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評

深町英夫：《教養身體的政治：

中國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北

京：三聯書店，2017）。

蔣介石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

（以下簡稱「新運」）。這場運動最

鮮明的特點是以復興中國古代固有

道德即「禮義廉恥」為內容，進行

生活革命，使國民依照「禮義廉恥」

的德性而生活。新運官方指導文件

《新生活運動綱要》所附的〈新生活

須知〉，除對禮、義、廉、恥的意

涵分別加以闡釋外，還對國民的

衣、食、住、行作了詳細的道德要

求1。新運最初以「規矩」、「清潔」

為主要目標，其後，進一步擴展到

「三化」運動，即「生活軍事化」、

「生活生產化」、「生活藝術化」。此

後，新運受到中央和地方的高度重

視，從南昌一隅擴展到全國，席捲

了大部分區域，影響了各種職業群

體，迅速成為一項聲勢浩大的群眾

運動。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新運

服務於抗戰事業，演變為一個與 

戰地服務、難民救濟、傷兵慰問、

保育童嬰、徵募物品等戰時支援有

關的運動。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

爆發，國民黨政權在戰爭中節節敗

退，無力兼顧新運，以致運動的實

踐愈來愈少，最後名存實亡。至國

民黨結束在大陸的統治為止，新 

何以身體？何種政治？
——評深町英夫《教養身體的政治：
中國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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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導言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 

內憂外患阻礙着現代國家建設的順

利進行。在此情境下，193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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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蔣介石在南昌	

發起「新生活運動」。

這場運動以復興中國

古代固有道德為內

容，進行生活革命，

迅速成為一項聲勢浩

大的群眾運動。新運

持續了十五年之久，

不僅持續時間長，而

且覆蓋了國民生活的

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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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書評 運持續了十五年之久，不僅持續時

