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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達爾文主義」風潮下的新小說創作
—以陸士諤為例

New Novel Production Under the Trend of Social Darwinism
–– A Case Study of Lu Shiwei

（收件日期 110 年 1 月 25 日；接受日期 110 年 3 月 11 日）

摘    要
本文探討的焦點，攸關西方「進化論」轉譯進中國之後，形成一股「社會達爾文主

義」風潮，如何影響晚清新小說創作。目前學界對此課題關注較少，故本文以「話語研

究」及「個案研究」的方式，先行探討被譽為支撐晚清小說第二高峰的小說家陸士諤的

作品內涵，主要以《新水滸》(1909)、《新上海》(1909)、《新三國》(1909)、《新中國》

(1910) 四部小說為探討核心。具體而言，本文藉由三個面向「告別過去：變法作為一種

『進化』」、「想像未來：成為『適者』與『強者』」、「反省現在：對文明與進化的省思」切

入，藉此探析出「進化論」的影響之跡，補充晚清小說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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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s on how evolution theory influenced the creation of new novels 

in  China. Based on the trend of social Darwinis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novels of the late Qing and discusses the novelist Lu Shiwei,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second peak of the late Qing to the second peak.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focuses three aspects: 

“Farewell to the past: Change as an evolution”, “Imagine the future: Become the fittest and the 

strong”, "Reflect on the present: Reflection on civilization and evolution",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research into the novels of the late Qing.

Keyword:  Social Darwinism, evolution theory, Lu Shiwei, new nove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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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晚清，尤其是中日甲午戰爭 (1894-1895) 後，中國面臨千古未有之變局，庚子年間

(1900) 義和團事件、導致八國聯軍入侵，火燒圓明園，西方列強一舉逼迫中國與之簽訂喪

權的不平等條約，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均帶給中國人巨大的苦難與衝擊，更對滅種、

淘汰懷抱無比恐懼。在此背景之下，嚴復 (1854-1921) 創造性的譯作《天演論》(1898)，

將生物學上的意義轉變成社會學上的，因此所傳達出來的救亡保種、追求富強、促進變

法及其衍生之種族觀念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 思想特質1，實與整個晚

清危亡的情境相契合，數年間便風行草偃，席捲整個中國。黃克武指出：「從 1895 年到

1930 年代的四十餘年之間，中國可謂是以『天演論』所主導的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時

代』」。2

目前學界已對晚清「社會達爾文主義時代」裡的頂尖知識份子，如嚴復、康有為

(1858-1927)、孫逸仙 (1866-1925)、梁啟超 (1873-1929)、胡適 (1891-1962) 等人的進化論思

想多有著墨，然而卻鮮少觸及在此時代「社會達爾文主義」究竟如何影響晚清小說家的敘

事內涵，又是如何在傳統與現代、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亡國與救國之間，以敘事實踐來

想像、擘劃新中國。3不過，本文深切體認欲在晚清眾多新小說的文本中4，除了得劃定研

究範圍之外，甚至得提出具體的「影響」之跡，這兩者絕非易事，故本文目前所採取的權

宜之計，即以「個案研究」及「話語研究」5的方式切入探討。

1　 晚清「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溯源、內涵及影響，請參郭正昭：〈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晚清學會活動

(1895-1911)〉，《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三期，1972 年，頁 557-625。許紀霖：〈現代性的歧路：清

末民初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史學月刊》第 2 期，2010 年，頁 48-61。
2　 黃克武：〈何謂天演？嚴復「天演之學」的內涵與意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 85 期，

2014 年 9 月，頁 132。
3　 學界研究晚清「進化論」思潮時，圍繞著幾個研究核心：(1) 進化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如王中江：

《進化主義在中國》（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 12 月）。馬自毅：〈進化論在中國的早

期傳播與影響〉，《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 5 期 1987 年，頁 262-273。(2) 頂尖知識份子的進化論思

想。如吳展良：〈嚴復《天演論》作意與內涵新詮〉，《臺大歷史學報》第 24 期，1999 年 12 月，

頁 103-176。王文仁：〈嚴復與《天演論》的接受、翻譯與轉化〉，《成大中文學報》第二十一期，

2008 年 7 月，頁 145-166。崔小茹：《清末民初的達爾文進化論》（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1989 年 6 月）。(3) 進化論與文學、史學之關係。龐天佑：〈進化論與中國近代史學的變

革〉，《湛江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 1995 年。顏健富：〈「病體中國」的時局隱喻

與治療淬鍊──論晚清小說的身體／國體想像〉，《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七十九期，2013 年 11 月，

頁 83-118。
4　 晚清新小說的發展脈絡，常以百日維新 (1898) 到辛亥革命 (1911) 為其高潮，光是這十餘年間，便

出版了二千種以上的小說。見王德威著、宋偉杰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臺北：城

邦，2003 年），頁 16。
5　 本文所謂的「話語研究」主要是：「術語、概念、範疇與話語方式就構成了『話語研究』的基本對

象，它主要探討各種術語、概念和範疇的價值和意義，它們如何對我們的生活發生作用，如何對我

們社會的建構發生作用，我們的生活是如何在言說自然、社會和思想的過程中發生改變的，語言又

是如何塑造我們自身、如何塑造歷史、如何塑造我們的現實社會，或者說通過語言的想像我們是如

何改變我們自身的。」見高玉：《從「話語」視角論中國文學》（臺北：秀威，2012 年），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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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晚清新小說創作，雖可溯源自傅蘭雅 (John Fryer, 1839-1928) 的「時新小說」6，

