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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來文化人：
┌王韜模式┘

● 王宏志

在香港文學史'，一個經常出現的名詞是南來作家，或南來文化人，指的

是那些從中國大陸來到香港的作家或文化人。在過去，香港曾經出現過好幾次

較大規模的作家及文化人南來潮，例如抗戰初期中國大陸不少地區淪陷，香港

便成為作家和文化人逃亡暫住的地方，而抗戰勝利後不久出現的國共內戰，也

促使大量文化人湧來香港；更大規模的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很多

沒法接受新政權的人也跑來香港，然後是70年代後期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

也有不少作家和文化人陸續移居香港。這是因為香港自割讓給英國後，它那一

百五十多年殖民地身份構成了一個在政治、社會、經濟以至文化上都與中國大

陸不盡相同的空間，為一些決定離開祖國的作家和文化人提供了特殊的活動場

地。儘管這些南來香港的作家和文化人有的只在這'作短暫停留，但毫無疑

問，他們很多都在香港積極地進行創作及參與文化活動，對香港的文學及文化

界有重大的影響和貢獻。

關於南來作家的問題，過去不少學者曾作過討論和界定，為我們提供一定

的理解1，但其實這個課題所牽涉的範圍很廣，包含ä有關香港文學、文化以至

社會、政治等方面的不同元素，實在不容易處理。即以定義來說，就像「香港文

學」一樣，人們提出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言之，凡從中國大陸來的，即在「南

來作家」之列，這似乎是最簡單的處理方法。可是，所有從中國大陸來香港的作

家，情況都是一樣嗎？南來而北返的，跟一直在香港居住下來的，可應該有所

區別？南來一段短日子而匆匆北返的，對香港文學的貢獻會有多大？真的應該

視為香港文學的重要構成部分，須以特別的稱號來標示嗎？另一方面，南來後

一直住下來的，為甚麼不全都稱為香港作家？為甚麼要另加標籤？這是不是意

味ä「南來的」跟「本土的」始終有ä差異？是「本土的」排斥「南來的」？還是「南來

的」不願與「本土的」混和？這其實已超出「定義」的範圍，進而涉及到諸如文化身

份、社會定位等問題了。

＊ 本文為2001年香港中文大學直接撥款資助研究項目「定義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典範化準

則初探」部分研究成果，特此聲明及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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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百年中國與世界 毫無疑問，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政治取向，以及一些際