間長，而且覆蓋了國民生活的方方

面面。

與共產黨經常嫺熟地開展群眾

運動相比，國民黨發動的群眾動員

可謂極少。那麼，蔣介石和國民政

府為何會發動如此大規模的新運？

這場運動是如何展開的？又留下了

哪些未竟的歷史課題？在既有研究

新運的專著中，關志鋼的《新生活

運動研究》對新運的基本理論、組

織與人事等作了論述，並系統考察

了運動推行的歷史全過程2。溫波

的《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運

動研究（1934-1935）》聚焦於在南昌 

展開的新運。他認為新運是一場救

亡救國的民族復興運動，被蔣介石

用來重建新政權的合法性基礎3。

此書中的「合法性」是指人們對統

治存在之意義所形成的一種普遍信

仰、普遍信任和普遍認同。王曉華

的《「模範」南昌：新生活運動策源

地》選取了大量有關南昌新運的老

照片，圖文並茂地展現了這一場大

規模政治風暴中的發動者、運動者

和被運動者。此書認為新運的真正

目的是整齊劃一地控制國民的思想

和行動，以便更好地維護和鞏固蔣

介石的獨裁統治4。段瑞聰的《蔣

介石與新生活運動》則系統地研究

了新運發起初期以及抗戰時期的組

織構造與蔣介石權力之基礎的建立

和滲透，反映了蔣介石近代國家建

設的理念5。

然而，上述著作有的關注宏觀

問題，寫法比較中規中矩，讀起來

難免枯燥乏味；有的只關注短暫的

時間段，研究地域僅限於南昌一

隅，從而不能完整地呈現出運動發

展的歷程；有的側重於探討新運中

蔣介石權力的生成和變化及其國家

建設的理念，缺少對新運中底層人

物態度和觀念的探討。由此，關於

新運的研究，有待學者以獨特的、

全新的視角去探索和開拓。

日本學者深町英夫為系統研究

新運作出了多重的努力。2017年， 

他親自把自己於2013年用日文寫就 

的著作《教養身體的政治：中國國

民黨的新生活運動》（引用只註頁

碼）翻譯成中文出版6。與上述研

究專著相比，深町英夫基於身體史

研究的視角，全面展現了新運異彩

紛呈的畫面。以此視角出發，本書

所研究的人物相當廣泛和多元；研

究主題涵蓋了思想、政治、社會、

軍事等多個層面；研究區域不僅未

限於南昌一隅，而且包括中央與地

方之間的互動。本書如講故事般娓

娓道來，又不失學理性，不僅研究

內容非常廣泛，研究視角頗為新

穎，而且研究主旨融貫始終。

作者在〈後記〉中提到，之所

以研究新運，是因為在哈佛大學留

學期間，看到古色古香的《新生活

掛畫》上的標語時，產生了一種不

可思議的「既視感」。這些標語與他

在二十世紀80年代於中國旅行時

所看到的標語非常類似（頁294）。

這似乎表明，歷史雖歷經滄海桑

田，但仍有其連續性，新運所力圖

達致的目標在後革命年代的中國 

仍未完成。本書的〈序章〉表達了

一個既簡單又根本性的疑問：「國

民黨政權何故發動並持續了這種略

帶膚淺、瑣碎之嫌的啟蒙運動？而

且，它何以發展成為如此大規模的

全國性群眾運動？」簡言之，「國民

黨政權何故且如何企圖介入、干預

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頁3-4）

深町英夫基於身體史

研究的視角，全面展

現了新運異彩紛呈

的畫面。本書所研究

的人物相當廣泛和多

元；研究主題涵蓋了

思想、政治、社會、

軍事等多個層面；研

究區域不僅未限於南

昌一隅，而且包括中

央與地方之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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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種政治？	
以往的研究並不能給作者一個十分

