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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世與入世間—70年代後夏志清的現代文學批評 

 

黃文倩 

 

一 

2013 年 12 月 29 日，一代文學批評家夏志清(1921-2013)病逝於美國紐約。

眾所週知，冷戰初期，夏志清曾接受美國政府的資助，和饒大衛((David N. Rowe)

等人編寫過一部「中國手冊」(China: An Area Manual)，並以 1961 年出版的英

文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7-1957)，

奠定他在美國漢學圈的學術地位。這部專書的中譯本，主要由劉紹銘、李歐梵

等編譯，於 1979 年台北的傳紀文學出版社及香港的友聯出版社出版。夏志清後

來的主要著作與中譯本，也多在台灣先出版1，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亦陸續引

進。在二十世紀下半頁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夏志清和他的著作，在兩岸甚至美

國、西方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圈，都有相當的影響，具有一定的地位和代表性。 

夏志清的反共立場清楚明確，在著作裡也並不遮掩。在《中國現代小說史》

中，他抑魯迅揚張愛玲的批評，以處處類比西方經典的比較，反襯與相對化中

國現代文學的特色，自然引發不同學術或實踐立場者的回應與爭議，除了 20 世

紀 60 年代與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1906—1980)基於不同的治學立場、方法和

意識型態，針對《中國現代小說史》展開的論戰外2，90 年代亦有劉康以〈中國

現代文學研究在西方的轉型〉為題，間接批評夏志清的文學史對中國左翼文學

                                                           
1 夏志清在台灣曾出版過的專書，包括：《中國現代小說史》，(台北：傳紀文學出版社，1979 年)，

《愛情．社會．小說》，(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0 年)，《文學的前途》，(台北：純文學出版社，

1974 年)，《人的文學》，(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7 年)，《新文學的傳統》，(台北：時報出版公

司，1979 年)，《夏志清文學評論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1987 年)，《雞窗集》，(台北：

