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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南社到新南社：柳亞子的民族和社會革

命(1909-1929)* 

林志宏** 

一、 前言 

  十多年前，歷史學者討論中國國民黨如何回應「五．四」新思潮

時，指出不但沒有缺席，反而激發了該黨的新生，最後還促成1924年

1月在廣州宣告改組。1 經由改造過程裏，國民黨重新獲得輿論的主導

權，也藉此完成了「再定義革命」(redefined revolution)的工作，能夠

在日後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得到正當性基礎。如此的觀察大致正確。

然而，黨員就在此「思想之變化」(胡適[1891-1962]語)中，又經過哪

些轉折？至於國民黨在「五．四」時期對新思潮的回應同時，為何後

來 會 形 成 日 後 左 ∕ 右 勢 力 的 分 裂 ？ 此 篇 短 文 希 望 透 過 柳 亞 子

                                                           
  * 感謝評論人張維屏先生提供若干建議，以及匿名審查人指出本文應該修改之

處。 
 ** 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 
  1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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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1958)的個案，觀察上述兩項問題。 

  類似柳氏在現代中國史上的經歷並無多見。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

的三次政權轉移(1911年辛亥革命，1928年北伐，1949年共產政權建

立)，或多或少有他的參與，甚至還扮演相當舉足輕重的角色。2 儘管

柳始終自視為孫中山(1866-1925)的信仰者，並且醉心於新文化運動，

可是這些種種不同角色的變換，讓我們深感其生平和面貌的複雜。 

  如此豐富而多變的生命歷程，使得我們研究柳的思想，必須採取

有效的策略來理解。最值得把握的重點，應該有二：第一是他自己長

期以來投入甚多心血的團體南社。有關這個中國現代眾所周知的文學

社團，向來受到學界許多的重視，相關的介紹與討論亟多。3 要瞭解

文人結社和革命思想的關聯，南社絕對是文學史上無法被忽略的一

環；因為該社訴求，係以反清的民族和民權思想為主要內容，正是典

型的革命派代表。柳氏不只一次地反覆描述自己參與及如何辛苦經營

南社的經過，甚至還刻意模仿陸世儀(1611-1672)的《復社紀略》，寫了

一部《南社紀略》。這部作品裏，我們可看出他既有標榜追效前賢之

意，也凸顯和南社的關係。 

                                                           
  2  清季時柳是十足的革命黨員，民國建立後一度在中國國民黨內擔任要職，負

責江蘇省的黨務工作。後來由於他對政治的看法與國民黨主流派相左，結果

漸行漸遠，最終成為馬克斯主義(Marxism)的信仰者。在建立共產新中國的

歷程裏，柳氏又和毛澤東(1893-1976)、周恩來(1898-1976)等人的交往關係

密切，當選過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以上柳的經歷，見：柳無忌(編)，《柳亞

子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頁22、72、129、145。 
  3 有關研究回顧的文章，見：柳無忌，〈南社對於近代文學的貢獻〉，中國人

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吳江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紀念南社成立

80周年專輯》，期9(吳江，1989. 12)，頁25-33。最新一本著作是：孫之梅，

《南社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該書的第3、4章專門討論柳

亞子，請見：頁9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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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柳亞子經常回顧自身經歷。這些憶述的資料從今日看來，

彷彿都朝向某種既定的目標而前進，形成「系統的扭曲」。它們除了

構成今日得以分析的素材外，我們也要留意：何以柳時常要回溯自

己？其中似乎不能輕忽生活史上的思想意涵。從他嘗試剖析自我的內

容中，此處還要提醒讀者，注意社會環境脈絡帶來的影響。換言之，

如果不是柳亞子隨著現實影響，去修正他的看法，我們似乎很難察覺

這樣一位屬於舊式文人所具備的歷史意義。 

二、 以文學來鼓吹民族革命 

  一直以來，柳亞子和南社便以倡導種族革命而著稱。4 在清季，

這群文人能夠打著激烈的反滿旗幟，透過詩詞傳達政治主張，確實和

其他無病呻吟的文學作品相當不同，深深吸引許多青年。顧頡剛

(1893-1980)晚年的回憶形容，年輕時對南社的印象頗為深刻，說到「他

們的態度是嚴肅的，和上海的一般報紙偏重黃色情調和滑稽趣味的迥

然不同，使得我們做中學生的仰望之若神仙」，5 可以推知受到普遍歡

迎的程度。但我們也不能忘記，清季時南社鼓吹民族革命，並非純粹

傳統的種族觀，實際上動機與內容相當複雜。 

                                                           
  4 倉田貞美，《清末民初中心とした中國近代詩研究》(東京：大修館書

店，昭和44[1969])，頁483-4；陳敬之，《首創民族主義文藝的「南社」》

(臺北：成文出版社，1980)，頁1-16；林香伶，〈革命的文學與文學的革命

――「南社靈魂」柳亞子與文學〉，《中國學術年刊》，期19(臺北，1998. 3)，
頁451-81。 

  5 顧頡剛，〈我在辛亥革命時期的觀感〉，《中國哲學》，輯9(北京，1983. 2)，
頁515-6；也有人說：「那時的『南社文壇』……青年們找到一兩本，無不

輾轉閱讀，珍若拱璧」，見：王平陵，《卅年文壇滄桑錄》(臺北：中國文

藝社，1965)，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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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地概括南社文學的訴求，約有四點。第一、該社團主張革命，

目的在以「光復」漢族為手段。第二點，南社與革命派一樣，不光區

分華∕夷種族之別，更強調在政治、社會、文化體制等各方面需要幡

然改變。第三、他們希冀以文學來達到「溝通」民眾的目的，運用文

學的力量推動反滿革命。最後，為了鼓動反滿情緒，南社的作法是直

接挑戰清廷向來對文字的禁錮與威脅，積極輯印清初各種有關文字獄

被害者的文獻，甚至採取公開憑弔的儀式，喚醒漢人的種族仇恨和歷

史記憶。當時在國內，南社每次的活動幾乎可謂令人驚心動魄，大概

除了少數的留日學生，未見有如此深具規模。6 也因為這樣，南社的

影響日益擴大，在浙江、遼寧、廣東及江蘇等處，均有類似的社團相

繼成立。7 

  民國肇造，南社首次面臨考驗，主要原因是由於政治環境生態產

生變化。本來社員夙夜堅持推翻滿清的理想，如今業已實現；失去了

應該繼續努力的目標後，許多人紛紛出山，盡慶彈冠，忙於安插任職，

進入民國政府裏當官。袁世凱(1859-1916)就任總統，「民族革命」的

精神更消失殆盡。但極為弔詭的是，南社演變為成名晉升之梯，新加

入的成員人數反而到民國後迅速擴充，並且各自的目標也複雜不一。
8 沉浸和滿足於如此革命勝利的心態下，有的社員儘管還在繼續執

                                                           
  6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卷6《且介亭雜文》，

〈隔膜〉，頁34。 
  7 鄭逸梅，《鄭逸梅選集》，卷1(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南

社叢談》，頁16-25 
  8 胡懷琛，〈南社的始末〉，收在：上海通社(編)，《上海研究資料續編》(上

海：上海書店，1984[1937])，頁490-1。朱劍芒回憶辛亥以後，想要將《南

社叢刻》一、二集借給親友閱讀，發現竟無可搜求，可以推知該社初立時社

員之少。見：朱劍芒，〈我所知道的南社〉，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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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鼓吹言論，藉由辦報以扶翼共和，可是彼此的想法卻慢慢出現分