但據筆者考察，進化論的相關話語尚未滲入其中，最早在新小說與進化論的銜接，梁啟超

可謂佔據要位。尤其流亡日本後，梁啟超接受「加藤弘之的一些看法，就促使梁啟超用社

會達爾文主義 (social Darwinism) 的觀點來思考中國的現況。」7梁啟超在橫濱創辦的《清議

報》紀念一百號特刊 (1901)：「以天演學、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

以冀同胞之一悟。……一言以蔽之曰，廣民智振民氣而已。」81902 年，梁啟超便提出了

「小說界革命」，大力倡導新小說的創作，並將新小說提升到作為救亡圖存的一種文類，

而《新中國未來記》(1902) 便是將進化論的相關話語導入小說的創作實踐9，譬如小說中

借黃克強與李去病的救國論述，陳述富國保種的各式思考，諸如：「新舊相爭，舊的必先

勝而後敗，新的必先敗而後勝，這是天演上自然淘汰的公理，倒也不必憂慮。」、「物競天

擇的公理，必要順應著那時勢的，纔能彀生存。」、「人群進化之理，是要犧牲現在的利益

以為將來。」10 這些進化論話語，如天演、進化、物競天擇等新興詞彙，未見於「時新小

說」或古代小說。11 故以這些新興詞彙作為初步的影響判準，進而考察文本的相關性，應

是較為適切的方式。

《新中國未來記》雖然重要且為先驅之作，可惜它並未完成，只寫五回便戛然而

止。相較之下，誠如王德威所言：「受《新中國未來記》激發靈感而出現的眾多作品中，

陸士諤的《新中國》(1910) 堪稱最完整的例子。」12 陸士諤 (1878-1944)，名守先，字雲

翔，號士諤，江蘇青浦珠溪鎮人。九歲隨唐純齋習醫，十四歲到上海謀生，十七歲回青

浦行醫，二十歲再到上海，改以小說圖書出租為業，又同時開始創作並積極投稿報刊雜

誌。其生命轉折及其創作之路，都在黃克武所定義的 1895 年到 1930 年的「社會達爾文

主義時代」之中，另外其「『醫文兼具』的生命背景與小說書寫的時間點，都使得陸士諤

6　 黃錦珠：「啟迪晚清小說界的第一篇文字及第一批『時新小說』，在甲午戰爭後的第一年便已出現，

即傅蘭雅的〈求著時新小說啟〉及所徵的百餘部小說。」見黃錦珠：〈甲午之役與晚清小說界〉，《中

國文學研究》第五期，1991 年 5 月，頁 237-254。
7　 陳俊啟：〈晚清小說與「社會動力」：梁啟超小說觀的再詮釋與重估〉，氏著：《依違於傳統現代、中

西：晚清小說新銓》（臺北：文史哲，2019 年），頁 43-88。
8　 梁啟超：〈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收入於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

第 1 冊（北京：北京，1997 年），頁 478。
9　 紀俊龍：〈梁啟超與《新中國未來記》的「進化論」色彩〉，《東亞漢學研究》第 6 號 2016 年 4 月，

頁 179-188。
10　 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收入《晚清小說大系》第三十一冊（臺北：廣雅，1984 年），頁 17、

22、33。
11　 「進化」二字成詞罕見於古典漢語文獻，這個詞正式進入中文文獻，乃甲午戰爭之後的事。蔣

英豪：〈晚清「天演」、「進化」二詞的消長〉，《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46 期，2006 年，頁

73-89。進化論影響新小說的例子，例如陳天華（1875-1905）《獅子吼》(1905) 更是直接以「進化

論」作為該書的第一回，已與傳統小說的「循環結構」（如《三國演義》「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

合，合久必分」）不太相同；又如沈惟賢的《萬國演義》(1903) 同樣以「天演論」開啟小說看世界

的視角。這些小說材料在台灣尚未系統性的論述與整理。

12　 王德威著、宋偉杰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頁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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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性不可忽略。」13 歐陽健在《晚清小說史》曾將陸士諤視為支撐晚清新小說第二高

峰 (1906-1909) 的重要作家。14 湯哲聲在論及陸士諤的《新水滸》、《新三國》、《新野叟曝

言》時，就曾斷言：「在晚清這場舊作翻新的風潮中作出重大貢獻者，在我看來則是陸士

諤。……創作最得力者是陸士諤。」15 就創作數量上，章全亦言：「在晚清眾多的小說家

中，是沒有幾人能與之匹敵的。」16 陸士諤一生的作品據傳有百餘部，可見三位專家學者

之所重處。17

而就筆者的觀察，陸士諤 (1878-1944) 藉小說所闡述的各種論點，從晚清社會概觀到

新中國的想像，或是立憲運動、種族革命及反迷信運動等等晚清社會現實及思潮，均可見

陸士諤同其他晚清小說家一樣的多方涉獵。而就本論題而言，晚清末年出版的幾部作品堪

稱代表，包含《新水滸》(1909)、《新上海》(1909)、《新三國》(1909）、《新中國》(1910)

等共四部，這些作品或為翻新或為全新之作，已出現不少進化論的相關話語，顯示了在此

「社會達爾文主義時代」下新的言說。18 依序如《新水滸》：「花榮的箭，可以算得今古無

雙，可惜目下行了火器，動不動就是洋槍火炮，花榮空有一身本領，竟歸於天演淘汰之例

了。」19《新上海》陳述新舊書籍的淘汰時也用了：「這是優勝劣敗、天演自然的道理。」20

另外，《新三國》的開端序言：「播弄離奇；而淺人不察，往往有所誤會，豈不於社會進

化，大有阻力麼？」21《新中國》最終回也提到：「文明到這般地步，再要進化，恐怕也

不能夠了。」22 從上述這些實際的例子，可以發現進化論話語，有時會成為小說主角在談

論或比較中西制度、器物及理念時的熱門用（套）語，有時則會成為小說家著述的動機，

有時則會成為開卷詞或卷後語，出現在小說的第一回或最終回。

「進化」多半得靠「變法」來推動。自 1840 年鴉片戰爭之後，清廷即推動洋務運

動，要以「師夷長技以制夷」，引進國外科技來改良國內生產技術，建設鐵路、電報網，

開設礦業、成立北洋水師等等，讓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可惜，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

