也。
其次，他还针对韩愈的观点提出了小说体裁上的进化现：
以为以风格论，诚 3 尔尔。以体裁论，则因有未尽煞者。凡一切事物，
其程度愈低级者愈简单，愈高等者踹愈复杂，此公倒也。
梁启超的此两种小改进化现，均 Hi l二l 《新小说》杂志第 7 号上《小说｝｝.，话》中
的首篇。“小说丛话”是以梁启超为首的多人集体制作，在展开的议论中，已经基
本脱离了初期的政治功利主义，并开始逐步从小说自身的立场上来着眼， i清述自己
对小说的理解和批评。其实，这种在中国小说领域首开先河的“小说丛话”的论述
形式本身就是一种进化的极好表现，这一功绩离不开梁启超的首侣。
并且梁启超在自己的小说作品中对进化论观念陀样表现得极其明显。《新民丛
报》第 1 号所载的传奇小说《劫灰梦传奇》中就将进化论的观点融入到了小说之
中：“优胜劣欺，克立争存。斯夺畴怜惜，百年龙哉欧和亚，梦觉黄梁日巳斜，英

雄泪，向 i住涵。”小说中还紧接着指出：“自古道，物却I：可以振之，国耻可以雪之，

若使我仁rl萄启今以后，上下一心，发m 为强，员过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i呢。”位虽然是
用进化论的观点来呼吁全国人上下一心，奋发自强，是可以将我国挽救欲予她立在之
小的。

梁启超还在其政治小说《新 i:r I玛米米记》第 3 凹的黄克强、手i去病二人的大辩
论巾同样融入了进化论：“我看古今万国革新的事业，一定经过许多次冲突，才能

做成。新｜日相争，目的必先Jl!t雨后败，新的必先败雨后胜，这是天演上自然淘汰的
公理。叫3

梁启超不仅在政吃文上运用进化论忠怒，在小说理论及小说作品中 m不忘宣传
他去［）进化论忠魁。这对热衷于阅读梁启起的文章和酷爱其所创办的杂志的读者来说
不能不受其进化思想的感染吧。

7

结语

亡臼后的梁启屈不仅从忠、翠的角度米论述进化，而且在文学领域广泛运用进化
(75)

论原理。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的提出离不开进化论的影响，并且梁启超的小说

进化班的形成同样也离不开日本明治文坛的影略与渗透。通过上述考察，我fl'] 可以

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在明治｜二｜本进化论热的大环境的影响下，亡命日本后的梁启超感知到了
文学乃至小说领域的进化，充分了解到明治文坛仨的“小说改良”和耳闻自睹的

“小说革新”的热潮， Ji二 ll一定感受到了进化论者囚口 gp 古的文学乃至小说上的 ill
化思想。在明治文坛耳满目染的四年后的梁启超终于在中国的小说界第一次提出了
远远超过“改良”“革新”之；在的“革命”－ i司。“革命”这一声呐喊无疑是在梁启
超考察日本小说界的从“改良”到“革新”所经历的漫长之路启所作出的决断。

其次，正如臼木政治小说家一样，梁启超不但在现论上走上了小说界的进化之
顶峰，市且他还亲身试作小词，并创办中国第一个小说杂志《新小说》。作为政治
家的他所采取的这些超乎寻常的行动，可以说这正是中国小说界进化路径仨的…＊
闪耀的亮点。
再次，在文学的进化中，小说是核心，小说的进化无疑走在了进化轨边的前
面。梁启超在《论小民与群治之关系》中所提出的“小说为文学最上乘”以及站在

文学白律的视点七对读者的审美心理所进行的分析，这都是中国小说进化征途 1－.的
重要体现。可以说，在明治文坛的熏染下，梁启超为中国小说界更快更准确地找到
了进化的方向和路径。
最后，从明治小说界的“小说改良”到高 1L1f；？）：牛所倡导的“小说？在新”，叫到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这都是进化轨迹上的…连市的环节。并且梁启超“小泣
界革命”已经缝插了明治文坛上的“小说改良”“小说革新”这两个方面，是在此

基础上的总结和发挥，“小说界革命”无疑是梁启超月Ir 标榜的进化论在文学领域的
再现。南且 1917 年的“文学？在命”就被认为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翻版44。可

见，“小说界革命”对后米中！写文坛的所波及的影响是深远的。
总之，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观点就是在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米的。这其中
又与日本切治文坛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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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起〕
本格作成 iζ if) 尤沙、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因 i深言语文化研究科ω 中井政咨教授主吵数多＜ /])J变茧
f,J:-:::i;I, ：，，， 卡在？们允 1白、元。言已 L 二C感前；／ 0） 意苍E发 L-t二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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