遇上的不同，讓每位從中國大陸南來的作家有ä不同的故事。然而，從第一個

因政治問題而在香港尋求託庇的中國文化人王韜開始2，南來作家——或更擴闊

一點，不少南來文化人似乎在重複ä同一個模式，我們甚至不妨稱之為「王韜模

式」。這模式來自王韜在香港「羈旅」二十三年的經歷，雖然是晚清時期，但在其

後一個多世紀'卻不斷重複出現。仔細探討王韜的南來經歷，能夠讓我們回應

部分上面提出的疑問，對南來作家或南來文化人的理解也許會有所幫助。

羈旅香海

儘管有個別學者提出不同的意見，但大體上今天人們都很確定王韜曾以「黃

畹」的名字上書太平天國蘇福省民政長官劉肇鈞，獻計進攻上海，以致被清廷通

緝，被迫逃亡；經由英國人的掩護，1862年來到香港，一直流放達二十三年之

久，成為最早在這個英國殖民地長期居留的南來文化人。

我們知道，王韜早在1849年便為了謀生而到上海墨海書館從事翻譯，成為

當時極少數與洋人工作和交往的中國傳統文人——美國學者柯文（Paul A. Cohen）

筆下的「條約口岸知識份子」（treaty port intellectual）3，有ä在這「十里洋場」生

活達十三年之久的經驗，南來香港這處當時已給英人統治超過二十年的地方生

活，本來應該是不會太難接受和適應的。此外，王韜初到香港也算不上舉目無

親，先有福音會的照顧，然後又得到理雅各（James Legge）的聘請，協助從事翻

譯《中國經典》的工作，生活得到解決，很快便可以把妻兒接來團聚。

然而，王韜並不喜歡香港。在他筆下，香港只不過是一處「蕞爾絕島」、「荒

域」4、「蠻荒」5。他在剛抵香港後寫給妻兄楊醒逋的一封信中，講述了香港給

他的第一個印象6：

十月八日乃抵粵港，風土瘠惡，人民椎魯，語音侏 ，不能悉辨，自憐問

訊無從，幾致進退失據。

他更對香港的食物大表不滿7：

所供飲食，尤難下箸，飯皆成顆，堅粒哽喉，魚尚留鱗，銳芒螫舌，肉初

沸以出湯，腥聞撲鼻，蔬旋漉而入饌，生色刺眸，既臭味之差池，亦酸鹹

之異嗜。

還有難受的天氣、惡劣的居住環境、四出為患的蛇蟲鼠蟻8：

氣候不常迥非中土侔，視天常低視日近若炙，冬或著絺盛夏或披裘，魚龍怒

騰欲雨氣腥臊，一黑千里颶起搖陵邱，飛蟲細蚋經冬猶不死，炎飆毒霧白晝

鳴鵂鶹⋯⋯瘦妻嬌女啼哭思舊土，一家四人臥¾無一瘳，半椽矮屋月費錢半

萬，風逼炊煙入戶難開眸，木中蟣虱噆人若錐利，爬搔肌膚往往至血流。

總之，一句話足以概括一切：「炎方景物種種傷吾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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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人方面，更是乏善可陳。在幾封給友人的信'，他把香港人批評得體

無完膚：

至香港一隅，蕞爾絕島，其俗素以操贏居奇為尚，而自放於禮法，錐

刀之徒，逐利而至，豈有雅流在其間哉！地不足遊，人不足語，校書之

外，閉門日多bk。

竄!粵港，萬非得已。其俗侏 ，其人獶雜，異方風土，祇益悲耳。

耆好異情，暄涼異候，一身作客，四顧皆海，誠足以悽愴傷心者矣。⋯⋯

此間山赭石頑，地狹民鄙，烈日炎風，時多近夏，怒濤暴雨，發則成秋。危亂

憂愁之中，岑寂窮荒之境，無書可讀，無人與言，曠難為懷，逝將安適bl。

在一段很長的時間'，王韜對香港絕無好感。

王韜對香港的不滿，除了因為被迫放逐外，最主要原因還是出於那種「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的傳統華夷觀。我們在上面說過，早在王韜來香港以前，已在

