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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近年來，日記成為歷史研究的新素材，試圖透過日記研

究個人生命史，一方面探究日記作者的內心世界，另一方面

瞭解當時日記主如何面對自我生命，甚至反映與當時代社會

潮流的互動關係。女性日記作為一種日記的類別，研究者除

了尋獲向來於官方檔案中不見芳蹤或失語的女性之外，亦能

藉由女性日記一窺其生命歷程、情感世界，以及建構女性在

歷史洪流中的角色、影響以及意義。 

在稀有的女性日記中，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的

《女明星日記》正可以作為瞭解 1930年代女性的重要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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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明星日記》日記主「雪映」是 1930 年代某一女明星的

筆名，該日記在雪映修訂後先連載於《電影時報》之上，之

後於 1934年 12月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發行。1《女明星

日記》記載的日期起於 1934年 4月 7日至 8月 21日為止，

記錄四個半月該女星的生活點滴。2
 不過，《女明星日記》

雖甚為珍貴，但不可對文本真實性過於樂觀，因目前尚未能

掌握日記主雪映的真實身分，或是釐清該一人物是否真實存

在，或假借他人訴說，以及無法印證這本公開日記的內容是

否全屬真實。然而上述疑慮，倘若比對既有研究成果，不難

發現日記內容大部分貼切地呈現 1930 年代上海的現代生活

與光景。3
 甚者，《女明星日記》從女性的角度，以特殊的

日記文類書寫，勾勒 1930年代上海職業婦女生活，實屬難得。

而該日記又如同「具有故事情節的小說」，不但反映女性的

情感世界，亦展示了一個活生生的歷史圖景。因此，本文一

方面介紹《女明星日記》的內容，另一方面分析日記中所呈

現的婦女生活面向，最後提出此一女性日記的特色與意義。 

二、日記的記主與書寫形式 

日記主是上海電影女演員雪映，她在原鄉曾有一段失敗

的婚姻，在與原配元通離婚後，才隻身前往上海工作。4
 從

                                                 

1
  雪映，《女明星日記》（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4），

頁 36。 

2
  《女明星日記》缺 6月 9日至 6月 29日，頁 107-146。 

3
  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 

4
  雪映，《女明星日記》，4月 12日，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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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的記載可知雪映主動解除婚約，是一個具有自我意識且

摩登的女性。這位摩登女郎為何書寫日記？若從《女明星日

記》首篇紀錄可知，書寫日記是她的習慣，只是常常不能持

久，不過現在將重新展開。5 日記亦如同雪映隨身的備忘錄，

將重要的事情記錄於上。6 

《女明星日記》在書寫形式上，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描寫，

記事隨心所欲，內容是每天日常生活點滴或是心情抒發，並

且見證了一段深刻的羅曼史。若從《女明星日記》外部觀之，

這本日記中以中文為主，其中也夾帶幾個英文字詞(charming, 

exotic, queen, love scene, happy ending)。每篇日記平均在六百

字內，最長的一篇因抄錄原始信件故高達三千字，最短的是

病榻中的書寫僅十字。《女明星日記》中涵蓋當時用語，特

別是外來翻譯字詞，如寇丹（指甲油）、華而滋（一種舞步）、

開麥拉（攝影機）、芝古力糖（巧克力糖）、密斯脫（先生），

或是外國影界人名嘉寶‧瓊克勞馥(Joan Crawford)、安娜司坦

(Anna Sten)、雷門奴花羅(Ramon Noverro)、巴巴拉司丹妃

(Barbara Stanwyck )、凱弗蘭茜(Kay Francess)斯等，也包含地

方方言：「水」（廈門語，意指漂亮）、「好靚」（粵語，

意指美麗）等。該日記在文字表現上，特色之一就是流暢，

除了平鋪直敘的文字之外，也有雪映的新詩創作，以及私人

                                                 