歧，乃至大異其趣。 

  柳亞子的想法即為顯例。對柳氏而言，民初政局有許多舉措其實

係極不令人滿意的。然而，社員們身在江湖，因為既得利益而沒不出

聲，這讓他尤感痛心。類似的失望和氣憤的情緒，最可從柳反對南北

議和一事上看出。柳亞子在《天鐸報》發表〈告真愛國者〉，抨擊南

京臨時政府內的主和派。又如他明指邵力子(1882-1967)、汪東(旭初，

1890-1963)等人，在報界主持言論，卻獨對議和一事噤若寒蟬，並且

斥責袁世凱假借以行謀權之舉。柳氏還以「青兕」為筆名，撰寫了一

系列的文章，像〈諭虜酋〉、〈袁世凱休矣〉、〈北伐〉等，意欲揭露袁

氏的陰謀和用心。9 

  事實上，和柳亞子站在相同的立場，並不乏其人。高旭(1877-1925)

便聲援撰詩，諷刺「革命」和「議和」兩極化的結局，還認定議和的

聲音徒留遺恨。高的另一篇文章，也表達對袁世凱的執政結果非常反

感，甚至直言：「若今則張勳、馮國璋、張鳴岐、楊度等之為漢奸，

為患猶小；而最為共和新中國之梗者，實袁世凱也。」10  

  柳亞子等人所以不滿，用意更因辛亥革命對他們而言，只是相互

                                                                                                                             
暨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蘇文史資料選輯》，輯3(南
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頁15。 

  9 柳亞子(著)，柳無忌(編)，《南社紀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我和南社的關係〉，頁41-2；柳亞子(著)，中國革命博物館、上海人民出

版社(編)，《磨劍室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告真愛國者〉，

總頁280；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近代文學史料編輯組(編)，《近代文

學史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楊天石(輯)，〈柳亞子民初

反議和文選〉，頁193-215。 
 10 郭長海、金菊貞(編)，《高旭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挽

興漢諸烈士〉，頁663；同書，〈擒賊先擒王〉，頁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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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協後的結果。尤其讓人不齒是，原來那些早在清末時極力撲殺革命

黨人的地方官吏，如同魯迅(周樹人，1881-1936)〈阿Q正傳〉筆下的

趙秀才一樣，巧妙地換裝改面，從極端排斥革命而一躍成為革命的擁

護者。猶有過之，之前這些被萬夫所指的劊子手，有的竟能安然躲避

眾人斥責，甚至不受制裁。最可看出這樣的證例為姚榮澤案。該案在

民初的江蘇省轟傳一時，主要因素由於這場法律訴訟的背後，全然為

政治力量所操縱。11 姚曾於清季擔任山陰縣令，陷害革黨志士周實

(1885-1911)、阮式(1889-1911)；民國建立後旋遭通緝，藏匿於南通名

人張謇(1853-1926)之處。為了緝拿姚氏歸案，柳亞子便與高旭、雷鐵

厓(1873-1920)、寧調元(1883-1913)等南社社員，聯名致電給陳其美

(1878-1916)、孫中山(1866-1925)，12 要求獲致合理公平的解決。非惟

如此，柳亞子更發起追悼大會，在上海的江蘇教育會舉行，並「做了

一篇慷慨激昂的祭文」。13 柳氏作為顯得並非尋常；他的舉動與其視

為想要替革命烈士平反，不如看做是對時局不滿和抗議。這場中國第

一次由國家公訴的刑事審判案件，時任司法總長的伍廷芳(1842-1922)

認為「所爭執者，審判之方法，而非案情之虛實」，結果不了了之。14 

                                                           
 11 關於姚榮澤案意義的簡述，可參考：楊大春，〈論辛亥革命時期中國刑事審

判制度的革新――以姚榮澤為例〉，《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期4(蘇州，2001. 9)，頁119-25。 
 12 揚州師範學院歷史系(編)，《辛亥革命江蘇地區史料》(南京：江蘇人民出

版社，1961)，周人菊，〈周烈士就義始末〉，頁355；《民立報》(臺北：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影印，1969)，1912年2月8日，第3頁，〈緊要

電報．(致)南京總統中山先生〉。 
 13 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係〉，頁40-1；此案的原委始末和祭文，詳參：江

蘇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周實阮式紀念集》(南京：江蘇文史資料

編輯部，1991)，頁123-8、150-2。 
 14 丁賢俊、喻作風(編)，《伍廷芳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致陳其美



從南社到新南社 ．395． 

就當南北議和成功後，袁世凱於北京就任大總統，決定特赦姚榮澤，

柳亞子立即深表憤慨，甚至感嘆書呆子毫無作用。15 

  面對政局未見改變，南社儘管在上海的輿論界仍具影響力，可是

國事依舊日非，社員不免於思想和生活方面隨之消極，時常尋酒澆

愁，「頗有英雄末路的感慨」。16 1912年10月，柳亞子親自參加上海舉

辦的第七次雅集，會上提議修改南社條例，希望將編輯員三人改為一

人制，目的係集中社內輿論的力量，但該項建議遭到高旭以寡頭為名

的質疑和反對。於是柳有意退出，在《民立報》發表聲明。17 此後，

柳氏不復過問南社的事務長達兩年。他的內心，無疑相當悲憤且抑鬱

的。18 

  革命黨發動「二次革命」，企圖糾集反袁力量，部分南社社員積

極投入，但終遭失敗命運。這次的革命舉動卻帶給南社活動諸多障

礙；袁世凱於是藉故到處逮捕滋事分子，社員有不少人因此受到牽

累。此時柳亞子對所謂的民主共和政治，可說徹底地感到失望。社員

寧調元後來在武昌被捕，旋即處死殉義，柳氏為此做詩兩首，前二句

                                                                                                                             
書〉，頁526。 

 15 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係〉，頁41。 
 16 柳亞子，《磨劍室文錄》，〈我和言論界的因緣〉，總頁1176-7。蘇曼殊住

在上海，也大吃花酒，直到「裘敝金盡為止」(柳亞子[編]，《蘇曼殊全集》

〔北京：中國書店，1985〕，冊5，柳亞子，〈蘇和尚雜談〉，頁186) 
 17 《民立報》，1912年10月28日，〈柳亞子脫離南社之通告〉，收在：郭長海、

金菊貞(編)，《柳亞子文集補編》，頁115。 
 18 如柳氏撰有〈歲暮雜感〉四首，最後一首即稱：「用世非吾事，求田計亦差。

桑麻無樂土，荊棘遍天涯。去住渾難定，浮沉只自嗟。寒宵不成夢，詩思亂

於麻。」柳亞子(著)，中國革命博物館(編)，《磨劍室詩詞集》(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1985)，總頁157。 



．396． 近代中國思想與制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有云：「當年專制猶開網，此日共和竟殺身」，19 用來形容民國之後政

局轉趨惡劣，心態不言可喻。接著袁世凱圖謀稱帝，柳亞子還以詩譏

諷。20 並且後袁時代的來臨，柳氏其實亦對當時政治抱持悲觀的態

度，嘗謂：「袁逆雖死，而朝局猶未澄清。上海輿論亦極光怪陸離之

至。」21 

  總之，民國共和體制儘管建立，政治環境的惡劣依然如故，並未

因此有一絲絲地消減。與許多人的經歷相同，南社等人缺乏繼續努力

的重心和奮鬥目標，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誠如錢基博(1887-1957)

言，南社實際上有兩點特色，一是「雖衡政好言革命，而文學依然篤

古」，另一則「無一定宗派，初以推倒滿清為主，故多叫囂亢厲之音」。
22 此兩方面說明柳亞子和社員對政治最初無一定宗旨；有朝一日推翻

清廷、完成階段性的使命後，南社就顯得進退失據了。 

三、 1917――新舊文學分裂在南社 

  對政治的態度消極，柳亞子把悲憤轉化至文學上。他屢在不同場

合，抨擊聲名大噪的同光詩派。這樣充滿激越的態度，配合局勢陸續

變化，後來還引起其他南社成員的反感，導致意見分裂為兩派。 

  「同光派」(或稱江西派、西江派)是指近代詩壇一支流派。此派

                                                           
 19 柳亞子，《磨劍室詩詞集》，〈聞寧太一噩耗，痛極有作〉，總頁198。 
 20 如柳有詩云：「豈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時」，見：柳亞子，《磨劍