九歌出版公司，1984 年初版，2006 重排增訂版)，《談文藝、憶師友----夏志清自選集》，(台北：印

刻出版有限公司，2007 年)，及夏志清編註《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3

年)。 

2 普實克和夏志清的論戰，中譯版後收錄於普實克《抒情與史詩：中國現代文學論集》，(上海：三聯

書店，2010 年)。後來，陳國球曾疏理與回應兩造的爭議，撰有〈普實克與夏志清的”文學史”辯論”〉, 

收於其《文學如何成為知識》，(北京：三聯書店，2013 年)，網路版可參見：

http://www.guancha.cn/WenZhai/2013_12_31_196560.shtml。 

http://www.guancha.cn/WenZhai/2013_12_31_196560.shtml


《東亞漢學研究》第 4號 

 364 

理解的限制3。近年來，孫郁、陳思和、陳子善、王德威等，也都對夏志清的文

學批評，提出過一些研究與看法。4 

孫郁、陳子善和陳思和觀點的交集，主要是將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

的文學批評方法和視野，作為改革開放後大陸文學批評的一種補充----畢竟，新

中國建國以降的文學批評，尤其在十七年和文革階段，確實有極左與教條化的

部分歷史事實，八○年代後，需要引入另一種西化參照和不同方法的視角，從辨

證的角度上，不完全沒有健康與過渡的功能。而王德威與夏志清一樣出身外文

系統，同站在西方自由菁英和普世價值的立場，以世故精緻、文學大同來理解

夏志清，也不乏沒有為某種文學場域的話語權的護衛意義。 

而在兩岸一片去中心與後現代的新歷史條件下，呂正惠曾對爭議中的細節，

開展了倫理關注。他曾提出：「跟夏濟安相比，夏志清比較沒有強烈的『歷史

感性』，比較沒有身處於『社會變遷』中的那種『切膚之感』。他在論中國現

代小說家時，雖然『理性』上知道他們都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掙扎，但

夏志清卻以『客觀』的立場去看他們小說中的文化與道德問題」5。呂正惠想強

調的是，不能過多地以西方的經典作品和價值取向，來參照與評價中國現代文

學及其優劣，各個國家、民族文學都有其自身的本土特性，和他們企圖要回應

與承擔的社會歷史責任。批評家跟研究對象的關係，或許不應該也不可能完全

「客觀」，或者說，排除自身主觀/主體性上的緊張。 

斯人已逝，更豐富化地清理反思夏志清，和他的現代文學批評的時機已經

來到。當我較完整地蒐集與閱讀夏志清一生的文學批評著作後，我注意到前述

各大家對夏志清和他的文學批評的理解，仍多集中在他 1961 年的《中國現代小

說史》，但夏志清在 70 年代以降，開始在許多的批評中，反省了他早年諸多批

評觀與實踐，有些部分，擴充了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理解，表達了對中國知識分

子、作家「感時憂國」的同情，同時，對台灣文學一些代表作家，也有一些雖

然不無保守，但仍然可謂之細膩敏感的見識。在具有總論性質的批評文章中，

亦曾對一些台灣鄉土文學的作品給予應有的肯定，相當程度地修正與節制了，

他早年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以西化菁英為上、過於去中國社會與歷史化

                                                           
3 參見劉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西方的轉型〉，香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3 年 10 月，頁 119-127。 

4 由於篇幅的關係，本文不展開更精細的文獻檢討，但相關的原始文獻，可參閱以下諸篇：孫郁〈在

眾人嚷嚷之際靜者獨難〉，http://www.chinawriter.com.cn/wxpl/2014/2014-01-21/189426.html，陳子

善〈編後記〉，收錄於夏志清《文學的前途》，(北京：三聯書店，2002 年)，頁 258，陳思和〈假如

中國現代小說也有偉大傳統〉http://www.chinawriter.com.cn/wxpl/2014/2014-01-21/189426.html 及王

德威〈重讀夏志清教授《中國現代小說史》〉，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2928 等。 

5 呂正惠〈戰後台灣小說批評的起點—夏氏兄弟與顏元叔〉，收錄於其《台灣文學研究自省錄》，(台

北：學生書局出版，2014 年)，頁 163-164。 

http://www.chinawriter.com.cn/wxpl/2014/2014-01-21/189426.html
http://www.chinawriter.com.cn/wxpl/2014/2014-01-21/189426.html
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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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與史觀。因此，本文想重新疏理與脈絡化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

後的文學批評的發展歷程，重構 70 年代以來，夏志清逐步調整與展開的批評環

節與視野，以讓我們更充份地認識夏志清，和他為中國現代文學所作出的歷史

「基礎」工作。 

二 

    《中國現代小說史》階段的夏志清，曾受 F.R 李維斯《偉大的傳統》(The Great 

Tradition)與 T.S 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Selected Essays)等批評觀的影響，在李維斯的信念裡：「所謂小說大家……他