「十里洋場」的上海住了十三年，且一直跟洋人一起生活和工作。今天看來，王

韜是其中一位最早接觸到外國文化的知識份子，且是直接參與了中西文化交流

的人，原是難能可貴的。可是，王韜的看法並不是這樣。對於在上海當外國人

助手，「賣身事夷」，他其實是深惡痛絕的，特別當他受到周圍很大壓力時bm。在

一封寫給舅父朱雪泉的信'，他直率地說出了他的痛苦bn：

托!侏 ，薰蕕殊臭。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飲食耆欲，固不相

通，動作言語，尤所當慎。每日辨色以興，竟晷而散，幾於勞同負販，賤

等賃舂。⋯⋯文字之間，尤為冰炭，名為秉筆，實供指揮，支離曲學，非

特覆瓿餬窗，直可投之溷廁。⋯⋯同處一堂，絕少雅士，屈身謀食，豈有

端人。⋯⋯此邦氛濁之場，肩轂摩擊，腥羶萃附，鴉雀之聲，喧訇通衢，

金銀之氣，熏灼白日。聆於耳者，異方之樂，接於目者，獶雜之形。

真是滿紙鬱怨。這種種鬱怨產生自他對外國人的歧視。在上錄一段文字中，王

韜即引了《左傳》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一句，而在一封寫給友人周弢甫的信

中，他又重複了這句話，並接ä說「西人隆準深目，思深而慮遠，其性外剛很而

內陰鷙」；又說，洋人對待中國人很壞，「傭其家者，駕馭之如犬馬，奔走疲

困，毫不加以痛惜。見我文士，亦藐視傲睨而不為禮。」對於西方思想的傳入，

他很有戒心，「華風將浸成西俗，此實名教之大壞也」，他最害怕的就是「中原全

土皆侏 之足�」bo。

另一方面，地處中國南端差不多最偏遠邊緣的香港，對於像王韜那些本ä

「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bp的文化人來說本來就是「化外之地」，加上被「化外之民」

英夷統治，那邊緣的身份便多加一重，成為「邊緣的邊緣」bq。前面所引王韜幾段

有關香港的描述，'面「其俗侏 」、「語音侏 」、「其人獶雜」等言詞，還有在

飲食及日常生活上接近茹毛飲血的描寫，都是把香港繪畫成一處跟化外的蠻夷

之地沒有多大分別的「荒隅」br。事實上，王韜對於香港以及外國人的描述是多麼

的接近，甚至字眼上也有相似的地方。很明顯，在上海，王韜以「華」的立場觀

照「夷」；在香港，他以「中原」的立場來觀照「邊緣」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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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百年中國與世界 從泰西之遊到《循環日報》

