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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1935 老舍的短篇小說與現代主義——以〈月牙兒〉、〈微神〉為例 

 

一、 引言 

1.1  研究動機及目的 

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著名的小說家、劇

作家，67 載人生路，為後世留下經典作品無數。談及老舍，人們往往會率先想起

其所作的長篇小說，如《四世同堂》、《駱駝祥子》、《離婚》，還有以至今仍在不

斷上演的《茶館》、《龍鬚溝》為代表的劇本創作。 

無疑，老舍的小說創作是以長篇小說為萌芽，亦是以長篇小說為主，厚重的

鋪排和豐滿的故事設計令人百讀不厭；其話劇創作更是乃至奠基了北京人藝整體

的藝術風格。1因此，無論是普通的文學欣賞者還是研究學者都更多的將目光聚焦

在老舍的長篇小說和劇本創作上也就不足為奇。 

但不容忽視的是，老舍先生一生也創作了數量可觀，且質量不俗的短篇小說

作品，儘管其自謙「不善寫短篇」2，但細細品閱後便可發現，其短篇作品不僅有

自己獨特的文體特徵，藝術技巧方面的運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要優於長篇，因

此同樣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尤其當筆者依據時間軸，對老舍作品進行整體縱向

對比後發現：30 年代老舍一度沉迷於短篇小說的創作，這一現象在 1933-1935 年

達到巔峰，三年中平均每年的短篇數量可達十餘篇，不可謂不高產。由此，引發

了筆者對於其短篇小說的濃厚興趣，並將視線投注在處於創作最頂峰的 1933-

1935 年，以此為基礎完成本篇論文的探討。 

結合老舍本人在自述中對短篇小說的態度及評價，可以看出老舍對於短篇小

 
1 顧威在演講中提及：「老舍的《茶館》《龍鬚溝》奠定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獨特的風格，創立了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劇學派。《龍鬚溝》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劇學派建立的奠基之作，劇本為

演出建立了一個現實主義的，形象鮮明的，強調從生活中塑造一個鮮明形象的基礎。這對我國的

話劇事業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成長起到了一個最基礎的關鍵作用，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的北

京人民藝術劇院的風格，被北京人藝的導演、演員所繼承並沿用至今。」，演講原收錄於《人民

政協報》，後轉載至中國作家網，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2/2012-04-24/125062.html ，2021

年 2 月 22 日瀏覽。 
2 老舍：《老舍文集》（第 15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年），頁 435。 

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2/2012-04-24/1250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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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創作日益重視，且對藝術技法的使用逐漸精益求精，他自己說：「短篇小說

是最需要技巧，他差不多是仗著技巧而成為獨立的一個體裁。」3同時，老舍作為

一個創作具有多元化特徵的作家，如陳怡在其學位論文中所說： 

誠然，老舍的小說創作與現實主義有著較為密切的關係；但是，我們也應重 

視老舍小說中的現代主義成分，有時它們被寫實的外表所掩蓋。4
 

因此，對老舍作品的研究不應只是關注在對現實主義的推崇，其與現代主義文學

之間的關聯亦不可否認。這一點也可從他人評述，及老舍自己表達出的對於現代

主義內涵的共鳴中得到佐證。聯想老舍的海外經歷，及當時西方社會中所流行的

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筆者大膽判斷老舍言語中所談及的「技巧」便是得益於對現

代主義的學習與應用，換言之，便是將短篇小說的陣營作為現代主義技法的試驗

場，在實踐中完成對西方文學養料的吸收，並在過程中推動作品對藝術技法的運

用。然口說無憑，筆者因此將在本篇論文中通過文本細讀的方式，結合短篇小說

巔峰時期的兩篇經典之作〈月牙兒〉及〈微神〉，以現代主義視角對文章進行分

析，試圖完成對上述猜想的肯定。 

 

1.2  研究問題的方法與步驟 

本文主要運用「文獻分析」和「文本細讀」相結合的方式來進行研究。 

首先，通過簡單的文獻綜述回顧目前學術界對於老舍短篇小說、老舍小說

與現代主義之間關係的研究情況。 

然後，綜合老舍個人在評述、作品中對短篇小說的認知及他人在研究中對

老舍短篇小說的評價，對老舍的短篇小說進行大致的說明，確立研究範疇、研

究價值及篇目並解讀原因，奠定文章的研究基礎。 

再者，通過文本細讀結合文獻，以〈月牙兒〉及〈微神〉兩篇短篇小說為

 
3
 老舍：《老舍文集》（第 15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年），頁 194。 

4 陳怡：《虛無困境中的絕望與抵抗——現代主義視野下的老舍小說研究》（上海：復旦大學碩士

學位論文，2013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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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本，具體分析現代主義在其中的應用與體現，驗證老舍在 1933-1935 時期

短篇小說創作中對現代主義的實踐，並說明其意義與作用。 

 

1.3  文獻回顧 

對於老舍的短篇小說和現代主義文學，現有的研究當中鮮少有將二者直接聯

繫在一起展開討論研究的，具體情況主要可以劃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其一，當在現代主義視野下對老舍小說完成討論時，往往未對文學體裁設定

範圍，因此所涉及的文本囊括老舍筆下的各類作品形式，包括長、中、短篇小說

以至話劇劇本。即便劃限也是將全部老舍小說視為整體，或直接圍繞老舍本人與

西方現代主義之間的關係進行闡述。因此，短篇更傾向於作為對其整體評述中的

案例被提及說明，如趙江姍在〈現代主義視野中老舍筆下的小人物悲劇〉一文中

從現代主義思潮的角度闡釋小人物悲劇，對老舍文字思想和精神世界完成全面理

解。5當中解讀了〈月牙兒〉、〈微神〉悲劇和第一人稱帶來的內心化傾向，但同樣

也列舉如《茶館》中的片段作為引用例證。又如史承鈞和伍斌在〈老舍與西方現

代派文學〉中以老舍和各流派代表作家（及文學特質）為主對象，輔以老舍各類

文作展開筆墨。6這其中在談論到比如康拉德的敘事手法之於老舍時，會著重強調

其帶給老舍短篇的影響，但終究未將短篇放在論述的重點位置。 

其二，是將現代主義中的各流派或藝術技法與老舍的小說進行聯繫，完成分

析。在這一情況下，有時會將老舍的短篇小說直接作為單獨的研究對象。比如在

劉社瑞的〈老舍短篇小說中的意識流〉中，就是專門圍繞老舍的優秀短篇小說作

品，探究其中意識流技法的呈現，感受其中與西方意識流作品的異曲同工。7在吳

永平翻譯保爾·巴迪的〈論老舍的短篇小說藝術〉中也是以短篇小說為研究對象進

 
5 趙江姍：〈現代主義視野中老舍筆下的小人物悲劇〉，《戲劇之家》第 18 期（2016 年 9 月），頁

257、259。 
6
 史承鈞、伍斌：〈老舍與西方現代派文學〉，《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 期（1994

年 11 月），頁 78-86。 
7 劉社瑞：〈老舍短篇小說中的意識流〉，《湖南社會科學》第 3 期（2002 年 6 月），頁 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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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剖析，探討其中的藝術手法。8而在劉社瑞的另一篇文章〈論老舍小說的象徵主

義〉中，9則是以老舍的小說作品為整體，結合文學概論的內容，研究其中所體現

的象徵主義色彩，並具體深化，展現老舍運用象徵時的特色和方式。 

其三，是針對老舍單篇短篇小說的研究。在與本文相關的研究中，有如王向

宇的〈淺談老舍《月牙兒》「另類美」的創造〉，其中對老舍作品的意境創造、意

象使用和美學變化進行論述；10于慈江的〈由破損處升發朦朧的詩意美——老舍

短篇小說《月牙兒》、《微神》比較觀〉對兩篇「不是老舍小說的老舍小說」11進

行分析，總結其中的相似之處，與文學史中的中西名著進行比較，展現二者迸發

出的不同於老舍以往風格的別樣美感；陳孝全在〈老舍《微神》的藝術技巧〉中

對「老舍最心愛的一篇」
12
就藝術技巧的使用展開解讀，點出文中對意識流手法

和現實與夢幻營造的時空交錯突破性的運用，結合各方面卓越點完成論述；張敏

的〈《微神》：最符合老舍象徵主義理論界定的範本〉13和王再興的〈《月牙兒》的

象徵主義完全解讀〉14都是對小說中的象徵主義體現和象徵的使用進行品賞。這

些當中有專門將單篇短篇小說與現代主義流派對應分析的，也有只是將其作為部

分內容存在於篇章論述當中，輔助完成對文章整體主題的刻畫。 

 

二、 老舍的短篇小說 

談及老舍的短篇小說，就不得不說老舍自身對於短篇小說的態度，從作者的

 
8 保爾·巴迪、吳永平：〈論老舍的短篇小說藝術〉，《文藝理論與批評》第 1 期（2008 年 1 月），頁

53-59。 
9
 劉社瑞：〈論老舍小說的象徵主義〉，《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2000 年 12 月），