們不僅為同行和讀者改變了藝術的潛能，而且就其所促發的人性意識 ----對於

生活潛能的意識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義。」6但要如何生產出這種藝術與生活

的「潛能」？李維斯談到珍．奧斯丁，除了作家個人的才能，他更為看重的是

作家跟傳統的繼承與創造性的關係，李維斯說：「奧斯丁本是博覽群書之人，

舉凡有益，便吸納不拒……她本身就是”個人才能”與傳統關係的絕佳典範。假

使她所師承的影響沒有包含某種可以擔當傳統之名的東西，她便不可能發現自

己，找到真正的方向;但她與傳統的關係卻是創造性的。」7這種接近中國古代的

「正變」史觀，可以作為我們理解夏志清的關鍵起點。 

在現代文學詮釋與分析作品的方法上，夏志清非常重視作品在傳統同類型

主題及文學史間的排比，但早期的夏文背後的文學傳統與典律(Canon)，確實主

要常以西方資本主義上昇階段的經典為參照和標準，因此看待中國現代文學作

品時，他自然會省略作家作品的在地歷史與社會，更快地上昇到普世性並加以

批判。所以夏文特別看重有深刻性、人間永恆的矛盾和衝突的細節，主張好的

作品應該超越作者個人的人道主義精神，傳達出具有道德意味的內涵等。類似

的批評信念和實踐，運用在比較好的總論或作品的分析時，別有一種視野寬廣

的智慧風貌。其優點處，我們日後挪用作參照，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價值。例如，

在<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一文中，夏志清曾說過這樣的話：「中國作

家的展望，從不踰越中國的範疇……以為西方國家或蘇聯的思想、制度，也許

能挽救日漸式微的中國。假使他們能獨具慧眼，以無比的勇氣，把中國的困蹇，

喻為現代人的病態，則他們的作品，或許能在現代文學的主流中，佔一席位。

但他們不敢這樣做，因為這樣做會把他們改善中國民生、重建人的尊嚴的希望

                                                           
6 F.R 李維斯《偉大的傳統》(The Great Tradition)，(北京：三聯書店，2009 年)，頁 3-4。 

7 同上註，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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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打破了，這種『姑息』的心理，慢慢變質，流為一種嫌狹窄的愛國主義。8」

此說雖然欠缺對晚清以降的鄉土中國和歷史，之所以會日漸走向革命的理解，

對現代作家和歷史的階段性成就和發展，也期望的過於急切，但既然是普世性

話語，如果放在今天世俗化、民族主義式的中國熱之下，作為一種對兩岸目前

及未來的作家眼界和實踐的反省，仍然不失為一種帶有責任感的呼籲。 

所以，夏志清在早年批評上比較明顯的限制，恐怕不能完全從他去歷史與

社會化、重視普世性的角度來批評，因為這樣批評他也是一種外於夏志清的抽

象性，更何況文學確實該有一定的普世價值，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式的通感與理

解，也不可能不應該完全排除普世性。問題在於夏志清文學批評觀中的普世價

值究竟是什麼？夏早年比較少思考到文學和文學批評工作中，真善美的層次和

綜合的考慮。夏志清早年文學批評的後設標準，極看重真和美，他對魯迅的許

多批評、對張愛玲的過多讚揚、對共產黨的不以為然、對左翼作家欠缺同情的

理解，在本質上，都跟這些理想的原型設想有關。他對「真」的追求，帶有明

顯的個人性，因為要求作家「個人」的真誠，他對左翼作家和相關作品，包括

魯迅晚期的作品和雜文，便以為過於教條和簡化，例如他談晚期魯迅時說：「一

九二九年他皈依共產主義以後，變成文壇領袖，得到廣大讀者群的擁戴。他很

難再保持他寫最佳小說所必須的那種誠實態度而不暴露自己新政治立場的淺薄。

為了政治意識的一貫，魯迅只好讓自己的感情枯竭。」9在這裡，夏志清關鍵重

視「真」、他所謂的「誠實」----在他的文學思維邏輯中，這些概念的內涵，應

該跟深刻與複雜性聯繫在一起的，因此如果有了一定的政治立場，文學在「真」

的意義上就淺薄了、情感就枯竭了，從他自身的邏輯上來推演並沒有錯，但更

有意思的問題是：為什麼一個如此成熟且敏感的作家，會寧願暫時選擇讓自己

的思想和情感簡化(邏輯的意義上)？這樣的「個人」和「真」的內涵，夏志清並

沒有進一步以他長於深入的才能來加以再辯護。當夏高舉「真」為標準時，並

沒有綜合思考到其「善」的作用問題，用孟子的說法，「善」乃是「有不忍人

之心」，有時候運用在文學上，是不惜簡單化自我的文藝世界，也要將可能影

響他人/讀者的綜合作用考慮進去，如此，我們才能理解，魯迅晚期選擇雜文書

寫而非小說的意義，選擇時而面向普羅而非絕對菁英化的立場，這種情感並非

從邏輯意義上的淺薄與枯竭。 

                                                           
8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1 年 11 月再版)，頁 536。 

9 同上註，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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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限制也發生在夏志清對丁玲作品的評價，夏志清批評丁玲時說：「由

