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評

陳建華：《文以載車：民國火車小 

傳》（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研究風格的學人，他們在各具特色

的研究領域不斷開疆拓土，精耕細

作，促進了學科的發展與成熟。陳

建華就是這樣一位具有鮮明學術個

性與研究風格的學人。他新近出版

的《文以載車：民國火車小傳》（以下 

簡稱《文以載車》，引用只註頁碼）

一書，除「小引」與「尾聲：一個火

車浪遊者」外，通過考察清末民國

文學中書寫火車的大量文學文本，

分為「清末文學海陸空」、「馬桶的

輕喜劇」、「旅行比喻目的」、「『震

驚』與現代性災難」、「遊記的全景

感知」、「《風景》與『無軌列車』」、

「『上海特別快』的『狐步舞』」、「車

廂社會人看人」、「鐵道的騙局與罪

行」九個單元，討論了諸多問題，

如鐵路帶來的民族創傷記憶、火車

與空間感知觀念的變化、火車旅行

與烏托邦的想像、火車車廂社會的

眾生相等主題。

本書以靈動活潑的文筆、圖文

互動的方式，細緻入微地考察了火

車意象在民國文學中的書寫，集插

文本、圖像與視野
——評陳建華《文以載車：民國 
火車小傳》

●劉進才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9年4月號　總第一七二期

學人的知識修養、治學風範不

但決定了自身學術研究成果的高下

優劣，也直接關係到一個學科的發

展與成熟。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正是

仰仗於一代代具有鮮明學術個性與

陳建華新近出版的

《文以載車：民國火

車小傳》以靈動活潑

的文筆、圖文互動的

方式，細緻入微地考

察了火車意象在民國

文學中的書寫，集插

圖、史料與文本於一

身，將歷史、文學與

交通工具融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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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書評 圖、史料與文本於一身，視角獨