一役，證明中國洋務運動成效不彰，相較之下或許政治體度的改革更為重要，於是才有

13　 顏健富：〈「身體／國體」觀：「病體中國」的時局隱喻與治療淬鍊〉，氏著：《從「身體」到「世

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2014 年 12 月），頁 209-244。
14　 歐陽健：《晚清小說史》（浙江：浙江古籍，1997 年），頁 333-372。
15　 湯哲聲：〈故事新編：中國現代小說的一種文體存在，兼論陸士諤《新水滸》、《新三國》、《新野叟

曝言》〉，《明清小說研究》第 1 期總第 59 期 2001 年，頁 86-87。
16　 陸士諤著、章全標點：《新上海》（上海：上海古籍，1997 年），頁 1。
17　 目前研究研究陸士諤的小說專論，僅有田若虹：《陸士諤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2 年）；田

若虹：《陸士諤小說考證》（上海：三聯書店，2005 年）。雖其學術貢獻值得肯定，然而兩本書主

要以陸士諤的生平及相關文獻的考證為主，小說內涵的挖掘與探討並不夠深入或議題化，如以

「進化論」的角度來考察，即可補充晚清進化論影響新小說的創作之跡。

18　 田若虹這些作品分類為「社會小說」，請見田若虹：《陸士諤研究》，頁 314-338。
19　 陸士諤：《新水滸》，收入於陸士諤：《新中國》（北京：中國友誼，2009 年），頁 144。
20　 陸士諤：《新上海》，頁 72。
21　 陸士諤：《新三國》，收入於張正吾主編：《晚清民國文學研究集刊》第三輯（桂林：漓江，1996 

年），頁 164。
22　 陸士諤：《新中國》，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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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 年維新變法的推行，欲將中國體制改革為君主立憲制，但這場運動僅維持百日，最

終還是失敗收場。接著，爆發義和拳亂與八國聯軍後，清廷雖有庚子新政，也於 1906 年

下詔預備立憲，卻無力回天，逐步走向傾覆。陸士諤這幾部小說或多或少鎔鑄了晚清的政

治現實，有時借小說人物的對話展現他對時局的看法，有時則批判現實社會的亂象，有時

則想像立憲後的美好世界。

而在陸士諤的小說裡，「變法」同樣是一個關鍵詞，它意味著要告別過去，進化變成

一個富強的、不被外人欺侮的、平等的、自由且有尊嚴的國家，並且強調國民的愛國意

識，這些核心意涵恰可呼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維。23 有意思的是，他喜歡運用一些讀者

耳熟能詳的經典故事，如《水滸傳》、《三國演義》等等，讓這些過去的英雄人物「遠道而

來」，紛紛體驗晚清變法的諸多方面，並且利用一種戲謔式的模仿或再製，一方面嘲諷了

晚清社會與國家現實，同時也建構一個理想化的烏托邦世界。24

故本文嘗試從「告別過去：變法作為一種『進化』」、「想像未來：成為『適者』與

『強者』」、「反省現在：對文明與進化的省思」三個方面切入討論在「社會達爾文主義」

風潮下陸士諤的新小說創作。

貳、告別過去：變法作為一種『進化』

「變法」在晚清的歷史裡諸多可見，而陸士諤的新小說描寫「變法」亦多從憂慮滅亡

的角度出發，儼然就是「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的小說化。

一、憂慮滅亡為變法之動因

《新水滸》不再訴說梁山英雄被官逼民反、只得上梁山泊聚義的舊故事型態，反而描

寫這些英雄紛紛下山操辦實業，現實利益成為「忠義」的化身，於是梁山泊變成梁山會，

聚義變成聚利。本書主旨也在於借古諷今，表達當今社會實是「文明面目，強盜心腸」。

一百零八條好漢，為何從「上梁山」變成「下梁山」呢？小說的第一回〈醒惡夢俊義

進忠言，發高談智深動義憤〉盧俊義夢見宋江等人均被劊子手一併處斬，因而懼怕朝廷派

大軍圍剿，梁山泊終取滅亡，吳用便提議派人到東京探聽虛實，於是林沖、戴宗及魯智深

一同前往，才得知山下的世界早已為之一變，國家銀行、警察局、新式商場與學堂比比皆

是，方知朝廷已經維新。三人回到梁山泊回報，智多星吳用提議：

我們梁山泊也分出新舊兩個世界來……共聚好漢一百單八員，特建羅天大醮得

23　 郭正昭在探討「社會達爾文主義」時，同樣以「群體意識、求變哲學與富強觀」作為探討社會達

爾文主義對於社會的影響，對於本文的撰寫也有助益。郭正昭：〈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晚清學會活動

(1895-1911)〉，頁 583-598。
24　 關於晚清小說「烏托邦」的探討，詳見顏健富：《編譯／變異：晚清新小說「烏托邦」視野》，（臺

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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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石碣，方曉得眾多兄弟，都是上應天星，眾居一處，數系前定，非出偶然，

