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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國初年，隨着西洋美術在中國的傳播，人體畫與人體模特成為重要的社

會議題。長達十年的「人體模特事件」（1917-1927）與相關論爭，也在小說中得到

展示。通俗文學作家周瘦鵑、包天笑，新文學作家王統照、丁玲等都對這一問題

有着創作關照，他們的小說構成了思想討論的公共空間。在這些小說中，展現出

女性自我意識與身體意識的萌芽，然而即便在新道德體系下，女性依然受到性別

暴力與視覺權力的宰制。本文以小說證史的方法，試圖挖掘出虛構文本中的真實

情感與觀念，表達大變革時代中，文化史研究視角下難以觸及的有關「人體模特

事件」的感性認知。

關鍵詞：「人體模特事件」　民初小說　女性身體　新道德　視覺政治

一　引言

在近代中國，「女性解放」始終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社會議題與文明訴求。

不論是「廢纏足」還是「興女學」，都表徵了女性解放運動在身體革命與思想革

命上的雙重追求。然而，這項運動在特定歷史情境下有着相當曲折的過程，

民初的「人體模特事件」就是現代中國女性解放運動史中的一個典型事件，對

於女性解放有着相當深刻的概括意義：從劉海粟等人創辦的上海美術專科學

校設立人體寫生課程而引起的「人體模特事件」開始，事件風波和論爭綿延 

十年之久（1917-1927）1。人體模特問題在民初中國受到巨大非議與批評，既

是中西方文化衝突的具體表現，也是中國女性身體困境之象徵：涵蓋着女性

就業、着裝、審美與性別關係等諸多問題。

人體模特在中國的接受過程，其實涉及到「裸」（nude）與「露」（naked）的

界限問題。在西洋繪畫的觀看傳統中，早已形成了一種技術習慣與默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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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一種成型的視覺規範（pictorial convention），即將人體畫設定於審美與藝術

的範疇，不論是藝術創作或欣賞，參與者在文化規範中自覺地抑制色情之

念，將動物性的視覺對象轉化於精神性的審美過程。這種意識與秩序帶有集

體認知與建構的特色，然而這樣一種長期形成的文化默契在中國是沒有任何

傳統基礎的。學者吳方正指出了這一接受過程中的艱難之處2：

人體再現的問題在中國所以是雙重的，是因為這個從西方傳入的藝術實

踐本身已經內含了一個二元張力，使人體再現非色情而是藝術，在乎圖

式常規，但這又是中國本身缺乏的，並不因為裸露的二元張力在西方已

經取得某種協調而可以存而不論。因此，要使人體再現在中國成為藝

術，取得合法地位，必須再度建構出一套中國集體接受這個西方事物的

圖式常規，於是，在裸與露的二元張力之上，又多了一層中西文化之間

的張力。

這樣一套審美範式和審美體系，是隨着西洋人體畫以及人體模特這一職

業的引入才在中國出現的。而中國近古的身體觀念中，女性身體是家庭私

產，絕無公共展示的可能，女性日常穿着也以「去曲線化」、遮蔽性別特徵為

重點；展露身體與性別特徵的春宮圖亦只在極私密空間傳播並強調其功能

性。此外，在「男女授受不親」的觀念下更無可能接受人體畫的繪畫情境。 

西方留學歸來的美術家直接主張人體畫是純藝術審美範疇，為時人所不解，

並指斥為下流，爆發「人體模特事件」也是頗能理解的事情。

「人體模特事件」大概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來觀察：一是社會事件，因為上

海美專使用人體模特參與教學，社會各方對於這種教學形式予以反對以及作

出抗議，例如1917年城東女學校長楊白民抗議美術學校開設人體畫課程、

1924年上海美專學生饒桂舉行的畫展因陳列人體習作而遭到江西警廳勒令 

禁止，以及1926年孫傳芳電令「查禁裸體畫與模特兒」；二是洋派畫家與保 

守文化人之間的理論論爭，這些論爭文章多見於《美術月刊》、《時報》、《時事

新報》以及《申報》等，主要參與者為洋派畫家劉海粟、倪貽德、李寓一、汪亞

塵，以及上海市議員姜懷素乃至直系軍閥孫傳芳等人。理論論爭是洋派畫家

最終獲得「人體模特事件」勝利的重要武器。自此之後，人體模特成為美術院

校普遍採用的教學手段。

而幾乎在同一時期，文壇出現了多篇述及人體模特的小說，參與了這一

公共議題的討論。這些小說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社會事件，而且帶有理

論的思考；也有小說超脫了人體模特的議題，更為深入地思考現代女性問

題。而小說作為大眾閱讀的對象，亦成為現代文明的示範，使得「人體模特事

件」與相關的理論論爭深切影響了當時讀者對新思想的接受。小說作為虛構文

本與虛擬空間，卻承載了人們在社會大變革中真實的情感脈絡與道德潛意識

之發展，這正是作為心理過程而非歷史事件的「人體模特事件」，在文化領域

中一條極為隱蔽的發展線索。

有關民初女性人體模特的研究，就歷史事件還原闡釋來說，李信和曾越

有比較充分的材料整理3；對於裸體模特所代表的身體文化與性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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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學術論文 吳方正有着非常深入的讀解4；陳建華則仔細梳理了民初通俗雜誌流露出的身 

