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從土紳士到洋紳士

梁實秋曾經說過，隨*時代觀念

的轉變，原本被中國傳統社會認為是

尊稱的紳士，到了民國時期已變成為

一個難堪的罪名1。不過，在那個時

期，就算是由西洋引入來的新派洋紳

士這個稱號，在時人來說亦未必是

一個好的稱呼。以魯迅為例，在一系

列他指罵當時自稱或被稱為紳士的人

物——如梁實秋、徐志摩、李四光、

甚至是林語堂——的文章中，紳士這

類人物均被他說成是擺臭架子、偽君

子、假洋鬼子、喪家狗等，就算被認

為是洋紳士的一種健康精神——「費厄

潑賴」（fair play），魯迅亦認為不應急

於在中國推行2。言論影響所及，洋

紳士這個稱號亦被不少人認為是一個

醜惡的罪名。

雖然如此，民國時期仍有不少人

喜歡以紳士自居，新月派知識份子

即是其中一例3。而在現實生活中，

30年代前後的上海是一個追求摩登與

時髦的都市，上海男士不單沒有抗拒

紳士這個形象，而且更是積極追求，

這反映在當時的都市文學與傳播媒介

中。若將之與當時人的生活史傳記資料

比較，更能說明當時人對都市空間想像

的情況。因此，本文透過研究上海男性

追求紳士形象的行為，以期凸顯近代中

國人對現代性追求的另一番看法。

其實，過去有關中國近代紳士

的研究，大抵離不開張仲禮在《中國

紳士》（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一書中所劃定的範疇4。張著

所講的紳士，是指地方上一些在政

治、經濟及社會上有特權的利益階

級，英文譯作gentry。至於本文所指

的洋紳士（gentleman），則是西洋產

品，在傳統中國社會上並沒有這類東

西。梁實秋根據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作

家紐曼（Cardinal Newman）的〈大學教

育之範圍與性質〉指出，洋紳士的特質

是「溫柔、和藹、自由、理性和直率

等」，他更指出：「紳士永遠是我們待

人接物最高的榜樣。」5

在民國時期，洋紳士並非一個社

會階層，而是一個新的男性形象，它

不受階級的限制，亦沒有嚴格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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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故容許不同的詮釋。儘管如此，

洋紳士在當時上海人心目中被視為摩

登的象徵，不少男士趨之若鶩。

二 都市文學中的紳士形象

茅盾曾指出6：

消費和享樂是我們都市文學的主要色

調。大多數的人物是有閒階級的消費

者，闊少爺，大學生，以至流浪的知

識份子；大多數人物活動的場所是咖

啡店，電影院，公園；跳舞場的爵士

音樂代替了工場中機械的喧鬧，霞飛

路上的彳亍代替了碼頭上的忙碌。

正如茅盾所說，30年代的都市文

學正好道出了當時的一套新生活模

式。要明白何謂都市文學，則需要提

到當時一批被文學界稱為「新感覺派小

說」的作家（如穆時英、劉吶鷗及施蟄

存），他們利用都市生活作為文學內的

想像空間，鮮明地把都市中的摩登男

女形象顯現出來。事實上，穆時英就

曾經說過：「⋯⋯在我的小說�的社會

中生活*的人，�邊差不多全部是我

親眼目睹的事。」7據記載，穆時英本

身就是一個「熨頭髮，畢挺西裝」的摩

登青年，並經常出入舞場8。除了穆

時英以外，施蟄存與劉吶鷗亦經常於

晚飯後去看電影、跳舞9。由於所接

觸的都是所謂的摩登生活方式，他們

自然能將之融入自己的作品中。

穆時英總喜歡把小說中的男士塑

造成一個紳士形象。如〈夜總會�的

五個人〉中的金子大王胡均益就被寫成

為一名中年紳士，他穿*西式晚禮服

30年代一批被文學界

稱為「新感覺派小說」

的作家（如穆時英、

劉吶鷗及施蟄存），

利用都市生活作為文

學內的想像空間，鮮

明地把都市中的摩登

男女形象顯現出來。

據記載，穆時英本身

就是一個「熨頭髮，

畢挺西裝」的摩登青

年，施蟄存與劉吶鷗

亦經常於晚飯後去看

電影、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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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圖片是另一個為