5
  「說到日記，我實在太荒廢了。今年一共提了三四次不記下去，這次

應該重新開始的繼續着記。我決心這樣幹。」（雪映，《女明星日記》，

4月 7日，頁 1）。 

6
  「到攝影場去一趟，並且打了許多電話向電影界幾個要好的女明星們

一一辭行。有的要我回來時帶給她們糖果和小禮物，或託買廣東物

件，我都一一記在日記上。」（雪映，《女明星日記》，6 月 1 日，

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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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的內容抄錄。7
 雖然這份日記經過日記主本人的潤飾與

修改，但雪映期望日記盡可能按照原稿付梓，以呈現其當下

的心情寫照。8
 

該日記因為雪映的職業關係，記載了不少 1930 年代上

海電影圈的情況。除了載有幕前的劇組人員之外，亦記錄幕

後女明星之間的交遊網絡。特別的是，雪映自有一套書寫模

式。對於男性名字的記載，大多未使用全名，僅以某君作為

稱呼（例如追求者稱呼莫君、張君、韋君），其餘以暱稱表

現（例如，男演員長腳許、金魚胡，攝影師小陳，記者老滕

等）。但對於導演，則改以全名記錄，如導演墨穆林、鄭應

時、李萍倩、沈西苓等。相對於男性的記載，女性則以藝名

或全名記錄，例如蝴蝶、阮玲玉、宣景琳、嚴月閒、胡萍、

胡笳、黎莉莉、李娟、紫燕、白麗蘭、顧梅君、顧蘭君、陳

波兒、楊秀瓊、袁美雲等，而與雪映親暱的女性友人則以某

姊作為稱呼（惠姊、瑩姊、黎灼姊等）。由此可知，雪映的

日常生活圈寬廣且自由。除此之外，日記記述的空間主要在

上海一帶，但也隨著雪映的電影工作延伸至蘇州、香港、珠

江、廣州等地。換言之，日記的空間並非只侷限一地，記載

場景與活動範圍具有移動性。 

透過《女明星日記》的日記主化名與特殊的書寫模式，

營造一個專屬於日記主盡情揮灑的園地。該一園地並非是孤

芳自賞的秘密花園，而是能與大眾分享與交流的場域。換言

之，日記是幫助日記主再次造訪回憶畝地的工具，也是引領

                                                 

7
  雪映，《女明星日記》，6月 3日，頁 88-89；7月 10日，頁 166-167；

8月 13日，頁 230-239；8月 21日，頁 244-245。 

8
  雪映，《女明星日記》，7月 4日，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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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大眾踏入與瞭解日記主芳心世界的媒介。再者，《女明

星日記》不但記載日記主雪映的現實生活片段，也含有如同

生命故事般的擬真匿名人物、喜怒愛憎與羅曼史的情節，是

現實生活的倒影，也是如真似幻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女

明星日記》以日記作為書寫體裁，一方面以日記主現身說法

的型態進行，讓這一出版刊物更具說服力；另一方面透過日

記本有的私密且自由的空間性，讓有意隱藏與欲蓋彌彰的身

分與事物，難以抵擋在公共領域中讀者大眾想要一窺究竟的

好奇與欲望，而此便是日記引發迴響的主要原因。9
 

三、日記中的生活 

《女明星日記》是電影女星雪映幕前與幕後的日常生活

記事，其中引人入勝的是日記主現實生活的紀錄與內心獨

白。筆者將日記中觀察的資料，分成以下六個方面進行介紹

與分析。 

（一）氣象萬千：上海現代生活與摩登女郎 

日記記載的是 1934 年具有「東方巴黎」之稱的上海，

帶有現代性意味的物質，散佈於上海一帶。10《女明星日記》

當中舉凡─化妝、燙髮、穿高跟鞋、噴灑香水、著性感衣

服、逛百貨公司、打牌、跳舞、聽唱片、看電影、出遊、吃

西餐、抽煙等─共同烘托出摩登味，呈現一種新的生活模

                                                 

9  雪映，《女明星日記》，7月 20日，頁 188。 
10  Sarah E. Stevens, “Figuring Modernity: The New Woman and the Modern 

Girl in Republican China,” NWSA Journal 15: 3 (fall 2003), pp. 8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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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我不是社會主義的信徒，我不能矯情地掩藏我的欣羨的