明確的答案。深町英夫認為，新運

的聚焦點在於中國人的「身體」，是

國民黨政權為「教養」國民的身體，

並以此適應近代的嘗試。由此，

「圍繞身體的政治」這樣一場「群戲」

（頁8）得以在民國歷史中上演。

二　圍繞「身體」的敍事

本書最鮮明的特點是圍繞各種

「身體」展開敍事，並且研究維度多

元，不僅關注新運在國內開展的情

況，也關注日本人對這場運動的看

法；不僅關注國民黨內部圍繞運動

展開的政治鬥爭，也關注捲入運動

中的各種各樣的底層人物。

本書由前篇、中篇、後篇、末

章四部分構成，前三篇共分為七

章。前篇「主題」講述了新運的前

史及早期狀況，闡明了運動的基本

性質，包括孫中山對國人舉止動作

的論述、蔣介石負笈日本所接受的

身體之教養、在新運中發揮重要領

導作用的黃仁霖在美國所接受的 

教育，以及晏陽初所開展的平民教

育運動。這些均構成了新運的歷史

背景。運動的發起者重新詮釋了中

國古代「禮義廉恥」的理念，具體

規定了國民身體舉止的方方面面，

以實現和維持日常生活中的「規矩」

和「清潔」。

新運在抽象的道德理念方面承

繼了中國傳統思想，卻在實質上要

求國人的行為舉止完全仿效近代的

「身體美學」和「公共意識」（頁36-

37），這似乎是一種弔詭。作者把

當中的原因追溯到中西方身體意識

之間存在差異：「古代中國的禮法

基本上是各種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在

非日常性儀式上相互扮演各自的具

體角色之做法」，而並非像西方那

樣「是抽象的個人在日常生活中與

非特定多數的陌生人共同構成、維

持一個社會的方法」（頁35）。西方

和日本對中國的衝擊或侵略使國 

民黨領導人觀察到國人身體意識的

落後。通過教養國民的身體，形塑

近代國民，使中國擺脫在世界秩序

中的落後地位，成為新運的主旨和

目標。

在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全國

統一未完全實現的情況下，新運卻

如星火燎原般在各地推進，發展成

全國性的群眾運動。作者認為，蔣

介石的領袖威望發揮了極大的作

用。為推動新運的全面展開，蔣介

石成功煽動了親信派系之間的競

爭，促使這些派系經由運動向他盡

忠。他還迫使國民黨內的競爭對手

如西山派、改組派參加這場運動，

把它們整合在運動的體制之中。此

外，蔣介石以承認具有地方勢力的

領導人物既有的統治地位為誘餌，

要求他們贊同和參加新運，以確認

和推進雙方之間的互惠型「恩庇—

侍從」關係，進而提高自己領導全

國各省市黨政軍機關的領袖威望，

促成對原有體制的改編。為推進新

運的實施，國民政府以職業集團為

社會的基本單位，把新運的原則和

精神作為各種職業的標準。為教養

國民的身體，在「檢查」、「調查」、

「糾察」、「指導」、「勸導」等名義下， 

黨政機構屢次進行檢閱活動，使國

家直接介入社會生活的最細微之

處。然而，這些檢閱活動並沒有切

實考慮到國民實際需求和切身利

益，往往變成強制性干涉，由此，

本書最鮮明的特點	

是圍繞各種「身體」展	

開敍事，研究維度多

元，不僅關注新運在

國內開展的情況，也

關注日本人對這場運

動的看法；不僅關注

國民黨內部圍繞運動

展開的政治鬥爭，也

關注捲入運動中的各

種各樣的底層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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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書評 國民經常對運動採取陽奉陰違的 