室詩詞集》，〈孤憤〉，總頁230。 
 21 柳亞子，《自傳．年譜．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自撰年

譜〉，總頁17。 
 22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

版社，2004)，頁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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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作的風格，大抵自道(光)咸(豐)以來逐漸形成風尚，效習宋代的黃庭

堅(1045-1105)，以專宗宋人為途徑，故又被視為宋詩的復興運動。23 根

據近人的說法，同光詩人主要分佈約有三地域，分別是閩、浙、贛三

省；24 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即陳寶琛(1848-1935)、鄭孝胥(1860-1938)、

陳三立(1852-1937)，儼然為其領袖。同屬此派的陳衍(1856-1938)，便

說到名稱的淵源，蓋以緣自同治、光緒年間詩人，不專宗盛唐之詩為

故。25 在清末民初的詩壇，同光派聲勢可謂頗鉅，幾乎被看做是舊體

詩之權威。 

  早於1909年南社首次舉行雅集時，柳亞子即對宗法宋詩的盛況獨

持異議，為此與社員有過數番爭執。在那次的虎丘大會上，因為蔡守

(1879-1941/43)、龐樹柏(1884-1916)的意見與柳不同，還惹出柳為此痛

哭一場。26 此後該社出版品《南社叢刻》收錄的原則，亦係編而不選，

目的即為了避免社員彼此間的衝突。但柳亞子仍不斷有抨擊同光詩的

聲音。譬如他曾激烈地痛罵同光詩人，是說： 

今之稱詩壇渠率者，日暮途窮，東山再出；曲學阿世，迎合時

宰，不惜為盜臣民賊之功狗。……余與同人倡南社，思振唐音，

                                                           
 23 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0)，頁22-34；倉田貞美，《清末民初中心とした中國近代

詩研究》，頁67-139。 
 24 錢仲聯，《當代學者自選文庫：錢仲聯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論「同光體」〉，頁190-215。 
 25 陳衍(撰)，陳步(編)，《陳石遺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石

遺室文集》，卷9〈沈乙盦詩敘〉，總頁507；錢仲聯(編校)，《陳衍詩論合

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石遺室詩話》，卷1，總頁6；汪辟

疆，《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近代詩派與地域〉，

頁297-303。 
 26 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係〉，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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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斥傖楚。而尤重布衣之詩，以為不事王侯，高尚其志，非肉

食者所敢望。27 

柳氏攻訐他們對文字的使用，認為同光詩過於講求詞藻，終難被大眾

接受。如此的主張直到民國仍未改其初衷。28 

  柳亞子對同光詩人深感嫌惡，與其來自詩詞內容或形式的要求，

不如可說是政治理念的投射。站在同情革命的立場，他特別想要反對

的，是許多同光詩人政治上仇視民國的態度。前述三位同光詩人的代

表――陳寶琛、鄭孝胥和陳三立，他們的政治立場便與柳完全不同，

俱係傾向忠清的遺民。29 因此，意態和見解既異，無形中自然影響了

柳氏看待他們文學的地位。這從1913年的〈習靜齋詩話序〉裏，便可

嗅到類似的味道： 

夫世之稱詩者矣，少習胡風，長污偽命，出處不臧，大本先撥。

及夫滄桑更迭，陵谷改觀，遂靦然以夏肄、殷頑自命，發為歌

詠，不勝觚棱京闕之思。……妖鳥朱果，豈炎黃之遺胄？操刀

                                                           
 27 柳亞子，《磨劍室文錄》，〈胡寄塵詩序〉，總頁257。 
 28 1912年，柳亞子私下還向高旭傳達自己不喜陳三立、鄭孝胥等人的詩作，說

他們其實是「刻意求艱深，病在一『澀』字」。見：《太平洋報》，1912
年4月10日，柳亞子，〈與高天梅書〉，收在：郭長海、金菊貞(編)，《柳

亞子文集補編》，頁105。 
 29 三人的簡歷，俱見：陳三立(著)，李開軍(校點)，《散原精舍詩文集》(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散原精舍文集》，卷17〈清故太傅贈太師

陳文忠公墓誌銘〉，總頁1106-10；卡孝萱、唐文權(編)，《辛亥人物碑傳

集》(北京：團結出版社，1991)，卷12，陳懋復(等)，〈誥授光祿大夫晉贈

太師特謚文忠太傅先府君行述〉，總頁613-9；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資

料」編輯部(主編)，《民國人物碑傳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葉戎，〈鄭孝胥傳〉，總頁591-2；卡孝萱、唐文權(編)，《民國人物碑傳

集》(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卷9，吳宗慈，〈陳三立傳略〉，總頁684-7。 



從南社到新南社 ．399． 

必割，非種必鋤。30 

對於「靦然以夏肄、殷頑自命」的講法，後來柳回溯這段心路歷程時，

也明白地說： 

對於宋詩本身，本來沒有什麼仇怨，我就是不滿意於滿清的一

切，尤其是一般亡國大夫的遺老們。31 

從這些話可以得到充分瞭解：為什麼柳亞子素來排斥同光詩人？他所

以要質疑和詰難的，或許並非詩詞本身，倒是政治意見上絕然迥異。 

  當然如此情緒，不單柳氏個人想法而已。32 類似這樣典型的批

評，展示一個特殊的傾向，即以「政治正確」決定和取代鑑賞文學詩

詞水平的程度。 

  南社雖有批判同光派的聲浪，但部分社員也未必全然支持如此的

論調。像擅長抒寫哀情小說的姚錫鈞(1889-1954)，意見便與柳亞子相

左。姚是林紓(1852-1924)的門弟，33 曾高舉桐城古文旗幟，撰文辯解，

以為今日學子、穎秀之士可為作文良方；還經常盛讚同光詩人，有〈論

詩絕句二十首〉。34 在許多場合，姚氏相當推崇前清遺民的文學創作。

                                                           
 30 柳亞子，《磨劍室文錄》，〈習靜齋詩話敘〉，總頁334。 
 31 柳亞子，《南社紀略》，〈我和朱鴛雛的公案〉，頁149。 
 32 同樣支持革命、建立共和的南社成員凌景堅，其說法尤可顯現絕非單獨的聲

音和現象。凌氏抨擊說：「今日之號稱詩人者，大都出處不臧，靦顏虜廷。

及夫滄桑更迭，失所憑依，往往贊頌旃裘，詆諆民國，實華夏之罪人，亦炎

黃之逆子。」見：凌景堅，〈近代閨秀詩話序〉，引自：楊天石、王學庄(編

著)，《南社史長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頁313。 
 33 朱羲胄，《林畏廬先生學行譜記四種》(臺北：世界書局，1965)，《林氏弟

子表》，頁9。清季林紓執教京師大學堂，姚氏為預科生；民國後兩人雖不

常見面，然時通書。見：姚鵷雛(著)，楊紀璋(編)，《姚鵷雛剩墨》(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頁24。 
 34 《民國日報》(北京：人民出版社影印，1981)，1916年12月31日，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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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形容鄭孝胥、陳三立、樊增祥(1846-1931)、易順鼎(1858-1920)等人