不過，不少學者已指出，王韜在香港期間思想開始改變，「惟我獨尊的天下

觀逐漸得到修正」bt，甚至有人認為王韜在港期間「思想產生了一個飛躍」，「隨ä

在香港居住日久，對西學了解日深，王韜的思想發展也愈快」ck。可是，真正造

成更大衝擊的是他在1867年12月開始長達兩年，歷「五洲四洋，百數國家」的「泰西

汗漫之游」cl。用王韜自己的說法，這次歐遊的確能夠讓他「眼界頓開」cm，真正

來一個思想上的遽變。

我們不在這'詳細探究王韜思想的轉變及其內容cn。簡單而言，歐遊後，

王韜對西方有了全新的認識和見解，他不但批判了自己過去所深信的傳統華夷

觀——「謂中國為華，而中國以外統謂之夷，此大謬不然者也」co，更重要的是他

大力鼓吹變法，而變法的學習對象便是西方。在一篇自述思想改變的文字'，

王韜說自己最後「所望者中外輯和，西國之學術技藝大興於中土」cp，他所要強調

的是「全方位地向西方學習」cq。

在王韜出發歐洲前一年，清廷確曾派遣了第一個所謂的外交使團，在中國

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以及滿人斌椿的率領下到歐洲考察五個多月，

不過，這使團根本沒有達到甚麼成果cr；而清廷正式派遣外使更是要在七年後郭

嵩燾和劉鴻錫的出駐英國。因此，正如王韜自己所說，他的歐洲之行「不啻為先

路之導，捷足之登」cs，而他透過對西方的直接觀察所產生的思想轉變，因而也

比國人早得多，成就了「中國思想史上的一位巨人」ct。然而，我們知道，王韜這

難得的歐遊機會，卻是因為他羈旅香江而得來的——王韜在香港協助理雅各翻

譯《中國經典》，理雅各在1867年初返英國，邀請王韜「往遊泰西，佐輯群書」dk，

也就是說，香港為王韜提供了更直接接觸西方人士和文化的空間。

不過，王韜作為南來文化人，重要的地方是他能夠在香港參與不同形式、

不同層次的文化活動，最後更能肆意發表政治見解。

有學者指出，王韜是近代中國第一批的職業文人，靠當編輯、翻譯、報人、

出版商和流行文作家謀生dl。在香港期間，王韜最主要的工作是幫助理雅各翻譯

《中國經典》，同時也在理雅各所主理的英華書院中擔任書院校正dm；他也曾兼任

《孖剌西報》（Hong Kong Daily Press）的中文附錄《近事編錄》（The Hong Kong News）

的編輯，並兼任《華字日報》主筆，後來更與黃勝、陳言等創辦《循環日報》，王

韜任正主筆。雖然我們今天沒有充足資料確實知道王韜的收入來源dn，但從上面

有關他的文化活動的簡單描述，以及他最初孑然一身狼狽出逃，抵港後只能先

寄住教會專為接待往來傳福音的人而設的臨時居所，然後終能把家眷接來，在

香港生活達二十三年——他還經常抱怨香港物價太貴do，足見香港確實為王韜提

供了一個相當廣闊的文化空間，而他在香港所參與的文化活動也足以維持他的

生活。然而，最重要的是，在香港生活期間，王韜寫出了大量作品，還整理舊

作出版。較著名的除了我們在下面會再提到，為《循環日報》所寫的大量政論（部

分收到《弢園文錄外編》）外，還有筆記《甕牖餘談》；外國史地著作《普法戰紀》、

《法國志略》、《四溟補乘》；遊記《漫遊隨錄》、《扶桑遊記》；筆記體小說《遁窟讕

言》；書信集《弢園尺牘》；詩集《蘅華館詩錄》，以及其他像《火器略說》、卷帙浩

王韜居住香港期間，

逐漸修正了「惟我獨

尊的天下觀」，但真

正造成更大衝擊的是

他在1867年12月開始

長達兩年的「泰西汗

漫之游」。歐遊後，王

韜不但批判了自己過

去所深信的傳統華夷

觀——「謂中國為華，

而中國以外統謂之

夷，此大謬不然者

也」。王韜說自己最後

「所望者中外輯和，

西國之學術技藝大興

於中土」，強調全方

位地向西方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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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的經學論著如《春秋左氏傳集釋》、《皇清經解札記》、《毛詩集釋》、《禮記集