頁 91-94。 
10 王向宇：〈淺談老舍《月牙兒》「另類美」的創造〉，《參花（上）》第 9 期（2017 年 9 月），頁

102-103。 
11 于慈江：〈由破損處升發朦朧的詩意美——老舍短篇小說《月牙兒》、《微神》比較觀〉，《六盤

水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2 期（1985 年 7 月），頁 11-14。 
12 陳孝全：〈老舍《微神》的藝術技巧〉，《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1987

年 1 月），頁 67-70、83。 
13 張敏：〈《微神》：最符合老舍象徵主義理論界定的範本〉，《安徽教育學院學報》第 5 期（2006

年 9 月），頁 62-65。 
14 王再興：〈《月牙兒》的象徵主義完全解讀〉，《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第 9 期（2004 年 9 月），

頁 1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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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了解其對該體裁的看法，可以了解到老舍如何認識短篇小說創作，對研究有

重要的意義和巨大的參考價值。因此，在此部分會以老舍在各類文章、序言及作

品回顧中對短篇小說的文字入手，結合相關研究材料，說明老舍短篇小說的存在

與承載，進一步細化研究範圍，並闡釋範圍與篇章的選定原因，以證明其可以作

為代表的合理性。 

《中國小說詞典》對短篇小說的定義是： 

小說的一種。篇幅短小，能迅速反映現實生活，情節簡單、結構緊湊、人物 

集中、環境描寫也比較簡略。它往往以截取生活中最富有典型意義的橫斷面， 

著力刻畫主要人物的性格特點，反映社會生活的某一側面或片段，使讀者「可 

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盡傳精神」。15 

可見短篇小說作為一個獨立的體裁，自成一派。老舍也在《文學概論講義》中明

確自己的看法，認為： 

近代的短篇小說確是另成一格，而絕非篇幅簡短的作品便是短篇小說，不是 

隨便可以改成長篇，或由長篇隨便縮短的。短篇小說是文藝上的術語，不是 

字少篇短的意思。16 

並在後文詳細列舉三點自己概括的、有關短篇小說區別於長篇小說的地方。由此

可見，老舍對於短篇小說是有較為明確的認知的，也可以意識到短篇小說具有獨

特性。因此我們可以說老舍在短篇小說的創作過程中應當是有意識的將其與其他

文學體裁劃分開。借此說明其短篇小說可以作為獨立的研究主體存在，對其中藝

術技巧的體現也具有單獨成篇的研究價值。 

老舍說自己「本來不大寫短篇小說，因為不會」17，這一點可以從老舍的創

 
15
 秦亢宗：《中國小說詞典》（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 年），頁 1。 

16 老舍：《文學概論講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55。 
17 老舍：《老舍自傳（名人自傳叢書）》（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 年），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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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軌跡中得以印證，他是從長篇小說開始創作的，且老舍在早期的短篇創作中並

不能算上心，如他在〈我怎樣寫短篇小說〉所說，更像是出於對編輯討稿的應付

或對朋友邀請的不可推諉。因此，老舍最初的短篇小說稱得上敷衍，頗有些鬧著

玩的意味。但恰是這樣的開端和起步，對比上個世紀 30 年代老舍創作短篇小說

之巔峰數量、其留給後世的大量優秀短篇作品，加之他自己所說的「短篇要想見

好，非拼命去做不可。」18可知在創作生涯中，老舍在短篇小說的創作技巧上是

逐步投注經驗和功夫，不斷增加在其中使用的技法，將理論積累與作品融合，才

能得到這樣的進步和結果。如同保爾·巴迪的評價： 

對於老舍短篇藝術的形成，需要的是一種更特殊的美學意識以磨尖作家的筆 

鋒。因為老舍的創作生涯是從創作長篇小說開始的，其後才嘗試短篇小說的 

創作，好比一個唱歌劇的演員突然去唱京劇，就要求他在藝術觀念上有真正 

的變革。19 

借此可以說明在老舍開始大量創作短篇小說的過程中，應當存在獨特的、僅短篇

所獨有或更為突出的區別於長篇的設計或安排，以至更多技巧上的應用。老舍的

短篇創作在學術界也有著較高的評價，樊駿曾評價他的短篇： 

從取材到表現手法，都比長篇創作中有更多的嘗試和開拓——如除了嚴格

的 

現實主義以外，也有一些採用象徵、意識流等手法寫成的作品。20
 

也說明老舍的短篇相比長篇有著更多值得探討的內容。 

前文提及過 1933-1935 年是老舍短篇小說創作最巔峰的時間段，這是筆者借

 
18 老舍：《老舍文集》（第 15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年），頁 194。 
19 保爾·巴迪、吳永平：〈論老舍的短篇小說藝術〉，《文藝理論與批評》第 1 期（2008 年 1 月），

頁 58-59。 
20 樊駿：〈老舍的文學道路〉，《中國現代作家選集——老舍》（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2 年），

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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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他人所整理的老舍小說年份表自行歸納出的結果。誠然，這在以往的研究中是

沒有過的。一般情況下，人們更偏向以人生階段、時代背景對老舍的創作節點進

行劃分，對於其小說的黃金創作年代也往往以「山東時期」為代表。 

不可否認，「山東時期」對於老舍的小說創作而言確實尤為重要，老舍在這

一階段對短篇小說的創作集中且具有特徵。有人說： 

「山東時期」的集中創作最能體現老舍對於現代主義文學技法的實踐，認為 

現代主義成分在老舍 30 年代的小說中最為突出。21
 

老舍在談到西方文論時自己也說：「要明白這一些，我們不能不去看西洋文學的

傾向」22，證明老舍在了解文學思潮過程中確實存在著向西方有意識地學習，個

人文論也與西方文學理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除此外，老舍《文學概論講義》

中的文學觀念也部分來自西方文論，論述內容中也有不少是圍繞西方文學理論展

開，涉及大量西方作家和文學理論家（詳見附錄一）。23同時，老舍在個人論創作

的文章中也毫不掩飾對如康拉德（現代主義作家）的崇敬與欣賞。24因此，對老

舍作品中受到西方文論的影響可以格外留意，加之老舍形成「以外國文學理論為

主導傾向的理論體系」25、對西方文學理論的學習和消化尤其體現在老舍的文學

理論走向自覺的山東時期。所以，筆者在研究初期就不可避免的重點留意到這一

時期。然而，整個「山東時期」長達 7 年的範圍（1930-1937 年）對於本科研究而

 
21 陳怡：《虛無困境中的絕望與抵抗——現代主義視野下的老舍小說研究》（上海：復旦大學碩士

學位論文，2013 年），頁 17。 
22 老舍在《文學概論講義》第十講談及文學的傾向時說：「現在差不多人人都在談著甚麼古典主

義、寫實主義；要明白這一些，我們不能不去看西洋文學的傾向，因為由我們自家的文學史中是

看不見的」，見老舍：《文學概論講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95。 
23 在老舍的《文學概論講義》一書中，加上引言共十五講，除了前三講以中國文說為基礎；十二

到十四講涉及範疇不廣外，其餘章節幾乎都徵引了大量西方作家的觀點或言論完成說明，並結合

相關作品進行比較和探討，也或多或少體現西方的文學觀點。其中，對於西方文學理論的大量談

及及總結（包括對相關文學派別作家的評介分析）格外集中在第十講：文學的傾向（上）及第十

一講：文學的傾向（下）中，老舍在這兩講內詳細的列舉、分析了包括象徵主義在內的進十种文

學創作方法（西方主義理論），直接展現了老舍文論中與西方文學的緊密關聯，亦反映出老舍個

人對於這些文學派別包括理論的接納與理解，對後續分析老舍作品內容呈現有重要意義。 
24
 老舍：〈一個近代最偉大的境界與人格的創造者——我最愛的作家——康拉德〉，原載《泰山石

刻》影拓本（1938 年 1 月）。 
25 石興澤：《老舍文學思想的生成與發展》（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3 年），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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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有些過長，且並不是所有在這一時期中的年份都適用於作為研究老舍短篇小說