態度。

日本是新運的思想來源之一，

也是運動發軔的幕後主角。蔣介石

發起新運的目的之一便是創造 

軍事化的國民，進而抵抗日本的侵

略。在中篇「插曲」中，作者分析了 

從「九一八事變」到抗戰全面爆發

期間日本人對新運的反應，討論了

日本外交當局及民間輿論對新運的

認識，「描繪出走向對華全面戰爭

時期日本人之中國觀的一端」（頁

120）。日本外交當局「疑心生暗鬼」， 

把新運詮釋為蔣介石企圖確立在中

國獨裁地位的群眾動員活動。日本

官方非常警惕新運是否會伴隨着抵

制日貨運動或轉化為排日運動，而

日本的民間輿論對新運表現出各種

各樣的態度，體現了議論者本身的

思想和政治傾向。不論是日本外交

當局還是民間輿論，都急於做出肯

定或否定的評價，這種「兩者擇一」

式的判斷讓日本人忽視了新運「長

期抵抗」的特點以及運動的近代性

質，也「並未考慮到更加重要的本

質性問題，即正處於國民創造、國

家建設的近代化過程當中的中國 

和已較早地建立起近代國民國家的

日本應該如何相處」（頁141-42）。

日本因為缺乏對中國的理解，最終

傾注了大量軍力，陷入侵略戰爭的

深淵。

後篇「變奏」介紹了在抗戰爆

發到國民黨政權崩潰的過程中，從

新運中派生出來的三種活動。第一

種活動聚焦家庭，以婦女和兒童為

關注對象，促成家庭形態的轉變。

經過「女獨主內」或「女亦主外」的

爭論，這場活動逐漸提倡「公育」

以及「家庭社會化」的作用，通過

發展託兒所事業、安排婦女就業等

途徑，促使婦女參與到抗日建國的

事業之中。第二種活動聚焦於軍

事，關注在官民各界的支持下，為

戰爭中的傷兵提供服務的「傷兵之

友」運動。通過建立傷兵管理處、 

成立傷兵服務團體等活動，國民政

府試圖把「傷兵之友」運動籌劃進

新運之中。但由於傷兵與民眾之間

存有的「身體差距」以及兩者未能

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具有共同意

識，該運動的目的——實現傷兵與 

民眾之間相互理解的融洽關係—— 

始終未能實現：「傷兵之友運動並

未試圖轉換社會結構及民眾意識，

創造出『均質的國民化的身體』⋯⋯ 

並藉此使傷兵問題得到根本性的解

決。」（頁217）第三種活動聚焦於

支援中國抗戰的美國人，關注向駐

華美軍提供住宿、飲食、娛樂的戰

地服務團。戰地服務團的活動和新

運之間形成的鮮明對比，更能彰顯

出新運教養國民身體的效果。一方

面，與中國士兵惡劣的生活條件相

比，美軍有不斷關注士兵身體狀態

的「哲學」，使軍隊的各種活動納入

統一有序的管理之下；另一方面，

儘管物資供應缺乏，但國民政府盡

可能為美軍提供良好的待遇，以維

持自己作為主人的「面子」。駐華美

軍由此成為中國人的「奢侈的保鏢」

（頁218）。

通過對本書的簡介，可見作者

緊緊圍繞着新運中各種各樣的身體

展開敍事，但他並未僅停留在對事

件平鋪直敍之中，而是特別關注和

着重展現事件的政治意義，以突出

新運通過教養身體創造近代國民的

主題。作者為甚麼會採取「身體」的 

視角進行敍事？這樣的視角帶來了

作者緊緊圍繞着新運

中各種各樣的身體展

開敍事，但他並未僅

停留在對事件平鋪直

敍之中，而是特別關

注和着重展現事件的

政治意義，以突出新

運通過教養身體創造

近代國民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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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種政治？	
何種學術效果？作者發掘的新運的

政治面向即「教養身體的政治」是

準確和恰當的嗎？在新運中是否存

在作者未發掘或未能展現的深層次

的政治意涵？

三　何以身體？

隨着福柯（Michel Foucault）、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知名學

者的「身體理論」之形成，以及特

納（Bryan S. Turner）、希林（Chris 

Shilling）等學者對身體的研究7，

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身體史」

成為西方史學界研究的熱點。一些

海外漢學家也以身體的視角探討 

中國的社會史、生命醫療史、物質

文化史等領域。台灣學者對身體的

關注最早是在以醫療、疾病、生命

為中心的社會史框架內發展起來 

的8。這些專題性研究所涉及的服

飾、剪辮放足、女性身體、疾病醫

療等方面，本身就是新運所關注的

重要內容。深町英夫以身體的視角

研究新運顯得十分恰當。

或許受到新文化史研究的影

響，上述學者大多通過對人的身體

觀念與實踐的探討，來呈現歷史脈

絡中的社會文化因素，闡釋身體對

社會文化變遷所具有的意義。然

而，身體並不僅僅是生理的和文化

的身體，更多時候是被政治建構的

身體。依此理念，黃金麟融匯社會

學與歷史學，以身體政治的視角考

察近代中國身體生成史，並出版了

多部有分量的研究成果9。值得注

意的是，他有一篇文章專門以身體

政治的視角來探討新運，認為國民

政府為了使運動的訴求得到貫徹，

以一種全面醜怪的方式來銘刻既有

的生活方式：「這個醜怪政治學的

運作，除了使身體和生活直接成為

國家權力施展的場所外，也能使醜

怪的建構成為國家規訓人民的絕佳

藉口與管道。」bk

與黃金麟一樣，深町英夫的研

究也是從身體政治的視角出發，力

求呈現新運具有的政治意義，而不

是展現運動的社會文化因素。相較

於黃金麟從宏觀的社會學角度的研

究，深町英夫在本書中並沒有從抽

象的理論層次來探討身體，也未介

紹有關身體政治的理論，而是在爬

梳大量的史料基礎上，把身體的視

角融入對具體歷史事件或個案的分

析之中，揭示了對教養國民而言，

新運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過程。與

福柯對身體進行描述時經常使用的

「規訓」不同，深町英夫使用了「教

養」一詞。儘管他未指明使用「教

養」的緣由，但較「規訓」一詞而

言，「教養」不僅契合古代中國君主

和官僚教諭民眾的傳統，而且能凸

顯國民政府看待國民身體的總體態

度，也更能形象地描繪出國民黨在

訓政時期對國民所充當的「訓政保

姆」角色。

與既有研究新運的成果相比，

本書從身體政治的視角對新運的 

系統性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學術意

義。這可從研究方法、研究內容、

敍事方式、洞察力四個方面體現 

出來。

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本書

從身體視角出發打破了以往史學界

研究新運的固有範式，呈現出各種

類型的身體在運動中的形貌以及由

身體負載的生命所具有的命運；另

一方面，以身體生成的視角觀察歷

身體並不僅僅是生理

的和文化的身體，更

多時候是被政治建構

的身體。深町英夫的

研究從身體政治的視

角出發，把身體的視	

角融入對具體歷史事

件或個案的分析之

中，揭示了對教養國

民而言，新運是一個

非常政治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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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書評 史的演變，有利於把許多零散、索