釋》、《周易註釋》等dp，都是王韜在香港撰寫或出版的作品。

此外，王韜對近代中國文化及政治一個很重要的貢獻，是他在1874年，即

自歐遊返香港後四年，在香港創辦了《循環日報》，是為華人辦報的開始dq，而

《循環日報》對於中國近現代新聞業、政治以及文化都有深遠的影響。

關於《循環日報》以及王韜的辦報理念和新聞理論，已有不少學者作過研

究dr，這'不予贅述。要強調的是，王韜在《循環日報》上發表了大量政論。很多

學者已指出過，《循環日報》最根本的特徵是它的政論色彩ds，因為當時中國僅有

的幾家中文報紙都是屬於所謂的「新聞報紙」，即只「刊登一些國內外要事和社會消

息，再加上商業行情、船舶情報等，很少對時局發表評論」dt。但《循環日報》每天

冠首的是一篇政論，討論時局，「俾在上者得所維持，在下者知所懲創」ek。《循環

日報》上的政論雖不署名，但多出自王韜手筆，數目最少在880篇以上el，既有猛

烈批評中國時政，又有嚴肅討論中國自強變法之道，且觸碰很多敏感的課題，當

中一些言論十分尖銳，例如他清楚指出中國遠不如西方，須認真向西方學習em：

嗚呼！至今日而欲辦天下事，必自歐洲始。以歐洲諸大國為富強之綱領、

制作之樞紐。捨此，無以師其長而成一變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則以輪

船；中西同有車，而彼則以火車；中西同有驛遞，而彼則以電音；中西同

有火器，而彼之槍炮獨精；中西同有備禦，而彼之炮台水雷獨擅其勝；中

西同有陸兵水師，而彼之兵法獨長。其他則彼之所考察，為我之所未知；

彼之所講求，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僂指數。設我中國至此時

而不一變，安能埒於歐洲諸大國，而與之比權量力也哉！

又如批評洋務派對西學的「尚襲皮毛」：

惟所惜者，僅襲皮毛，而即囂然自以為足，又皆因循苟且，粉飾雍

容，終不能一旦驟臻於自強en。

今沿海各直省皆設有專局，製槍炮，造舟艦，遴選幼童出洋肄業，自

其外觀之，非不龐洪彪，然惜其尚襲皮毛，有其名而鮮其實也eo。

更有提出英國式君主立憲制的主張ep：

如英，如意，如西，如葡，如嗹等，則為君民共主之國⋯⋯惟君民共治，

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籲咈，猶有中國三代以

上之遺意焉。⋯⋯苟得君主於上，而民主於下，則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

親矣，內可以無亂，外可以無侮，而國本有若苞桑磐石焉。由此而擴充

之，富強之效亦無不基於此矣。泰西諸國，以英為巨擘，而英國政治之

美，實為泰西諸國所聞風向慕，則以君主上下互相聯絡之效也。

這些言論實在不可能見容於當時國內的官方以及輿論空間。事實上，除了政論

文字外，就是他的歐洲遊記在當時也很可能需要一個特殊空間來發表，原因是

這些遊記並不是一般簡單的旅遊記錄，而是滲透了他對西方新世界的觀察和讚

王韜對近代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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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百年中國與世界 美，通過這些讚美，王韜進一步凸顯出中國須全面向西方學習的必要。一段經