體文化的新變5。就具體文本來說，過去學者一般將眼光集中在丁玲《夢珂》

的研究，如江上幸子、羅崗和吳曉東都對小說中體現的都市新女性與現代視

覺機制之間的微妙關係，有着精確深入的把握6。

前輩學者研究雖然很深入，但基本上主要從文化史的角度對作為歷史事

件的「人體模特事件」進行闡釋，或者對單獨文本進行剖析。本文更關注在一

系列的虛構文本——小說中，作者如何參與社會議題的真實討論，以及其思

想與道德潛意識是如何表達與演化的。本文嘗試在前輩學人「以詩證史」的啟

發下，以小說證史，挖掘出虛構中的真實情感與觀念，表達文化史研究中難

以觸及的有關「人體模特事件」的感性認知。

有關人體模特的小說在民初並不稀見，本文選取最有代表性的四篇小說

進行較為深入的分析，分別是周瘦鵑的《女貞花》（1917）、王統照的《沉思》

（1921）、包天笑的《愛神之模型》（1922）以及丁玲的《夢珂》（1927）7。筆者將

對四篇小說中女性人體模特的呈現以及思想寄託做一個基本的梳理。之所以

選擇這些小說作為討論對象，是因為它們比較典型和集中地在思想與道德層

面上討論了性別與視覺的問題，參與了其時的社會討論。

二　社會事件的象徵：《女貞花》與《沉思》中 
女性身體的發現

有關「人體模特事件」的社會衝突面向，常常有一個典型的情境，即美術

家在臨摹女性人體模特時，其創作過程為社會中一群衞道士所打斷，走向一

個不可收拾的尷尬境地，而小說在再現現實事件方面也常以如此情境展開。

從《女貞花》到《沉思》，小說記錄了女性（人體模特）自我意識的變遷，以及對

身體的發現。

周瘦鵑於1917年在《小說大觀》上發表的《女貞花》，是目前可見第一篇集 

中以人體模特為創作素材的中文小說。按其寫作內容，似有聲援劉海粟等一眾

洋派畫家之意。然而，這一篇小說並非純然原創，而是一篇「影戲小說」：作

家通過觀看西洋默片，記下其劇情概要，然後按照自己的寫作習慣重新組織

故事，以供那些沒有經濟能力和英文基礎的觀眾了解電影內容的一種特殊文

體8。《女貞花》這篇小說就是根據1916年的美國電影《貞潔》（Purity）改編而

成，小說的許多情節和對話都為周瘦鵑添加。故事劇情並不複雜，主要講述一 

個叫貞潔女郎的純潔美女，為了讓與之相愛的詩人大珊能出版自己的詩歌集，

瞞着他去給畫家拉麥克做人體模特，大珊後來偶然知道她做人體模特的事而未 

知其動機，十分生氣，產生了很大的矛盾；當書店經理人向他道破實情之後，

他才恍然大悟，理解了貞潔女郎的良苦用心，電影和小說都是大團圓結局。

周瘦鵑在小說開篇的前言中說道9：

女貞花者，非傳花，傳一女子也。非傳女子之美，傳女子之貞潔也⋯⋯

名美鄔德蘭孟遜則飾為女郎貞潔，現其色相於紅氍毹上，雪膚花貌，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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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一時。士女為世界聞名之範人，專供大美術家雕石象模仙女者。去歲