特，實乃舉重若輕之作，將歷史、

文學與交通工具融為一體。全書不

過十萬字，篇幅短小凝煉，堪稱

「大家小書」的典範。

一　火車意象的發現與文
　　本闡釋空間的拓展

作為一種現代化的交通工具，

火車進入中國已有百年歷史，文學

家對火車的想像與書寫也早與此相

伴而生。但是，對晚清以降文學中

火車敍事的研究近年才逐漸興起。

這似乎與柄谷行人考察日本現代 

文學起源提出的「風景之發現」類

似1，民國文學中的火車意象也是

中國當代學人的一種「學術之發

現」。想不到今天這看似平常的火

車，一旦進入現代中國，竟能產生

如此巨大的文化震驚，以致引起人

們在觀看方式、生活習慣、時空想

像與美學觀念的改變。文學研究界

對此習焉不察之處，陳建華以其獨

到的敏銳目光，「翻閱形式駁雜的

火車文本，漫步於幽靈旅程，透視

一節節『車廂社會』的裏外風景，

窺探時代——由機械複製時代所帶 

來的社會和日常生活變遷」（頁11）， 

藉此勾勒出一段清晰可辨的民國文

學中的火車書寫小史，這種以小見

大、具體而微的研究視角無疑給中

國現代文學研究提供了觀照文學的

一種新的維度，也為考察民國文學

機制開啟了新的視窗。

據作者在本書〈自序〉所言，

火車意象的發現與他在香港科技大

學開設的中國現代文學與衣食住行

的課程直接相關，後來他到上海交

通大學任教，延續並加深了與交通

工具的緣份及對其的興趣，《文以

載車》的寫作和出版自然是長久準

備、水到渠成之事了（〈自序〉，頁

1-2）。本書以「火車意象」透視晚清

及民國文學，通過火車這一新的公

共空間考察千姿百態的車廂社會、

文化的震驚體驗、文學的生產方式

與生活倫理的變遷，這種「關鍵詞」

研究是陳建華獨具特色、一以貫之

的學術理路。早在2000年出版的

《「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

考論》一書中，作者就已經以「關

鍵詞」形式考察「革命」這一深刻影

響現代中國的話語，探討「革命」

如何被定義、被傳播，隱現着福柯

（Michel Foucault）「知識考古」的印

痕，彰顯着「跨語際」實踐及「理論

旅行」的廣博視野2。此後出版的

《革命與形式：茅盾早期小說的現

代性展開，1927-1930》仍然是緊扣

茅盾早期小說中的「公共空間」及

女性「身體意象」這些關鍵詞討論

其現代性話語3，這種「窄而深」

的研究無疑延續了清代樸學的「正

統派之學風」4，而這種學術眼光， 

既得益於早年師從章培恆研習古典

文學的嚴格訓練，也呈現了1990年 

代以來海外漢學「關鍵詞」和觀念史 

研究的流風餘韻。

作為現代文化與文明的「關鍵

詞」，火車意象承載了多樣的文化

意涵。難能可貴的是，《文以載車》

並非抽象地討論火車符號的內涵，

而是落實到具體的典型文本中進 

行細膩的分析解讀。在「旅行比喻

目的」一章中，作者以馮沅君寫於

五四時期的小說《旅行》為例，敍

本書以「火車意象」

透視晚清及民國文

學，通過火車這一新

的公共空間考察千姿

百態的車廂社會、文

化的震驚體驗、文學

的生產方式與生活倫

理的變遷，這種「關

鍵詞」研究是陳建華

一以貫之的學術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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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視野	
述了一個敢於衝破禮教與世俗規範