這乃是梁山泊極盛的時代，亦為舊世界結束的末日；自盧員外一夢驚醒，哥哥

派林教頭等三人到東京去探聽，已從舊世界闖到新世界來了。所以此刻的「梁

山泊」是新世界的「梁山泊」，不是舊世界的「梁山泊」。大家須要認得，我們

既處在新世界上，則一切行事，自然不能照著舊法了，必須要改弦易張，大大

的振作一番。25

其一、梁山兄弟屬天星謫降的神話暗示，屬於中國古老的宇宙觀與迷信，在陸士諤的觀念

裡，這些都已是舊世界的產物，應該隨之結束。其二、要成為新世界的梁山泊，就必須要

變法，變與舊法脫鉤的新法，如此一來才能「振作」。通觀《新水滸》內容，振作意味著

要順勢而為，跟隨著新世界一同進化，方能不被淘汰。

到了《新三國》時，更加顯而易見，畢竟三國魏、蜀、吳本為競爭關係，任何一國

都有可能隨時被其他二國消滅，所以變法成為了求生的隱喻。陸士諤無視歷史史實，反以

「社會小說」而非「歷史演義」的角度重鑄三國故事，其創作主旨：

《三國》之好處，是在激發人的忠義；而其壞處，即在堅固人的迷信。如載諸

葛武侯借東風、擒孟獲等處，疑神疑鬼，……，播弄離奇；而淺人不察，往往

有所誤會，豈不於社會進化，大有阻力麼？……在下特特撰出這部《新三國》

來，第一是破除同胞的迷信，第二是懸設一立憲模範，第三則殲吳滅魏，重興

漢室，吐泄歷史上萬古不平的憤氣。雖事迹未免蹈空，而細思皆成實理。26

陸士諤認為社會進化，需要破除迷信，而舊三國裡描繪有太多迷信之事，故他透過晚清科

學的眼光，重新詮釋借東風、縮地之法等等，同時為蜀漢補恨，大快人心，此點容後文

詳述。「補恨」此一舉動也不再是訴諸歷史天命或封建正統，而是盡在人事之變。27 故在

《新三國》裡，吳、魏走的是「中體西用」，也就是洋務運動的舊路，而蜀漢卻是國體變

革，成為立憲政體，象徵晚清中國即將到來的理想未來。陸士諤透過孔明的演說，一揭變

法的真諦：「吾國變法，第一要著，須使人民與聞政治，先立上下議院……一切財政、軍

政、國家大事，應興應革，須悉經議院認可，然後施行。……至於編艦隊、練陸軍、設銀

25　 陸士諤：《新水滸》，頁 105。
26　 陸士諤：《新三國》，頁 164。
27　 張日郡研究指出：「《南陽樂》改寫重點仍舊放在『天命』之上，唯有藉由玉帝將『天命』賦予了

蜀漢，代表孔明的將星才可能持續燦爛耀眼，進而殺司馬、擒曹丕、斬華歆、掘曹墓、降孫權，

最後功成歸隱，也就是說，這一切的能動性在於玉帝（天命）身上，強者在天不在人。《新三國》

則跟我們說，強者在人不在天，與其相信歷史天命，不如好好相信科學、相信立憲制度、相信個

人的能動性，這些都將使世人超越天命，進而創造屬於自己的命運。」見張日郡：《晚清以降《三

國志演義》故事新編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16 年），頁 54。



92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

行、開鐵路等，雖皆是富強之具。」28 陸士諤心中最理想的狀態正是：「立憲政體，凡有興

作，必令議院公議，合群德群心以任事。出費雖多，民無所怨。」29 換言之，國體變革為

立憲政體，方是國家富強之策，其背後的動機仍在於憂慮滅亡的。

對陸士諤來說，「希望其未來」30 之書乃是《新中國》，該書同樣也是呼籲更改政體：

中國人勤儉耐勞、平和廉讓，本非他邦人所及得上。智慧聰明，又遠勝於他國

人。當時所以萎靡不振者，都緣政體不良之故。31

無論是從富強之具，還是從種族特質切入思考，最終仍要刨根究底，深究中國之所以萎靡

不振之成因，其中最核心的關鍵即在於憂慮亡國滅種，恰可呼應嚴復為了強調亡國滅種的

危機感，曾特意在《天演論‧人擇》中增加原文所無之段落，「物各爭存，宜者自立。且

由是而立者強，強皆昌；不立者弱，弱乃滅亡。」32 晚清知識份子這樣的危機意識，來自

於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亦是那個時期愛國思想的核心。

二、告別過去：從血氣到腦氣世界

變法除了可指一個國家體制的改革之外，更可以綰合到人的身體，晚清有許多論述

都是以國體與身體互喻的。那身體如何變法？就在於血氣與腦氣的差別。這二個詞見於

1897 年〈本館附印說部緣起〉一文，由夏曾佑、嚴復所撰，內文描述了人類之起源、世

界文明之演進、男女之性與英雄之性的差異，更闡述傳種、競存等進化論相關議題，其中

一段：

達爾文之考生物，皆開闢鴻濛，流益後世……蓋血氣之世界，已變為腦氣之世

界矣，所謂天衍自然之運也。由吾生之前數百年，至吾生之後數百年，大約並

居此界。33

陸士諤《新水滸》、《新三國》裡，那些十分典型訴諸於棍棒刀槍、血氣拚搏的英雄們，到

了新世界後服膺於「天衍自然之運」紛紛丟盔棄甲，恰如《新水滸》裡的花榮所言：「照

軍師的話是智取，不是力爭了。」34 前文也曾提到花榮，原是血氣英雄的他，現在「空有

28　 陸士諤：《新三國》，頁 244。
29　 同上註，頁 261。
30　 陸士諤：《新上海》，頁 275。
31　 陸士諤：《新中國》，頁 32。
32　 嚴復：《天演論》，收入於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335。
33　 夏曾佑、嚴復：〈本館附印說部緣起〉，收入於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

第一卷 (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1997 年），頁 1-11。
34　 陸士諤：《新水滸》，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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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本領，竟歸於天演淘汰之例了。」進化不僅牽涉到器物，還關乎民力、民智、民德，