巴拿馬賽會，嘗得一萬金圓之獎，其價值可知。《貞潔》之片，予於上海

大戲院見之，擊節歎賞之聲，幾破劇場而出。蕩漾於上海一市，十五女

兒清且揚，女士有焉。

小說文本主要讚賞的是女主人公的道德美，並將其擔當人體模特這一行為納

入到「貞潔」的行列中。同時，作者也指出電影中的女演員本身就是一個模

特，對於她在電影中展露身體這一行為，帶有褒揚的態度。在此，周瘦鵑似

乎有着為女性裸體「祛魅」的啟蒙傾向。然而女性當眾裸露身體，自為彼時的

中國人視為淫蕩下流，周瘦鵑又如何將其納入到「貞潔」的行列中呢？

當小說中的書店經理人道破女主人公擔任人體模特，是為了籌錢為大珊

出版詩集的時候，他是這樣說的bk：

大珊先生，你是個大詩人，難道也抱着尋常道學家的俗見嗎？這女

郎有一個冰清玉潔的玉體，也有一顆冰清玉潔的芳心，任是赤身裸體給

全世界的人瞧也不打緊。反能使那些不道德的小人慚愧死呢。

好一個佛絲姑娘，既助了桑頓大珊印詩集，成大名；又來助你拉麥

克成名了。

周瘦鵑借小說人物之口，提出了兩個觀點：第一，做人體模特與貞潔無涉，

不影響當事人的道德水平；第二，女主人公通過自己的身體，成就了男性的

事業，這是一種功績，同時也是貞潔的象徵。

周瘦鵑在小說中致力建構了一套道德系統，嘗試將人體模特這一西洋事

物納入到中國傳統道德的標準之中。小說開篇就製造了一個文本內文本：詩

人大珊在樹林中創作了一首名為《德》的詩歌（自然是周瘦鵑本人的創作，為電

影中所無），描寫司德女神創造的一個完美的天堂世界，為潘朵拉所破壞，物

欲橫流，只留下一番辛苦付諸東流的司德女神獨自傷心。這首詩歌固然有社

會譴責的意味，但更重要的是引出女主角貞潔女郎來。文中寫到：「一眼望見

一百多步外，有一個女郎⋯⋯不是他夢中所見那個司德女神是誰？」bl

周瘦鵑在小說中將女主角與司德女神形象的並置，即有意從司德女神所

處的古典道德困境，引出女主人公將面臨的現代道德困境。而對於傳統道德

與現代藝術衝突的問題，周瘦鵑還是取調和的態度，將人體模特這一特殊職

業，賦予成就男性事業、成就藝術美的功能取向。在這樣的話語體系中，女

性即便有着裸身示人的「出格」表現，其身體所有權仍然歸屬於男性，是「賢外

助」式的性別功能之展現。這種特例式的操作方法其實古已有之，如花木蘭之

從軍自是不合體統，卻有着符合傳統道德「盡孝」之動機，則代父從軍這一行

為也能獲得原宥。在相似條件下道德律之規範，其判斷實際上也以動機為

主，更何況不論是花木蘭還是貞潔女郎均未真正失去貞潔，故事的大團圓結

局也就在讀者能接受的道德範疇（三綱）之內。

作為貞潔女郎未婚夫的大珊，在周瘦鵑的塑造下，是一個道德觀念極為

保守的藝術家，很自然地將貞潔女郎的身體視為私產。在互相剖白心意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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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學術論文 說道：「像你這樣一個天仙化人，不同凡響，卻肯把千金玉體許給我一個落魄

詩人⋯⋯」bm偶然看到報紙上有人體模特的新聞時，他說：「這種女孩子未免

也太不知恥了，怎麼當着大庭廣眾一絲不掛，扮甚麼把戲，就是裹體給畫師

做範人，我也不贊同呢。」bn此段文字與小說結尾當他理解到女主人公之用意

的情節相對照，有種微妙的張力：同樣是女性充當人體模特，卻因威脅或是

維護男性的利益而產生截然相反的結果。實際上，大珊始終視貞潔女郎為己

有，對於可能的「出格」行為採取堅決反對的態度，這也解釋了他剛得知貞潔

女郎為畫師做人體模特時的勃然大怒，因為他感受到自己對她身體的所有權

遭到了挑戰。

而女主人公對於自己身體的態度是怎樣的呢？周瘦鵑將貞潔女郎塑造成

為一個完全不諳世事的花瓶角色，並不具有很強的個性。她思想單純，行為

簡單，「貌美如花，心清於雪」，一心只想和大珊在一起，讓大珊高興。她對

於自己的身體並沒有清晰的自主意識。周瘦鵑在小說中將貞潔女郎改造為一

個中國化的角色，其道德觀念恰如其名，其形象也完全按照中國美女來塑造： 

「削玉柔荑」，「眸明似鳳」，「兩道遠山眉」等等bo，都明顯帶有東方色彩；在

描寫她做人體模特時又堆疊了一些頗為香豔的描寫：「香肩纖腰」，「褪去羅

衣，羊脂白玉似的玉體⋯⋯」bp於是，女主人公便有着這樣一個中西雜糅的形

象——兼具東方秀美與西方式的性感。對於讀者來說，一方面感受到了一種

現代的直露的誘惑，另一方面又可以藏身於保守道德的庇護之下。

通俗文學常常使用以舊道德來包裝帶有誘惑性的現代欲望的敍述策略，

這與其以讀者為核心的價值取向是分不開的。在大量西洋事物與思潮湧現的

清末民初，通俗文學提供了一條保守主義的接近西方、接近現代性的路徑，

在滿足讀者好奇心的同時，又提供某種道德安全感。而《女貞花》中的女性人

體模特則似乎只是一個現代性的象徵，其身上所帶有極其矛盾的特質，其實

正是作者考慮讀者心理期待的一種意識投射；貞潔女郎本身則呈現為一個相

對空洞的形象，主要作為一種意識載體而存在，更毋寧說擁有女性意識了。

解放女性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目標之一，在新文學小說領域中多有涉

及此類議題的創作。王統照的《沉思》就是其中一篇引人注目的小說，其題材

也是關於人體模特，與《女貞花》有着極其相近的情節設置，但《沉思》在探討

女性心理方面則有着迥然不同的價值取向。

《沉思》發表在1921年《小說月報》上，故事描述女主人公瓊逸為畫家韓叔

雲做人體模特，作畫時不僅被衞道士官吏騷擾，更為瓊逸的記者男友闖進來

將她帶走。這幾個男人無不為各自的立場而爭得面紅耳赤，於是瓊逸獨自去

到郊外湖濱，陷入對個人自由的沉思。

《沉思》較為注重對於各色人物心理的描摹：畫家韓叔雲一心想「畫一幅極

有藝術價值而可表現人生真美的繪畫，送到繪畫博覽會想博得一個最大的榮

譽」bq，其在創作之初表現出真誠的愉快，但隨着繪畫中干擾愈來愈多，他心

裏慢慢變得不平靜起來。在作畫時瓊逸男友闖入並對他毫不客氣，使他積攢

了滿腔的怒火：「手指發抖」、「臉紅氣促」起來，而後「心裏的藝術性已經消失

無餘了，從心靈中日出熱情的火焰艙面上火也似的熱，覺得有些把持不定，

恨不得將青年即時打死」br。他感到自己的藝術創作正在被奪去，又看到瓊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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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男友十分親密，「恨不能立時與他決鬥」bs。韓叔雲感受到了一種相對的剝