情緒。」16
 這一席如同自白的話語，誠實地道破摩登女郎的

心聲。雖然她也曾反省自己的消費心態，認為「輕浮，過於

貪得物質上的享受」。17
 但是每每領薪時，她卻難以抵擋購

物欲望，仍踏進永安百貨公司這類的「銷金窟」。18
 承上所

述，日記中透露摩登女郎雪映的內心情感，以及在自我理性

與滿足消費欲望之間的糾結；另一方面，如此毫不隱諱的自

白正是《女明星日記》的特殊性，亦展現該女星的「真性情」。 

（二）五光十射：女演員的職場生活 

《女明星日記》因為雪映的職業身分，含有職場生活記

事，特別是拍攝電影的過程： 

今天要拍的是冬天的幕面，攝影場內佈置着落雪的外

景，在這大熱天，我身上要穿着棉襖，並添厚呢大衣，

真熱得透不出氣來。母親看見時吃了一大驚，以為我

是發了癡，而且面孔上擦着又紅又黑的化妝粉，更看

得目瞪口呆，嘴裏連呼佛爺不置。開拍了外景之後，

我又被移置在屋子裏，一邊燒着火爐，我脫了冬棉衣

睡在被褥厚重的被窩着，這一來真加難受。而且導演

和攝影師準備得很慢，我又不許起身，簡直是活受

罪。等到拍完跳出被窩來時，渾身的內衣胯（部）都

給汗汁濕透了。19
 

                                                 

16
  雪映，《女明星日記》，5月 5日，頁 37。 

17
  雪映，《女明星日記》，5月 30日，頁 76。 

18
  雪映，《女明星日記》，8月 9日，頁 226。 

19
  雪映，《女明星日記》，7月 29日，頁 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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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看來，日記再現了雪映工作實況，並且呈現電影工作

的辛勞。 

除了一般戲劇外，身材姣好的雪映，常應電影需要拍攝

各種鏡頭，裸戲即是刻意安排的戲碼。雖然雪映一再拒絕拍

攝，但導演再三勸說下，期望她「為了藝術而犧牲」，20
 最

後雪映只好附帶不可讓外人窺視的但書，並接受拍攝裸戲的

額外津貼，在鏡頭前妥協寬衣解帶。21
 

日記特別著墨於電影拍攝的片場。承如上述，雪映開拍

裸浴鏡頭的當天，本要求排除外人進入，不料開拍前片場早

已湧入「許多男人……，除了公司裏的人以外，還有許多面

生的體面客人」。22
 這些男性無非是想要一睹雪映的明星風

采。拍攝內景如是，拍攝外景時現場則更為熱鬧。日記曾描

述雪映前往蘇州拍攝外景時，搭好外景的拍攝現場「人聲鼎

沸」，除了臨時演員外，許多想要進入影界的少年與少女們

皆圍繞片場，而影迷們更是一心等待雪映的出現，「帶著紀

念小冊子」央求簽名。23
 透過日記的記載，勾勒出電影片場

中雜亂無章、熱鬧非凡的場景，亦讓人如同身歷其境。 

雪映在電影工作上除了投入各式演出外，與劇組演員的

相處則是日記裡常透露的訊息。雪映總是感覺到來自女星爭

奪角色的壓力。例如，她接到前往廣州拍電影的工作，在與

                                                 

20
  雪映，《女明星日記》，4月 21日，頁 13。 

21
  「最後又說，如果聽令拍成了，將來片子拍完時，還要特別增加給我

的津貼。我說：『如果一定要拍裸浴一幕，必需屏絕一切人的窺視，

除了導演和攝影師以外，不准任何人入內。』導演一口答應了。」（雪

映，《女明星日記》，4月 21日，頁 13-14。） 

22
  雪映，《女明星日記》，4月 22日，頁 15。 

23
  雪映，《女明星日記》，7月 9日，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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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久等。29
 由此可知，在影界女星的職場生活，一方面必須