也是呼應著嚴復之《天演論》內涵。

《新三國》也不例外，《三國演義》之中腹藏天地、運籌帷幄、決戰於千里之外、魯

迅口中所言「多智而近妖」的諸葛亮已不復存在，那些原本無法言說的神祕，均被西方科

學一一破解。不僅孔明借東風之謎，被孫吳武將黃蓋所識破：「他於天文一學，很是精深

罷了。」35 連在六出祁山時所使用縮地之法，亦被新銓為使用新世界之電車。陸士諤以當

時的科學技藝，往千百年前的神祕之事進行確認與解釋，這邏輯當然有待商榷。不過，陸

士諤所要傳達的重點在於，若人人都願意學習科學，那麼盲目的迷信便會消失。孔明在

《新三國》被去除了妖氣，一轉成為了腦氣科學家，舉凡電汽車、空中飛艇、隱身輕氣衣

等等不一而足，殲吳滅曹不再遙不可及，得科學之力後，蜀漢毫無懸念的一統天下。

對科學美好的想像在《新中國》可見一斑。《新中國》描寫小說主角陸士諤一覺醒來

後，所見的新中國已成世界強國，科學昌明得不可思議，已能自行製造各種機械器具，

諸如地下鐵、空行自由車、水行靴、千里鏡、測水鏡、聽魚機、水底潛行船、透骨鏡等

等，而新學科更是不勝枚舉，這些依陸士諤 1909 年的想法而言，「立憲四十年」後便會出

現，而且運用之敘事不過是主角「一覺醒來」。36 從血氣過渡到腦氣世界，科學（或科幻

奇譚37）佔據了相當關鍵的地位。它一方面以一種新的言說與姿態，重新解釋舊世界裡的

神怪幻想，既將之視為窠臼又同時破壞舊世界的宇宙觀，另一方面又大膽的預測與建構未

來世界，試圖衝破時空地理的限制，飛天遁地，「上窮碧落下黃泉」，但敘述之間又可聞見

傳統神怪小說的影響之跡。

如果晚清處於極欲告別過去，而回到未來的旅途之中，那麼失落的「現在」，正是晚

清知識分子最無可奈何的心聲，畢竟「進化」無法一蹴可及，「面臨民族危機時的歷史意

識和興亡感」38，卻時時刻刻提醒著他們，而科學就是那一帖靈丹妙藥。

參、想像未來：成為「適者」與「強者」

晚清最後的十年，政治動盪、內外交迫，可謂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所以

35　 陸士諤：《新三國》，頁 169。
36　 陸士諤：《新中國》，頁 3。《新中國》用夢醒、入夢的結構，或有繼承自中國古典小說「黃粱一

夢」的傳統之外，但更暗示著晚清中國這頭「睡獅」也該「一覺醒來」了。沈松僑曾論及曾紀

澤 (1839 － 1890)〈中國先睡後醒論〉一文，稱該文對中國思想界的衝擊，其使用「『睡獅』一語

旋即不脛而走，喧騰眾口，蔚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最常用以況喻國家處境的意象。」見沈松僑：

〈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3 期

2000 年 6 月，頁 89。
37　 王德威所定義的「科幻奇譚」為「晚清說部的一種文類特徵，其敘事動力來自演義稀奇怪異的物

象與亦幻亦真的事件，其敘事效果則在想像與認識論的層面，挑動著讀者的非非之想。這一類作

品的出現，當然有西方科幻小說的影響，但傳統神怪小說的許多特性依然發生作用。」見王德威

著、宋偉杰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頁 330。
38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臺北：久大，1990 年），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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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懷激情地嚮往未來，期望中國早日實現民主和富強，是晚清新小說最普遍突出的主

題。」39 自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以來，已有不少晚清小說家嘗試寫出他們心中的新中

國，那麼「新中國」如何可能？陸士諤又是如何壁畫？此點與進化論所隱含的線性歷史觀

也有密切的關係。40

陸士諤想像的「新中國」，主要可觀察兩部作品《新三國》、《新中國》，前者涉及了蜀

漢的國家一統，大可視為陸士諤如何看待三國（各國）競爭之後，究竟蜀漢（中國）該走

向何方的問題；後者則專注於已然成形的烏托邦世界，然後為接下來可能會衍伸的競爭提

出解套。先看《新三國》最終回〈丞相亮歸隱南陽，漢後主位傳北地〉之描述：

這時候海內一統，新政畢行，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人民因新業繁興，生計頓

然寬裕。那些少年子弟，受著父兄的培植，便都精心一意的研究科學，高等專

科學校陸續添建……憲法尊嚴，國會鞏固，而學術昌明，社會之進化，幾有一

日千里之勢，……從此君明臣良，時和世泰，賢賢繼統，聖聖相繼，漢室江

山，永無既極。41

無論是政治、經濟、學術、科學、教育、文化及語言等等方面，新中國（蜀漢）都超人一

等，並一舉成為世界的領導者，這意味著新中國乃是最適者與最強者。不過，識者一眼

便能指出，陸士諤的新中國似乎只是歐美列強的翻版，而中國的未來也似乎總慢歐洲一

步。42 難道，陸士諤便以此滿足？難道他的新中國變成如歐美列強後，也會對其他國家進

行殖民侵略？

《新三國》講的是一統的世界，但它只維持一個漢室「江山」，但它擴展的方式是文

化層面的，強權似的文化中國。到了《新中國》，它所描繪的是立憲四十年後的中國，那

時的中國與《新三國》「蜀漢」相似，全世界的共通語言是漢文漢語，各國派遣留學生前

來中國學習科學、文化等等。也是變法圖強、富裕無缺、教育普及、科學昌明、人權平

等，國內甚至到了「沒有警察時光，通都大邑，也並不曾天天有亂子鬧出來。……又加了

教育，這幾年民康物阜，內地各地人家的房屋，門上閂兒都沒有的。」43 儼然便是晚清版

的桃花源。

值得注意的是，陸士諤在這兩部作品裡，均未描寫新中國如何去侵略其他國家，藉

此掠奪權力土地利益。也就是說，雖成強者但不必食弱，這部分可視為陸士諤雖受進化

論影響，卻又在思想層面進一步超脫出來，更具體擘畫他內心的世界和平觀，可見進化

39　 歐陽健：《晚清小說史》（浙江：浙江古籍，1997 年），頁 225。
40　 有關於線性歷史觀，請見王汎森：〈近代中國的線性歷史觀──以社會進化論為中心的討論〉，《新