的女子與她的「男友」相約，瞞着

親友共同乘火車出遊的故事。這是

五四時期常見的張揚個性主義與愛

情自由自主的女性書寫文本，學界

對小說女主人公直面現實表現出的

勇敢與怯懦、興奮與迷茫、激進與

保守的矛盾心理予以普遍關注，解

讀已相當充分。陳建華則將男女主

人公的旅行置於火車這一異度的空

間裏加以闡釋，指出火車提供了超

越日常熟悉的空間，把人物帶入了

一個陌生而自由的異度空間、一個

具有儀式意味和能夠展示自我主 

體的公共空間，借助火車旅行，一

個具有現代性自我的女性主體得以

建構（頁62-72）。火車意象關乎文

學行旅，伴隨着不同地域空間的穿

越，旅行本身也帶來了異樣的文化

體驗，旅行者通過逃離日常規訓的

文化空間，不斷製造一個個建構現

代性自我主體的有利契機。

文學與交通的關係源遠流長，

旅行在人類精神文化歷史上具有相

當重要的地位，中國文化傳統中關

於遊仙、遊俠、遊士、遊歷、遊記

的資源也極為豐厚，有學者曾專門

對「遊」的精神文化史做過系統探

討，認為中國古典「遊」之精神的

核心之一是「遠遊以求道」5。而

進入現代社會以來，文化趨新人士

在經受「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強

烈刺激下，與傳統士人「遠遊以求

道」的文化心理迥異，重新開啟了

遭遇他者文化的漫漫苦旅，在穿越

不同文化邊界的行旅中重新確立了

現代性的自我。

更為不同的是，現代旅行中人

們乘上了特別快的火車——這一

有別於農耕社會諸如「孤帆」、「瘦

馬」、「蹇驢」的交通工具。火車改

變了人們的生活交遊方式，人們能

夠於極短的時間內穿越廣大的空

間，感知世界的方式也因之而變。

作者將火車意象置於晚清以來旅行

敍事的脈絡中加以考察，發掘了大

量「被壓抑」的「交通文本」，這些

被歷史遺忘的文本一經解讀，遂散

發出迷人的現代性敍事的幽光。比

如，本書對1920年王文濡主編的

《新遊記彙刊》的發掘值得珍視。就

筆者有限的視野所及，學界還沒有

人對《新遊記彙刊》做過詳細討論，

作者指出王文濡超越了前期編輯

《香豔叢書》時所遵從的遊戲消遣的

文學陋規，開始崇尚「實用」的文

學觀念，賜予現代遊記一個有別於

古典傳統的新的起點，進而指出

「作為一種新的生產力和生產方

式，火車改變了人的感知結構，也

改變了文學生產方式」，「正是大量

有關記述火車的部分給遊記帶來輕

快而沉重的現代氣息，映照早期中

國的『鐵道人生』，目擊了時代與心

理的急劇變化」（頁117-18）。

再如，作者對1906年見世的

李伯元小說《文明小史》的解讀就

更獨具慧眼，大大加深了學界對這

部小說敍事藝術的理解。本書指

出，《文明小史》儘管採用了類似傳

統小說《儒林外史》的散點結構方

式，但借助火車意象，敍事者可以

在有限的時間跨度內，在地理空間

上忽東忽西，不但涵蓋帝國區域，

還遠至歐美各國。李伯元在「全景

感知」的世界視域中超越了傳統全

知敍事的統轄，使小說敍事由古典

跨進了現代（頁107-108）。本書中

火車意象關乎文學行

旅，伴隨着不同地域

空間的穿越，旅行本

身也帶來了異樣的文

化體驗，旅行者通過

逃離日常規訓的文化

空間，不斷製造一個

個建構現代性自我主

體的有利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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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書評 諸如此類的論述如吉光片羽，新見

多多。

二　圖文互動與文學研究
的文化視野　　

《文以載車》最初曾以〈文以載

車——民國火車考〉，分上、中、

下三篇先行連載於《上海文化》

2016年第3、5、7期6。成書後，

較之原來的期刊文章增添了許多圖

片，圖片內容涉及火車、旅行、人

物、刊物等。本書圖文對照，相互

闡釋，提供了一個生動直觀、活潑

有趣的圖文互動的學術文本。

據論者指出，二十世紀相繼經

歷了「語言轉向」和「圖像轉型」兩大 

文化轉向，人們在「圖像轉型」的思 

維模式之下，圖像文化模式日漸取

代語言文化模式，成為了把握和理

解世界的主要模式7。事實上，中

國具有久遠的「左圖右書」的印刷

及讀書傳統，全相本、繡像本或插

圖本文學類圖書早已提供了圖文互

動的優秀範本。在晚近的學術研究

領域中，鄭振鐸在上世紀30年代

出版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早已

着其先鞭，此後各種插圖本、圖志

本文學史的著述與編撰蔚為大觀。

作為文學史書寫的嘗試，鄭振鐸自

述其在文學史中附入插圖的用意，

一方面是「增高讀者的興趣」，另一

方面是「在那些可靠的插圖裏，意

外的可以使我們得見各時代的真實

的社會的生活的情態」8。

與文字文本有別，圖像文本可

能更為直觀，直接衝擊讀者的視覺

神經，圖文對照可以相互發明，互

為補充。《文以載車》扉頁上採用的

「巨象當車」圖像就意味深長。一列

火車冒着濃煙、沿着鐵軌突突而

來，一頭大象將壯碩的身軀橫亘在

鐵軌上，似乎要阻擋這個現代的龐

然大物，不顧一切地做你死我活的

較量。這是刊載於1909年《申報圖

畫》上的一張圖片，細看圖畫左上

方有一段文字說明：「一日，某號

貨車由彼地通過時，適一象在鐵軌

上經行。走避不及，被撞倒路傍

〔旁〕。須臾，復起立徐行而去。」

這是一段紀實性文字，一頭被火車

撞倒的大象竟然還能夠「起立徐

行」，令人嘖嘖稱奇。然而，一旦

把這張圖片置於有關震驚與現代性

災難的語言文字論述中，火車所開

啟的現代性之旅帶給傳統中國士人

的，可能是一場心理上的危機與恐

懼（頁98）。

《文以載車》通過火車圖像與

火車文本的對照，形象地說明了現

代文明對傳統中國造成的文化衝

擊，進而考察國人遭遇火車時的民

族文化心理。作為機器工業文明的

現代性產物，這「奇技淫巧」的火車 

進入中國確實讓國人需要一個接受

和適應的心理過程。本書對周瘦鵑

小說《兩度火車中》的解讀與圖像

的配合可謂相得益彰，指出周瘦鵑

的遊戲之作中「含有某種反現代性

的深刻性」（頁93），火車出軌給愛

情帶來毀滅的情節背後，是周瘦鵑

對人欲橫流、倫理頹敗的現代性弊

病的抨擊，既蘊含着周瘦鵑的保守

文化政治，也是「現代性和傳統脫

軌的隱喻」（頁101-102）。如果將這 

些精到的論述與書中其他圖片（如

「巨象當車」、「斃於車下」、「火車失 

《文以載車》通過火車

圖像與火車文本的對

照，形象地說明了現

代文明對傳統中國造

成的文化衝擊，進而

考察國人遭遇火車時

的民族文化心理。火

車最初進入中國所遭

受的詛咒與拒斥，到

了1920年代還揮之

不去，一直成為民族

創傷的文化隱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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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視野	
火」、「鐵路之擴張」、「火車傷人」