的素材，例如：「山東時期」是從老舍 1930 年回國後算起的，但事實上老舍回國

後的短篇乃至長篇創作都是直至 1931 年才正式開始。 

因此，筆者縱觀整個「山東時期」，發現即使是在這一短篇小說達到持續高

峰的階段，也存在著更能單獨拿出來進行研究的時期，即 1933-1935。在這三年

中，老舍短篇小說創作數目之多，是在任何其他時間都沒有過的。這一現象就如

同磁石般具有吸引力，因為某一時期創作的特殊性不會毫無緣由地出現，必然存

在著合理化的解釋，或作者借助特殊性意欲表達出的東西。因此，結合筆者在研

究動機中提出過的猜測，對於這一時期內老舍短篇小說中現代主義體現的探尋就

格外具有價值，篇目的選擇也與此有關：上述三年中，創作數量的密集以 1933 和

1935 兩年更甚，所以從這兩個年份的作品中各選取一個篇目，使研究對象更加具

有代表性。同時，因為〈微神〉與〈月牙兒〉兩篇作品是老舍短篇中「無論在藝

術技法，還是影響力方面都較為突出」26的兩篇文章，因此在它們身上老舍的文

法特色和文章表現力都會格外鮮明，對輔助研究會有比較直接的幫助。因此，以

是兩篇作為文本細讀的對象，代表 1933-1935 這一階段老舍的短篇小說作品是合

理的。可以通過分析兩篇文章中的共通之處，說明現代主義技法在老舍這一時期

作品中的體現與運用，證明老舍在這一過程中對現代主義的實踐。 

同時，需要對〈月牙兒〉的選擇做一個補充說明：儘管以現在的衡量標準〈月

牙兒〉應當作為中篇小說存在，但由於在老舍開始創作的時代，文壇中並無對短

篇和中篇的界定標準，加之老舍在《老牛破車》中對過往小說作品進行回顧、評

述時，也將〈月牙兒〉視作短篇談及。因此，可以認為老舍是以完成短篇的態度

和意識完成對於〈月牙兒〉一篇的創作，而本文又是以老舍的作品為出發點，是

以在本文中暫且以短篇小說劃分〈月牙兒〉一篇的身份。這並非筆者的混淆，而

 
26
 張慧珠在《老舍創作論》一書中說到短篇《微神》是相當優秀、又帶著明顯的老舍創作特色的

一個名篇，甚至可以斬釘截鐵地說，弄清楚《微神》，也就弄清楚老舍一半的創作特色。（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1994 年），頁 37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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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於對老舍本質創作的考量，借以預先說明。 

三、 現代主義 

現代主義是指 19 世紀中後期到 20 世紀前半期，在歐美發展起來的，由多種

文學流派組成、極富創新性及先鋒性的文學思潮，具有強烈的反傳統精神。它作

為西方現代化工業社會的產物，是動蕩不安的 20 世紀歐美社會在時代精神上的

藝術反映和表達。因為這一時期歐美社會雖然科技和經濟高速發展，但過於迅猛

的前進情況和新型的經濟結構使西方人在精神上格外空虛與不安，加上第一次世

界大戰的爆發，直接導致了西方傳統理性主義文化的加速毀滅，並逐漸在現實矛

盾與壓抑的環境中誕生了非理性主義的文化思潮，而現代主義文學便是在西方現

代非理性哲學和心理學結合後催生的產物。 

它是以叔本華的唯意志論、尼采的權力意志論、柏格森的直覺論、佛洛依德 

的精神分析論等理論和學說為哲學基礎，主要思想特徵是表現人的異化和精 

神危機，反映世界的荒誕，27具有非理性主義和悲觀主義的色彩。28 

現代主義文學同時也是西方文學自身逐漸發展後的結果，作為多種流派的總體總

稱，其構成是多元且複雜的，具有較多的分流，不同的流派之間往往有不同的主

張和觀點，也存在著一些爭議，然而總體來說在創新與反傳統上達成一致。其中

筆者比較認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編外國文學》中的說法及定義，並根據

其整理出現代主義的五個特徵： 

一、 現代主義文學突出地表現異化主題。 

二、 現代主義強調表現內心生活和心理真實，具有主觀性和內傾型特徵。 

三、 現代主義文學普遍運用象徵隱喻的神話方式，追求藝術的深度模式。 

四、 現代主義文學倡導「以醜為美」、「反向詩學」，大量描寫醜的事物。 

 
27 劉洪壽：《沈從文小說與現代主義》（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9 年），頁 21。 
28 蔣承勇，蹇昌槐：《新編外國文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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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現代主義文學熱衷於藝術技巧的革新與實驗，某些作家的創作具有形

式主義傾向。29 

在藝術上，現代主義文學主要發展包括有象徵主義、存在主義、表現主義、未來

主義、超現實主義、荒誕派、意識流小說等流派，而對現代主義小說各流派所包

含的思想、內容及技巧整理如下表：
30
 

現代主義流派 現代主義的典型的技巧及典型特徵（內容、思想） 

（後期）象徵主義 以象徵、暗示的方式表現內心的真實，體現方式較為抽

象。在意象中隱含思辯與哲理，通常使用暗示、意象、比

喻、聯想等藝術手法，為文章增添深神秘色彩。 

老舍在《文學概論講義》：象徵主義是一種心覺，心物可

以聯成一氣，心可以給物思想、物也可以給心思想，在此

种心境下音樂和顏色亦可相互表達。31 

存在主義 以存在主義哲學為基礎發展而來，表現出對人生存狀況

的關注：肯定人的存在先於本質，認為世界是荒謬的、人

生是痛苦的，主張人在特殊環境中進行自由選擇，從而

通過決定自己的行動以造就本質，其中對存在和選擇二

選一的問題亦是討論核心。 

沙特的存在主義是整個流派的重中之重。 

不少作家為研究存在，會運用意識流、象徵等技巧，這是

現代主義的典型特徵。 

未來主義 對傳統最為反叛的一個流派，以「否定一切」為基本特

徵，主張徹底拋棄藝術遺產和傳統文化，歌頌機械和都

市混亂，讚美「速度美」和「力量」，打破理性的形式規

範，用自由不羈的語句隨心所欲地完成藝術創作。32 

超現實主義 由「達達主義」發展而來，嘗試將文藝創作從理性中解

脫，成為自發的心理活動，表現一種更高更真實的「現

實」。具有以下特徵：強調表現超理性、現實的無意識世

界和夢幻世界；主張用純精神的自動反應完成創作，創

作時大量使用「自動寫作法」和「夢幻記錄法」，對後續

的荒誕派、黑色幽默及魔幻現實主義有巨大影響。33 

 
29 蔣承勇，蹇昌槐：《新編外國文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262。 
30 詳細版見附錄二。 
31
 老舍：《文學概論講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13-114。 

32 蔣承勇，蹇昌槐：《新編外國文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266。 
33 同上註，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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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誕派 由存在主義「荒誕」思想結合超現實主義的藝術手法而

來，表現出世界和人生的荒誕，例如：人生的無意義，通

過抽象、非理性的語言和象徵、誇張等營造出的畫面創

造強烈的荒誕效果。 

意識流小說 與傳統小說不同，試圖通過心理邏輯及人物意識流動組

織故事，而並非以情節或時間順序，強調人的意識和心

理活動，淡化情節；原先是研究心理學的，後面慢慢演變

成文學的技巧、流派；作者不介入，而是由人物直接剖白

內心的無意識活動。意識流小說在創作技巧方面運用大

量的內心獨白，通過自由聯想、象徵、暗示等手法，對語

言、文體以至於敘述視角進行有意識的調整。 

…… …… 

 

四、 存在與荒誕共營的悲劇色彩 

現代主義中，人的一切痛苦、迷茫都來自於對自身的不確定和感知到存在的

虛無。「被拋」是存在的本質之一，海德格爾說：「現身在此在的被拋境況中開展

此在，並且首先與通常以閃避著的背離方式開展此在」34，即人本身沒有創造存

在，而是在未知情況下被拋入存在，存在是依託在此在的基礎上。因此，無論人

所面對的境況如何，無論選擇何種方式面對生活，只要人仍然存在著，就必須要

承擔此在下的種種。與之對立的是人本身的存在是毫無理由的，而又避無可避的

需要面對和承擔此在下的萬般苦楚與茫然，「這種無法調和的矛盾就造成了人存

在的荒誕與人生的無意義。」35 

老舍在短篇小說中偏愛通過特定的設置以體現人存在於世所不可避免的荒

誕與幻滅，以筆下虛擬的世界展現真實世界的虛空。以〈月牙兒〉與〈微神〉來

看，兩篇文章雖有著不同的人物和情節，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那就是人物所渴

求的願望和現實環境之間的背離。這種背離就像是掙扎過後不得不承擔自己所在

 
34
 海德格爾著，陳嘉映、王慶節譯：《存在與時間》（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 年），頁 159。 

35 陳怡：《虛無困境中的絕望與抵抗——現代主義視野下的老舍小說研究》（上海：復旦大學碩士

學位論文，2013 年），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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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的失敗，換句話說，「老舍筆下的人物都面對著一種相似的處境。」36 

「處境」是沙特存在主義戲劇理論中的一個概念，意味人物所處的特殊環 

境擁有極限性，使人物往往只有兩種出路可選擇，生或死、成或敗，再沒有 

第三條路可供迂迴。37 

這種極端而又絕對環境的設定，帶給人物的是無法逃脫的窒息感，逼迫人物

在極限的壓迫下完成選擇。這也就引出了本文中重點作為探討的存在主義中的

「存在先於本質」和「人的自由意志」——存在主義者認為人擺脫荒誕只有兩條

路：「自由選擇，或是死亡。」38 

 