讀者提供想像的都市

空間的媒介，李歐梵

教授認為：近代上海

廣告圖片中的女性，

其衣服內包藏的不是

身體，而是文化和歷

史。要考察30年代的

上海都市文化，《申

報》的廣告或許可以

提供一點啟示。

進夜總會，陪伴他的是交際花黃黛

茜，而且胡均益是有風度地讓黃黛茜

先行。小說內的胡均益雖因投機失敗

而破產，但當黃黛茜要求他送她一隻

哈叭狗時，胡毫不猶豫地拿了一塊錢

來買哈叭狗，並曾駕*他那輛林肯汽

車陪黃黛茜在百貨公司�買了許多東

西bk。這些都是紳士風度的表現。

在另一篇小說〈五月〉�，穆時英

描述其中一位追求女主角蔡珮珮的男

士宋一萍擁有「一張光潔的臉，生得很

高大的，一個二十七、八歲的紳士」，

他的職業是律師，駕的是蘋果綠的跑

車，穿的是西洋衣帽，並愛持手杖bl。

除了穆時英以外，劉吶鷗亦喜歡

以青年紳士追逐尤物作為他的小說題

材。在〈兩個時間的不感症者〉中，兩

名追逐女角的男士都是紳士（文中稱

gentleman）。劉吶鷗透過一些行為細

節來表現第一位男角H君的西洋紳士

風度：例如H君會略舉起帽子以示對

女士的敬意，又會從衣袋�抽出手帕

來拭汗，以及替不認識的女子領贏馬

彩金⋯⋯。H君的這些行為充滿西洋

風味，而且都是在女性面前做的。至

於另一位紳士T君亦穿時髦西裝，與

一般流連跳舞場及電影院的青年無

異。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名紳士雖然

在同一場合內追求同一名異性，但卻沒

有爭風呷醋，更沒有動武，只是輪流

邀請那位女士共舞bm。

與穆時英、劉吶鷗不同，施蟄存

小說內的女性並非全都是上海的摩登

女郎，但所描寫的上海男性大都有一

種紳士氣派。如〈在巴黎大戲院〉內的

男角一開始就自稱為紳士，他因被女

角搶先去買電影票而感到有失紳士風

度及難受bn。

在小說〈霧〉中，施蟄存透過女角

素貞與電影名星陸士奎在火車上的一

段邂逅，描繪出男性如何在女性心目

中營造出一種理想的紳士形象。素貞

在火車中第一眼看見陸士奎的感覺是：

「⋯⋯坐在她對面的那個青年紳士，他

很不在意似的還在看書。她一眼就覺

得他是一個很可親的男子，柔和的容

顏，整潔的服飾，和溫文的舉動⋯⋯

於是她給自己私擬*的理想丈夫的標

準發現了一個完全吻合的實體。」小說

更透過陸士奎替素貞拾手巾和拿行李

的行為來顯現男性的紳士風度bo。

除了新感覺派作者以外，張愛玲

無疑是另一位記錄上海都市生活的出

色作家。但與新感覺派小說家的最大

分別是，她筆下的上海都市男性缺少

異國情調bp。新感覺派小說家描摹的

上海紳士十分洋化，完全是將西洋紳

士的形象投射在中國男性身上。但張

愛玲則不同，她對上海紳士的生活細

節描寫得較深刻。如〈傾城之戀〉中的

范柳原，張愛玲就曾經說過：「一班

少女在范柳原�找到她們的理想丈

夫，富豪，聰明，漂亮，外國派。」bq

另外，在〈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振保

則是從英國接受教育後回到上海的青

年，張愛玲借女角嬌蕊的口稱他為一

名「紳士」 。振保在返回上海的初期，

由於經濟環境不太好，被同事罵他窮

形極相，但他仍穿*西裝，縱然那西

裝滿是縐紋。振保的紳士形象不單從

衣飾，亦從他的行為中表現出來。張

愛玲藉振保與未婚妻¹鸝約會的一段

描述指出，振保明白到「按照近代的規

矩她應當走在他前面，應當讓他替她

加大衣，種種地方伺候*她」，因為這

些都是紳士應做的事，但¹鸝卻沒有

讓振保這樣做，振保感到這是¹鸝的

一大缺點br。

從上述不同的文本可以看到，

上海男士是如何把自己塑造成一個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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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形象的，這是當時生活史中的一個