奪感，彷彿瓊逸以及她的身體原來就是屬於他的：「他似是仍然看見她的充

實、美滿、如雲石琢成的身子還斜就在那個沙發上。」bt後來，又有仰慕瓊逸

的衞道士官吏上門騷擾，韓叔雲「心潮激亂了，一層層的怒濤衝蕩，也把他的

心打碎，變成狂人了」ck，於是二人發生了鬥毆，藝術的斯文也就蕩然無存，

體面盡失了。

至於瓊逸的男友，也經歷了從最初聽到女友當人體模特的傳言時將信將

疑，在門首等候的焦急與不耐，到見到畫室、畫具與她的裸體時轉為「鬱怒」

的心理變化，對瓊逸「極冷冷的不自然的微笑」暴露了他「憂鬱懊喪」的心情。

即便出了畫室，他依然是「板起冷酷蒼白的面目對她」cl。對他來說，女友為

其他男人作人體畫，無疑是奇恥大辱。

於是瓊逸便發出了這樣的思考cm：

他知道的這樣快，找到那裏那樣冷淡，看我像作了甚麼惡事，從此便和

我同陌生的人一般，這是甚麼意思啊？⋯⋯韓叔雲卻也奇怪得很，我的

朋友找我，沒有甚麼希奇，怎麼便和人家搶去了他的畫稿一樣的憤怒？

那討人嫌的狡猾官吏，他來纏我，我只是不見他，他反在社會上給我散

布些惡迹的謠言⋯⋯我的靈魂卻在我自己的身子裏啊⋯⋯到底我有我的

自由啊！⋯⋯世上的人怎麼對於我這種人這麼逼迫呢？

瓊逸此處發出的詰問無疑是對男性性別意識的一種挑戰，以及對於自己在性

別關係中不自由之狀況的控訴。瓊逸認為她有自己的靈魂，有自己的身體自

由，然而現實是，畫師覺得她做了他的模特之後便等同從屬於他，男友認為

她沒有自由支配自己身體的權利而冷待她，追求她未果的官吏則散布謠言來

試圖毀滅她。

從《沉思》的這段情節可見，身體是一種象徵，同時也是一種隱喻。身 

體雖然屬於個人，但只有符合社會規範的身體，才能得到認可。這種身體政

治無處不在，於個人身上體現國家以及固有文化的力量。人們的身體在打着

「道德」或「美」的旗幟的無形力量控制下存在。在清末民初兩套規範互相衝突

摩擦之時，人體模特的身體也處在如此的撕扯中。女性作為社會中的弱勢群

體，雖然擁有自己的身體，卻並不擁有自己身體的所有權；對女性的控制亦

是通過對她們身體的控制來實現的。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在《查拉圖

斯特拉如是說》（Also sprach Zarathustra. Ein Buch für Alle und Keinen）中寫道：

「在你的思想與感情之後，立着一個強大的主宰，未被認識的哲人——那就是

『自己』，它住在你的身體裏面，它即是你的身體。」cn尼采在此將身體視為自

我的同位語，以此而論，控制了女性的身體，就是對女性自我的限制；解放

女性的身體成為解放女性運動的重要目標，也就順理成章了。

在西方，女性選擇充當西洋畫的人體模特，象徵她們擁有自由支配自己

身體的權利。西洋畫在傳入中國的過程中，與自由戀愛一樣，都成為現代性

的象徵；女性希望參與其中，自主選擇成為西洋畫創作的組成部分，這樣的

取向一方面有着思想進步的傾向，另一方面也有自由擇業的考慮。在民初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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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如盧隱所說：「現在我們所愁的，不是家庭不開放，而是社會沒有事業