3.1 生存境遇下的自由選擇 

人類作為動物的一種，面對的首要問題就是生存，同時，人又具備有主觀能

動性，因此能夠按照自己的預想為自己的存在方式作出選擇。沙特認為「自由選

擇」就是人在做選擇，強調人的行動是人的自由所在——存活於世，每個人都面

臨著多種生存方式，而人擁有自我選擇的權利。 

因此老舍在短篇小說中賦予了人物在面對生存境遇時自由選擇自己「行動」

的權利。〈月牙兒〉中「我」最大的願望就是不像母親那樣活著，因為「我得恨

她，要不然我自己便不存在了。」39面對這一生存問題，作者設計了「我」與母

親分離的叉口，通過母親的角度賦予了「我」自己挑選存在方式的權利。 

於是「我」不斷嘗試努力，想要逃脫媽媽那樣的命運，清白的存在，擁有支

配自己的自由。「我」努力讀小學，給自己鋪墊機會： 

媽媽有時給我點心錢，我不肯花，餓著肚子去上體操，常常要暈過去。看著 

 
36 馮健飛：《老舍敘事作品悲劇品格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年），頁 81。 
37
 楊昌龍：《存在主義的藝術人學——論文學家薩特》（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93。 

38 同上註 27。 
39 老舍：《櫻海集》（上海：人間書屋，1935 年），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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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吃點心，多麼香甜呢！可是我得省著錢，萬一媽媽叫我去……我可以跑， 

假如我手中有錢。40 

「我」去找高小的胖校長求助，拼命讓自己能做更多的事情，而不必去走母親的

老路：「我用心的練字，為是能幫助校長抄寫些不要緊的東西。我必須有用，我

是吃著別人的飯。」41「我」為自己能自食其力而感到雀躍： 

我有了點進款：給學生織些東西，她們給我點工錢。校長允許我這麼辦。可 

是進不了許多，因為她們也會織……或是給家中人打雙手套或襪子，才來照 

顧我。雖然是這樣，我的心似乎活了一點。42 

在路上和媽媽擦肩而過的時候，「我」低下頭而不相認：「我要過去抱住她。可是

我不敢，我怕學生們笑話我，她們不許我有這樣的媽媽。」43以此來表明自己出

身的清白，不願與過去沾染分毫，「我」不想被輕賤，即使面對學校換校長，也

不指望命運降臨，等著被驅逐，而是試圖主宰自己的選擇：「我出去找事了。不

找媽媽，不依賴任何人，我要自己掙飯吃。」44 

為了擺脫命運，「我」不停地「行動」著，即使十分坎坷，即使過程中不小

心有過片刻的墜落，但短暫的迷失後，「我」又讓自己「行動」起來，在能靠著

自己的本事做工時，雖然辛苦，可「我」卻感到十分的滿足： 

晚上九點多鐘完了事，我非常的疲乏了。到了我的小屋，連衣裳沒脫，我一 

直的睡到天亮。醒來，我心中高興了些，我現在是自食其力，用我的勞力自 

 
40 同上註，頁 206。 
41 同上註，頁 211。 
42
 同上註，頁 213。 

43 同上註，頁 214。 
44 老舍：《櫻海集》（上海：人間書屋，1935 年），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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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掙飯吃。我很早的就去上工。45 

儘管「我」知道大掌櫃想要「我」怎樣做，也知道「第一號」說的話都是些甚麼

意思，但是「我」不願意屈服，「我」不想回到母親的老路，不想靠身體和賣笑

賺錢，因此「我」不肯學「第一號」，寧可辭工回家：「我幹不了，拿了一塊零五

分錢，我回了家。」46 

逃離母親的老路，不依靠男人和販賣自己的身體活著，是這時的「我」存在

的目標，因此可以看到，「我」所有的「行動」都是圍繞著這個方向進行。這樣

的情況下，人物的自由意志是依託於生存目標而存在的，「行動」的意義和價值

都會隨著生存目標的需要而存在和轉移，因此，當生存目標破碎時，帶來的影響

就不單是其本身的不復存在，而是生命全部意義的喪失，這也是為什麼當人物不

再可以跟隨自身的自由意志選擇生存方式時，悲劇的產生是加倍的。 

 

3.2 存在先於本質的悲劇輪迴 

人的生存目標，帶給了人選擇的意志；而人生存狀況下的困境和隨之而來的

面對人生的無可奈何，也使人對自由探求過程中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以至於「陷

入永恆輪迴的人生悲劇中，長久的無法擺脫環境帶來的束縛。」47這導致了老舍

短篇小說中的人物似乎越努力就越失敗，越掙扎就越墜落。 

沙特認為「存在先於本質」，也就是說人的存在在先，而本質在後。人在出

生時，最初只是作為一個存在體存在，而在生存過程中，人隨著意識不斷完成自

由選擇，本質逐漸形成。我們知道，意識和選擇會隨著存在不斷改變，所以本質

也因此不斷嬋變。人的存在與環境相關聯（也可以是上文中闡述的「處境」），因

此，當人所處的環境出現異樣，人的意志和選擇勢必也會受到影響，乃至於人的

 
45 同上註，頁 223-224。 
46
 同上註，頁 225。 

47 趙江姍：〈現代主義視野中老舍筆下的小人物悲劇〉，《戲劇之家》第 18 期（2016 年 9 月），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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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老舍筆下的人物常處在生存的困境當中，因而在自由意識的推動下，人們

會做出想要通過「行動」逃離困境的選擇，這也就是呈現在文本中的為了更好生

存的努力，和身陷囹圄時的掙扎。然而，與之相反的是人本身所處的環境很難發

生改變，因此，不懈的努力無法將人帶出困境，只會讓人在自由選擇意志和生存

目標一次次破碎的情況下陷入崩潰的無盡深淵，人心也隨之變質，追求不再，只

剩下越陷越深的沉淪和變本加厲的墮落。 

以〈月牙兒〉來看，「我」不停地為逃脫宿命而做著努力，一次次從絕望中

燃起希望，帶著「不像母親那樣活著」的目標，終而復始的為之做出掙扎，然而

卻一次又一次的掉進失敗的回環，不得不接受女子需要承認自己是女子，要依靠

賣肉才得以存活的現實。「我」在饅頭鋪掌櫃願意要媽媽時，選擇和媽媽「娘兒

倆各走各的」48；去求校長，靠自己的雙手找活做；即便想念也控制自己不和母

親相認，可是「我」卻被自稱校長侄子的男子被騙失身，失去了自己，「我」最

恐懼的事情還是發生了——「我和媽媽一樣了」49。於是，「我」後悔、崩潰，在

厭惡和喜愛交織的複雜心境下，第一次沉淪了，徹頭徹尾的丟棄清明，只拘泥於

情愛。可是我沒有就此結束，男人的妻子找上門後，「我」又一次活了，開始找

事情做，靠自己的辛苦自食其力，面對不出賣自己身體就沒辦法繼續做工的無理

要求，也可以硬氣地辭工就走，想要實在地掙飯吃。然而，小婦人的命運和自己

的雙重打擊下，「我」第二次失敗了，帶著強烈的失望，「我」發現作為女子「不

賣肉實在掙不上飯吃」
50
，「我」又一次走向了沉淪，從這時開始便走向了更深的

深淵，只剩下無盡的墮落，即使有小幅的掙扎，但也更快的被悲劇吞沒：「我」

想浪漫的玩玩，可卻連最後體面的資本也沒落到，只能徹底把自己丟掉和男人周

旋，「我」完完全全變成了和媽媽一樣的人，「我」拼盡全力逃離的命運最終還是

 
48
 老舍：《櫻海集》（上海：人間書屋，1935 年），頁 209。 

49 同上註，頁 219。 
50 老舍：《櫻海集》（上海：人間書屋，1935 年），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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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回了自己頭上，「我」逃不出宿命，甚至比媽媽更變本加厲。身上染了病，盡

力的要傳給別人，「我」完全丟失了自己。母親的出現為「我」帶來了一絲絲回

環的光明，但媽媽對染病的「我」沒有安慰，眼中只有錢的刻薄令「我」心灰意

冷，淪為了一具不怕丟人的行尸走肉，沒有精神，年老色衰，客也少了，「我」

永遠達不到原本的預期，只能步步跌落，直至進了感化院，再到進大牢，每一次

認為能夠使人生有所改變的選擇都反而讓「我」墜落的更深，於是「我」從對命

運的抗爭一路走向自我放棄，回到了曾經最想逃離的路，「變成了沒有靈魂的空

殼」51。〈月牙兒〉有老舍受到西方倒霉鬼故事影響的痕跡，即「人物及生活故事

總是一個厄運接著一個厄運，是一連串倒霉、倒運的聯結。」52這種無限回環的

諷刺體現了現代主義的無妄和虛空，個人存在的荒誕感由此體現。生命的本質就

是悲劇，是虛無而荒誕的，在這種悲劇下存在的人物永遠逃不出環境的困苦，只

能被環境牢牢鎖住，後代的命運也難以改變，這些人物的悲劇實際本質上也就是

人生的悲劇。 

 

3.3 以死亡為最後抗爭的解脫 

老舍〈月牙兒〉和〈微神〉兩篇短篇小說中還體現出一大特點，就是人物的

生命通常歸於空虛的自我了結或是死亡，我們知道，「空虛與死亡是西方現代主

義思潮中的主流人生態度」53，因此現代主義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數會選擇自

殺或淪落為精神空虛的活死人。從〈月牙兒〉和〈微神〉來看，〈微神〉中的她

選擇在打胎的手術台上自殺，而〈月牙兒〉中的「我」雖在文章末尾生命仍未消

逝，但如上文所述，在生活的重重打壓下「我」早已丟失精神世界，變得麻木不

堪，沒有了活下去的意志。在監獄中，「我」甚至不願再出去，對於世界和人類

沒有一絲希望，說：「我不願死，假若從這兒出去而能有個較好的地方；事實上

 
51 馮健飛：《老舍敘事作品悲劇品格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年），頁 88。 
52
 逄增玉：〈老舍短篇小說的敘述視角與功能〉，《廣東社會科學》第 6 期（2014 年 11 月），頁 166。 