史學》19 卷 2 期，2008 年 6 月，頁 1-46。
41　 陸士諤：《新三國》，頁 310-313。
42　 王德威著、宋偉杰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頁 387-388。
43　 陸士諤：《新中國》，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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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形成了一種「在地化」思考的傾象。尤其《新中國》最終回〈立憲四十年普天同慶，

大會廿三國決議弭兵〉，當新中國成為萬國領導之後，中國發起「弭兵會」的提議，「此

會設立後，全球萬國，即不得再用兵力相戰鬥。遇有重大交涉事情，兩國均可開明理

由，到萬國裁判衙門控訴。……世界上，永永沒有刀兵爭伐的事。」44 文中所描繪的與現

在的聯合國組織頗為相似，而聯合國成立則在二戰後的 1945 年（前身國際聯盟則在一

戰後 1920 年成立），比陸士諤的預言還早上數年。陸士諤之所以特別舉出「弭兵會」和

「萬國裁判所」二個組織，旨在為各國競爭窮兵黷武找出解套之法，其最終的理想，仍

是世界大同觀：

「……異日世界各國，或者嫌那國界、種界不便，由大邦、小國，自願合併成

功一個世界國呢！」我道：「你怎麼有這樣的理想？」咏棠道：「這乃是全世界

人的公意呢！你看，各宗教所講的天國咧、極樂世界咧，哪一個不是大同主

意。」45

陸士諤此點思想其來有自，與之相近者早有康有為的《大同書》(1901)。《大同書》指陳

了包含私有制的廢除、國家教育、婦女解放、家庭倫理、經濟平等及國界問題。康有為

認為：「國界未除，強弱大小相錯，而欲謀弭兵，是令虎狼食齋茹素也，必不可得矣。

故欲安民者非弭兵不可；欲弭兵非去國不可。……其大國之侵吞小邦，弱肉強食，勢之

自然，非公理所能及也。」46 陸士諤這幾本作品之中，確實有許多能與《大同書》對話之

處。

如果說，陸士諤對四十年後的中國想像，乃是以進化觀念來落實的話，那麼他便預設

了一個文明會隨著線性時間正向成長。《新中國》寫到：

進化兩個字，是沒有止境的。一路進化、一路進化得上。譬如前四十年，我國

比了他國，他國是何等文明，我國哪一樣及得上人家！誰料才過得四十年，已

經跑過人家前頭了。47

可見陸士諤認為國與國是競爭的，卻也是促使彼此進化的。在進化論影響之下的陸士

諤，甚至相信未來可能有比大同世界更好的境界。更關鍵的問題是，相較於中國古典文學

裡的桃花源，乃是一種「被發現」而（早已）自足存在的地方，陸士諤的新小說卻展示了

44　 陸士諤：《新中國》，頁 70。
45　 同上註，頁 71。
46　 康有為著、鄺柏林選注：《大同書》（瀋陽：遼寧人民，1994 年），頁 85-86。
47　 陸士諤：《新中國》，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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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得由（進化）人們自行建構與保護的，這是兩者的同異之處。48 強調人的能動性這

點，這同樣的嚴復路線的進化論所著重之處。

肆、反省現在：對文明與進化的省思

小說家認為舊中國可以超越，而且對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提出建言，然後對尚

未到來的新中國抱持著深深的期望與想像，王德威曾言：「把未來變成了一種鄉愁。」49 小

說家將未來的新世界形塑得完美無瑕的同時，也宣示了舊世界的醜陋與黑暗，對現實的譴

責、諷刺便無所不在。

一、文明與野蠻

《新水滸》描寫梁山英雄們，下山操辦實業的過程，實乃一齣「強盜現形記」，一方

面反映晚清的現貌，另一方面則側重於人心的變化。新世界雖然號稱「進化」，但梁山英

雄卻發現，從大官到小官，從軍士到紳士、商人都是強盜，現在的世界分明就是「文明面

目，強盜心腸」：

他們當紳士的心腸，比我們強盜還要很十倍。我們做強盜的心裡頭殺人放火，

打家劫舍，面子上也殺人放火，打家劫舍，他們做紳士的人，滿肚皮殺人放

火，打家劫舍，面子上卻故意做出許多謙恭禮數，文明的樣子。50

文明話語成為一種時髦的包裝與面具，事實上人心並未跟著提升，反而一同沉淪甚至退

化得更加野蠻，形成一種「人群愈進化，作奸犯科的事情，也愈來愈精工」51 的社會型

態。52《新水滸》展演的山下新世界，不過就是匯聚黃、賭、毒的社會怪現況；表面上為

了女子教育而開辦的女學堂，只不過是開辦人竊玉偷香的溫柔鄉，而勸人向善的相國寺，

48　 張惠娟曾指出：「晚清小說中所呈現的『桃花源』基型，其基本精神實與陶潛的理想樂園相去甚

遠，卻也因而首開烏托邦精神之端倪。相對於陶潛式的隱退、超越、以及閉關自守的靜態樂園，

吾人於晚清小說中所見的桃花源，是一幅根植於現世、充滿各種可能變數的動態畫面。」見張惠

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中外文學》第十五卷第三期 1986 年 8 月，頁 89。
49　 王德威更指出：「他們的預言作品不是迎向，而是回到，未來。果如此，這些作品縱然肯定線性史