可做。」co女性有了獨立於家庭的覺悟，社會卻沒有為她們提供容身的職業 

崗位，更為重要的是，職業女性依然受舊道德約束，於是造成了「娜拉走後怎

樣」的難題。

《女貞花》中的大團圓結局表現了人體繪畫作為「完滿的藝術」的可能形

態，即需要女子以貞潔的道德觀來成就男人的事業以及藝術美。這種貞潔，

代表了女性對自己的身體沒有獨立所有權。《沉思》中的開放結局則顯示了一

種人生困境，即女性求自由而不得的狀況，而人體繪畫這樣一種造成小說中

人沒有一個感到快樂的「不完滿的藝術」形態中，其實缺位的不過是女性願意

為男性犧牲的貞潔意識。換言之，正是女性逐漸掌握身體自主性、有了自我

意識而導致這種「悲劇」結果：自由的新女性成為了「失貞者」，男性則感到了

失去女性身體所有權的痛苦。男性與舊有的道德觀念成為了女性真正走向身

體解放的最大阻力。

三　理論論爭的反諷：《愛神之模型》中的新道德

自1917年開始的有關人體模特的十年論爭，在多次交鋒中趨於平靜，社

會基本接受人體畫成為默認的「特例」：女性展示身體而不必背上道德的負擔。

人體模特成為藝術家凝視的對象，在社會認知層面合法化。理論論爭與現實

的思想觀念變化息息相關，「人體模特事件」前後十年所引起的討論與新文化

運動中女性解放的呼籲，推動着女性自我意識的確立以及身體觀念的形成。

女性擁有對自己身體的所有權與自我意識，已經成為一種廣為認可的公共 

新知。

然而在這一發展過程中，通俗刊物中較為暴露的女性繪畫照相以及帶有

身體展示性的「軟性電影」也逐漸增多cp。實際上，在這次論爭中，一種新型

的道德範式正在形成：過去被認為不可看的東西正在解禁，過去被認為失禮

的觀看在「現代性」和「西方」的口號庇護下得到默許。這種帶着藝術與審美帽

子的凝視，背後卻隱藏了一種偽道德。

在這十年間，洋派美術界中人與「道學家」多有筆仗，然而檢視他們在此

論爭中的一些主要論點，則十分值得推敲，他們關注的重點真的是女性的解

放嗎？相關論點基本可以概括為三類：

第一，西洋美術是物競天擇、救亡圖存的必由之器。劉海粟曾言：「萬匯

又熔鑄天然之美術以應天演之競爭⋯⋯恐數千年之文化、數百兆之華冑，將

隨此世界美術潮流而淪胥以亡⋯⋯吾人宜乘此將亡未亡之際，師歐美諸國之

良規，挽吾國美術之厄運，截長補短，亟起直追。」cq他認為美術與物質文明

相關，中國既然事事落後於外國，如果美術再不奮起直追，則不僅美術要淪 

亡，國家也要滅亡。在他的論述中，要挽救中國唯有挽救中國美術，要挽救中 

國美術唯有師法歐美。對於那些攻擊他的言論，他的言下之意也很明確：阻止

美術的西化（包括人體模特），就是反對中國的救亡運動。這自然是相當誅心

c166-201612014.indd   52 18年3月29日   下午2:06



	民初小說中的	 53	

	「人體模特事件」	

的言論，然而結合當時的歷史情境，面對國家積貧積弱的現狀，多有渲染行

業西化的較為激進的言論，如梁啟超也曾言：「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

國之小說。」cr這種矯枉過正的激進傾向離不開感時憂國的民族主義情緒。

第二，人體美術是西洋美術必備之學習基礎。劉海粟認為西洋美術的基

礎訓練就是人體寫生：「今吾國之西洋美術尚在萌芽時代，學者僅習皮毛，摹

稿也，臨攝影也，期腦筋中於人體寫生數字，恐多未能了了，如此而欲求美

術之進步，不啻卻步而求前也。」cs徐悲鴻也說道：「習藝者於此致其目光之

所及者，聚其腕力之足追隨者，畢展發之。並研究美術解剖，以詳悉人體外

貌之如何組織成者。」ct概而言之，人體模特繪畫作為西洋美術學習的必備課

程，為美術學校所必需。

第三，人體美術是純美的藝術，從中看出淫穢，是觀者動機不純。彭紹

吾說道：「大概攻擊模特兒的可分做三種人，一種是思想污濁，以自己疑別人

的；一種是舊道德之下的馴服鬼；一種是不知模特兒是甚麼回事的東西的

人。」dk《北洋畫報》編輯部亦公開聲明：「裸體畫一物，在研究藝術者之目光

中，只見其曲線之美，絕無淫邪之念可言；其觀為誨淫之具者，適足以見其

心目之不正而已⋯⋯吾報毅然刊載裸體畫片，完全為介紹世界美術起見。」dl

這一番言說，同樣是誅心之論，凡對方提出反對看法，就是動機不純或者封

建思想荼毒，實際上根本否定了對話之基礎。洋派畫家以自己西化的知識儲

備與教育背景為普世價值與準繩，如汪亞塵所說：「總之，我們既認定裸體的

本身是純美的，那就不能拿道德來束縛⋯⋯我們根據這個信條，不管社會的

盲目抨擊，只有向前進的一條路。」dm

對於人體，其實洋派畫家提出了一種新的觀看的道德。過去觀看人體是

不被允許的褻事，現在不僅被視為一種正當的行為，更成為一種審美追求，

「美」成為道德的等價物；因為「美」，所以其道德屬性就不必受質疑。觀看女

性的身體成為一種值得鼓勵與推崇的事。實際上，洋派美術圈的這些理論與

實踐是一種精英主義的策略，不僅旨在更新藝術領域的職業道德，更有意與

舊有傳統繪畫圈爭奪話語權，從而凸顯自己的特殊性。這也就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謂「區隔」（distinction）的政治策略。

布迪厄認為「區隔」是文化場域內變動的根本動力所在。對藝術家而言，

其作品的獨創性與區別性亦是藝術生命之所在。要存在就得與眾不同，也就

是說，佔據特定的、與眾不同的位置，並獲得競爭中的有利地位dn。對於文

人來說，有限範圍內的文化生產和競爭是生死攸關的事，因為它的關鍵是專

業合法性（文學的正統性）。文學是非常專門的文化市場，文化市場參與者所

爭奪的不僅是同行的認可，還包括設置標準及合法性的權威do。「理論、方法

和觀念看上去是對科學發展的貢獻，但也是『政治』手段，目的是為了建構、

恢復、加強、保護或者改變象徵統治關係的現有結構。」dp

這些美術家在推廣人體模特的過程中，其實對於參與其中的模特（尤其是

女性）並沒有特別關心與留意，他們較為在乎的是自己在美術場域中的地位與

政治鬥爭。他們大談舊道德的虛偽，鼓勵審美女體，並非真正出於對舊道德

下女性身體政治的深惡痛絕，更大程度是因為這樣有利於他們對舊派美術進

行攻擊。他們一方面讚美人體模特的身體，另一方面對現實世界的女性之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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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視人體模特本身職業屬性所相關的經濟地位、社會評價以及個人意願。某