53 趙江姍：〈現代主義視野中老舍筆下的小人物悲劇〉，《戲劇之家》第 18 期（2016 年 9 月），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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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這樣，死在哪兒不一樣呢。」54可隱約察覺到「我」對生的無奈和對死的思

考。在人類的一般認知中，死亡代表著不幸、悲慘與絕望，因為人的生命只有一

次，因而除非到了走投無路的時刻，是絕不會做出這樣的選擇，在絕境中完成對

自我一生的終結，聽起來確實十分淒慘，而有關這一點的探討從古至今已經足夠

多了，因此在本文中不再多做贅述，更多地探討老舍筆下這種選擇中除卻死亡本

質之外的東西。 

對於這個方向的思考是由〈微神〉結尾處，「她」在自述中對於自己自殺的

說法引申而出的： 

晚了就是來不及了。我殺了自己。 

什麼？ 

我殺了我自己。我命定的只能住在你心中，生存在一首詩裏，生死有什麼區 

別？在打胎的時候我自己下了手……你回來遲了，我別再死遲了：我再晚死 

一會兒，我便連住在你心中的希望也沒有了。55 

她是愛主人公「我」的，也知道「我」同樣深愛著她，經年累積的思念使「我」

對她的愛戀不減反增，可是她也知道此時的她已不再青春，不堪的經歷使她已經

不再靚麗如初，她害怕失去、怕「我」不再愛她、怕她不再被「我」長久的放在

心裏，因而在這樣的情境下，死亡對「她」而言是最好的選擇——可以永遠以最

美好的樣子留存在「我」的心中，而我也將因為永久的懷念，此生都不會再將她

忘卻。對她來說，死亡比活著更有意義，此時的死雖然也不乏悲劇性色彩，但是

卻是崇高的，是人物在認識到自己身上存在不可逆轉的悲劇後，對於自我人生所

做出的最後的自由選擇，是一種近乎於反抗的行為。自我終結，不是對命運的認

輸，而是在逆境中退無可退時對自己生命價值和意義的最後掙扎，這可以被稱為

 
54 老舍：《櫻海集》（上海：人間書屋，1935 年），頁 241。 
55 老舍：《微神集》（上海：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 年），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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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命自覺結束而表現的氣節，是對理想人格的最高實現方式。」56在〈月牙

兒〉中，「我」最後的選擇正是如此。當「我」發現自己沒辦法好好生活時，卻

依然對感化院教做工、分配婚姻（被兩元錢手續費買走）的行為表現出抗拒。這

種自欺欺人的樂觀令「我」厭惡，因此寧可放棄最後能敷衍活著的「希望」，進

入監獄，渴望以大牢作為人生的最後歸宿。 

這二者都是對人生最後尊嚴的維護，有淡淡的「酒神精神」意味顯露： 

酒神精神中，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支配你自己……具有這種精神的人是熱愛 

生命的，可同時也並不畏懼死亡，甚至會出於對生命的愛而選擇自殺——當 

不可能驕傲地活著時，就驕傲地死去，通過否定自己肯定生命。57 

這時的自殺或是自我了結不是具有強烈恐懼感的，而更像是新的希望一樣，代表

著人物對厄運循環的最後一次反抗。這種結束固然無奈，也可以說是用逃避換取

解脫，但是又何嘗不是對生命殘存精神意志的維護。因此對這些人物來說，這種

結束是平靜的，是開心的，是無望困境中真正嚮往的希望。 

筆者認為這一點和老舍先生本人亦有極大程度的聯繫，甚至某種程度上可以

說是他自身的映照。對於他個人而言，絕望和生命的悲劇性就是「平和」的，是

無聲的，沒有激烈的呼喊，也沒有尖銳的衝突和鬥爭；不是一種通過肢體或言語

傳遞出的東西，而是更偏向思想層面的意識鬥爭，是人對於自身的思考和誕生於

思考過程中在文化心理層面的對抗，是自己和自己對話後出於對自身命運判斷後

的自我選擇。老舍的離去即是如此，1966 年 8 月，老舍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

厲的攻擊和迫害，在和小孫女說了最後一句話：「和爺爺說再見」後，便離家出

走到北京太平湖邊靜靜地坐了一整天，最終選擇了投湖自盡。筆者願意相信在湖

邊的那漫長時光裏，老舍是做了十足的思想鬥爭的，是對時代、對個人、對社會

 
56
 馬暉、王萬鵬：〈生命悲劇意識和文化悲劇意識的交織——老舍悲劇意識的精魂〉，《蘭州大學

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 期（2012 年 9 月），頁 23。 
57 周國平：《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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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進行了充分的思考。在沉入湖中以自殺結束生命的時候，老舍又何嘗不是對自

己的人生做出了最後的決定。面臨紅衛兵的侮辱和壓迫，老舍不願意沒有尊嚴的

活著，或許於他而言，在那時，死亡也正代表了他的體面。 

 

3.4 第一人稱敘事下存在的根本性悲劇 

老舍在短篇小說中常會使用非一般的敘事視角來完成對小說的書寫，如逄增

玉在文章中所說的： 

相比於在長篇小說中所使用的第三人稱敘事的全知全能，在短篇小說中老舍 

更傾向於使用第一人稱敘事者的方式架構文章。58 

這一點尤其體現在老舍的頭兩部短篇小說集中，湊巧的是第二部《櫻海集》的出

版時間恰是 1935 年的 8 月份，〈月牙兒〉與〈微神〉便都是這一時間段內第一人

稱敘事視角下的產物。 

以第一人稱完成敘事固然能夠拉近敘述者和讀者之間的距離，讓「敘述者和

故事中的『我』合二為一。」59更加直觀的將人物的感受、情緒、遭遇傳達給讀

者，讓讀者不自覺中置於人物所處的荒誕世界，與主人公同呼吸、共命運。這種

設置雖然可以幫助讓讀者相信「我」所講述故事的真實性，卻同時也深化了存在

的悲劇性。一方面，第一人稱視角下，讀者更容易不將自己的思維代入，不做理

中客，不會以旁觀者的角度評判主人公的行為，能夠設身處地地看待情境中遭遇、

理解主人公生活的感同身受，加深了主觀色彩，使讀者不認為所看到的內容只是

某種單純的社會現象，而是真實的人格。然而，當希望和美好在這樣的預設下毀

滅，空虛的悲劇程度勢必會加劇，也會墜落的更加徹底。 

另一方面，以「我」代表的敘述方式，在將讀者拉近故事的同時，卻也將文

中「我」的存在本質上的拉低。如同〈月牙兒〉和〈微神〉中的「我」從頭到尾

 
58
 逄增玉：〈老舍短篇小說的敘述視角與功能〉，《廣東社會科學》第 6 期（2014 年 11 月），頁 165。 

59 郭鐘霞：〈淺析老舍部分長短篇小說中的敘事策略〉，《名作欣賞》第 23 期（2015 年 8 月），頁

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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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無名無姓，連個正式的姓名都沒有。中國人重視傳統，強調認祖歸宗，從古至

今無論是編寫族譜、刻碑立傳，目的都是為了將姓名留存，證明自我的存在。然

而，老舍短篇作品中的這種敘述方式，從根本上抹去了人存在依附的根，使文中

的「我」變成了縹緲的存在。「沒有名字，人就失去了社會性，從群體中脫離而

失去存在的合理性。」60那麼，建立第一人稱敘事下的敘述，從一開始就否定了

文中「我」作為人的價值，此後種種註定成空的失敗，也就不足為奇了。 

 

五、 象徵與意識流交織的表現手法 

老舍對現代主義的吸納是全面的，除了對理論的融合、敘述視角的限制，在

其短篇小說中也展現了對現代主義技法的充分實踐。因此，在本部分會著重圍繞

在〈月牙兒〉、〈微神〉兩篇短篇小說中出現的現代主義表現手法進行分析，說明

老舍的短篇小說中如何使用現代主義的文學手法。 

通過前文提及到的內容，我們知道在現代主義視野下的存在是荒謬的，無法

完全運用理性邏輯完成思考，而「因為對外部世界真實性的懷疑，非理性哲學通

常認為真的真實是來源於人的內心。」
61
可以知道相比於現實主義對現實世界的

描寫，現代主義更關注對人物內心真實感受的刻畫，因此在這裏筆者將重點以象

徵和意識流兩種以內心潛意識湧動為核心的手法作為基調完成探討。 

 