於對馬克思主義過於簡化的公式信仰，使他們的頭腦陷於抽象的概念，而對人

類生存的具體存在現象，不能發生很大的興趣。」10夏所批評的這樣的現象，確

實不能說沒有，但與其說丁玲的寫作失誤也是在於抽象或簡單化，不如說，延

安時期的丁玲，所面對與書寫的某些人物，就是單純且善良的，她們的轉折因

此也不若知識分子那麼自苦，甚至產生了自苦下的無力與軟弱，例如《我在霞

村的時候》裡的慰安婦貞貞，簡單無懼----已經失去到一無所有，也沒有什麼不

能從頭開始。因此，知識分子和鄉土社會中的保守和道德都無法再摧殘或干擾

她，她有生命力再往前走，並且能在革命工作的學習裡，爭取更大的成長。這

是作者抑制了知識分子「個人」的偏好，而將真善美的內涵擴大化理解與實踐

下的綜合產物。所以，問題還不在於夏志清沒有階級與左翼視野(他本來就不是

這種立場)，而是即使是從普世的理想，夏的一些論述恐怕仍然需要再周延一些。 

三 

然而，70 年代的夏志清，也開始有一些不同的反省。這個階段他在台灣出

了四本評論集：《愛情．社會．小說》(1970 年)、《文學的前途》(1974 年)、

《人的文學》(1977 年)和《新文學的傳統》(1979 年)，80 年代以後的選集也多

以 70 年代為基礎，1978 年，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也正式出了中譯本，可以

說，70 年代才是他文學評論的高峰與成熟期。 

就批評觀來說，首先，夏志清開始檢討過去唯西方是尚的評論標準，在台

灣版的傳紀文學出版社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文版的〈原作者序〉(1978)中，

夏志清作了這樣的反省與表述： 

本書撰寫期間，我總覺得『同情』『諷刺』兼重的中國現代小說不夠偉

大;它處理人世道德問題比較粗魯，也狀不出多少人的精神面貌來。但現

在想想，拿富有宗教意義的西方名著尺度來衡量現代中國文學是不公平

的，也是不必要的。到今天西方文明也已變了質，今日的西方文藝也說

不上有什麼『偉大』。但在深受西方影響的全世界自由地區內，人民生

活的確已改善不少，社會制度也比較合理;假如大多數人生活幸福，而大

藝術家因之難產，我覺得這並沒有多少遺憾。11(底線為筆者所加) 

                                                           
10 同上註，頁 88。 

11 同上註，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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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明白的指出，以西方菁英的尺度為批評標準的不公平，甚至上昇到