的詩時，說： 

平生所見，要是二宗，至為正眼。35  

「二宗」指的是同光詩和中晚唐詩，這段話把兩詩派提升到相當崇高

的地位。至於詞論方面，1916年姚錫鈞也和其他部分的南社社員，在

上海組織「春音詞社」，共推遺民朱祖謀(1857-1931)為領袖。36 與姚

氏一樣，陸續稱頌同光詩人者，不在少數。37 當然這些尊敬的聲調，

也有出自個人同籍的情感，絕對不能一概而論，38 可是看在柳亞子的

眼裏，自然難以忍受。 

                                                                                                                             
鵷雛，〈桐城文〉；《太平洋報》，1912年4月24日，姚鵷雛，〈論詩絕句

二十首〉。 
 35 姚錫鈞，〈跋周實丹烈士遺集〉，引自：楊天石、王學庄(編著)，《南社史

長編》，頁289。 
 36 《民國日報》，1916年10月18日，第12版，檗子，〈袌香簃詩詞叢話〉。朱

祖謀的生平，見：夏孫桐，《觀所尚齋文存》(民國己卯年[1939]排印本)，
卷4〈清故光祿大夫前禮部右侍郎歸安朱公行狀〉，頁10-7；陳三立，《散

原精舍詩文集》，《散原精舍文集》，卷17〈清故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郎朱公

墓誌銘〉，總頁1095-8。 
 37 譬如：高燮仍模仿陳三立的詩(《民國日報》，1917年12月9日，第12版，高

君定，《致爽軒詩話(續)》)；至於葉楚傖，則言鄭、陳「其人生平，可以

弗論，獨論其詩，則皆不失為一代作者矣！」(《民國日報》，1916年1月26
日，第12版，湘君，《赭玉尺樓詩話》，)；姚大慈自述學詩經過時，也隱

然尊宗同光體(《長沙日報》，1916年8月22日，姚大慈，〈願陸沈室詩自敘〉，

收在：楊天石、王學庄[編著]，《南社史長編》，頁427)；諸宗元發表詩作，

還描述自己夜訪鄭孝胥，並稱頌其論詩見解(諸宗元，〈夜過海藏樓，歸紀

所語，簡太夷並示拔可〉，收在：楊天石、王學庄[編著]，《南社史長編》，

頁435)。 
 38 倉田貞美，《清末民初中心とした中國近代詩研究》，頁49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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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柳亞子真正找到宣洩不滿的出口，則是來自四川成都的吳虞

(1872-1949)。這位被胡適稱為「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39 公開為

柳的處境打抱不平，也掀起了南社內部爭論之幕。這個時間點無疑係

具有深意的；因為幾乎同時，文學革命正逐漸醞釀發酵。先是，吳氏

致函給柳亞子，談到近人假借宋詩和桐城文妝點門面的醜態。這封信

後來柳氏刻意在《民國日報》上公開，藉此抒發自我的心聲。應該留

心是信中內容的最後，直接點名同光詩人之非，同時希望南社能夠肩

負詩壇救亡的責任。如云：「上海詩流，幾為陳【三立】、鄭【孝胥】

一派所壟斷，非得南社起而振之，殆江河日下矣。」40 柳亞子對吳虞

引為同調，助其張目之舉，其實大受感動，深信「吾道不孤」。除了

表示自己閱讀過《新青年》，對吳的文章深感佩服外，柳甚至有意鼓

吹動員吳加入南社。41  

  到了1917年初，政局晦暗更令敏感的柳亞子，心情呈現兩極化：

一方面既欣賞與他具有相同立場的人，另一方面則對同情同光派的社

員極感不耐。不同的落差迫使柳有著內在情感的難題，必須在衝突和

掙扎之間做出抉擇。當胡先驌(1893/94-1968)來函表達恭維同光體之意

時，柳的反應可謂異常激憤，幾近動怒。我們從他立刻寫下和答詩可

知。柳氏毫不客氣地在詩裏明言：「詩派江西甯足道，妄持燕石詆瓊

                                                           
 39 語出自：胡適，《胡適文存》(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90)，集1卷4〈吳虞

文錄序〉，總頁797。 
 40 吳虞，〈與柳亞子論詩書〉，該信後來刊載在：《民國日報》，1917年4月

28日，第12版。 
 41 柳亞子的信全文，收在：中國革命博物館(整理)，榮孟源(審校)，《吳虞日

記》，冊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頁290(1917年3月5日條)、300(1917
年4月13日條)。吳虞加入南社是在1917年3月5日，見：楊天石、王學庄(編

著)，《南社史長編》，頁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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琚。平生自有千秋在，不向群兒問毀譽。」42 詩中內容非但質疑了對

同光詩人的讚譽，還兀自道出自己的意向所在。 

  南社內部的看法產生歧見，於1917年中期邁入高潮。導火線是當

中的一名社員聞宥(1901-1985/86)，發表《怬簃詩話》，仍舊讚譽鄭孝

胥的詩作。聞是以「清神獨往，一掃凡穢，零金片玉，誠可珍也」形

容鄭的文學地位。值得一提，聞氏這次不僅道出自己心慕同光詩，還

順便反譏了那些詆誣的人，說他們「不免有執蝘蜓以嘲龜龍」之意。
43 聞的言語本來無心，豈料卻換得柳亞子的痛憤，終於惹來攻訐。 

  柳先後發表一系列的「質問」。首先，他說自己其實極端排斥同

光詩人，然而聞氏卻恰恰相反，不但非常迷信崇拜，並且「視為神聖

不可侵犯者」。據此，柳重申「我國詩派竟為西江諸家所壟斷」，比喻

同光詩風形同宋儒建立道統一般。比較重要是柳所提出的第二層意

見。他設想符合民國開國氣象的詩篇形象，認為同光詩猶如「亡國之

音」，稱頌它們無異於「比附妖孽」，形同復辟。柳氏如此說： 

國事至清季而極壞，詩學亦至清季而極衰。鄭、陳諸家，名為

學宋，實則所謂「同光派」，蓋亡國之音也。民國肇興，正宜

博綜今古，……何得比附妖孽，自陷於萬劫不復耶！其罪當與

提倡復辟者同科矣！ 

接著又云： 

政治壞於北洋派，詩學壞於西江派。欲中華民國之政治上軌

道，非掃盡北洋派不可；欲中華民國之詩學有價值，非掃盡西

江派不可。 

                                                           
 42 《民國日報》，1917年3月11日，第12版，柳亞子，〈妄人謬論詩派，書此

折之〉。 
 43 《民國日報》，1917年6月9日及24日，第12版，聞野鶴，《怬簃詩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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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並說反對他看法的人，即所謂「鄉愿」。44 這番話把同光派和造成

清室遜國的因素，放置於同一水平來看；柳亞子認為如此亡國之音，

既令清廷加速崩解，斷不容再任意讓其發展，反來禍延民國。他的心

聲是把文學視如政治的表象，在意的是文學能否帶給政治和人生的啟

發，認為對的只有一個，純將文學政治化，用意特別明顯。面對柳亞

子盛氣虎虎，聞宥也無意退讓。聞在另文指稱：柳此舉實屬「欺人太

甚」，既然要為吳虞張目，那麼自己要替同光派說話，亦無不可。45 後

來柳氏接連寫了〈再質野鶴〉，繼續重述反對鼓吹亡國之音，46 一場

意氣之爭終不可免。 

  就在爭論沸沸揚揚之際，政壇同時還發生了一件令人震驚的意

外，遂使南社成員加速因為文學意見的不合而分裂：那就是發生在北

京的張勳(1854-1923)復辟。此事件對當時許多中國知識階層來說，具

有不同程度的衝擊；47 同樣南社的震盪，並不亞於後來那些主張文學

需要革命的人。雖然不久後，這場復辟的鬧劇便草草結束，可是柳亞

子和其他社員，因此蒙上一層陰影。 

  可以看到，張勳復辟雖為政治偶發事件，卻像一道催化劑，令柳

亞子的態度變得更為堅定與執著，徹底對南社同人不再表現忍讓。柳

有如此心態的轉向，足可顯現對復辟相當耿耿於懷。他聽聞事件發生

                                                           
 44 引文俱見：柳亞子，《磨劍室文錄》，〈質野鶴〉，總頁457。 
 45 《民國日報》，1917年6月30日至7月3日，第12版，聞野鶴，〈答亞子〉。 
 46 柳亞子，《磨劍室文錄》，〈再質野鶴〉，總頁458-66。 
 47 魯迅即是眾所周知的例證。他曾自述投入文學革命，最初並無絕大熱情，可