等）結合起來閱讀，更能讓讀者直

觀感受到火車最初進入中國所遭受

的詛咒與拒斥，到了1920年代還揮

之不去，一直成為民族創傷的文化

隱痛。

火車並非只是一種單純的、便

利的交通工具，它是一個具有不 

同所指的象徵符號，凝聚着國人 

複雜多樣的文化心態。老舍在小說

《斷魂槍》中的一段敍述表明了這 

一心態：「東方的大夢沒法子不醒

了。⋯⋯他們的長矛毒弩，花蛇斑

彩的厚盾，都有甚麼用呢；連祖先

與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靈了啊！龍

旗的中國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車

呀，穿墳過墓破壞着風水。」9豈

止是風水遭到破壞，遭致文化震驚

的還有身體上的傷害。本書通過一

系列關於火車起火、壓死路人及視

火車為怪物等圖片的展示，形象地

傳達出國人對火車的恐慌。尤其是

對1907年《神州畫報》「鐵路之擴

張」圖片的採用，對於讀者也無疑

是一種極大的「震驚體驗」——鐵

道橫貫一位躺倒地上的清朝官員的

身體，臥以待斃的官員已無可奈

何、口吐鮮血。這幅圖片形象地說

明被迫拖入世界現代化進程的中國

人對現代文明的矛盾糾結與愛恨交

加（頁20）。

《文以載車》通過圖片與文本

對讀，指出火車這一新型交通工具

不但為現代女性提供了一個獨立的

出行空間，也給女性的公共參與 

帶來了新的便利。丁悚《百美圖》

（1916）以及沈柏塵《新新百美圖》

（1913）展示的是女子離開家庭、獨

自出行的畫面，圖片中儘管有略帶

感傷意境的題圖詩：「此去天涯休

苦憶，相尋尤可夢中來」，但呈現

的卻是女子在火車上頻頻回首的優

雅姿態，絲毫看不出遠行傷感的離

愁別緒。「美女與火車」似乎是摩登

時代的標配，飛馳的火車彷彿是女

子用來展示主體自我與獨立人格的

道具，女子乘車遠行隱隱召喚出

五四時期女子離家出走的個性解放

的先聲，正如作者所言：「傾城之

色與火車搭配，『江山美人』的老套

被賦予一種時代性。」（頁58-60）

與文字文本的隱喻性和意義空白一

樣，圖像文本一旦被讀者凝視，也

自然會生成新的文化內涵，隨時會

溢出圖像已有的意義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文以載車》

將火車敍事文本與火車圖像文本相

結合，引入電影、畫報、攝影等藝

術，超越了單一封閉的文學研究的

狹窄領域，走向了更為宏闊的文化

研究視野。這一研究方法在陳建華

的《古今與跨界——中國文學文化

研究》一書中有鮮明的體現bk，本

書依然延續了作者文學研究的文化

理路：「我的出發點仍然是文學，

做一些細讀功夫，也聯繫到社會生

活及權力機制各方面，給文化研究

加碼，彌新舊之鴻溝，匯中外於大

觀。」（頁4）正是秉持了研究方法

的自覺，作者在研究中不時有精彩

的發現。本書通過對天虛我生（陳

蝶仙）於1917年1月刊發小說《新

酒痕》採用的地道白話的發掘與解

讀，參照包天笑在《小說畫報》中

「小說以白話為正宗，本雜誌全用

白話體」的明確主張，再引入1910年 

《神州畫報》「滬杭通車」圖片的白

話解說，兩相對照，發現「火車」

《文以載車》引入電

影、畫報、攝影等藝

術，超越了單一封閉

的文學研究的狹窄領

域，走向了更為宏闊

的文化研究視野。作

者對通俗作家筆下火

車意象的發現，也是

對通俗文學現代性的

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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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書評 與「白話」幾乎同時登上歷史舞台，