對西方文明質疑的見識。過去的夏志清引述西方文學為標準看待中國現代文學

時，目的多在突顯中國現代文學的缺點，但在 70 年代後的諸多批評裡，夏志清

更加自覺地意識到，中國現代文學跟中國傳統聯繫下所能產生的相對特質，恰

恰是有了中國傳統(無論是古典傳統或其衍生出來的封建傳統)，中國現代文學才

真正得以有不同於外國文學的特殊性，也只有在這樣的意義下，中國現代文學

的優點與缺點，能夠提供給世界文學以滋養。在《愛情．社會．小說》中的同

名論文<愛情．社會．小說>(1970)中，夏志清曾這樣說：「不久以後，我們生

活方式受美國影響太深，可能會全盤美化，……但是我們的小說家不能再觀察

到禮教社會的特性，和在禮教社會下培養的處世方式和待人接物的種種特點，

他們在世界文學上對人性觀察這方面也少有獨特的貢獻了。」12夏此言似乎也成

為一種預言了。 

另一方面，夏志清對於「文學」、藝術，跟思想、內容的關係，也有進一

步的反省。本文前面已述，過去的夏非常看重作家作品「個人」式的「真」和

「美」，過高抬舉為藝術而藝術的信念，仿佛創作的目的，最終只在成就藝術

和人性上的終極自由，但「善」的向度始終未能充份被同等地理解與展開。但

顯然 70 年代的夏志清也慢慢認清，這種為藝術而藝術的限制，尤有甚者，質疑

起五四以降「為人生而藝術」、「為藝術而藝術」的二元對立的簡單化，他似

乎有意在 70 年代的文學批評中，把「文學」再重新擴大化，其方法之一，是要

再一次跟中國古典傳統勾連，在<人的文學>(1976)中，夏志清曾這樣說：「漢

代以來，真有好多部具有思想性、學術性的精心巨著，研究文學的人因為它們

不是『文學』，而不加理會，真是作繭自縛，剝奪了自己對中國文化有更精深

瞭解的機會。」13在這裡，「文學」跟傳統、思想與文化，再度被聯繫在一起考

慮。同時，作為「文學」材料的現實，夏志清也開始能接受，書寫他們的史料

價值和社會責任。也是在這個認識的前提下，即使是五四左翼作家初階段難免

較為粗糙的寫作技術，對中國舊思想、舊道德、舊社會的抨擊和揭露，也有其

不可忽視的內容價值。是以我們才能歷史化地理解，他在<人的文學>中，對艾

略特這段話的引用意義：「一部作品是否為文學誠然全靠文學標準來決定，一

部作品的『偉大』與否則不能單靠文學標準來決定的」14，在「文學」標準之外，

                                                           
12 夏志清<愛情．社會．小說>，收錄於《愛情．社會．小說》，(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0 年)，

頁 14-15。 

13 夏志清<人的文學>，收錄於《人的文學》，(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7 年)，頁 234。 

14 同上註，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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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傳統的關係，和作品的思想內容(及善的作用)，已成為夏志清 70 年代以

降，品評作品時綜合判斷的方法與環節。 

當然，作品的思想水平，乃是一部作品能否「偉大」的重要標準，「文學」

絕對不只是藝術與技術的手法，但 70 年代後，夏志清理解中的思想內容又是什

麼？雖然他對「感時憂國」的中國現代文學已能更多所同情，但窄化下的普世

價值，仍是支配著夏志清思維模式中的關鍵信念。就整體上來說，即使是 70 年

代後的夏志清，還是比較強調作家應該從忠於自己的感性出發，表達自己對「世

界」和「人生」的看法，他仍然對中國作家、作品以及具體的社會和歷史的關

係，沒有更深的知性上的興趣，但比起英文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階段，他

已經對社會和歷史多了從感情上的認同，在<文學．思想．智慧>中，聯繫上的

是普世價值中的「人類文明的傳統和習性」的說法： 

           創作所運用的思想，雖和純理智的思想不是一回事，……。這種考慮不

是以哲學的眼光去鑑別其思想的真偽，而是以人類文明的傳統和習性去

鑑別其思想的成熟或幼稚。15(底線為筆者所加) 

夏志清這樣的理解，是站在比較博雅的人文主義者的立場，這時候批評家

本身的文史哲的會通能力和格局，將是決定他能否作出相對準確評價的關鍵，

但因為參照的標準或說範疇太大，很容易在品評過程中失之粗糙，甚至易流於

抽象。整合他 70 年代以來的相關批評觀的擴充，有一些很少被前人學者充份領

悟其細膩的部分，值得我們再看重。 

首先，70 年以降夏志清選擇品評的對象、材料大致分兩類：一類是跟他一

樣有留美讀書、治學或有一定往來、瞭解的外省籍知識分子或作家，除了已經

廣被人所熟知的張愛玲、錢鍾書外，比較重要的還有吳魯芹、林以亮、余光中、

白先勇、陳若曦、琦君、陳世驤、盧飛白、何懷碩等。另一類則是台灣 70 年代

的本土與鄉土代表作家的總論和印象點評，如陳映真、黃春明、宋澤萊等。 

就前者而言，夏志清欣賞多為文人型的作家(man of letters16)，舉例來說，

他談余光中的核心觀點，主要落實在余光中作品的中國鄉愁，有點為「文化中

國」的意識辯護，至今已廣為學術界熟悉。60 年代中到 70 年代中，中國大陸發

生文化大革命，國民黨亦積極繼續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因此余光中和

                                                           
15 夏志清<文學．思想．智慧>，收錄於《愛情，社會．小說》，(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0 年)，

頁 24。 

16 夏志清在談到吳魯芹和一些英美作家時，曾說他喜歡的其實都是讀書多，有批評頭腦的文人型作家

(man of letters)，這也可以從他特別欣賞錢鍾書、沈從文、張愛玲來理解。參見夏志清《雞窗集》，(台

北：九歌出版公司，1984 年初版，2006 年重排增訂初版)，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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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同世代或更年輕的外省作家，以「文化中國」式的傷感書寫，在懷國與鄉