是歷經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凱稱帝及張勳復辟後，就給了他提筆的

力量。見：魯迅，《魯迅全集》，冊4，《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

頁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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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不久，即深表憤慨，有詩譴責。48 此時柳氏心理頗可深究：由於政

治態度和立場，他厭惡參與復辟的清遺民們，故完全罔顧其文學觀

點，肆意抨擊同光詩人。柳曾有〈論詩五首答鵷雛〉，就形容同光詩

人和那些政治復辟的遺民相同，均屬一丘之貉，當中一句甚至還提到： 

失節錢、吳終晚蓋，甯同腥穢虜遺臣！49 

他拿清初的錢謙益(1582-1664)、吳偉業(1609-1671)為例，說現今這群

意圖復辟的遺民，其作為尚恐不如兩人失節，都是想要當「腥穢虜遺

臣」。 

  可是這段期間，社員朱璽(1894-1921)依然替同光派辯護。朱氏宣

稱強將陳、鄭喻為失節之人，未免有失公道。如果說生逢遜國之民，

所做的詩作便是亡國之音，那麼今日詩人，須自民國元年開始學平仄

才算，以避此嫌。他還解釋同光諸家詩人，自清季以來的政治態度「未

嘗迎合干進」，而且「細味其詞，語意之間，莫不憂國如焚，警惕一

切」。50 於是柳亞子再也按耐不住，語氣更加凌厲，發表長文斥責。

他先在文章的開頭，把聞宥和朱璽兩人，形容成文學上的倪嗣冲

(1868-1924)和張勳。此外，柳還特別影射鄭孝胥的人格有污點，說鄭

在胸中目中，寧能識得「中華民國」四字？柳氏進一步表示，既然我

們身為民國之民，何苦要為這群亡國遺民來亟力辯護？所以，「今之

鼓吹同光體者，乃欲強共和國民以學亡國士大夫之性情，寧非荒謬絕

倫耶！」51 

  柳亞子態度至是已明，純以政治立場評斷文學詩詞。本來故事到

                                                           
 48 詩中還以「胡雛」、「惡魔」、「大盜」等詆毀字樣，形容溥儀、張勳和康

有為。見：《民國日報》，1917年7月7日，第12版，柳亞子，〈感事四首〉。 
 49 《民國日報》，1917年7月10日，第12版，柳亞子，〈論詩五首答鵷雛〉。 
 50 《民國日報》，1917年7月9日，第12版，朱鴛雛，〈平詩〉。 
 51 《民國日報》，1917年7月27日至30日，第12版，柳亞子，〈斥朱鴛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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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就應該結束了，不料另有發展。接著朱璽轉移陣地，到《中華新報》

繼續著文，嘲罵柳氏心態，無視詩壇派別。52 這一舉動，當然引來柳

的不快，終於以南社主任的名義，決定將朱驅逐出社。53 

  驅逐結果旋即產生了廣泛的爭議。此後，支持或反對柳亞子的

人，便在《民國日報》和《中華新報》，形成兩處壁壘，各自發言。

這兩份在上海創辦的報紙，其實均係黨人經營，此時政治傾向已有急

進、緩進之別。54 南社兩造人馬各據一方，不啻形同日後國民黨左∕

右勢力分化之先聲。 

  在針對同光詩和政治抉擇的論戰中，胡樸安(1878/79-1947)、姜可

生、姚肖堯、凌景堅等人，均表示支持柳氏。姜給柳的信中，態度更

為激烈，直言「亡清遺臭，如土苴糞蛆」，又說「亡清一代，如鬼世

界，陳、鄭尤鬼之下流」，55 極盡誹謗意味。柳亞子大致同意如此看

法，僅表明「僕評陳、鄭，謂其沉沉有鬼氣，無青天白日之思」，並

且堅稱「清季本亡國時代，而三立、孝胥適為亡國之詩派」。柳氏所

以狠狠批判陳、鄭兩人，乃因痛憤他們的出處有辱。柳說陳「始污偽

命，終則國亡不能身殉，狼跋其尾，進退失據」；至於形容鄭則是「頑

鈍無恥，始媚端方，終附盛宣懷」。所以他認定宋詩不佳，而陳、鄭

                                                           
 52 《中華新報》 (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影印，

1970)，1917年7月31日，第4版，朱鴛雛，〈論詩斥柳亞子〉。 
 53 《民國日報》，1917年8月1日，第12版，〈南社緊急布告〉。 
 54 王新命，《新聞圈裡四十年》(臺北：海天出版社，1963)，頁163。 
 55 各文俱見：《民國日報》，1917年8月4日，第12版，樸安，〈與柳亞子書〉；

《民國日報》，1917年8月5日，第12版，姜可生，〈與柳亞子書〉；《民國

日報》，1917年8月20日，第12版，姚民哀，〈與亞子書〉；《民國日報》，

1917年8月29日，第12版，凌莘子，〈與柳亞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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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學宋詩更不佳，至於身為民國公民，學此亡國之音尤屬不佳。56 

  《中華新報》則結合一批反對柳亞子行為專斷的社員。成舍我

(1897/98-1991)是當中居於核心的人物。成氏發表給南社社員的公開信

中，認定柳亞子不符程序，以私心擅自驅除朱璽，係屬專橫恣肆，應

該急謀抵制。他的舉動，後來還得到王新命(1892-1961)、鄭重(鄭桐蓀

之子)、高燮(1878/79-1958)及蔡守等人的支持。對反柳的人士看來，

論詩應該「不以時代，不以身世」，不「以人廢言」，他們堅決不可藉

此黨同伐異，否則無法立論服人。57 成氏接連發動幾次輿論，批判柳

氏個人行徑。他有一篇〈答客問〉，則逕言柳亞子性格已變狂易，將

南社視如封地；成自喻為討袁的護國軍，希望藉此喚起社員團結，剷

除柳的惡勢力。58 

  這場「詩訟」的論爭，更因面對遴選南社主任的問題而擴散。在

湖南長沙，有所謂「南社湘集」，企圖脫離上海方面的領導，並無得

到柳氏所認同。59 廣東的南社分社則提議推舉高燮為主任，並以臨時

通訊處發出通告，希冀恢復舊章，分選文、詩、詞主任，避免個人專

制獨裁，目的在干擾選情。此後喧騰將近三個月之久，最後由柳亞子

連任主任，才終於塵埃落定，了無聲息。不過卻造成南社分裂，被社

                                                           
 56 引文俱見：柳亞子，《磨劍室文錄》，〈磨劍室拉雜話〉，總頁486-501。 
 57 楊天石、王學庄(編著)，《南社史長編》，頁465-522；〈南社社員公鑒〉，