面對女性的競爭壓力，另一方面亦有來自男性的性騷擾，甚

至下戲後，仍無法脫離女星光環而受到注目與窺視。 

究竟這炫麗的大螢幕具有何吸引力？雪映認為該一職

業相較於其他行業，薪水算是相當優渥的。30
 日記中也多次

將電影酬勞開誠佈公，基本上雪映每月工酬三百元，若是接

拍裸浴等「加碼」演出時，則月薪加倍，或是因電影需要灌

錄唱片，亦可有其他報酬。她也能接拍商業廣告，由此可獲

得商品禮券或奢侈用品，如高級沙發座椅等物品。31
 如此一

來，若是一線女星，生活無虞，經濟獨立不在話下；可是淪

為女配角或二線女星，便有不同光景。《女明星日記》中，

與雪映情同姊妹的演員惠姊，在首篇日記中即出現借錢一

事，而在四個半月的日記中，幾乎每月都有借款紀錄。32
 雪

映十分體諒惠姊，因為女配角「每月領薪七十元，什麼都不

夠用」，33
 所以經濟許可的她，總是大方借貸，並且招待惠

姊去餐廳、舞廳、購物等，兩人互相照應，呈現在異鄉工作

的女性相互支援之姊妹情誼。另一方面，看似五光十色的電

                                                 

29
  「在盥浴間洗浴時，浴間太熱了，我便把小窗打開，不料又給對面樓

那個洋行小鬼偷看着了。」（雪映，《女明星日記》，4月 9日，頁 3）；

「他按脈溫後，又說要聽胸部的肺拍，連襯衣都非脫開不可。我反抗

無效，竟依了他，把那聞症筒在胸部移動，怪肉癢的。那副眼睛竟半

開半閉地，還好素莉隨侍在旁我也不怕他的。後來確是聽得出乎意外

的長久，我知道這登徒子醫生在故弄玄虛了。」（雪映，《女明星日

記》，5月 23日，頁 67-68）。 

30
  雪映，《女明星日記》，8月 3日，頁 212。 

31
  雪映，《女明星日記》，5月 2日，頁 32-33、7月 11日，頁 169-170。 

32
  雪映，《女明星日記》，4月 7日，頁 1。 

33
  雪映，《女明星日記》，5月 11日，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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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又要以為是失了真實。至於裸腿卻有意想不到的效

力，他們欣賞後還會舉以示人。是會增加一般讀者對

於女明星們的神秘觀念的。57
 

果真如雪映的猜測，在記者採訪後報上登載的訪問紀錄：「電

影欄登載該報記者前天的訪問記，對我稱贊有加，其中描寫

對我的印象說：『秀髮鬈曲垂於香肩之上，晨粧甫畢，豔光

照人。紫羅蘭衣之下，裸腿不襪，泛出桃紅之色，令人愛不

忍釋。』」58
 雪映在日記中更沾沾自喜，認為她的化妝術，

已經攫住一般男性的目光了，更由此可見她對於女體裸露具

有掌控力，精於計算個人的裝扮與形象，適時展露女性曲

線，發揮女星的魅力。 

（五）流言蜚語：電影花絮與小道消息 

身為女星的雪映常成為媒體報導的對象，許多記者為了

博取版面，常常主動造訪片場，日記載道：「有三個嗅覺靈

敏的當地記者襲來了，上門要找導演，但逢到導演談沒幾句

話，又說要訪問貴女明星了。本來這是醉翁之意，……。結

果我和惠姊又變成被記者審問的女囚犯了。」59 依據日記所

載的影劇版報導，大致可分成三大題材：第一是關於女明星

的合約問題。如同某日早晨，雪映翻開報紙的記載：「今早

起身拿報紙一看，不覺吃了一驚。原來 X報電影欄內登了一

條小新聞，說我已經要脫離本公司而改進 XX公司了。並且

說我最近每天到該公司去找那老板談條件，真是白天見鬼。

                                                 