愁間，將典律上溯中國古典傳統，也不能說沒有其歷史的合理性，某種程度上，

這可能也是冷戰結構下的文化生產的必然結果。但更有意味的是，夏志清也看

出了這種書寫下，之於外省作家的整體藝術特質，在〈余光中：懷國與鄉愁的

延續〉(1976)一文中，他點評到：「這些散文詞藻華美，韻律動人，把回憶、描

述、冥想，巧妙地編織成章」17，懷國與鄉愁等主題，本來就極為切身，但卻需

要多以回憶、冥想、巧妙編織等技術來成章，處處聯繫上古詩來自我安慰與安

頓，夏反而間接地不小心看出此類作品的限制。 

因此，在夏志清 70 年代評論的台灣外省作家中，他敏銳地看出他們最好的

特質，我以為並不是過去廣被眾學人所熟知的「文化中國」式的視野或感性，

儘管他在 70 年代以降的批評觀，開始意識到中國古典傳統與視野的重要，但就

整合他的批評實踐來說，他對琦君的評論可能更為到位且有長遠價值。夏志清

為她提出了一個「傳統型感性」的概念，並將譜系上溯到蕭紅的《呼蘭河傳》，

同時，他雖然也將琦君跟李後主、李清照的傳統聯繫在一起，但重點並不在於

突出「文化中國」，而在於突出真情實感，有「文化中國」不一定有真情實感，

但從真情實感出發，最終若能導向「文化中國」，那樣的中國的內涵才可能具

體且厚實，並有傳統下的創造性推進。琦君何以能如此，夏志清以她的散文作

品《髻》為例，認為如果歸有光的《先妣事略》可以傳世，《髻》更應該傳世，

相比許多外省籍小說家、作家幻想中的「文化中國」，或懷念昔日在大陸的光

輝歲月(如白先勇的一些作品)，琦君的作品，從生活出發，不但事實與形象細節

飽滿，以《髻》寫女人與女人間從怨恨、冷淡到包容，自有一種同是天涯淪落

人的善意，這種寫法尤其適合散文這種文類。夏志清說：「假如我們覺得『親

情、友情、愛情』以及對於祖國、故鄉思念之情是值得珍貴的，直抒真情的散

文永遠會有人寫，也永遠延續了我國『傳統型感性』的活力」18，此言並不過時。 

<台灣小說裡的兩個世界>(1976)，是夏志清綜合閱讀齊邦緩主編的《”中國”

現代文學選集：1949-1974》(英文版)、劉紹銘編《台灣短篇小說選：1960-1970》

(英文版)，以及他在 1971 年編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選》(英文版)的論文，該

文印象點評了包括陳映真、於梨華、楊青矗、陳若曦、張系國、七等生、黃春

明、白先勇等作品的作品，以及戰後台灣小說家的相關特質。非常有意思的是，

即使不從左翼的角度，夏志清在這批作家中，特別肯定鄉土小說家黃春明，並

                                                           
17 夏志清<余光中：懷國與鄉愁的延續>，收錄於《人的文學》，(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7 年)，

頁 157。 

18 夏志清<琦君的散文>，收錄於《人的文學》，出版地同上，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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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他的作品《看海的日子》，跟中國傳統《詩經》以降的平民文學的典律聯繫