然甚至不相關的史料串聯起來，使

舊有的史料在新視角的關注下展現

出獨特的魅力，也有利於發現運動

在不同歷史時段之間所存有的連續

性和共同特徵。比如，本書栩栩如

生地呈現了新運對公務員、學生、

銀行行員、店員、農民、婦女、兒

童、傷兵的教養過程，也串聯起運

動歷經的不同歷史時段，從而呈現

出一幅新運的完整畫面。

從研究內容來看，本書從身體

視角進行探討，在歷史的宏大表象

之下挖掘出某些不為人知的歷史 

側面，對新運的歷史進程形成一種

立體與多維的解讀。特別是作者展

現了在新運中，國民的身體並不總

是處於一種被動的狀態，有時還會

主動地對運動作出抗拒和逃避，國

民在運動中的多重形象被活靈活 

現地展現出來。身體在被教養的過

程中並不總是溫順和俯首聽命的，

而是會對教養進行曲解乃至逃避，

以至生發出對教養的反感和厭惡之

情。從而，以身體為視角進行的敍

事能夠刻畫出身體所呈現的各種狀

態，進而解釋新運的最終走向和歷

史命運。

從敍事方式來看，圍繞身體的

論述增加了本書的可讀性，又使其

不失學理性。書中章節的標題，如

「蘋果的回味」、「南昌行營爭寵

記」、「蔣公的新衣」、「疑心生暗鬼」 

等，不僅可讓讀者聯想到身體的各

種舉止，而且這些富有趣味的標題

一改史學論著常有的嚴肅、枯燥的

面貌，從而使論述如講故事般娓娓

道來。此外，由於身體承載着特定

的政治、社會與文化意涵，對各種

身體的「深描」揭示了新運所反映

的歷史側面乃至歷史的整體趨勢。

從研究的洞察力來看，作者以

身體生成史的視角發現，新運通過

教養國民的身體並未能創造出近代

國民，進而影響了國民黨的統治實

效。對運動的發起者、領導者、執

行者而言，新運是一種自我教養和

教養他人的過程，因為他們在運動

過程中必須率先垂範，才能勸導、

感化、督促他人。然而，新運中的

檢查活動與警察行政的界限趨於不

明，日益呈現出暫時性和間斷性的

特點。運動遭遇到國民陽奉陰違而

變得戲劇化，實效甚微。國民政府

通過新運教養國民的身體，把國民

的生活習慣作為否定、蔑視的對

象，由此引起群眾對新運的懷疑乃

至反感，以至削弱了運動乃至國民

黨統治的合法性。在內憂外患並存

的情境下，蔣介石發起的新運與其

說考慮通過培育國民認同以增強 

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不如說更加

關注統治的有效性，從而增強政治

效能。

正是由於統治的合法性面向在

新運中體現得並不明顯，本文認為

有的論者從「重建合法性」角度研究 

新運並不恰當。相較而言，深町英

夫從身體生成史的視角研究新運的

成效則比較成功。他正是以此視角

反省新運創造國民的效果甚微的原

因，指出：「這場運動期待每一個

人對自己的一舉一動進行自律的、

恆常的、持續的改良／控制，但其

成敗只能通過以權力為背景的他 

律的、暫時的、斷續的監視而得到

驗證，此即檢閱活動的難處。」（頁

113）進而，「創造近代國民時所需

國民政府通過新運教

養國民的身體，把國

民的生活習慣作為否

定、蔑視的對象，由

此引起群眾對新運的

懷疑乃至反感，以至

削弱了運動乃至國民

黨統治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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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種政治？	
要的均勻化壓力只能由國家對社會