4.1 核心意象的象徵暗示 

在老舍開始大篇幅書寫短篇小說之前的 1924-1930 年，他曾有長達 6 年的留

洋經歷，期間對西方的現代派文學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和了解。其中，他格外推崇

康拉德，作品也很大程度上受其影響。康拉德認為所有偉大的文學創作都具有象

徵意義，因此在他的作品當中「陸地常常象徵著罪惡和腐朽，而海洋則象徵著純

 
60
 馮健飛：《老舍敘事作品悲劇品格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年），頁 83。 

61 陳怡：《虛無困境中的絕望與抵抗——現代主義視野下的老舍小說研究》（上海：復旦大學碩士

學位論文，2013 年），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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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62因此，可以說在老舍的作品中或濃或淡、隱隱約約具有些象徵主義的色

彩，這一點，在〈月牙兒〉和〈微神〉兩篇文章當中也顯露無疑，尤其集中表現

在對象徵性意象的使用上。 

首先〈月牙兒〉一篇，從題目本身就初見端倪。「月牙兒」作為全文中最重

要的一個意象，在小說中總出現了數次，每一次都剛好處在「我」心理或生理的

重大轉折點上，見證了「我」從頑強掙扎到徹底墜落的過程，在父親重病「我」

饑寒交迫時： 

那第一次，帶著寒氣的月牙兒確是帶著寒氣。它第一次在我的雲中是酸苦， 

它那一點點微弱的淺金光兒照著我的淚。63 

當「我」學會「當當」，拿著媽媽最後一件銀器趕回當鋪，卻發現「可怕的大門」

已嚴嚴地關好時：「媽！你看這個月牙；爸死的那天，它就是這麼斜斜著。」
64
月

牙的淒涼孤寂，無靠無依就一如「我」自己。而在媽媽再嫁，「我」不得不離開

住慣了的小屋時： 

天上又掛著月牙。這次的月牙比哪一回都清楚，都可怕； 

那可怕的月牙放著一點光，仿佛在涼風裏顫動。 

一會兒，月牙像個要閉上的一道大眼縫，轎子進了個小巷。65 

跟隨著一路上「我」內心中因為環境翻湧變換的恐懼，月牙的姿態也在不停發生

著變化，月牙兒正象徵著「我」的內心世界和內心世界細微的變化。而在「我」

長大後，月牙兒的形象也象徵著「我」心中的希望，當「我」重新燃起對生活的

信心和對未來的希冀，月牙兒就會出現在「我」眼前，閃出皎潔的光明： 

 
62 劉社瑞：〈論老舍小說的象徵主義〉，《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2000 年 12 月），

頁 91。 
63
 老舍：《櫻海集》（上海：人間書屋，1935 年），頁 195。 

64 同上註，頁 200。 
65 老舍：《櫻海集》（上海：人間書屋，1935 年），頁 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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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一想，我好像已經找到了事似的。我敢在院中走了，一個春天的月牙在 

天上掛著。我看出她的美來……那個月牙清亮而溫柔，把一些柔光兒輕輕送 

到柳枝上……顯出難以想到的純淨。這個月牙是希望的開始……66 

當「我」的希望再次破滅，象徵希望的月牙兒也隨之被掩藏：「我早知道，我沒

希望；一點雲便能把月牙遮住。」67月牙一直是隨著「我」而改變的。因此，月牙

也是「我」和所有在時代背景下跟「我」有共通命運的不幸婦女的命運象徵——

看不到自己未來的光明，即使偶爾抓住一絲微光，最終也會被黑暗所吞噬。所以

月牙時隱時現，每當「我」的人生失去希望，選擇消沉墮落時，月牙兒就會匿去

蹤跡，使「我」的世界籠罩在黑暗中；而當我再次嘗試面對人生，月牙兒就如上

文所述的再次出現。 

這一點，在時間上和「我」與命運抗衡的起落是相一致的。伴隨著「我」的

反抗沉淪，月牙兒間歇性的隱匿和出現，最終隨著「我」徹底墮落而長久的消失

不見，直至終章當「我」選擇自我了結而做出最後反抗時得以再次相見。所以月

牙兒正代表了「我」的命運際遇，是「我」人生最真實的映照。因此，當「我」

有尊嚴的活著時，月牙兒就在天邊；而被黑暗掩蓋的月牙兒，就預示著「我」未

來命運的不幸與黑暗。知道媽媽做了暗娼後： 

我心中的苦處假若可以用個形狀比喻起來，必是個月牙兒形的。它無依無靠 

的在灰藍的天上掛著，光兒微弱，不大會兒便被黑暗包住。68
 

而當「我」不能恨媽媽卻不得不很時：「我的心——還是像那個月牙兒，只能亮

那麼一會兒，而黑暗是無限的。」69亦是對前途際遇的象徵：「我的將來是黑暗」

 
66 同上註，頁 217。 
67
 同上註，頁 220。 

68 老舍：《櫻海集》（上海：人間書屋，1935 年），頁 206-207。 
69 同上註，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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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最後的黑影又向我邁了一步，為躲它，就更走近了它」71、「我的希望是初月

的光，一會兒就要消失。」72 

同時，月牙兒也是「我」自身純潔的象徵，當「我」被騙失身之後：「月牙

兒忽然被雲遮住，我想起來我自己……我失去那個月牙兒，也失去了自己，我和

媽媽一樣了！」73月牙兒的丟失也就對應了「我」被玷污。 

在〈月牙兒〉當中， 除了主題月牙之外，也還有很多其他象徵性意象的使

用，比如對於「蝙蝠」這一形象的使用。蝙蝠是和黑暗連接在一起的，總是在黑

夜中無聲無息地飛行，正如文中的蝙蝠總是出現在月光下，沒有方向，終究會墜

入黑暗，象徵著「我」內心的空洞和迷茫。當年幼的「我」看著媽媽幫別人洗硬

牛皮似的臭襪子洗到吃不下飯時，蝙蝠就出現了，「蝙蝠專會在那條光兒底下穿

過來穿過去，像銀線上穿著個大菱角，極快的又掉到暗處去。」74蝙蝠出現的黑

暗是和月牙兒的光芒相對應的存在，所以當「我」畢業後不知所措，在無計可施

的生活中感到萬分悲哀時，又一次提及到了蝙蝠： 

我的心就好像在月光下的蝙蝠，雖然是在光的下面，可是自己是黑的；黑的 

東西，即使會飛，也還是黑的，我沒有希望。75 

蝙蝠象徵著艱辛條件下渺小的生存者，是「我」內心真實的映照。 

而在〈微神〉當中，對象徵手法的使用雖然不及〈月牙兒〉中繁密，卻也不

乏顯露，借助象徵完成暗示。在文中，「小綠拖鞋」這一意象反復出現，象徵著

主人公「我」難以忘卻的青春和戛然而止的愛情，對應著「我」內心的情感。因

 
70 同上註，頁 220。 
71 同上註，頁 225。 
72 同上註，頁 222。 
73
 同上註，頁 219。 

74 同上註，頁 201。 
75 老舍：《櫻海集》（上海：人間書屋，1935 年），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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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當「我」又一次看到小綠拖鞋的時候，心跳個不停地回憶起了自己的愛情故

事，而故事中的女主角正穿著這一雙小綠拖鞋。可以說，「我」意念中的愛情是

和小綠拖鞋息息相關的，從第一次見面：「她像燕兒似的從簾下飛出來；沒顧得

換鞋，腳下一雙小綠拖鞋像兩片嫩綠的葉兒。」76再到第二次「我」和她通過小

綠拖鞋傳情畫意，體會初戀的害羞與青澀：「我看著那雙小綠拖鞋；她往後收了

收腳，連耳根兒都有點紅了。」77小綠拖鞋始終在「我」和她青春愛情的記憶保

有不可或缺的聯繫，是「我」與她純潔愛情的象徵。 

因此，在她死了之後，當「我」未能表白便失去愛情時，幻覺中的「我」再

一次見到了小綠拖鞋。這一次，她也親口說出永存的小綠拖鞋便意味著不死的愛

情這一概念：「顏色是更持久的，顏色畫成咱們的記憶。看那雙小鞋，綠的，是

點顏色，你我永遠認識它們。」78因為青春記憶的相處中總是有那樣一雙小綠拖

鞋的存在，每當「我」想到愛情，便想起這雙小綠拖鞋。她知道「我」同她一樣

將小綠拖鞋刻在了心裏，因此，寧可選擇用自殺換取小綠拖鞋在「我」心中的永

存，即永恆的愛。當「我」最後望著送喪的隊伍，默然緬懷之時，小綠拖鞋也隨

之最後一次出現：「心中茫然，只想起那雙小綠拖鞋，像兩片樹葉在永生的樹上

作著春夢。」79直接點明這一核心意象作為「我」感情抒發象徵的存在，這份愛

就寄託在小綠拖鞋上，成為「我」永遠的無法釋懷。除此外，文中提及的「不甚

規則的三角」
80
也象徵著主人公「我」的內心世界。 

 

 
76 老舍：《微神集》（上海：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 年），頁 169。 
77 同上註。 
78
 同上註，頁 179。 

79 老舍：《微神集》（上海：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 年），頁 180。 
80 同上註，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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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淡化情節的意識流體現 