起來，甚至，大為欣賞主人公妓女白梅的崇高的品格，和作品的那種鄉土與光

明的現實主義傾向。他曾這樣說： 

在墮胎已在世界各地成為合法的今天，能夠讀到一個以如此莊嚴穆肅的

筆觸，去描寫為了生孩子而性交、為了自我救贖而分娩的故事，實在是

一種----容我再用一次成語---感人肺腑的經驗。……黃春明的信念與福克

納相同，福氏相信作家的職責是教人想起人類昔日的光榮----勇氣、榮譽、

希望、自信心、驕傲、同情心、慈悲心、犧牲精神----藉以鼓勵人心，使

人增加忍受苦難的能力。19 

雖然仍援引西方文學大家福克納作為參照，但夏已似乎更靠近了台灣實際

鄉土經驗與感性----一種中國傳統裡為母則強的力量。其實，如果就文學求「真」

的目的來說，《看海的日子》裡，長期身為妓女仍能保持高尚品性與希望的白

梅，其現實度令人懷疑，但似乎此階段的夏志清，不但願意相信這樣的「現實」，

還可以認同黃春明創造的「善」的信念。如果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終極

理想之一，是指出光明、給出希望、承擔個人之外更大的責任，夏志清似乎在

不自覺間，發揮他具體出入文學的敏感度，靠近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內涵(儘

管他必然不會使用這個概念)。是以他才能進一步在<正經危坐讀小說>中說：「鄉

土文學假如專寫貧苦社會的丑惡面，就一無足觀了。只有在看似絕望的生活裡，

找到了希望，找到了相濡以沫的愛，這才是真正”人的文學”。」20 

是以，夏志清最終不見得不能更靠近他的祖國，在 60 年代末，他曾在評述

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說時，肯定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的成熟乃是在於：「他

忘不了祖國，他的命運已和中國的命運戚戚有關」21而 80 年代初，夏在談台灣

作家張系國與鄉土文學時，也明確地說過：「我不願放棄中國是一個整體的理

想。對我來說，『鄉土』應包括中國所有的區域。……中國現代的文學既然一

直都維護人的尊嚴和自由，我們如果滿足於僅僅改善台灣窮人的生活，而忘了

大陸上的億萬同胞更加的窮苦，絲毫享受不到台灣人民大致都享有的尊嚴和自

                                                           
19 夏志清<台灣小說裡的兩個世界>，收錄於《新文學的傳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79)

年，頁 202-203。 

20 夏志清<正經危坐讀小說>，收錄於《新文學的傳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79 年)，頁

259。 

21 夏志清<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說>，收入《文學的前途》，(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4 年)，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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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那我們就背逆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傳統。」22這話當然仍是從自由主義菁英立

場出發，但是，當中也不乏----一個批評家只要能具體地回應與貼近文學作品，

有可能節制先驗的意識型態並且接近更複雜的歷史現實。 

四 

夏志清一生致力於現代文學批評，他的博雅和才能，許多部份至今仍值得

肯定，是我們繼續發展現當代文學、小說批評的重要「基礎」(呂正惠語)。他對

「文學」、思想與現實的關係與理解，事實上早已遠遠超過為藝術而藝術的主

張。他的中國歷史感性，也並非未曾發揮。1977 年，在評述山水畫家何懷碩的

散文《域外郵稿》時，他曾類推地想起了 T.S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988-1965)的一段話，或許，這可以作為一種綜合知識、情感與意志的總括----

夏志清作為一代批評家所曾到達的自省與自覺的高度： 

艾略特雖然有意寫達到音樂境況的「純詩」，可喜的是他的詩並不純，

其中包涵了潛藏內心深處的欲望和回憶。一開頭，他也想寫「純」詩評，

寫到後來也愈來愈不純，實在發現詩的了解和評判同詩人的時代和社會

關係太大了。他創辦 criterion季刊後，更是每期都寫有關當時西方政治、

社會變動的社會。……他也寫過幾本討論宗教、社會、文化的小冊子。

這些書想來讀者也愈來愈少，艾略特傳世的作品無疑是他的詩、詩劇和

詩評。但艾略特這樣一開頭深受法國象徵主義影響而抱著詩人寫詩以外

不問世事的態度，後來變得這樣入世，極端關心英國和歐洲文化的前途，

也正是他的偉大處。23 

清醒而克己時的夏志清和他的文學批評，難到不也是他留給中國人的一份

遺產嗎？ 

                                                           
22 夏志清<時代與真實—雜談台灣小說>，收入《夏志清文學評論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

1987 年)，頁 265。 

23 夏志清<何懷碩的襟懷>--《域外郵稿》序，收入《談文藝．憶師友—夏志清自選集》，(台北：印

刻出版有限公司，2007 年)，頁 112-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