的伴隨強迫力量的統治來施加。⋯⋯ 

缺乏『社會制裁』的中國只能通過

『政治制裁』『法律制裁』創造出近

代國民，但這種方式不可避免地具

有根本性矛盾，即它會導致⋯⋯運 

動本身的戲劇化」（頁114）。

四　何種政治？

本書的末章「中國人是愛迪生

嗎？」，通過「圍繞身體的政治」來

探討中國近代化的宏觀意義，以及

近代中國在世界歷史上所佔據的位

置。作者認為，國民黨統治的正統

性使它自認為是創造近代國民的 

典範，始終不能放棄創造國民的責

任，於是通過由上而下的方式發起

了新運， 對國民進行「身體的教

養」。這種「身體的教養」既是啟蒙

和改良，又是監視和控制：「『身體

的教養』確實具有個人服從國家的

含義，不過前近代社會中的個人亦

並非獨立於血緣、地緣、宗教等規

範而能享受到自由的個體。從長遠

來看，近代國民的創造促進了對個

人的尊重，即每個人享有平等的政

治權利和擁有一定的經濟條件。」

（頁258）雖然作者點明新運的基本

目標是通過對「身體的教養」來創

造近代國民，然而並沒有指明這是

甚麼類型或性質的國民，這種教養

國民的方式是屬於自由主義類型還

是法西斯主義類型？

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對國民的教

養採用啟蒙的方式，遵守嚴格的公

域、私域界限，不干涉個人生活的

細微領域。而國民政府對國民身體

的教養，不僅進行啟蒙，而且進行

監視，甚至還進行懲罰。二十世紀

30年代法西斯主義在世界盛行，

國民黨領導人當時也頗受法西斯主

義的影響bl。法西斯主義嚴格規訓

國民，監視身體的一舉一動，以形

成統一的紀律和秩序。國民政府教

養國民身體的某些方式十分符合法

西斯主義的特點，如蔣介石在新運

中多次強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

夠徹底軍事化」bm，「軍事化最後的

目的就是要『整齊劃一』」，讓國民

「要根據禮義廉恥，做到整齊劃一

的程度」，「使全國國民個個能夠共

同一致」bn。

正因如此，海外漢學家多以法

西斯主義視角來看待新運建設國家

的嘗試。易勞逸（Lloyd Eastman）認 

為，蔣介石「通過復活儒家的道德

觀和制訂人際關係的特別規定來使

國家獲得新生」，並把對法西斯社

會的想像，原封不動地納入新運之

中bo。與之類似，柯偉林（William 

C. Kirby）也認為蔣介石發起的新運

試圖使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思想、 

組織與古代中國的傳統道德相結 

合bp。但也許是因為受中國傳統道

德觀的影響，新運並未完全採用法

西斯主義無限制且絕對性的強制

力，來全面監控民眾生活的各個 

方面。蔣介石曾指出運動的推行方

法應該是「以身作則，示人模範」，

「重感化而不事強制，先指導而後

糾察」，由公務員及在校學生率先

實踐，施行糾察的地點也應僅限於

公共場所，而不包括私人住宅。他

尤其強調「國家不必施以強制之法

律，尤不宜由黨政軍人員一手包

辦，致失人民群眾參加之興趣」bq。

雖然作者點明新運的

基本目標是通過對

「身體的教養」來創造

近代國民，然而並沒

有指明這是甚麼類型

或性質的國民。新運

教養國民的方式並不

屬於自由主義類型，

也不屬於法西斯主義

類型，而毋寧說屬於

「國家主義」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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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書評 可以說，新運教養國民的方式