常為人徵引的文字是eq：

英國風俗醇厚，物產蕃庶。豪富之家，費廣用奢；而貧寒之戶，勤工力作。

日競新奇巧異之藝，地少慵怠游惰之民。尤可羨者，人知遜讓，心多愨誠。

國中士庶往來，常少鬥爭欺侮之事。異域客民族居其地者，從無受欺被詐，

恆見親愛，絕少猜嫌。無論中土，外邦之風俗尚有如此者，吾見亦罕矣。

如果我們知道林則徐翻譯西書以作戰爭的準備，曾被琦善指為「以天朝大吏，終

日刺探外洋情事」er；魏源著《海國圖志》，對外國史地「詳求其說」，卻「已犯諸

公之忌」es；徐繼畬「偶著《瀛環志略》一書，甫經付梓，即騰謗議」et，罪狀是「張

外夷之氣焰，損中國之威靈」fk；位高如恭親王奕訢要求在京師同文館開設天文

和算學館也遭猛烈指斥，有人大聲責問「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fl；中國第一

位派駐外國公使郭嵩燾撰寫《使西紀程》，對英國略有正面描寫，卻即被參劾「有

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而遭到銷毀fm，去世後連經由李鴻章奏請宣付國史

館立傳也不獲批准，那麼，我們便可以知道王韜在1870年代在香港作為南來文

化人是得到一個多麼特殊而難得的文化空間。

不是說王韜在香港發表激進言論時沒有壓力。《循環日報》上的政論不署

名，且要以答客問的形式來回應不署名並不是「有乖直筆之義」fn，可見他對此是

有焦慮的。事實上，他在不少地方也顯露出他是明確知道一些言論是會惹來非

議的。在倡議變法時，他知道「苟以一變之說進，其不嘩然逐之者幾希！」fo；而

在一篇贈日本友人的七古中更有這樣的詩句fp：

年來我亦持清議，眷言家國懷殷憂；論事往往攖眾怒，世人欲殺狂奴囚。

不過，以經歷過上書太平天國而被迫流亡，但卻時常刻意隱瞞其事的王韜來

說，是很清楚知道在香港發表這些言論是安全的。應該說，這些言論不但沒有

帶來危險，卻因為能夠暢所欲言，說出比其他國人更尖銳精闢的觀點，王韜反

而更受重視。朱維錚不無戲謔的說，王韜「堪稱晚清首例『出口轉內銷』」，為的

就是李鴻章「因他已在香港辦報成名而表示願羅致入幕」fq，有「不惜千金買駿骨」

的意願。這不就是香港為流放南來文化人提供了一個特殊的文化空間所致嗎？

然而，王韜並不願意長期在香港居住下去。在剛抵香港後不久，他在日記

'寫道fr：

噫！自經竄逐，無意於浮榮矣。但得飽吃飯，閒讀書，了此餘生，得還故

鄉，亦已幸矣。

無論他的思想起了怎樣的變化，香港始終不是他的家。在自傳'王韜清楚

地說：「久居粵東，意鬱鬱不歡，恆思歸耕故鄉」，「雖流徙遐裔，僻處菰蘆，而

眷懷國家，未嘗一日忘」fs，最後，他在1884年獲准返回上海，結束了長達二十

三年的流亡生活。然而，更令人遺憾的是，雖然他重返上海後確實受到歡迎和

推重，且「筆耕仍勤，卻多是在報刊、畫報上換錢的『遊戲之作』」，「對中國思想

文化領域的影響也在迅速減褪」，到了甲午戰爭，「中國改革思潮再度高漲，而

王韜卻悄無聲息了」ft。

王韜堪稱晚清首例

「出口轉內銷」文人，

李鴻章因他已在香港

辦報成名而表示願羅

致入幕。這不就是香

港為南來文化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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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他最後在1884年

返回上海。



南來文化人： 75
「王韜模式」

結　語

誠然，在近代中國來說，王韜的經歷是一個特例，但他的個案卻成就了隨

後一個多世紀'一個頗為完整的南來文化人模式，因而具備相當的代表性和普

遍性。這所謂的「王韜模式」包含了以下幾個元素：一、因政治因素而被迫離開

中國大陸，南來香港，尋求護蔭；二、以中原心態觀照香港文化的邊緣位置，

深感不滿；三、在香港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思想上跟國內人士有所不同；

四、利用香港的特殊空間從事各種各樣的文化活動，發表作品和言論，以尖銳

的言詞及其他形式向祖國「喊話」；五、仍然希望「落葉歸根」，離開香港，返回

故鄉。

在一百五十五年的殖民地歷史'，香港接收過大量南來文化人，他們以不

同形式及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這種「王韜模式」，一方面是利用了香港的特殊文

化空間，另一方面也進一步加強了香港作為大陸以外的「中國」文化空間的特殊

性。當然，我們不是說這「王韜模式」的各個元素都集中或完整地全數出現在每

一位南來文化人身上，有時候，部分元素較為明顯強烈，部分元素則較模糊，

且個別文化人的思想、際遇以至活動都不盡相同。事實上，我們可以見到在這

些元素下的不同分流：他們也許同是因為政治因素而南來，但有些人要在香港

宣揚國內的主流意識形態，有些則是為了逃避或抗衡；他們有些只在香港作短

暫停留後便返回大陸，又或是轉到其他地方去，無意了解及進入香港文化，即

使在香港參與文化活動，但其目的及意識都指向大陸，且時有批評香港文化位

處邊緣的言詞。但也有些則在香港一直住下去，作品中慢慢出現香港的影子，

貼近香港本土文化，甚至成為催生或構建香港本土文化的重要力量。他們在香

港接觸到西方文化，當中有些人積極吸納，思想和作品都產生明顯的變化，具

有「西化」、「洋化」的痕�，與大陸同時期的文化產品有很大分別，但有些則卻

因而加強了傳統中國以至國族主義的成分，要求寫「純正的」中文，創造「地道的」

中國文學，貶斥外來的元素。當然，還有一些南來文化人根本不能納入這模式

以內，他們以獨特方式回應香港的政治及文化生態gk。不過，我們在這'提出一

個「王韜模式」，目的是要以此作為具體的切入點，借助它所包含的不同元素，

嘗試理解作為一個特殊文化現象的南來文化人，在中國及香港的文化發展上所

扮演的角色和位置，從而更好地理解香港殖民地時代的文化空間及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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