《中華新報》，1917年8月8日，第1版；無為，〈平不平〉，《中華新報》，

1917年8月9日，第4版；〈通訊：鄭千里致王無為書〉，《中華新報》，1917
年8月31日，第4版；《中華新報》，1917年10月2日，第4版，〈通訊：高吹

萬與蔡哲夫書〉。 
 58 《中華新報》，1917年8月18日，第4版，舍我，〈答客問〉。蔡守還公開囑

咐成舍我蒐羅材料，預備出版《柳氏叛社記》。見：《中華新報》，1917
年11月18日，第4版，〈通訊：蔡哲夫與成舍我書〉。 

 59 鄭逸梅，《南社叢談》，頁23。 



從南社到新南社 ．407． 

員比喻為「一場惡劇」。60 雖有社員居間調解，61 但總因感情和意氣

觝悟，終究不可平復。 

  南社的糾紛也使柳亞子態度轉趨消極，無意再投入相關事務。隔

年不但雅集沒有舉行，連刊物亦無出版。甚至到了改選的期限將屆，

柳氏還有公開信，力勸社員改舉姚光(1891-1945)擔任主任。但內部分

裂只是因素之一；隨著新文化運動逐步昂揚，本來提倡舊體詩詞的南

社，也開始面臨考驗，情況如同柳亞子形容： 

【姚】石子雖然就職，但南社的情形仍覺黯淡。一方面是由於

我的辭職，給大家以泄氣的印象；一方面，已近五四運動的前

夜，新文化的潮流正在奔騰澎湃的形勢中，抱殘守缺的南社，

就漸漸不為社會所注目，連社友也覺得甚無興味起來。62 

當中國「文學革命」口號高唱時，南社處境顯得窒礙難行，必須加以

改變，才能吸引他人注目。1917年象徵中國文學產生諸多分歧，也是

南社歷史的分水嶺。如果我們對照當時前後政治局勢和文學發展，可

以發現南社亦如環境變動一般，面臨了轉變的命運。 

四、 柳亞子、新南社及社會革命 

  柳亞子想徹底變換面貌，絕大因素與1910年代中葉後的思潮有

關，特別是日益蓬勃發展的新文化運動。這方面文學革命帶來的影

響，自然無法忽略。要觀察究竟給予南社什麼衝擊，就不得不提到胡

適對南社的看法。 

                                                           
 60  《民國日報》，1917年12月10日，第12版，周芷畦，《妙員軒詩話》。 
 61 如傅熊湘(1882/83-1930/34)致信黃賓虹(1864-1955)，盼能出面調停。見：

王中秀(編著)，《黃賓虹年譜》(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5)，頁139。 
 62 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係〉，頁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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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自留美期間，胡適便對南社詩作屢無好感。他認定南社充其量

不過只是文人組成的聚會，其詩作形同名士作品，僅於附頌風雅，並

無實質意義。胡曾與友人討論中國文學究該如何改良，看到楊銓

(1893-1933)的白話詩，即毫無諱言地強調：「勝南社所刻之名士詩多

多矣」，63 即是顯例。胡適不承認南社的文學地位，並無體會這群舊

式詩體文人對政治革命的深切意涵。反而胡素所堅持的，還是能否充

分表達情感的文字，用他自己的話說，即「作詩如作文」，64 因此戮

力提倡白話詩。相較於此，南社文學顯然絕非胡適心目中理想的詩詞

形式，這在他給梅光迪(1890-1945)的詩裏，表露無遺。胡氏逕稱「諸

君莫笑白話詩，勝似南社一百集」，65 簡直將南社的舊體詩作，譬喻

成無用之物一般，寫得再多也徒勞無功。 

  後來胡適始終沒有改變這樣的態度。他向陳獨秀(1879-1942)提出

「文學改良芻議」時，書信中仍不忘諷刺南社。尤其難以讓柳亞子忍

受的是，胡提到樊增祥、陳三立與鄭孝胥，還認為他們的詩作，意境

高出南社許多。66 在〈嘗試集自序〉中，胡也宣稱柳亞子的文學主張，

其實太過空泛，說柳： 

                                                           
 63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2004)，1916年7月6日追記，頁355。魯迅早年也曾參與南社，不過似乎

並無多大熱情。許廣平則表示：魯迅也不喜歡南社作風。許廣平，〈民元以

前的魯迅先生〉，收在：魯迅博物館(等選編)，《魯迅回憶錄．專著》(北
京：北京出版社，1999)，孫伏園，《魯迅先生二三事》，附錄，總頁99。 

 64 胡適和梅光迪在美國時，便針對此問題相互質難，可自梅給胡適的信中看

出。見：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合肥：黃山書社，1994)，
冊33，頁125-6。 

 65 胡適，《胡適日記全集》，冊2，1916年7月22日，頁377。 
 66 胡適，〈通信：寄陳獨秀〉，《新青年》，卷2號2(北京，1916. 10)，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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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提出一種空蕩的目的，不能有一種具體進行的計畫。67 

最可看出胡刻意想要忽略南社的態度，顯現在他撰寫的〈五十年來中

國之文學〉。這篇長文主要為《申報》所寫，目的係回顧整個近代中

國文學發展的歷程，可說是份兼具綜合且深富代表的文獻。然而，胡

卻並無一語提及南社；相反地，還花了不到千字的篇幅談同光詩派。

68 
  胡適批評南社的看法，柳亞子當然沒有漠視。柳表示不能贊同，

並意有所指的說胡「所做白話詩，直是笑話」，重新力主「形式宜舊，

理想宜新」；也就是說，他只同意詩界革命要求帶來新思想而已。69 

柳、胡二人在認知的差距，充分顯示新∕舊文學和思想上的親和及排

斥。在傳統的一方，要求思想革新已是最後的底線，但新文化運動者

則連形式都想要一併剷除。當文學革命高舉改良旗幟，主張運用白話

文時，剛開始南社的社員幾乎站在反對立場。譬如高燮即稱： 

有清之季，士風漸陋，人思速化，而學避艱辛。降及於今，白

話之風，波靡一世，如中疫癘，如飲狂泉。我恐循此以往，則

雖為文字之厄，而言語亦將無條理之能行矣。70 

給王傑士的信中，高氏仍駁斥文言無用的論調。71 類似高的說法，姚

                                                           
 67 語見：胡適，《胡適文存》，集1卷1〈嘗試集自序〉，總頁202。 
 68 胡適，《胡適文存》，集2卷1〈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總頁215-6。 
 69 《民國日報》，1917年4月27日，第12版，柳亞子，〈與楊杏佛論文學書〉。

另見：中國革命博物館(整理)，《吳虞日記》，冊上，頁300，1917年4月13
日條。 

 70 高燮(著)，高銛(等編)，《高燮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胡樸安俗語典序〉，頁74。 

 71 高燮，《高燮集》，〈覆王傑士書〉，頁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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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李澄宇(1882-1950)及吳恭亨(1857-1937)等均詆諆使用白話文。72 

他們比附這只是一場時代「激流」，雖然舉國各界如癡如狂，但其實

道理絕不可通。 

  我們看南社社員的回應，泰半係為私下信函的牢騷文字；真正敢

勇於面對文學革命潮流的挑戰，則是1914年後加入南社的梅光迪。梅

氏在近代中國文學史所以得到矚目，實際上來自他和另一批留學歐美

的人，共同創辦《學衡》雜誌，與新文化陣營處於對立的立場。如今

這份刊物受到學界重視，迄今相關的研究討論業已眾多，73 此處不擬

贅論。可是我們卻要瞭解：1922年梅氏公開在《學衡》第1期發表文

章，反對「盡棄他種體裁，獨尊白話」，74 某種程度不妨視如南社在

文學革命方面反響的延續。 

  然而「五．四」運動後，白話文漸居上風，以此種書寫做為體裁

的報刊大量發行，有識者均能感到這股偌大的文學潮流，就連柳亞子

也不得不自省。後來柳敘述思想轉變的過程，便提到相關的說法。據

他自承，發覺那群鼓吹白話的人，所懷抱的主張，幾乎與己不謀而合；

相反地，倒是強調要以文言文來寫作者，卻和他的想法相差甚遠。再

加上，柳深覺要用文言發表新思想，似乎有其困難，無法吸引民眾注

                                                           
 72 姚光，〈與葉楚傖、邵力子書〉；李澄宇，〈與林畏廬先生論文書〉；吳恭

亨，〈悔晦堂文集自序〉，均收在：楊天石、王學庄(編著)，《南社史長編》，

頁547、553。 
 73 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

院，1984)；關於梅光迪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角色，詳參：林麗月，〈梅光迪

與新文化運動〉，收在：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

版事業有限公司，1979)，頁383-402。 
 74 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學衡》，期1(上海，1922. 1)，通論，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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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經過雙重的考量下，柳決意和原來具有十八世紀遺老式的朋友分