並不屬於自由主義類型，也不屬於

法西斯主義類型，而毋寧說屬於

「國家主義」的類型。事實上，新運

對國民的改造無時無刻不滿足國 

家理性（the reason of state）br的需

求。新運的主旨不僅僅在於創造近

代國民，更在乎創造一個新的民

族—國家。而這種創造新國家的

方式則是把國民的身體與國家的建

構相勾連，把身體納入國家建構的

進程中，實現「身體國家化」。蔣介

石在演講中經常把國民的身體乃至

精神與國家相聯繫：「新生活運動

的目的，就是要使我們一般同胞，

個個人都能做健全的現代國民！要

做健全的現代國民，第一就是要有

強健的身體，有了強健的身體，就

有強健的精神，有了強健的精神，

就可學會一切強國的本領，有了各

種強國的本領，自然可以保衞國

家，發揚民族！使我們國家和民族

能夠永遠適存於世界，不再受外國

人的侵略壓迫，或遭受任何的輕視

和欺侮！」bs這段話明顯體現出蔣

介石希望國民增強國家意識，達致

國民身體「國家化」的意向。如果

把新運放置於「大歷史」的脈絡中，

與中國近代重要的國民改造思想或

運動相聯繫，可以看出，這種「身

體國家化」的過程其實是一個具有

鮮明歷史時代特徵的舉措bt。

本書只點明了新運創造近代國

民的主旨，並未進一步發掘運動所

反映的「身體國家化」的意涵，儘

管書中引用的史料明顯體現出這樣

一種趨勢。例如，作者引述蔣介石

的心腹、新運重要設計者之一楊永

泰對中國古代社會家族主義中的私

德進行批判後，談到「禮義廉恥是

對國家、對社會的公德，而國家、

社會都是無形、無聲的東西，是一

種法人而非自然人，我國人向來只

知道自然人的關係，根本就沒有法

人的觀念」（頁54）；第五章所引用

的熊式輝〈婦女生活之改進問題〉一 

文有言，「國家是由家庭集合起來

的，家庭生活不合理，國家也不會

強盛。換言之，必須有好的家庭，

才有好的國家」（頁150）；第六章

所引用的在「傷兵之友」運動中具

有象徵意義的一句話也可證明此

點，「我們軍人以身許國，我們的

身體，不但是父母的身體，並且是

國家的身體。所以我們要愛國家，

必先愛自己的身體」（頁205）。這些 

都表明新運的主旨並不是簡單地 

創造近代國民，而是通過國民身體

的「國家化」來達到「復興國家和民

族」、「完成革命」、「報仇雪恥」等

目的。蔣介石曾經在演講中多次把

新運與國家建設、民族復興、報仇

雪恥相連，認為「合乎禮義廉恥適

於現代生存的新生活運動是目前救

國建國與復興民族一個最基本最有

效的革命運動」ck。

「身體國家化」從另一方面也

意味着「身體工具化」。新運把國民

的身體和國家建構相連，使國民的

身體服務於國家的建設。在近代中

國，救亡壓倒了啟蒙，國家吞噬了

個人，新運並不必然能創造出作者

所認為的「對個人的尊重，即每個

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和擁有一定

的經濟條件」的近代國民形象。

在國民政府面臨內憂外患的年

代，新運成為一種特殊的以復興中

國固有道德為憑藉的政治動員。這

種政治動員試圖增強民眾的團體或

國家意識，從而使個人的意志服從

作者並未進一步發掘

新運所反映的「身體

國家化」的意涵。「身

體國家化」也意味着

「身體工具化」。新運

把國民的身體和國家

建構相連，使國民的	

身體服務於國家的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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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種政治？	
於團體或國家的目標。但與共產主