主要課題。

三　廣告中的理想男性

小說利用文字把紳士的形象顯現

出來，甚至直截了當地把某某男角稱

為紳士，從而使讀者透過小說來想像

紳士的形象。在近代上海，除了小說

以外，廣告圖片是另一個為讀者提供

想像的都市空間的媒介，故李歐梵教

授認為：近代上海廣告圖片中的女

性，其衣服內包藏的不是身體，而是

文化和歷史bs。

創刊於1872年的《申報》是當時極

流行的報章，要考察30年代的上海都

市文化，《申報》的廣告或許可以提供

一點啟示。

30年代中期以前，以中式或西式

裝扮出現在《申報》廣告中的男性圖像

比例相若，而且均以正面形象出現。

就以上海畜植牛奶公司刊登於1934年

的兩張新鮮牛奶廣告為例，圖1的男

士一身紳士打扮，而圖2的男士則是

一身中國式長袍。有趣的是，新鮮牛

奶是近代從西方傳入中國的飲品，在

廣告中竟會以中國男性的形象作宣

傳，可見西化的紳士形象並未在當時

的社會大行其道。

事實上，除了新鮮牛奶廣告外，

其他如藥物、家庭用品甚至是女性用

品等廣告，男性模特兒的形象都不一

定西化。我們由此可以推想，30年代

的上海雖然西化甚深，但在30年代中

期以前，男性是否真的以穿*西化衣

飾為理想形象卻不無疑問。

我們的疑問，可以從一些家庭

用品廣告得到說明。1934年5月29日

《申報》上有一張以女交際明星作招徠

的廣告，圖片內述說那位陳姓女交際

明星在服用「古露精神鹽」後精神煥

發，吸引了不少少年與之接談跳舞。

但值得注意的是，圖片中男士穿的是

中式長袍而非西洋紳士衣飾。而在同

年6月1日有一張皂粉廣告，廣告內的

丈夫親暱地稱呼太太為「親愛的」，他

下班後會帶太太看電影，這位丈夫深

受摩登生活影響，不過，他穿的卻是

一身中國長袍。

從上述的廣告圖片中可以察覺，

廣告上的男性均是以中國式的形象出

現，其中雖亦有西洋的男性形象出

現，但並未出現一面倒的情況。

圖2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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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種情形在1936年以後有

了突破性變化。在《申報》的版面中，

以西洋紳士形象作主角的廣告數量大

幅增長，而且大部分均以正面形象出

現；相反，以中國式男性形象作主角

的廣告數量則有下降趨勢，並且很多

都以負面形象出現。

由信誼化學製藥廠出產的「維他

賜保命」補針補丸，於1936年1月在

《申報》刊出了數次廣告（圖3及圖4）。

從圖中可見，穿中國式長袍的男士被

塑造成「形象枯槁，如入衰年」的負面

1936年以後，《申報》

的版面中以西洋紳士

形象作主角的廣告數

量大幅增長，而且大

部分均以正面形象出

現；相反，以中國式

男性形象作主角的廣

告數量則有下降趨

勢，並且很多都以負

面形象出現。這種對

比，幾乎成為定則。

形象；而身穿西裝的紳士則以健康的

正面形象出現。這種對比，在其他同

類的藥物廣告中幾乎成為定則。

以西洋紳士裝扮的廣告男角除了

擁有健康形象以外，有不少亦被塑造

成為愛護女士的男性。圖5及圖6都是

藥物廣告，但圖5廣告內的紳士被塑

造成愛護夫人的男士，而圖6那位穿

長袍男士則是向夫人發脾氣的惡丈

夫。由此可見，1936年以後出現在

《申報》廣告圖片中的男性（無論是健康

的、愛護女性的）大部分是穿洋裝的

紳士；而中式裝扮的男性則多是負

面的角色。由廣告媒介衍生出來的

想像空間，最理想的男性都是紳士

形象。

四　紳士形象的追求

小說與廣告的想像空間未必與真

實世界相符。現實生活中的上海是怎

樣的面貌？海派散文家錢歌川在30年圖4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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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一篇文章曾指出，當時生活在上

海的人，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都沒

有安樂的生活，故文章說道：「說上海

表面是天堂，�面是地獄，那或者還

相差不遠。」bt這說法正好與穆時英在

〈上海的狐步舞〉中一開始說道「上海，

造在地獄上面的天堂！」ck有*異曲同

工之妙。

20、30年代上海市民的生活模

式，充滿*茅盾所說的「緊張都市生活

節奏」，這種緊張引領*上海市民趨向

一個新世界cl。當然，這亦是一種摩

登生活的追求。對於上海男性來說，

追求紳士形象就是追求摩登生活的一

種表現。

無論從新感覺派小說、張愛玲的

小說或是《申報》的廣告中，都可以

發現這些文本內的紳士都是十分洋

化的，而在當時的上海，洋化的外型

確有其現實意義。例如林語堂就曾說

過cm：

在一般青年，穿西裝是可以原諒

的，尤其是在追逐異性之時期，因

為穿西裝雖有種種不便，卻能處處

受女子青睞，風俗所趨，佳人所

好，才子自然也未能免俗⋯⋯不過

平心而論，西裝之所以成為一時風

氣而為摩登士女所樂從者，唯一的

理由是，一般人士震於西洋文物之

名而好為效顰。

魯迅亦說：「在上海生活，穿時髦衣服

的比土氣的便宜。如果一身舊衣服，公

共電車的車掌會不照你的話停車，公園

看守會格外認真的檢查入門券，大宅子

或大客寓的門丁會不許你走正門。」cn

其實，對當時的上海人來說，穿

西裝可說是大行其道之事。鴛鴦蝴蝶

派散文作家鄭逸梅就指出，上海人穿

西裝約佔十之四五co。這個說法或許

帶點誇張，但頗能反映當時上海人對

西裝的熱切追求。

鴛鴦蝴蝶派散文作家

鄭逸梅就指出，上海

人穿西裝約佔十之四

五。但在現實生活

U，穿西裝是大有學

問的。民國時期，上

海有不少男士曾因胡

亂購買舊西裝而弄至

衣不稱身；亦有人因

穿不慣皮鞋，故雖身

穿西裝，但腳上穿的

仍是中國鞋，弄得不

倫不類，十分滑稽。

圖5 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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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紳士派頭是要努力學習回來