並「搭上關係」（頁29-32）。

作者對通俗作家筆下火車意象

的發現，也是對通俗文學現代性的

發掘。這種把具體的文本置於社會

文化歷史場域中的解讀，得益於作

者跨學科的知識修養和跨文化的學

術視野。近年來，作者一直致力於

晚清民國文學、電影與文化的轉型

研究，關注問題涉及革命話語、報

刊雜誌、政治文化以及文學、電影

與都市文化；問題意識拓展了其寬

廣的學術視野，在思想史、文學史

及電影史不同領域的跨界下，自然

從單純的文學文本研究走向多姿多

彩的文化研究。

三　博通的學術素養與雅
潔的述學文體　

相對於豐富多樣的文學文體研

究，學界對述學文體的研究似乎重

視不夠。述學文體是指學人學術研

究的表達方式，陳平原對現代學人

的述學文體進行過系統而深入的探

討，認為述學文體牽涉整個現代學

術生產機制，主要呈現為學人學術

研究的論證方式、寫作技巧，乃至

文章的氣勢與韻味等bl。的確，述

學文體非常重要，關乎學者綜合的

學術素養，也關係到學者學術表達

的自覺——如何展開問題並恰如

其分地加以表達，諸如述學語言的

經營、學術資源的整合、研究方法

的運用等。

陳建華非常重視述學文體。

《文以載車》無論是讀圖、議論或文

本細讀，述學語言活潑靈動，富有

文章之美。如作者對交通工具的文

化解讀：

交通器具凝聚着資本，馱載着象徵

的、政治的、教育的、文化的資本， 

給人類帶來福音、靈感和災禍。沒

有交換和流通，思想長不出翅膀，

歷史成不了火車頭。風景的流線被

引擎帶動，日常生活的軌道壓上沉

睡的枕木，劃然長嘯的火車刺入都

市的面紗，思想陷入機械的漩渦，

人們的觀看方式、生活習慣、時空

想像由是改變。（頁2）

這段文字對火車作為政治文化象徵

資本的有意味的解讀，也是凝聚着

作者睿思的美文。這種述學語言沒

有高頭講章的沉悶與單調，避免了

現代文學研究界常見的玄妙晦澀之

弊。對述學語言的經營，與作為詩

人的作者長期錘煉語言不無關聯，

加之他深厚的古典文學素養，雅潔

靈動的述學語言蘊含了學者的「詩

心」與「文心」，在文本細讀時也會

迸發出詩性語言的靈光：「前方等

待着又一個暗黑隧道，而在黑暗的

縫隙間，美麗的女神輕輕升起，顧

盼自如，在火車賜予的異度空間

裏。」（頁72）作者也會以舊翻新、

自造新語，讓讀者大開眼界，享受

着閱讀的樂趣，比如「文以載車」、

「有男同車」、「顏值資本主義」、「色 

令智昏」、「文不厭詐」、「主義的葵

花寶典」、「靈氛」等。

《文以載車》在行文與敍述方

式上也頗有講究，獨具匠心。在本

書「馬桶的輕喜劇」一章，有這樣

的開頭：「火車進入小說，白話文

學運動悄悄進站。」（頁29）這哪裏

「火車進入小說，白話	

文學運動悄悄進站。」	

作者將「火車」與「白

話」並置，便利的「火

車」與便民的「白話」

建立了同質性的歷史

關聯，語言形象而生

動，蘊含了作者對述

學文體的有意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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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視野	
像是一般學術論文的開頭？幾乎是