種程度上，他們對女性的看法與保守派的物化視角共用着相同的邏輯。他們

關注的只是女性可供描摹的身體，而非女性本身的主體性，同樣帶有一種物

化的性別邏輯與暴力dq：

這場論爭至始至終貫穿着強烈的男性權力色彩。將「人體模特兒」事件正

反雙方的交鋒層層剝離可以看到，其矛盾的核心是國族語境框架下近代

中國新舊意識形態的鬥爭。它不以女性解放為目的，相反，論戰雙方實

際上表現了同樣的男性立場。藝術家與封建衞道者一樣，並不真正關注

身體的所屬者——女性本身的思想、觀念、情感等等。

關於這一點，包天笑有着非常犀利的洞察，他的小說《愛神之模型》就直

刺了這種虛偽的男性視角。《愛神之模型》發表在1922年《星期》雜誌上，故事

線索很清晰：留學歸來的方畫師希望繪畫一幅「愛神」畫像，然而苦於國內無

人體模特，迫不得已之下想找自己妻子幫忙，被妻子拒絕；想找妹妹幫忙，

尚未開口就被拒絕；之後又被相好的高級妓女拒絕；幾番折騰，最後找了下

等娼妓阿四來做模特。結果這幅畫展出後十分轟動，「愛神」之尊容相當受人

崇拜，阿四看到後很感慨：「怎麼我一個活的裸體人，遠不及那畫上死的裸體

人尊貴呢？怪事怪事。」dr

實際上這位方畫師始終覺得自己所做的是一件純藝術的好事，對於人體

模特也沒有甚麼壞處，反倒能成就藝術美：「便是做了模型，正以顯他肉體之

美」ds，成就了一種新道德。然而，他的妻子並不認同：「難道做夫妻的就附

帶一件要給畫師做模型的條件嗎？⋯⋯既然夫婦敵體，男女平等，你就不該

向我說這些話。」他的妹妹這樣批評他：「哥哥你的話是只就你自己着想，你

或者因此一幅畫得了名，但是你想做模型的人⋯⋯他得着些甚麼好處？⋯⋯

凡是自己親屬，決不能做模型，非惟有損尊嚴，而且有妨親愛。」dt連相熟的

高級妓女也嘲諷他：「原來大少一向愛我，不是愛我的人，卻是愛我的身體，

可以做你畫具中的模型。」ek

這三位女性對於方畫師的回應，本身就是作者從女性視角出發提出的質

疑，直指了男性口中所謂「新道德」的虛偽性。其實方畫師對於女性身體抱有

相當自私的心態，以「為我所用」作為審視標準，帶有不平等的性別視角。在

這種思維邏輯下，女模特的身體其實與女模特本身是分離的，方畫師歌頌「模

型」的「肉體之美」，亦恰如劉海粟等人強調「人體模特是純藝術而非道德的」

一樣，都是男性一廂情願的自私想法。人體模特本身或許如上所言是純美

的，但擔當這一角色的女性之思想、情感與遭際並不為藝術家在意，女性在

此並沒有獨立的人格，依然是被物化的對象。上述妓女阿四的感慨就體現了

這種女性與其身體分離的男性化視角。江上幸子指出：「含有現代性的女性形

象中存在着歧視女性的性別結構，最底層人體模特的身體與其自身相分離而

被置換為具有現代性的形象，但實際上女性卻被現代性本身所排斥。」el曾越

則進一步闡釋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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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藝術家〕的「權力」僅能觸及藝術場域之內的女性身體，在場域之