〈月牙兒〉和〈微神〉兩篇短篇作品中，情節都很簡單，前者完全以第一視

角講述「我」生活中的所見所聞，並無過多鋪排，只是簡單敘述。同時，在結構

上的跨越也不連貫，以小節為串聯，著重展現典型的情節片段，缺乏完整性的過

度；而後者更是基本上就沒有甚麼情節出現，甚至稱不上「故事」，而更近乎用

獨白和筆觸烘托勾勒出的畫面，在繁亂的色彩中構建起一個精神世界。雖然這種

表達帶來的詩意化美感某種程度上有些象徵主義的餘韻，但也可以說是對於情節

所做的一種有意的淡化，正與意識流小說的表現形式之一相洽。老舍在自己的《文

學概論講義》中談起短篇小說時，曾提及過美國著名小說家愛倫·坡：「他是短篇

小說的始祖。」
81
那麼，短篇小說的藝術創作始於愛倫·坡而後世承襲其技巧、手

法在篇章中設計形式這一點是老舍所認可的，因而其所主張的觀點或多或少可以

幫助佐證對於老舍短篇小說的分析。愛倫·坡認為： 

在意識流小說中有大篇幅的內心獨白，以幫助讀者走進人物的精神世界，一 

般認為內心獨白小說是意識流小說的最初表現形式。但現代意識流小說中的 

內心獨白表現的是人物非理性的意識活動甚至是潛意識活動，且在整部小說 

中佔大量篇幅，乃至小說的主體部分。82 

因此，在愛倫·坡的許多短篇小說當中都會通過非理性的內心獨白講述故事，並使

用第一人稱的敘事手法帶領讀者進入「我」的精神世界。而這，正與前文中對於

〈微神〉、〈月牙兒〉兩篇的分析不謀而合，因此，接下來將嘗試以意識流的視角

對該兩篇展開分析。 

意識流是將意識活動作為人的主要活動，體現在文學作品中是以人不斷流轉 

 
81
 老舍：《文學概論講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50。 

82 朱振武、王二磊：〈愛倫·坡的短篇小說與現代主義〉，《四川外語學院學報》第 5 期（2007 年 9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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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識為主要書寫對象，對人的心理活動進行描寫，如：聯想、夢幻、幻想 

等等，善用內心獨白的技巧，通過人物的意識活動完成敘事。83 

由於意識本身是雜亂無章的，因此在意識流小說中「沒有嚴密的邏輯和有條理的

表達，而是碎片化的心理拼接和通過潛意識或夢境展現的無序內心世界。」84 

〈微神〉一篇，從名字便可以知道是取自英文「vision」，甚至最初發表時用

到的就是英文原版，有「幻象、幻覺」的意思。結合到文章當中也不難看出，這

篇小說呈現的正是這樣一個由「我」的夢境搭建起來的想象世界。因此，文章的

敘事順序不同常規，採用的是夢境與現實交錯的敘事方式，將邏輯徹底打亂，只

跟隨「我」的內心情感流動。在文章的一開始，時間狀態很顯然是現實中的，但

隨著「我」在山坡上開始曬太陽，意識便慢慢的模糊了，於是：「使我不曉得眼

前一切是真還是虛，它是夢與真實中間的一道用聲音作的金線」85，恍恍惚惚的

快要進入夢境，這時在文章中出現了大量艷麗色彩的鋪排： 

這塊地方並沒有多大……是一片金黃與大紅的花，密密層層；沒有陽光，一 

片紅黃的後面便全是黑暗……其餘的兩角，左邊是一個斜長的土坡，滿蓋著 

灰紫的野花……或者月光能使那灰的部分多一些銀色，顯出點詩的靈空…… 

門前有一架細蔓的月季，滿開著單純的花，全是淺粉的……設若我的眼由左 

向右轉，灰紫、紅黃、淺粉，像是由秋看到初春，時候倒流……86 

帶有著意識流的思緒，逐漸將讀者帶入到了一個夢幻、色彩斑斕的世界中去，這

個地方是完全陌生的，「我」也愈發恍惚，意識流動慢慢由真實的空間轉換到夢

 
83 劉社瑞：〈老舍短篇小說中的意識流〉，《湖南社會科學》第 3 期（2002 年 6 月），頁 137。 
84 陳怡：《虛無困境中的絕望與抵抗——現代主義視野下的老舍小說研究》（上海：復旦大學碩士

學位論文，2013 年），頁 41-42。 
85 老舍：《微神集》（上海：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 年），頁 164。 
86 老舍：《微神集》（上海：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 年），頁 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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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客觀存在的時間逐漸消失了，主觀的心理時間成為主導，即接下來的流轉

時間是隨著「我」的心緒流動。當從聯想滑入到幻覺，夢中的場景開始浮現，一

雙「小綠拖鞋」作為標誌物指引著夢向前推進，牽引「我」走入另一個有她存在

的世界，觸發出「我」與她的青春愛情故事，並始終通過單一人稱「我」的自白

作為敘述角度，直至「我」在夢境中，在潛意識裏和她產生了一場對話，情境中

的語言依舊與幻想相勾連，如：「我握住她的腳，扯下她的襪，露出沒有肉的一

直白腳骨。」
87
表達中充滿著不真實感，是幻覺。隨著太陽西斜，「我」的意識回

籠，從夢境中脫離回到現實世界，在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小綠拖鞋」就像是

風箏的引線，牽引著意識流程的變更與增長。這時的「我」望著現實中的場景心

中茫然，更佐證了剛從聯想幻景中清醒的這一事實。 

而在〈月牙兒〉當中對意識流技法的運用更多的是試圖將人物的內心狀態和

所處環境相結合，通過呈現人物內心的流轉變化反映情節，從而完成敘事，區別

於將人的意識流轉作為主要書寫對象的〈微神〉，〈月牙兒〉展現了意識流小說的

另一特點，即將人物內心及內心活動作為主要描寫對象。在〈月牙兒〉中，除了

大量「我」的內心獨白佔據篇幅外，每一次當「我」看到月牙，心中都會產生不

同的聯想，而跟隨出現的許多不同的畫面，都和「我」所經歷的生活軌跡正相吻

合，時而灰暗，時而明亮。如同出現在開篇處的： 

多少次了，我看見跟現在這個月牙兒一樣的月牙兒；多少次了。它帶著種種 

不同的感情，種種不同的景物，當我坐定了看它，它一次一次的在我記憶中 

的碧雲上斜掛著。它喚醒了我的記憶，像一陣晚風吹破一朵欲睡的花。88 

文章以月牙兒在不同處境下的狀態為道具，牽引出發生在「我」身上的悲劇和生

活歷程，以 43 個小節的片段構成一首關於「我」心程的曲子，到最後「我」入

 
87 同上註，頁 179。 
88 老舍：《櫻海集》（上海：人間書屋，1935 年），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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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時說自己「想起來一切」為休止符，從而前後呼應的與開篇形成回環。 

〈月牙兒〉中出現的這種意識流牽引與〈微神〉是一致的，而這又與伍爾芙

小說《牆上的斑點》中，通過「斑點」以引發主人公意識的流動相契合。在《牆

上的斑點》一文裏，主人公的思想由一塊出現在壁爐上方的黑色斑點開啟，並隨

之產生了一系列的想像、討論和聯想：從古堡上方的紅旗，到黑色懸崖邊的紅衣

騎士；從古墓到古董收藏家，再到小說革新。全部的意識輾轉都建基於這一塊本

質上是蝸牛的斑點，因為這個斑點，原本並無多大聯繫的思緒和片段被連接了起

來，就如同出現在〈月牙兒〉中的月牙和〈微神〉中的那一雙小綠拖鞋。而維珍

尼亞·伍爾芙作為現代主義意識流的代表作家，《牆上的斑點》是她的首篇意識流

小說，因此意識流技法之於〈月牙兒〉與〈微神〉的影響得以窺見。 

 

六、 結語 

在老舍的作品中，由於總是能夠表現出對於現實生活的充分關注，同時具有

寫實特質，因此在過往研究中人們總是更多的關注於現實主義在老舍作品中的體

現和影響，而忽視了現代主義的存在。正如同短篇小說之於老舍，也因其長篇小

說之經典而少有提及。但通過本文的分析，可知短篇小說在老舍的作品中亦是有

舉足輕重的價值，有著獨特的藝術手段和多元化的表達。因此，對老舍短篇小說

的關注是不容忽視的，對其的研究也是極為重要的。 

通過本文分析，結合開篇概論部分對於現代主義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到在現

代主義文學的作品當中常常會使用不同派別的多種技巧或手法完成表達，如象徵

主義、意識流小說等等，現代主義也具有其典型特徵。因此，結合正文第四、五

章中對於〈微神〉、〈月牙兒〉兩篇小說的分析，可以發現，老舍在文中所應用的

手法與現代主義技巧相吻合，如：存在是荒誕的、存在是無意義的，包括對象徵

主義中的意象，意識流手法及存在主義相關理論及技巧的使用，都能夠通過文本

細讀較為詳細地將相關技巧使用呈現出來。 

因此，可以驗證老舍在短篇小說作品中確有對現代主義理論及相關技法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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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月牙兒〉、〈微神〉兩篇小說也可以說是屬於現代主義文學的範疇，從而建