57
  雪映，《女明星日記》，4月 24日，頁 18-19。 

58
  雪映，《女明星日記》，4月 26日，頁 22。 

59
  雪映，《女明星日記》，7月 16日，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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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那曾到該公司去呢？完全造謠。」60
 這樣的不實消息

層出不窮，而每當謠傳報導一出，多半影響雪映的拍戲情緒，

但無可奈何的是，她無法控制媒體空穴來風的不實報導。 

其次，是關於電影演出的評論。在雪映主演的電影首映

後，報上隔日立即出現電影評論： 

連日報上刊載我在新片中的表演，雖然都承認是我兩

來年最進步的作品，但負有權威的 X 報，卻吹毛求

疵，說這裏不好那裏不好。趣味淺薄，意識模糊。該

刊的編者是我認得的，他無疑是存心同我搗蛋。當第

一次我離滬時試片一次，已經罵過一次了，好像還沒

有罵夠，這次又來這一套。61
 

對於此般惡意中傷的評論雪映非常不滿，不但在日記中留下

紀錄之外，隔天在舞廳遇到記者時，甚至當面詢問：「最近

你在報上所發表的文字，我很佩服。不過關於我在新片中的

表演，如果成績不好，儘可作嚴正的指教批評，但何必對我

屢次謾罵呢？」62
 由上可知，當雪映成為受挑剔的報導對

象，會勇於在公開場所主動提出異議。 

第三是對於女明星私生活的點滴。「某某小報登載我在

蘇州與男演員有苟且的行為，又說我和導演已秘密訂婚了，

真是氣死人。」63
 或載道：「前次和我訂約的木器公司連日

在各大報登載我的照像和介紹詞，今天有兩個小報在諷刺我，

說我惟利是圖，不惜以女明星的地位做商品的裝飾品。」64
 在

                                                 

60
  雪映，《女明星日記》，5月 6日，頁 38。 

61
  雪映，《女明星日記》，7月 4日，頁 155。 

62
  雪映，《女明星日記》，7月 5日，頁 158。 

63
  雪映，《女明星日記》，4月 20日，頁 12-13。 

64
  雪映，《女明星日記》，5月 30日，頁 76。 



144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22期 

日記中這類的報導常令雪映感到忿忿不平，無稽之談或武斷

的評論危害其電影工作與形象。不過，由於無法獲知雪映的

真實身分與存在有無，更難以進一步評斷報刊所載其消息真

偽，遂使得《女明星日記》在此一部分的記載上存有疑慮，

記載的訊息也可能存有虛實交雜的情況，導致該一日記產生

無限的詮釋空間。再加上《女明星日記》的出版，由私密的

記述轉向公眾領域的流通，無法確信撰主是否因應讀者大眾

對於個人私領域偷窺的欲望，因而捏造或渲染報導亦或是為

自己辯駁的可能性。在此之下，不是反對日記中所有紀錄，

而是應謹慎處理日記中提供訊息和思考可能的解釋，並且想

像資料如何產生以及如何被記憶的問題。 

（六）人生如戲：羅曼史與婚姻事業 

雪映在日記中一一記下生活點滴，更包含其愛戀情懷與

男性相處情況。曾有過一段婚姻的雪映，在離婚後她無心於

愛情與婚姻，選擇以工作、藝術為先。不過，從日記的開始

至末端，追求她的男性從未缺席。日記前半段最常出現的是

張君，他常和雪映約會，日記載道： 

昨晚張君強拉著我去維也納跳舞場去，直到今早上午

三點才送我回家。張君是這樣的熱情，簡直把我弄怕

了。他借着『惜別』的好題材，居然想在我身上做文

章。要我跟他走上婚姻的途徑，我便老實告訴他，我

對他有很好的印象，但我以為走上婚姻路上去不一定

是幸福的。我現在還熱中〔衷〕於從事影業，別的事

只好暫擱一邊。65
 

                                                 

65
  雪映，《女明星日記》，5月 31日，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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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  論 