外，剝離了藝術高尚外衣的女性身體並不受其庇護。對性別權力問題的

不自覺或者迴避，使藝術家們無法真正應對歧視和醜化女性身體的傳統

思維和行為慣性。人體藝術作品對女性身體的展示，非但未能從根本上

為女性及其身體解放提供平等、自由的機會，相反，在性別權力問題未

能釐清的前提下，它開啟了近代中國社會對女性裸體的圍觀和消費狂

歡，導致了女性身體在藝術名義下遭遇新的淪陷。

於是，洋派畫家對於人體藝術的堅持就有了一種「掩耳盜鈴」的意味，他

們不斷鼓吹藝術之純美，但同時又有意忽視人體藝術在中國並沒有美學與文

化的基礎，以一種精英主義的視角視人體藝術為理所當然，而認為社會對他

們的反對意見都是封建荼毒。實際上，他們自身鼓吹的一種新道德，對女性

解放並無特別之意義，倒與傳統女性觀念共享着某種內核。女性身體只是他

們在精英藝術場域爭奪話語權的工具，人體模特的階層問題以及年輕人對於

人體畫的接受程度都是他們未作考慮的。

小說中方畫師的妹妹說：「中國女子，我想肯〔當人體模特〕的人終很少

罷。就是東西洋，也不過那些貧女祇忍辱操這等生涯。只怕上等人決沒有肯

操這個賤業的。」en在另外一部連載小說《土商紀念會》中，包天笑也設置了一

個擅畫裸體畫的名畫師角色，並借他的口說道：「那裸體寫生學校裏校內校外

生有一千餘人，參觀生就有好幾萬⋯⋯校內生是終日在學校裏的，校外生卻

是到模特兒寫生時候方才來上課，參觀生並非是本校學生，他到課堂裏來參

觀我們的模特兒的，每月收費兩元。」eo這兩段說話無疑表現出作者對人體模

特事業在中國被人們接受的艱難過程，以及其中實際存在的性別剝削與商業

化、色情化的深切擔憂：新派美術家鼓吹的新道德會否恰恰成為綁架女性的

工具，使之再度淪為被物化的對象？

四　人體模特之上的女性：《夢珂》與現代視覺政治

從《女貞花》、《沉思》到《愛神之模型》，人體模特和女性解放的議題，在

這些男性作家筆下逐漸得到關注和共鳴，他們的思想傾向也愈加新派。然而

對於這一問題最有發言權的自然是女性作家，丁玲就在其第一篇小說《夢珂》

中寫到了人體模特問題，並由此引伸出一種更為深入的觀看政治的討論。如

張春田所指出ep：

男性作家們張揚的是「娜拉」的叛逆精神，對於女性解放抱持着相對樂觀

的態度：他們在乎的是如何樹立一個符合歐蒙訴求的女性典範，自覺／不

自覺地以潛在的、舶來的普遍主義作為合法性的當然源泉。而女作家則

更多關心現代社會和家庭中女性的真實困境，從生命權力的角度去描述

女性的身心掙扎，非常敏感地覺察到「現代」價值系統與認知權力機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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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拒絕。

丁玲的《夢珂》發表在1927年《小說月報》上，故事講述女主角夢珂因見到

一名女性人體模特受到教師侮辱，憤而帶她一起離開學校，自己也提出退學。 

她先是寄住在姑媽家，在經受了愛情嘲弄式的失敗後，逐漸意識到周遭男性

對她凝視的眼光中帶有赤裸裸的欲望，彷彿她是一個可供消費的對象。她再

也不能忍受這種粗暴的眼光，於是離開了姑媽家。然而當她進入社會，才發

現自己無以維生——只得利用男性的凝視眼光，成為一個電影明星。

實際上，在《夢珂》開頭的解救人體模特一節，正是一個明確的象徵：作

為新女性的夢珂依然不得不遭受來自男性的赤裸裸的凝視，如那位人體模特

一樣。人體模特受到騷擾的場所是推行現代藝術與文化觀念的西洋美術學

校，而不斷受到男性眼光騷擾的夢珂，亦生活在一個號稱有着新道德的現代

消費主義場域之中。

在姑媽家，表哥的好友澹明「很放肆地望着她，還大膽說了一些平日所不 

敢說的俏皮話」eq，「那局促的，極動火的態度，和一些含糊的表白，舉動，都 

使得她受逼得可怕，尤其是那一雙常常追趕着女性的眼睛」；心儀的表哥「坐在 

一個矮凳上看夢珂穿衣。在短短的黑綢襯裙下露出一雙圓圓的小腿，從薄絲襪 

裏透出那細白的肉，眼光於是便深深的落在這腿上，好像還另外看見另一些別 

的東西」er。表哥與她看電影時，她感到「旁邊正有一個眼光也釘着她」es。

即便是社會上的陌生人也是如此，夢珂剛到上海新世界遊玩，就「受窘於

一群擠眉弄眼的男子」et；在電影院中，也遇到一些男人「眼光卻又追逐一些

別的，哪裏肯遺漏掉一個女人的影子呢」fk；去電影公司面試時，當差的「兩

隻小眼睛直愣愣的釘住這來訪的女客」，經理人也「擠着兩顆黃眼珠，來仔細

地再打量一下站在櫃檯前的小姐」fl。當幾個電影公司的職員討論她的長相，

商量是否錄用時，夢珂「不知道這是不是應該的，當着她面前來評論她的容

貌，像商量生意一樣」fm。

不僅如此，夢珂心儀的表哥始終認為她是個唾手可得的女子：「這都是只

要我願意便行的」，「深深的去玩味那被自己所感動的那顆處女的心。這欣

賞，這趣味，都是一種『高尚』的，細膩的享樂」fn。似乎在呼喚自由的新時代

裏，男性又增加了許多物化女性的方式，不必像過去那樣將女性鎖死在家庭

角色中，在社會中的新女性，更加是他們毫無顧忌觀看的對象，是不必對之

負責的有價消費品。

如果說《女貞花》和《沉思》中的人體模特還受着舊道德的束縛，那麼，《愛

神之模型》和《夢珂》則反映女性正受到一種新道德的宰制。新文化運動和西化

的女性觀念，將女性從舊式家庭被物化的地位解救出來的同時，在一種新道

德的框架下，消費主義的觀看政治對女性展開了一段新的物化的歷程。

這種觀看女性方式的變遷，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新女性在社會

上拋頭露面的機會增加，兼有其相對現代西式的打扮風格，使得男性的觀看

成為可能；第二，電影、照片、幻燈等現代技術進入人們的生活後，人們的

觀看方式從簡單的「肉眼觀視」派生出新的「技術性觀視」，這種可以放大、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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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重複的視覺表現方式，帶來很強烈的震撼效果，極大地改變着人們觀看