觀，卻暗暗散播著天道循環論，也就可以理解了。」不過，我認為線性史觀跟天道循環論還有諸多

可進一步探討的細節。見王德威：《小說中國》（臺北：麥田，1993 年），頁 154。
50　 陸士諤：《新水滸》，頁 102。
51　 陸士諤：《新中國》，頁 59。
52　 黃興濤也曾提出晚清所謂的「文明」，確實常與進化、進步、物競、天擇等等相關。而這些話語

「與現代『文明』或廣義的『文化』的概念互相匹配，彼此引發、呼應，有力地傳達和界定出

一種崇尚物質發展、議會民主政治、科學進步、邏輯思維等的現代『文明』之整體觀念。」見黃

興濤：〈晚清民初現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歷史實踐〉，《近代史研究》第 6 期

2006，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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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過是賭場的偽裝。另外，還有梁山英雄中頭彩後，生怕強盜來搶，拿著彩票左思右

想、坐立難安的過程，活像一齣英雄變小丑的鬧劇，陸士諤嘲弄了「智取生辰綱」原本的

正當合理性，用來嘲諷晚清彩票的荒謬性。53 不只如此，《新水滸》因為時代語境而從聚

「義」變成聚「利」，最終回讓下山操辦各項實業的英雄們回歸梁山會，排次列位用的是

個人所聚之財富，簡直是富比士（Forbes）晚清／水滸版。

若說《新水滸》借古諷今僅是隔靴搔癢，那麼陸士諤身為一個老上海人，生活在中國

第一個開化之地，其《新上海》便直指晚清社會的諸多黑暗面，成為文明與野蠻的辯證場

域。延續《新水滸》裡的金錢至上主義，《新上海》也有：「越是文明人越要錢，文明人騙

錢的法子越來得精工，所以上當人也越多。」54 而那影響晚清小說興盛的學堂與報館，竟

會出現總理捲款潛逃之事，「那學堂、報館，都是極文明的事業，卷款私逃卻是極野蠻的

事情，誰料極野蠻事情就是極文明人人幹出來的。」55 陸士諤的批判，立基於國家一昧追

求富強，並邁向所謂的文明社會，卻喪失了對人心的觀照，無怪乎會有這種論調：

等到實業發達了，大家錢也有了，飯也有得吃了，那時候，國會開也罷，不開

也罷，中國斷斷乎不會亡了。……天下事除了『賺錢』兩個字，都是不急之

務。56

回顧上文嚴復曾提到的，中國力圖自強實有其「標本」問題。操辦實業是治標還是治本？

除了《新上海》，其餘如《新三國》、《新中國》都為了晚清一個現實問題，即籌辦立憲需

要開辦經費而大開「藥方」，此藥方可解國家財政之困窘，便是不假外求的「礦產」，但這

只是陸士諤的美好設想罷了。

陸士諤自知實業只是治本，他站在四十年後的新中國這樣說：「眼前總算富強到了極

點，只是『富強』兩個字，不能靠著形式上，總要靠著人心上。」57 所以，治本的關鍵在

於人心，人心也關乎教育：

教育未曾普及，人民資格有所未逮，行之過急，而反不美也。58

文明與野蠻之別，人民的根本素質是關鍵，這其實呼應了嚴復重視的民力、民智、民德，

至於教育之議題，後文再述。總之，陸士諤擅長運用晚清的歷史時事、古今中外的理論、

53　 閔杰〈論清末彩票〉一文仔細考察了中國在 1899-1910 年間，如何從一個嚴禁賭博的社會，使

彩票從非法變成合法，最後失控。見閔杰：〈論清末彩票〉，《近代史研究》第 4 期 2000 年，頁

1-53。
54　 陸士諤：《新上海》，頁 100-101。
55　 同上註，頁 135。
56　 同上註，頁 241。
57　 陸士諤：《新中國》，頁 45。
58　 陸士諤：《新三國》，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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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文化方面的諫言，容納進新小說創作之中，形成一種百科全書似的書寫樣態。論述

至此，可以發現陸士諤、嚴復、梁啟超等人對於社會達爾文主義時代的諸多思考，共同形

成一種多聲部的時代旋律。

二、醫心藥與催醒術

除了教育之外，陸士諤另有妙思，他在《新中國》裡設想出「醫心藥」與「催醒

術」，這兩種由中國人發明而轟動全世界的技術。當《新水滸》諷刺晚清社會乃是「世上

的假人心，連強盜都不如」。59《新中國》中的醫心藥：

醫心藥，專治心疾的。心邪的人，能夠治之使歸正；心死的人，能夠治之使復

活；心黑的人，能夠治之使變赤。並能使無良心者，變成有良心；壞良心者，

變成好良心；疑心變成決心；怯心變成勇心；刻毒心變成仁厚心；嫉妒心變成

好勝心。……中國人患的都是心病。……那催醒術，是專治沉睡不醒病的。有

等人心尚完好，不過迷迷糊糊，終日天昏地黑，日出不知東，月沉不知西，那

便是沉睡不醒病。只要用催醒術一催，就會醒悟過來，可以無需服藥。60

「四十年前」，陸士諤認為教育可改善人民的資格，「四十年後」，新中國已有了改善人心

的醫心藥；前者潛移默化，後者直截了當。不過，這並非陸士諤對於教育的否定，因為他

在多部新小說中，不斷指陳教育之必要性與重要性，否則這兩項技術又如何研究出來？而

這兩樣未來技術的設想，實與晚清的歷史語境及陸士諤的生長背景密切相關。

無論是心病，或是這裡所出現的睡／醒等話語，在晚清中國均有其特殊的指涉，它不

只牽涉了個人身體的狀況，還綰合了國體，陸士諤便言「當時，歐美日本人都稱吾國為病

夫國。」61 但這兩者如何被連結起來？據楊瑞松的考察，他研究 1896 年〈中國實情〉一文

時，發現中國之所以成為「病夫」，是晚清政府無能改革、中日甲午戰敗的結果，原本和

中國人的身體狀況無關。

而將「病夫」轉化形容中國人者，梁啟超佔據關鍵的位置。梁啟超的〈論尚武〉明

言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主導的優勝劣敗之生存法則的國際競爭，為中國無可逃脫的現實局