本文試圖勾勒 1934年雪映的《女明星日記》片段內容，

並且剖析日記中的要點。《女明星日記》與同時代的女性日

記具有一個共通性，即日記大多是短時期或特定時間留下的

紀錄。82
 而這彌足珍貴稀有的女性紀錄，正可從女性自身出

發，瞭解其生命歷程和勾勒生活面貌，並且補充官方檔案或

男性留存資料中缺乏女性聲音的缺憾。相較於其他女性日

記，《女明星日記》亦具獨特性。該一日記記錄電影圈職業

女性的生活點滴，在職場中日記主雪映工作艱辛，不得隨心

所欲接拍電影，甚至有時必須配合劇情需要而妥協拍攝裸露

鏡頭。此外，還必須與女星相互競爭角逐女主角，亦遭遇異

性的性騷擾，雖然薪資較為優渥，但社會地位並不高。以上

皆是日記中一一記述的電影圈職場實錄。另一方面，離開螢

光幕的雪映，在日常生活中穿衣打扮講究時髦，注重女性曲

線，使用現代性的商品，享有如逛百貨公司、打牌、跳舞等

休閒生活。不論臺上臺下，都受到影迷的關注，並且吸引許

多追求者，她憧憬浪漫的愛情，卻無法逃脫婚姻與職業的糾

葛。透過《女明星日記》的職場與日常生活記事，可勾勒出

1930年代職業女性的面貌。不過，該一日記記載多半是個人

的瑣事，對於社會潮流、國家時政等大命題較少著墨。與之

較為相關的是，雪映的摩登裝扮與現代新式的生活型態，與

                                                 

82  王東傑，〈一個女學生日記中的情感世界(1931-1934)〉，《近代中國

婦女史研究》，期 15（2007 年 12 月），頁 211-254；許雪姬，〈介

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女性日記─由陳岺、楊水心日記談起〉，《近

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6（2008年 12月），頁 227-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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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環境互動之故，亦可視為當時上海邁向現代化的縮影。 

《女明星日記》是以女性生活為主的紀錄，透過雪映的

交遊網絡可見當時不同職業、階級及地域女性的形象與生活

實態。就雪映從事的電影界而言，她在男性為主的電影圈運

用女性的身分，展露曼妙與性感的曲線，試圖在職場中嶄露

頭角。透過日記可窺見她的能動性，與異性相處，時而親密

與和諧，時而又帶有緊張與衝突；並且日記中亦透露當時代

女性有時必須妥協，倍受來自異性的侵擾或是新聞媒體的攻

訐。 

此外，雪映書寫日記是生活實踐的一部分，她依據每日

發生的事情吐訴內心的感想，日記中常常毫不掩飾地表達自

我感受與欲望，亦偶有對不滿的事物加以批評。日記本屬於

日記主有意識地私密創作場域，在出版後是否改變？若就日

記外部書寫形式觀之，除了牽涉較為敏感的人名、報刊名一

一遮掩之外，大部分的日記內容都赤裸裸地呈現；而且以日

記作為書寫體裁，似乎更能引起讀者大眾的共鳴與好奇。若

就日記的內容觀之，雪映並未掩蓋自身負面形象與自我內心

獨白。例如，責怪自己的物質欲望、為不實報導向記者理論、

與其他女星對戲時逞兇鬥狠、承認自己離婚，以及與多位男

性的曖昧等，均顯示雪映性格的率直與獨特。 

不過，由於難以印證雪映的真實身分，以及隱匿姓名者

的確實性、負面新聞報導的原委、如同羅曼史情節的戀愛過

程等，遂使得日記難以摒除虛實交雜的可能，也無法界定有

待釐清部分是否為日記主的建構或想像，抑或他人假借而呈

現這般如同現身說法的斑斑紀錄。另外，就《女明星日記》

的書寫與出版而言，日記陳述內容並非八卦小報般窺伺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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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星的私人生活，或是作為自身炫耀與辯駁的工具，而是一

個抒發情感與表達心聲的公開園地。只是應該思考的是，雪

映如何在公∕私領域、出版∕書寫日記之間取得平衡，而此

亦挑戰了研究者運用該一史料時，應將其歸類為如實陳述的

日記，抑或具有擬真情節的日記體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