世界的方式，更新了看者與被看者的關係。觀看本身成為不受客體限制的個

人行為，觀看行為更加具有直接性，從平視走向凝視。這種凝視也在改變着

人們之間的距離，其所蘊含的現代視覺機制，也呈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在

如此的視覺機制下，男性可以在現代生活的各個角落——電影、幻燈、現代

畫報，等等——凝視女性；而這種凝視也不受社交規範所約束，內化為個人

的視覺邏輯，如論者指出：「現代社會透過『藝術』、『娛樂』和『消費』等諸多

體制，把『看』與『被看』的關係制度化和正當化了。」fo

夢珂在美術學校裏看到教員非禮女模特，非常氣憤，與那位教員發生了

言語衝突，「許多同學都像很能理解她，但那無用，那冷淡，那事過後的奮勇

都深深的傷了她的心」fp。實際上，夢珂最為不平與失望的是，即便在崇尚現

代和西方的西洋美術學校，對女性的尊重以及保護機制都無從談起，人們默

認着女性的弱勢與受損害地位。於是夢珂回到姑媽家，回到家庭中，但即使

在家中，依然躲不開男性宰制的視覺機制，躲不開成為賞玩物的命運。最

後，夢珂只能放逐自己於社會，這才發現女性要在社會上活下去，必須接受

男性的視覺政治，成為被觀看物。從學校到家庭再到社會，夢珂一路退避，

才發現避無可避：不平等的性別結構無處不在，「現代」與「西方」並非自由的

許諾，相反，卻恰恰製造了一套新的性別壓制機制。女性解放運動的不徹底

以及所謂「新道德」的虛偽性，是丁玲與小說中的夢珂感到無奈與憤懣的源

頭：「以後，依樣是隱忍的，繼續着到這種純肉感的社會裏面去，自然，那奇

怪的情景，見慣了，慢慢的可以不怕，可以從容，但究竟是使她的隱忍力更

加強烈，更加偉大，至於能使她忍受到非常的無禮的侮辱了。」fq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夢珂不自覺地也在將男性的視覺機制內化為自我

的認識：她從一個留戀田園生活的單純少女，慢慢為都市的浮華生活所吸

引：她被表姊帶着，花了許多生活費來置了許多時髦的打扮；雖然想起家中

的父親還有少許歉疚，但轉念又想：「為甚麼一個人不應當把自己弄得好看

點？享受點自己的美，總不該說是不對吧！一個女人想表示自己的高尚，自

己的不同儕屬，難道就必得拿『亂頭粗服』去做商標嗎？」fr在夢珂從一個樸素

的女學生逐漸變成一個摩登女郎的路途中，她不自覺地接受了新的視覺機制

及其背後的倫理，乃至最後甚至有些得心應手起來：「當她走進辦公室時，真

的，她居然很能夠安閒的，高貴的，走過去握那少年導演的手，又用那神采

飛揚的眼光去照顧一下全室的人。」fs《夢珂》闡釋了新時代下女性兩種艱難的

社會角色：一是女模特，二是女演員。這兩種角色不啻於一種明確的象徵：前

者強調其生理屬性與被動性，代表着一種靜態的、被赤裸裸的觀看，是現代視

覺機制中的道具；而女演員則是視覺機制的參與者，強調制度化以及主動性，

是一種動態的、主動選擇的被觀看，通過更好的表演與裝扮來被觀眾凝視。

丁玲識破了新的視覺機制下這兩種社會角色的共性，以及現代語境中蘊

含的性別暴力。在嶄新的現代價值體系與權力結構中，女性雖從家庭中解放

出來，卻又進入了一個新的固化的性別角色中，成為消費與視覺政治的對象。 

而這種由男性精英建構的性別結構，以及所裹挾的現代性意涵中的性別暴

力，正是丁玲所着力反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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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肇始，女性解放的艱難歷程以及思想觀念的迂迴變遷，可以在這一

場橫跨十年的「人體模特事件」及其論爭中得窺一斑，同時小說作為一種帶有

記敍性質的虛構文本，也通過一種曲折的方式記錄了這一歷程。在本文着重

討論的四篇小說以及其他一系列小說中，存在着這樣一個隱而可見的歷程：

女性主角愈來愈對自己的身體與社會的性別機制有着清醒的認識；小說中的

女性形象更為接近新女性，也具有了更多的反叛意識。這也正是小說作者通

過小說文本的公共空間參與社會討論的正面結果。

女性的清醒與反叛使她們意識到，通過西方的現代化歷程，她們從「執 

箕帚與洩欲製造孩子的機器」成為了「可以引起男人們超凡入聖的美感」的花 

瓶ft。之所以能引起「超凡入聖」的美感，是因為男性通過為女性塑造新道德

來獲取一種拯救者的高尚感；另一方面，消費主義與現代媒體共同生成的視

覺邏輯，則將新女性依舊固定在一個被觀看的客體位置。

從《女貞花》中對自我毫無知覺的貞潔女郎，到《夢珂》中充滿反叛意識的

夢珂，女性解放無疑取得了可觀的成績。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這場運動遠未

成功，被啟蒙的女性依然生活在相當固化的性別機制中，與此同時，她們對

痛苦的知覺更加敏感了。在迅速興起的商業化和消費主義浪潮中，現代體制

很快耗盡了解放運動已經取得的微小成績，反而把對女性的觀看政治合法

化、制度化了。

後五四時代女性解放的具體實踐以及「娜拉走後怎樣」的詰問，成為丁玲

等人念茲在茲的重要課題，也是她們之後參與更為廣泛的社會變革的重要動

力。雖然彼時的現實依然嚴酷，但女性解放運動喚醒了鐵屋中的女性，時代

的變革已經近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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