立起老舍短篇小說與現代主義間存在的關係。 

無疑，這種嘗試是大膽的，卻也不是沒有邏輯的。通過分析可以知道，西方

作家、文學家對老舍文論思想的建立和創作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在文中所呈

現的「摹仿」也都有跡可循。因而，對現代主義技巧和手法的多樣性表現亦可以

驗證老舍在短篇小說中對現代主義技法的有意識使用。但需要注意，在老舍的短

篇小說作品中，對於現代主義理論及技法的使用從來都不是基於功利性的、也不

是出於擺弄技巧或炫技，而是為了對作品更好地詮釋及表達，比如在〈月牙兒〉

中對於象徵性意象的使用，雖然頻密，卻並非為了象徵而象徵，根本性目的還是

為了體現和控訴社會對於人的壓迫和摧殘。 

因此，總上所述，通過對〈微神〉和〈月牙兒〉兩篇短篇小說詳盡的解讀與

剖析，可以說明並驗證老舍在 1933-1935 年這一時期內，在短篇小說的創作中對

現代主義的實踐和應用，亦可以將老舍作品與現代主義文學間建立起橋樑。這種

精巧而豐富的表現，值得我們完成深入的探討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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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文學概論講義》中的西方文論相關內容 

章節 標題 內容 

第四講 文學的特質 談及並對比盧克萊修、但丁並分析《神

曲》，說明以詩來談科學與哲理，分析感情

與文學，並舉奧爾德斯·赫胥黎及《美好新

世界》為例子。在談及文藝作品的藝術表

現時提到古希臘作家，包括朗吉努斯和他

的所謂「sublime」（意為崇高的）。通過對

美學的思辯，結合亞里士多德說的「比喻」

的重要性，說明「想像」對美的傳達。在

文學的特質到底是道德目的還是令人愉

悅的問題下總結「美、感情和想像」是文

學的三個特質。 

第五講 文學的創造 引用了廚川白村的論點（另：由對老舍《文

學概論講義》為基礎完成研究的一篇名為

《老舍早期文學思想研究》89的文章可以

知道包括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哈德遜

的《文學研究法》等在內的一系列由外文

翻譯引入的國外文學理論在 20 世紀初期

大量出現，老舍的這本《文學概論講義》

從結構到觀點都受到其中一本由日本作

家本間久雄撰寫的《新文學概論》的影響，

本間的這本書又受到英國作家溫徹斯特

《文學批評原理》的影響），因此可以說明

西方文學理論對老舍文論和文學意識的

影響。 

談到了古典主義對浪漫主義的影響，大量

探討柏拉圖的相關觀點，並對弗洛伊德有

所提及。 

第六講 文學的起源 由藝術的起源對文學的起源的影響，談及

「因原始藝術是實用的，所以需要是藝術

的要素」90並基於藝術的起源，由本間久雄

的《文學概論》印了一大段有關「遊戲衝

動」的內容，並談及詩歌的有關內容。 

 
89 趙沛瑜：《老舍早期文學思想研究》（沈陽：遼寧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 年），頁 9-10。 
90 老舍：《文學概論講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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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講 文學的風格 同樣也引用了本間久雄《文學概論》中的

內容進行討論，同時引用意大利美學家克

羅齊的觀點說明。談及言語為靈魂的化

身，涉及心、精神等內容，並通過對比莎

士比亞、亞里士多德和聖茨伯里以說明修

辭中「風格」與「學」的關係。 

第八講 詩與散文的分別 談及《英國詩歌中的浪漫主義運動》並引

用 English pose style 中的大段內容，及亞

里士多德《詩學》。 

第九講 文學的形式 理查德·格林·莫爾頓對文學形式的研究見

解。 

第十講 文學的傾向（上） 按照時間（時代）的發展進程，歸納整理

並詳細列舉了一般來說文學的派別（這裏

稱為文學的傾向）： 

① 古典主義 

② 浪漫主義（談到盧梭，並比較其與古典

主義之間的關聯、關係） 

③ 寫實主義，主要圍繞俄英法展開，列舉

了如法國的巴爾扎克、福祿貝等，分析

其特點及作品，以及俄國的杜斯妥亦

夫斯基等，並徵引各方論點說明對寫

實主義的觀點及批評，並對比寫實主

義與自然主義。 

④ 新浪漫主義，主要從歷史、哲學、新心

理學、對科學的態度、對社會的態度幾

個維度說明新浪漫主義的特點。 

⑤ 象徵主義，對比其與新浪漫主義的內

容與聯繫，並認為象徵主義是一種心

覺，心物可以聯成一氣，心可以給物思

想、物也可以給心思想（此种心境下音

樂和顏色亦可相互表達）。 

⑥ 唯美主義 

⑦ 理想主義 

也間或提及到新古典派。 

第十一講 文學的傾向（下） 

第十五講 小說 通過對大量作家作品的提及完成分析，如

菲爾丁、亞里士多德、叔本華等（及短篇

小說始祖愛倫·坡），並完成對小說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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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現代主義小說各流派所包含的思想、內容及技巧 

現代主義流派 現代主義的典型的技巧及典型特徵（內容、思想） 

（後期）象徵主義 源於法國，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期在歐美大範圍流行並於

20 世紀 20-40 年代形成後期象徵主義流派。以象徵、暗

示的方式表現內心的真實，體現方式較為抽象。創作方

法上由簡單意象發展為意象象徵，從個性象徵發展為普

遍象徵，並在意象中隱含思辯與哲理，通常使用暗示、意

象、比喻、聯想等藝術手法，為文章增添深神秘色彩。 

代表作家及作品： 

① （英）托·斯·艾略特：《荒原》 

② （法）保爾·瓦萊里：《海濱墓園》 

③ （比利時）梅特林克：《青鳥》等 

老舍在《文學概論講義》：象徵主義是一種心覺，心物可

以聯成一氣，心可以給物思想、物也可以給心思想，在此

种心境下音樂和顏色亦可相互表達。91 

存在主義 20 世紀 30-40 年代產生於法國，50 年代後盛行於西方文

學社會，以存在主義哲學為基礎發展而來。其表現出對

人生存狀況的關注：肯定人的存在先於本質，認為世界

是荒謬的、人生是痛苦的，主張人在特殊環境中進行自

由選擇，以通過決定自己的行動從而造就本質，其中對

存在和選擇二選一的問題亦是討論核心。其中沙特的存

在主義是整個流派的重中之重。 

代表作家及作品： 

① （法）保爾·沙特：《惡心》 

② （法）阿爾貝·加繆：《局外人》等 

未來主義 20 世紀初期從意大利開始流行並逐漸發展到歐洲各個國

家，對傳統最為反叛的一個流派，以「否定一切」為基本

特徵，主張徹底拋棄藝術遺產和傳統文化，歌頌機械和

都市混亂，讚美「速度美」和「力量」，打破理性的形式

規範，用自由不羈的語句隨心所欲地完成藝術創作。92 

代表作家及作品： 

① （意）菲利波·托馬索·馬里奈蒂：創始人，理論家 

② （法）阿波利奈爾：《醇酒集》 

③ （俄）馬雅可夫斯基：《穿褲子的雲》等 

 
91 老舍：《文學概論講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13-114。 
92 蔣承勇，蹇昌槐：《新編外國文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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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現實主義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從法國流行至歐美，由「達達主義」發

展而來，嘗試將文藝創作從理性中解脫，成為自發的心

理活動，用以表現一種更高更真實的「現實」。超現實主

義具有以下特徵：強調表現超理性、現實的無意識世界

和夢幻世界；主張用純精神的自動反應完成創作，創作

時大量使用「自動寫作法」和「夢幻記錄法」，對後續的

荒誕派、黑色幽默及魔幻現實主義有巨大影響。 

代表作家及作品： 

① （法）安德烈·布勒東：創始人、理論家 《娜佳》 

② （法）路易·阿拉貢、綠爾·艾呂雅 

荒誕派 20 世紀 50 年代於法國興起，由存在主義「荒誕」思想結

合超現實主義的藝術手法而來，表現出世界和人生的荒

誕，例如：人生的無意義，通過抽象、非理性的語言和象

徵、誇張等營造出的畫面創造強烈的荒誕效果。 

代表作家及作品： 

① （法）塞繆爾·貝克特：《等待戈多》 

② （俄）阿瑟·阿達莫夫：《彈子球機器》等 

意識流小說 20 世紀 20-30 年代流行於英法美等國家，與傳統小說的

敘事模式和結構不同，試圖通過心理邏輯及人物意識流

動組織故事，而並非以情節或時間順序，強調人的意識

和心理活動，淡化情節；作者不介入，而是由人物直接剖

白內心的無意識活動。意識流小說在創作技巧方面運用

大量的內心獨白，通過自由聯想、象徵、暗示等手法，對

語言、文體以至於敘述視角進行有意識的調整。 

代表作家及作品： 

① （英）維珍尼亞·伍爾芙：《墻上的斑點》、《到燈塔去》 

② （法）馬塞爾·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