的，在現實生活�，穿西裝是大有學

問的。民國時期，上海有不少男士曾

因胡亂購買舊西裝而弄至衣不稱身；

亦有人因穿不慣皮鞋，故雖身穿西

裝，但腳上穿的仍是中國鞋，弄得不

倫不類，十分滑稽cp。莫說是一般上

海市民，就算是當時的政府官員，也

有由於缺乏穿大禮服的知識而穿錯禮

服，以致在一些交際聚會中鬧笑話cq。

事實上，在現實生活�，努力追

求學做一名摩登紳士是近代上海男士

生活史上的重要課題。在這方面，我

們可以再以近代上海聞人杜月笙及其

兒子的案例作例子。根據《杜月笙傳》

的記載，杜月笙永遠都是「一襲長衫，

一雙布鞋，充其量加一件馬褂⋯⋯他

從不想到洋化，洋玩意兒他一概不生

興趣」cr。雖然如此，他卻希望自己的

孩子能成為英式紳士，因而特意邀請

了劉鴻生曾留學英國的兒子劉念智來

訓練他七姨太的兩名兒子。劉念智帶

杜月笙的兒子往上海各大名牌商店選

購最講究的西裝、領帶及大衣，把他

們裝扮成英式紳士模樣。除此以外，

劉念智亦教他們英式宴會�的各種禮

儀，如「安排席位的慣例，不同酒類和

不同杯子、不同的匙、刀、叉和不同

的用法，還有關於就餐時必須注意的

各種禮貌」；亦教他們進食時的禮貌：

「嘴�喝湯，吃食都不可發出聲音，咀

嚼食物不可張開大嘴，要細嚼慢咽，

不可狼吞虎咽。除了麵包、餅乾等小

食物可以用手指取食外，其他食物都

應該用叉或匙送進嘴�，切不可用刀

尖挑起食物向嘴�送。」此外，劉念智

還教他們講究Ç生，不可隨地吐痰，

亦教他們社交英語、騎馬、游泳、打

網球、玩橋牌等cs。

此外，紳士形象亦有助於吸引異

性。以前上海特別市工務局長沈怡認

識其妻子應懿凝的過程為例，我們可

以從中說明紳士風度對女性具有何等

的吸引力。據沈應懿凝的回憶，在初

認識沈怡的當夜晚飯完畢以後，「這位

博士局長竟走來和我們握手道別，而

且還替我們關上車門，我覺得這個人

倒很有禮貌，無形中我對他已有一種

微妙的好感」ct。握手、替女士開車門

都是紳士風度的表現。據沈應懿凝的

回憶，當沈怡成功向應家提親以後：

「這位沈怡君受德國禮節的薰陶確是十

分到家，當他一得到我父親母親的親

口允可，便立刻跨前一步，連連道

謝，一面向我父母親深深的一鞠躬，

是又轉身與季淑握手稱謝。」dk一個西

洋紳士的形象於此顯露無遺。

從以上這些事例可以證明，近代

上海人追求紳士形象的積極性。

五　結 語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紳士是一

個特權社會階層，但由於西洋文化

與觀念的湧入，中國近代社會中的

紳士觀念已變得模糊；至於西洋的

gentleman，並不是一個新社會階層，

而是近代城市社會�中上流男性所追

求的摩登形象。對草根階層來說，由

於他們的收入有限，而城市的生活指

數極高，紳士形象似乎是遙不可及的

事物。

無庸置疑，現代性的追求是研究

近代中國的重要課題，而重新檢視近

代上海人觀念中的理想男性形象，並

從中分析中國人在追求現代性的其中

一個面貌，是本文希望作出的一種新

嘗試。

根據《杜月笙傳》的記

載，杜月笙永遠都是

「一襲長衫，一雙布

鞋⋯⋯他從不想到洋

化，洋玩意兒他一概

不生興趣」。雖然如

此，他卻希望自己的

孩子能成為英式紳

士，因而特意邀請了

劉鴻生曾留學英國的

兒子劉念智來訓練他

七姨太的兩名兒子。

由此看來，紳士派頭

是要努力學習回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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