面……梁氏可謂『創造轉化』了原先『病夫』一詞在甲午戰後用來形容中國國力衰敗、無

力改革的意涵。病夫不僅用來指涉中國，同時更轉化意涵，用來形容梁氏眼中，當下所

見盡是『血不華色，面有死容，病體奄奄，氣息才屬』的四萬萬同胞。」62 不只梁啟超，

中國知識分子如本文提及的嚴復、康有為等人，為了陳述自己對中國的改革之道，興起了

59　 陸士諤：《新水滸》，頁 139。
60　 陸士諤：《新中國》，頁 24。
61　 同上註，頁 24。
62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大，

2010 年），頁 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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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體─身體」的相關論述，尤其又同時結合進化論，強弱、優劣等話語介入之下，「病

夫」徹底成為中國與中國人的象徵。

顏健富研究晚清小說的身體／國體想像時也曾提到：

晚清的國勢傾頹牽引出各種形象化的書寫，……。時人以繪聲繪影、窮形盡相

的潰爛、昏迷、倦怠、斷裂、癱瘓、鬼魅化身體，演繹動盪的時局、瓜分的領

土、腐敗的政府等，開啟一幅幅隱藏著「天演」、「物競」、「淘汰」、「天擇」話

語的「身體時局圖」。63

既是身體也是國體的時局圖，陸士諤藉由百科全書似的新小說書寫，在晚清人們面前一幕

幕展開，「醫心藥」此一美好的設想，隱含了晚清可能已「病入膏肓」，所以必須有一強而

有力的藥投入，才能徹底治癒、剷除病根，當然最終理想仍是寄望晚清「國勢民風，頃刻

都轉變過來。」64

不容忽略的是，陸士諤本身具有醫學背景，他不似魯迅（1881-1936）棄醫從文，而

是醫文兼備。他實際醫治病人，也出版過不少探討醫理的書籍，他本身就體現了近代中西

醫學觀的碰撞與交融，他在《醫界鏡》、《醫海觀潮》、《中醫要自力更生》、《中西醫之辨證

法》等文中，對中西醫的匯通、中西醫孰長之問題都曾有過深入的探討。65 也就是說，他

既是晚清病體中國（人）的觀察者，也是醫治身體／心靈者，同時也是預言者，他無不希

望「人群進化，事業日新。從前人的理想，一到現在，都變成功實事。」66

伍、結語

本文聚焦於晚清「社會達爾文主義」風潮下，陸士諤的新小說創作中如何呈現進化

論的影響之跡，此將有助於我們重新釐清新小說與進化論之關係。而本文以陸士諤為個案

研究，相較於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的確從其小說文本中，挖掘出更多關於晚清現

實、文明野蠻、未來想像等等的討論，以下凝聚研究成果：

其一、陸士諤時常鎔鑄晚清的政治現實，有時借小說人物的對話展現他對時局的看

法，有時則批判現實社會的亂象，有時則想像立憲後的美好世界。而在陸士諤的小說裡，

變法同樣是一個關鍵詞，它意味著要告別過去，進化變成一個富強的、不被外人欺侮的、

平等的、自由且有尊嚴的國家，並且強調國民的愛國意識，這些核心意涵恰可呼應社會達

爾文主義的思維。陸士諤慣用一些讀者耳熟能詳的經典來故事新編，讓這些過去的英雄人

63　 顏健富：《從「身體」到「世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頁 243。
64　 陸士諤：《新中國》，頁 24。
65　 田若虹：《陸士諤研究》，頁 373-375。
66　 陸士諤：《新中國》，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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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遠道而來」，紛紛體驗晚清變法的諸多方面，並且利用一種戲謔式的模仿或再製，一

方面嘲諷了晚清社會與國家現實，同時也建構一個理想化的烏托邦世界。

其二、陸士諤的《新水滸》、《新三國》及《新中國》，都以憂慮滅亡的角度出發，

儼然就是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的小說化。從血氣過渡到腦氣世界，科學佔據了相當關鍵

的地位。它一方面以一種新的言說與姿態，重新解釋舊世界裡的神怪幻想，既將之視為

窠臼又同時破壞舊世界的宇宙觀，另一方面又大膽的預測與建構未來世界。而這未來的

世界，儼然是晚清版的桃花源，不過相較於中國古典文學裡的桃花源，乃是一種「被發

現」而（早已）自足存在的地方，陸士諤的新小說卻展示了桃花源得由人們自行建構與

保護的。

其三、陸士諤的新小說除了「告別過去」與「想像未來」之外，更「反省現在」。當

人們進化之後，人心並未跟著提升，反而一同沉淪甚至退化得更加野蠻。這是因為國家一

昧追求富強，並邁向所謂的文明社會，卻喪失了對人心的觀照，所以需要教育。而當「病

夫」徹底成為中國與中國人的象徵，陸士諤依據自己醫學的背景，與小說家虛構的能力，

繼而想像「新藥」，希望因此治癒病體的中國（人），同樣基於一種救亡圖存、愛國愛民的

心態。

總而言之，陸士諤的晚清新小說，自有其小說藝術上的缺失，不過恰恰因為其時代之

因，使得其新小說在各種情節經營、人物塑造、意象處理、時事議論等方面，都成為西方

科學、現實環境，中國思想的承載媒介。換言之，小說不再是「小道」，反而折射出中／

西、新／舊、古／今的諸多辯證與話語，繼而帶向救亡圖存、進化無極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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