小說敍事的藝術了。作者將「火車」

與「白話」並置，是「火車」把「白話」

帶進了月台，便利的「火車」與便

民的「白話」建立了同質性的歷史

關聯，語言形象而生動，這一神來

之筆的敍事蘊含了作者對述學文體

的有意經營。

述學文體更關乎學人的知識積

累、文化素養及治學方法。作者早

年致力於古典文學的探研，建立了

牢固的文學研究的文獻意識，後又

負笈哈佛大學，師從李歐梵攻讀中

國現代文學博士，出入於古典與現

代，加之長期在香港任教，對海外

文學理論精研有加，中外古今的史

料與理論能夠較好地匯通。有學者

曾這樣評價陳建華的學術功底，認

為他「有直接得力於歐美『新學』的

一面，在『問題意識』上，較之國

內同行先着一鞭，對新的精神面向

始終持有銳利的觀察，而且也得力

於他的『舊學』功底，一身而兼具

兩種稟賦，兩邊都通」bm。《文以載

車》所涉及的史料、圖片均來自第

一手的報刊文獻，有關火車的圖

片、文本兼及中外，視野廣博，文

學文本分析也盡量置於文學史發展

的背景中加以審視，文獻解讀都有

一個大的文化理論視野的關照，避

免了行文的孤立與瑣碎。本書分析

馮沅君的小說《旅行》，並非如以往

的新批評那樣孤立封閉地解讀文

本，而是把小說男女主人公的情愛

矛盾置於五四時期《新青年》雜誌

的文化場域中加以考量，將《旅行》

與易卜生主義、日本與謝野晶子的

〈貞操論〉、胡適的〈貞操問題〉、魯

迅的〈我之節烈觀〉等文章、羅家

倫的小說《是愛情還是苦痛？》等

多重文本互相比照，層層發掘文本

的文學與文化意涵（頁66-68）。

由於作者長期受歐美「新學」

浸潤，《文以載車》中到處呈現理論

之光的照耀，把文本細讀與理論分

析有機結合。比如，對火車車廂 

社會的分析閃現着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公共空間理論的面影，

對王統照《在車中》的文本細讀引入 

了柄谷行人「風景之發現」的現代性 

認識裝置，「遊記的全景感知」一章

回盪着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想像的共同體」的聲音，對劉吶鷗

新感覺派小說《風景》的解讀借用

了西方現代主義繪畫的美學資源，

甚至最後一章「尾聲：一個火車浪

遊者」的題目也受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都市漫遊者」的啟發。

本書採納和吸收了如此豐富的理論

資源，化用了這些理論，以此觀照

文學史料與文學文本，遂使舊的史

料與文本生發出新的光彩。考察本

書述學背後豐富的理論資源，我們

得以窺見作者學術研究中的新的眼

光，這些理論生發了陳建華學術研

究中的問題意識；當然，他並未一

味摭拾套用國外的文學理論，理論

透視與文本細讀有機融匯、相得 

益彰。

四　餘論

不過，閱讀《文以載車》，也有 

一些意猶未盡之處。本書涉及文本

有限，大多只是着重小說文本。事

本書涉及文本有限，

大多着重小說文本。

事實上，民國報刊載

有大量的小說、詩歌

和散文的火車文本。

本書若廣泛涉獵這些

文本，火車意象的文

化意涵會更為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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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書評 實上，民國報刊載有大量的小說、

詩歌和散文的火車文本。比如，有

的詩歌視火車為進步的象徵：「我

親愛的少年呀：／努力着吧！／我

希望你思想的進步，／好像火車一

般的快速。」bn有的詩歌書寫着火

車與感傷的行旅：「隆隆，隆隆，

黑夜裏／火車不住地飛奔／隆隆，

隆隆，車箱〔廂〕裏／滿載着各色的

行人／隆隆，隆隆，人堆裏／我獨

自坐着像個孤魂。」bo有的詩篇是

對火車堅忍不拔精神的歌頌：「翻

過了高山，又飛渡過深水，／挾着

千萬個跋涉的人群，／你這長動不

息的偉大的精靈！」bp徐志摩曾有

一首《在火車中一次心軟》，寫到在

火車中見到月台上的「她」，正在猶

豫敢不敢在此下車時，火車已經開

動bq，這一詩歌文本與本書分析的

劉吶鷗的小說《風景》可作互文閱

讀。本書若廣泛涉獵這些文本，火

車意象的文化意涵會更為豐富。造

成這一情況的原因或許與《文以載

車》以論文形式先期在刊物上發表

有關，刊物對文章篇幅、論文字數

有自身的要求，因此作者必須「刪

繁就簡三秋樹」。筆者認為，本書

改為論著出版時，倘若再增加一些

火車文本，內容會更豐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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