義革命也主張使群眾身體「國家化」

的努力相比，新運把國民單純地當

成教導或規訓的對象，不試圖改變

已有的社會結構以滿足國民的真實

需求，也不試圖改變政治結構以提

高國民參與的積極性。國民的參與

在很大程度上淪為被動的，而不是

積極的、民主的參與。

誠如史學家德里克（Arif Dirlik） 

所言，新運代表了國民黨克服國民

與政府疏離的嘗試，以動員國民支

持國家，在國民黨發動的改革中發

揮作用。但這場運動不試圖挑戰，

而是強化現有的權威結構，它的目

標不是拓展國民的政治參與，而是

動員國民支援國家的目標cl。由於

新運不僅沒有顧及國民切實的需求

和利益，還試圖干涉國民的日常生

活，因而沒有達到預期的成效，並

於1949年告終。然而，這並不表

示新運的一些理念完全在歷史中一

直沉寂，國民身體的教養在之後的

歷史乃至當代中國仍是一項未竟的

課題。新運的歷史餘響也為國人思

考身體的過去、現狀和未來提供了

指向和借鑒。

五　新運的歷史餘響

新運創造近代國民的嘗試在近

代中國並不是孤立的個案，如果我們 

以類似於年鑒學派（Annales School） 

所採用的「趨勢」（conjuncture）角

度來審視這一攸關身體生成的歷史

主題，可發現創造近代國民是中國

近代轉型中的一項頗為重要的任

務。例如在清末，康有為宣導「公

民自治」，以使四萬萬之民「進於愛

國，進於公益，進於自重，進於好

施，進於學識」cm；梁啟超宣導「新

民說」，提倡「公德」意識cn；嚴復

亦有「苟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

德已薄，雖有富強之政，莫之能

行」之說co；蔡鍔還領頭發起了為

時將近二十年（1902-1919）的「軍國 

民運動」cp。當楊永泰闡述禮義廉

恥是「對國家、對社會的公德」時，

明顯繼承了梁啟超對公德、私德的

論述，也把處於不同歷史時段但相

似的主題串聯起來。

新運告終以後，其餘響在之後

中國歷史的不同時期、不同地域被

反覆地呈現出來。作者認為，「對

於1949年以後相隔於台灣海峽而

相互對峙的國共兩黨政權而言，通

過『身體的教養』創造出近代國民這

個課題仍然很重要」（頁255）。國民 

黨政權退敗台灣後，1966年11月

孫科、王雲五、陳立夫等一千五百

人聯名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次年7月以蔣介石為會長的中華文

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成立，大會

通過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綱

要〉規定：「積極推進新生活運動，

使國民生活在固有文化四維八德薰

陶之下，走上現代化與合理化，同

時政府應積極研究制訂完整之禮樂

與禮儀，使中外人士均能體認我為

禮儀之邦。」cq文復運動承繼了新

運的源流，所頒布的〈國民生活須

知〉就很類似於新運中的〈新生活

須知〉。隨着時空環境的轉變，文

復運動也成為時代的遺產，成為台

灣的歷史經驗cr。

作者也把目光聚焦於當下中國

大陸，認為中國大陸繞開了以「身

體的教養」創造國民這一階段，加

強了軍事和經濟力量，並提高了國

新運告終以後，其餘

響在之後中國歷史的

不同時期、不同地域

被反覆地呈現出來。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承

繼了新運的源流，所

頒布的〈國民生活須

知〉就很類似於新運

中的〈新生活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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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書評 際地位，以富強為目的的國家高於

個人的理念正在崛起（頁258）。然

而，作者並未意識到，中國大陸在

國家建設現代化的實踐中也致力於

通過「德治」創造現代國民，如強

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

性，宣導「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

相結合，提倡與宣傳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觀。不可否認的是，創造現代

國民對當下中國而言仍是一項重要

的課題。歷史可為借鏡，國家的治

理者或執政者應該吸取新運教養國

民失敗的教訓，以反思與明確當下

中國應經何種途徑創造何種國民。

新運的歷史餘響也留下了饒有

趣味的問題。在本書的最後，作者

通過「愛迪生少年時期不能適應學

校的教育，但長大後卻成為著名的

發明家，由此顯示出曾將其排斥的

教育之缺陷」這一故事作為隱喻，

提出了一個耐人深思、「尚未得出

答案」的問題：「中國終究是通過其

愛迪生般的獨創性的成功迫使人們

改寫陳舊的『近代』教科書呢？還

是現在的發展方式在不久的將來失

去其有效性，不得已重新接受『近

代』的補習呢？」（頁259）這值得讀

者細加思考和品味。

總之，《教養身體的政治》一

書以身體的視角細緻研究了新生活

運動中的諸多人物和事件，揭示了

新運的政治意義，與既有研究成果

相比，在許多方面推進和深化了學

界對新運的研究。本書雖然揭示了

經由「教養身體」以創造近代國民

這一新運的政治面向，然而並未深

入分析國民黨通過新運所試圖教養

的是何種類型的國民，尤其是沒有

揭示新運具有的「身體國家化」這

一深層次的政治意涵。「身體國家

化」意味着身體喪失了主體性而被

工具化，或許其中蘊含着運動失敗

的種子。新運與清末民初的國民改

造思想或嘗試有契合或類似之處，

它雖已成為歷史，卻仍留下了餘

響。在當代中國的不同領域，教養

或培育適格的國民或公民仍是一項

未竟的課題。閱讀本書，有助正在

處於、將會處於，或可能會處於

「被教養」狀態的國人，在中國轉型

時期得以知道身體的過去，並反思

身體的現在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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