家。75 毫無疑問，他的心態歷經180度的迴轉，不再以自己一手努力

的南社為榮，轉而竭力要擺脫其包袱和壓力。 

  為了因應胡適等人提出文學革命，柳亞子的辦法是成立新南社。

這個構想並非始於柳氏，早在社內對同光詩派產生爭執之際，便有社

員提出聚集「海內文學革命先覺」和「南社優秀分子」，以「新南社」

為名另行籌組。76 不過此議後來沒有獲得落實，倒是在柳亞子的手中

完成。1940年柳的一段話，證實新南社的淵源： 

在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南社因內訌而停頓以後，接著便是新

文化運動蓬蓬勃勃掀天揭地的時代了。對於這一個運動，我原

是同情的。反對封建禮教，提倡男女平權，以致打倒孔家老店，

在我都是很早的主張。……不過，我應該用怎樣的方法，才可

以參加這一個運動呢？於是就有改組南社為新南社的計畫出

來。77 

可知新南社的基本態度，以迎合新文化運動為要旨。1923年發起的名

單中，強調有別於過去南社的作法，社員陳望道(1890-1977)、曹聚仁

(1900-1972)、陳德徵(1893-？)等，均是新文化運動的支持者。邵力子

更是積極，還撰文鼓勵白話文的書寫。78 

  從成立宣言來看，新南社至少有兩點內容，希望與時代能夠相呼

應，這裏應該特別提出來。首先，該社任務是「蛻化文字交換，而蘄

                                                           
 75 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係〉，頁101-2。 
 76 《中華新報》，1917年8月27日，第4版，〈通訊：辛大宗與太素書〉。 
 77 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係〉，頁90。 
 78 《民國日報》，1923年9月2日，《覺悟(副刊)》，第4張，邵力子，〈隨感

錄：文白底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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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進步到國學整理和思想介紹」；79 換言之，不再強調同志革命情感

的砥礪和交流，此點說明新∕舊南社之別，還透露現階段的任務。此

外，新南社的整理國學也順應潮流，實與1920年代整理國故運動，有

著密切的關係。我們另可從1929年成員胡樸安在上海發起「中國學會」

來看。該會的組成，曾獲不少當時南北學人的支持，柳亞子也列名於

該會發起人名單之中。比較不同的是，胡適雖曾受邀參加發起的活

動，但卻予以婉拒，理由是不同意新南社目的仍以「發揮民族的精神」

為宗旨。80 

  其次，新南社對新興的共產思潮感到興趣，要以「追隨著時代與

民眾相見」，還要廣納世界思潮，向國內輸送。這是以往南社所未有

的內容，象徵其中的轉變。本來早在二十世紀初，便有南社同人對社

會主義和共產思想表示嚮往。譬如寧調元，曾寫有介紹的文章。81 但

新南社此一「趨新」，實與來自1917年俄國革命的風潮有關。隨著1920

年代政治思潮的激盪，柳亞子開始在許多處表明對共產革命的憧憬。

柳曾自題為「李寧(按：即列寧，Lenin Vladimir Ilich, 1870-1924)私淑

弟子」，並刻印章一枚，82 還有多首詩言及受到影響： 

十年三亂就何成？喜見南天壁壘更。……白宮北美推華盛，赤

幟西俄詠列寧。83 

破壞始能成建設，調停彌復積嫌猜。君看模範勞農國，亦賴紅

                                                           
 79 葉楚傖，〈新南社發起宣言〉，引自：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係〉，頁91-2。 
 80 梁穎(整理)，〈胡樸安友朋書札――中國學會創立始末〉，收在：上海圖書

館歷史文獻研究會(編)，《歷史文獻》，輯2(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

社，1999)，頁188。 
 81 楊天石、曾景忠(編)，《寧調元集》，〈勞動黨之檄文〉，頁414。 
 82 柳亞子，《磨劍室文錄》，〈樂國吟敘〉，總頁652。 
 83 柳亞子，《磨劍室詩詞集》，〈五月五日紀事〉，總頁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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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擁護來。84 

孔、佛、耶、回付一嗤，空言淑世總非宜。能持主義融科學，

獨拜彌天馬克斯！85 

「列寧」、「紅軍」和「馬克斯」，接連成為他詩詞裏相當重要的素材。 

  左傾的思想趨勢，既是柳亞子受益於「五．四」的遺產，也是他

對新文化運動抱持競爭的象徵。柳的例子恰可反映國民黨內對這方面

的態度和變化。所以當1925年5月，柳亞子歸回黎里，召集孫中山追

悼大會，親撰輓聯云：「薄華盛頓而不為，何況明祖。於馬克斯為後

進，庶幾列寧。」86 聯語將孫一生的功業，蓋棺論定共為三部分：即

種族、民權和社會革命。柳的看法是，孫中山最令人值得讚揚處，不

在推動像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的種族革命，或是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那樣的政治革命，而是如同馬、列一般的社會

革命。這段話非特是柳氏對孫的寫照，亦為他自許之語。 

  柳的政治思想日益左傾，進一步也影響新南社日後的發展。我們

看到新南社的運作很快因為時局所迫，退居至第二線。受到政治方面

諸多的干擾，柳亞子後來決定自己應該投身社會革命，才是理念所

在。他數次堅持表明要在進化的道路上向前走，不要成為「新頑固」

分子。87 1924年9月左右，福建的孫傳芳(1885-1935)領軍攻至上海，

受到政治壓迫，柳亞子只好偃旗息鼓，新南社的活動亦隨之停頓。柳

                                                           
 84 柳亞子，《磨劍室詩詞集》，〈和陳蕺人，百七疊杯天韻〉，總頁455。 
 85 柳亞子，《磨劍室詩詞集》，〈空言〉，總頁531。 
 86 柳亞子，《自傳．年譜．日記》，〈自撰年譜〉，總頁22。柳氏並自謂道著

癢處。 
 87 柳亞子(著)，上海圖書館(編)，《書信輯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頁52，〈致呂天民〉，1924年6月16日；柳亞子，《磨劍室文錄》，〈對於

本報復活周年紀念底感想〉，總頁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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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腔感慨地說： 

經此一番刺激，我們知道運動軍閥和掉書袋都沒有用處，要革

命非喚起民眾不可，於是毅然替方新的中國國民黨努力，連新

南社有丟在九霄雲外了，這便是新南社停頓的真原因。88 

此後，柳氏的文學活動固然持續著，可是興趣卻更多放在政治方面。 

  結合了一批左傾的國民黨人，新南社的活動儘管進行一年半而

止，但這個文學團體無異象徵國民黨內思想的激進化，終將分裂為

二。在孫中山逝世前後，廣州的國民黨正面臨左∕右兩派勢力暗中較

勁之際。柳亞子此刻處處的言論和措辭，比較接近左派，甚至傾慕共

產思潮。於是，柳與國民黨右派的看法時有衝突。例如在策動中山艦

事變之前，柳氏便已有謀刺蔣介石(1887-1975)的計畫，為此還引來惲

代英(1895-1931)以「過過激黨」的名號稱之。89 並且1925年11月，惲

代英親自致函向柳亞子，敘說對國民黨內右派分子的不滿。惲氏指明

戴季陶(1891-1949)、葉楚傖(1887-1946)等人，另組「西山會議派」，

表明反蘇、反共及反對國共合作的關係。惲給柳的信頗具深意，顯然

認可柳氏站在比較同情共黨的角色上。這封信的內容便說：「因思先

生素與黨中各種進步趨勢極表贊同，而先生聲名，不但為同志所欽，

抑且可影響於一般輿論」，故要求柳撰寫意見書，以壯大其聲勢。90 直

                                                           
 88 柳亞子，《南社紀略》，〈關於新南社及其他〉，頁163。 
 89 徐文烈，〈從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柳亞子〉，中國人民政治協

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

周年史料專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頁99-100；柳氏哭惲代英

詩作，亦有蹤跡可循，說：「余在廣州，曾建議為非常可駭之事，君不能用。」

見：柳亞子，《磨劍室詩詞集》，〈有悼五首，二十年七月三十日補作〉，

總頁669。 
 90 張羽、姚維斗、雍桂良(編注)，《惲代英來鴻去燕錄》(北京：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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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0年代後，柳亞子由於頻頻親近左派文人，與國民黨主流當局則

弓矢不調，難以協力同心，最後終遭開除黨籍。91 

  柳亞子和新南社的命運，充分說明了1920年代中葉後中國政治文

化的分歧。後來他曾檢討和評估為何有如此轉變？柳氏強調自己的信

仰是「一以貫之」，真正屬於三民主義的教徒，以示與其他革命志士

的不同。92 所以當曹聚仁說南社的缺點是「詩」而非「散文」，其文

學活動自始自終無法走出浪漫主義的情懷時，93 1936年柳亞子便針對

這個說法，進一步發揮新∕舊南社的差別。簡言之，柳氏此時認為詩

詞的作 用未必能夠 震撼民心。 他並以汪兆 銘 (1883-1944)和廖仲 愷

(1877-1925)兩人為例，說明其中不同之處。在柳看來，廖仲愷更具政

治性，對社會主義的道路走得更加堅持。廖的猝死，非惟個人生命的

不幸，對柳亞子而言，也是中國政治的不幸。他斬釘截鐵地說： 

                                                                                                                             
1981)，頁256-7。 

 91 1932年，柳更與上海左派文人，聯名為宋慶齡聲援(柳無忌[編]，《柳亞子

年譜》，頁86)；1934年4月，柳氏游北京，赴西山碧雲寺，見謁孫中山衣冠

塚，做七律六首，有謂：「三民衣鉢何人繼？空遣頭銜國父尊！」見：柳亞

子(著)，柳無非、柳無垢(選輯)，《柳亞子詩詞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1958)，〈碧雲寺謁孫先生衣冠墓〉，頁80。《中央日報》(南京：江蘇

古籍出版社影印，1994)，1941年4月3日，第2版，〈柳亞子開除黨籍，因公

開作違反國策言論〉。 
 92 柳曾給友人的信裏形容自己和陳、高二氏之別：陳氏鼓吹民族主義，不妨視

如一民主義者；而高氏除了民族外，還強調民權的重要，可看做二民主義者；

至於柳氏本人則「一以貫之」，因為他更關注民生主義的問題。詳參：柳亞

子，《南社紀略》，〈我對於南社的估價〉，頁157-8。柳還說：「我的心

靈總是向著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的路上走，不過勇氣和毅力都不夠，

現在是徘徊中道吧了。」 
 93 曹聚仁，〈紀念南社〉，收在：楊天石、王學庄(編著)，《南社史長編》，

頁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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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然廖先生不死，也許近十年來中國政治的局面，不會是現在

的局面吧！那時候，或者南社派的政治，可以變成新南社派的

政治，也未可知。94 

柳對新南社的理解，我們不妨看做是政治激進化的寫照；他的說法，

很可視為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對革命階段認知的差異。95 

五、 結語 

  柳亞子終其一生，花費相當的篇幅來追憶南社。顯然他企圖要展

現的，不單是這文學團體的變遷而已，更多則對自我歷史的定位，做

出釐清。1940年代和柳亞子關係匪淺的陳君葆(1898-1983)，點出柳在

這方面的思想特色，認為他隨時代環境而嬗變，甚至還告訴我們：柳

與南社的關係亦復如是觀。96 

  本文嘗試以柳亞子和南社為題，著眼探討其變化的意涵。1910至

30年代期間，柳氏思想的轉折相當饒富趣味。在前半段，他是位具有

高度排滿情緒的傳統革命文人；包括民國建立後對忠清遺民的種種不

滿，都是這方面心理態度和投射。後半段則由於柳氏受到新文學的衝

擊，轉而成為膜拜「主義」的追隨者。至於柳所參與的南社，魅力亦

                                                           
 94 該信全文收在：曹聚仁，《我和我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頁274-5。柳亞子並親自撰廖仲愷紀念碑文，見：《中央日報》，1935年9月
4日，第2版，〈廣州建立廖仲愷先生紀念碑，由柳亞子撰文，于右任書字〉。 

 95 這方面進一步討論，可見：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73-7. 

 96 謝榮滾(主編)，《陳君葆詩文集》(香港：三聯書店，1998)，〈柳亞子與南

社〉，頁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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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民國的建立，漸漸消退；因為缺乏政府的支持，始終難以凝聚共識，

與後起主張文學革命的新派相互抗衡。97 儘管柳氏後來還繼續使用舊

式詩詞，不過這裏也可看到一位舊讀書人內心的分裂。如此的分裂，

不光是內發的，外在的環境亦不容忽視。當古典文學飽受白話文運動

的擠壓時，柳亞子發現的新出路，既符合他自己的需要，也是應付現

實客觀環境下不得不變的手段。 

  因此，從南社到新南社的歷程，我們可以嘗試分成兩種層次，來

理解近代中國的思想和文化生態。首先關於民初知識界新∕舊間的抗

衡。新的觀念和事物由於急遽發展，企圖想要擺脫所有與傳統相關的

部分，使得新與舊之間產生微妙緊張的關係。然而，兩者未必能截然

劃分。柳亞子的政治和文學觀正是呈現其中相互矛盾之處。柳每每抨

擊同光詩人，概從政治的態度而發，可是南社內部成員有的卻反對如

此作法；同樣的，他的文學論調也未能全部得到新派人士所認同。換

言之，在思想和意態區隔之下，南社的文學希望與傳統無所關聯，顯

得相當困難，這也使社員不得不產生歧異，走上分裂一途。該社崩解，

某種程度雖和現實環境有關，但不可諱言亦來自本身的侷限。 

  外一種層次將看到：思想愈來愈激進的後果，傳統的價值體系難

以固守，必須利用另外一套新的「概念工具」來自我包裝，才能更吸

引人。1920年代國民黨的發展，在擁抱新思潮同時，「主義」也形成

他們的利器，做為因應新思潮的策略。柳亞子的心理轉向，提供我們

若干的印象。當然，南社主張和推崇革命，畢竟只是傳統舊式的文人

結社，不可全然歸為政黨性「組織」，而且「社員並不都是革命黨人」。
98 可是柳亞子與新南社社員，受到大環境的影響，他們所競逐的目

                                                           
 97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頁454-5。 
 98 語出自：蔣慎吾，〈我所知道的柳亞子先生〉，《越風(半月刊)》，期14(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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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是政治性的革命文學。此時「赤化」的言論日益勝出，柳亞子醉

心崇拜共產主義。新南社草草結束，原因既因詩詞屬於傳統形式，無

法脫離具有規模的組織架構，已然不敷柳氏所需。與陳獨秀、魯迅等

人相同，柳此時的思想演變，必須視為1920年代政治文化整體的一部

份，無法抽離出來，劃歸另類。因此當1936年，回顧和紀念南社的聲

浪鵲起，南社同人有意恢復原來名稱和規模，柳亞子率先表示反對。

他認為南社早已完成它歷史性階段的意義，並且又有新南社的組織，

基於發展規律和進化原則，恢復南社猶如開倒車的舉動。99 

  以上的討論為近代中國思想和文化尋求一條線索。除了重建柳亞

子個人思想的面貌外，還希望釐清傳統舊式人物背後激進的因素，以

及他們在歷史上發揮的作用。但此處應要強調，當我們探索一個行動

者單線的因果關係時，更要留心他們在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

方面多元動態的關聯。100 

 

                                                                                                                             
州，1936. 5)，頁25。 

 99 《中央日報》，1936年1月3日，第3版，〈柳亞子發起組織南社紀念會，並

發表宣言及組織條例，已於日前在滬正式成立〉。可是，柳氏倒是對紀念南

社抱持肯定的態度。見：朱劍芒，〈我所知道的南社〉，頁28。 
100 關於「情感結構」，我是借用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說法，見：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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