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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I 

内容摘要 
 

作家日记是作家生命历程的重构和再现。现代作家日记的写作和出版实绩足

以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景观，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它的深入研究远远不

够。本文立足日记本体，试图从历史学、文体学、心理学、文化学、美学、传播

学等多角度深入，探讨现代作家日记这一文学现象的本体特征、社会功能、审美

规范、意义价值等方面，初步建构起一个自足的理论体系。以多元 放的新模式，

不断拓宽和延伸日记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路和领域。 

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主体内容共七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三

章，总论日记的源流、本体特征及价值。 

第一章源流论，旨在在中外日记传统的纵横坐标系上为中国现代作家的日记

定位。中国传统型日记萌芽于唐，发展于宋，而盛于明清。西方现代日记起源于

文艺复兴时期，17 世纪以后在英国等西方国家逐渐兴盛起来。西方日记区别于

中国传统日记的地方在于，它能 大程度地反映人的个性和真实的内心世界，显

示出人的主体性和自由的精神。这也是现代日记的核心内涵。中国现代作家日记

偏向于西方型的日记，它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且成果十分丰硕。  

第二章本体论，主要以现代性为着眼点，分析现代日记作家的主体意识和现

代日记的文体特征。现代作家日记的发生源于五四以来对“人”的重新发现。透

过作家日记我们能感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真实的人格形象和生命呼吸，也能体悟到

这种现代文体特有的自由、灵活、真实的语体风格。 

第三章价值论，重点关注现代作家日记的社会史、思想史、文学史以及审美

价值。作家日记与现代政治运动的进展、阶级斗争的起伏以及社会背景的转换联

系紧密，作为正史的佐证补充、丰富深化甚至于纠偏调整等功能使它具有很高的

社会史价值；思想史研究关注的是思想者个人或者思想者群体在具体语境中思想

的产生和传播，许多现代作家日记充分地展示了作家本人深邃敏感的哲思及其演

变脉络，因而越来越成为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作家日记与现代作家的作品之

间往往存在互文关系，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之中，日记参与构成的互文网络已成为

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饱含情感态度的生活内容和优美精巧的话语

体式是作家日记美感因素的主要来源，如今日记独特的审美价值亦日益被大众所

认知和接受。对于各种日记价值的深入理解和反思，有利于我们全方位探询现代

作家日记的意义和功能，给予它在现代文学史和人类精神现象史上以准确定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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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第二部分包括后四章，主要是鲁迅、胡适、吴宓、郁达夫日记的个案研究，

目的是立足于日记写作的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从多种角度立体观察和深入剖析现

代作家日记。 

第四章研究《鲁迅日记》的表层话语形态与深层作家主体精神之间的复杂关

系。《鲁迅日记》是一个极为简略但很系统完整的叙事文本。其中既没有对外在

社会环境的记载，也没有个人真实感情的流露，这迥异于日记常态，也违背读者

的阅读期待。其实鲁迅对日记文体有精准的把握，鲁迅日记作为“写给自己看的”

文本，体现了他内心的真实，即对世界的虚无与绝望。而鲁迅的可贵之处在于依

靠写日记的具体行动来反抗虚无，确证自己的主体存在。 

第五章研究《吴宓日记》所呈现的作家个性心理世界及其所具有的文化心理

功能。《吴宓日记》如实记录了新旧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在一代知识分子身上，

尤其是内心深处引发的巨大冲突和震荡。《吴宓日记》作为私人叙事的文本，承

载着独特的个体生命体验，同时履行着自我认知和自我治疗的功能。它体现的是

吴宓在中西文化冲突中身份失落的焦虑，以及重新寻找身份认同的艰苦努力。 

第六章研究《胡适留学日记》在公共空间中的文化传播及其历史意义。《胡

适留学日记》是胡适生前唯一被刊布的，也是传播 广、影响 大的日记。它先

是在《新青年》上连载，后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留学日记》虽然是私

人文本，胡适却成功地使它走向公共领域，参与现代文化生产和舆论空间创造，

并且通过它实现了自我形象的塑造和五四记忆的建构。 

第七章研究《郁达夫日记》作为文学性文本的审美属性及价值。郁达夫是现

代日记文学的“始作俑者”。其对日记文学的偏好源于他对文学主观真实性的追

求。郁氏日记的形象主体并不是现实的翻版，而是自我的幻象，是小说中“零余

者”形象的补充和延续。郁氏日记文本兼容史料和审美双重性质，其审美特性不

仅体现在语言形式上，还包蕴在对自身生存状态、生命意义的思考和感悟中。 

 

 
关键词：现代作家日记；“人”的发现；源流论；本体论；价值论；个案研究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Abstract 

III 

Abstract 
 

The writer’s diary is the reconstr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his or her life 

experiences. The achievements of modern writers’ diary writing and publication 

sufficiently constitutes a major spectacle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research, 

however, for a long time, an in-depth thorough research on them in academic circles is 

not enough. Based on the text of their diaries, from the multiple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stylistics, psychology, culture, aesthetics and communication, this thesis tries 

to inquire into diary’s ontology characteristics, social function, aesthetic standards and 

meaningful value so as to construct a self-sufficient theory system, thus broadening 

the train of thoughts and extending the field of diary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with open 

and plural new patterns. 

Beside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this thesis consists of seven chapters and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ncludes the first three chapters, which mainly 

discuss diary’s origin, ontology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discussion of diary’s origin, which locates the posi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diaries under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diaries. 

Chinese traditional diary originated from Tang dynasty, developed in Song dynasty, 

declined in Yuan dynasty and flourished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y. Western 

modern diary originated from Renaissance and became flourished in western 

countries such us Britain since 17th centur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estern diar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diary lies in that western diary reflects the writer’s personality and 

genuine inner-world to a large degree and thus shows man’s subjectivity and free 

spirit, which is also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modern diary. Modern Chinese writers’ 

diaries prefer western diary and they experienced different developing stages with 

fruitful achievements. 

The second chapter mainly discusses ontology of diary. Focusing on modernity, 

it analyzes modern writers’ subjective awareness and modern diary’s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The appearance of modern writers’ diary originated from the 

re-discovery on “man” since May Fourth Movement (1919). Through reading these 

diaries, the readers can perceive the true personality image and life experience of 

modern intellectual and feel their free, flexible and genuine writing styles. 

The third chapter is the value discussion which mainly pays much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intellectual and literary history and aesthetic value of modern writers’ diaries. 

Closely connecting to the progress of modern political movement, the ups and downs 

of class struggles as well as the shift of social background, the writers’ diaries can 

provide a lot of materials that orthodox history lacks. The researcher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concern about the emergence and communication of thinking by the individual 

thinker or group thinkers in the concrete context. The writers’ diaries, as the 

self-orientating writings,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important object of 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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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There always exists the inter-textual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riters’ 

diary and their works. Only through putting the works in the inter-textuality net 

behind them can one interpret their connotation reasonably. The emotional life content 

and elegant discourse style are the main sources of aesthetic value of the writers’ 

diaries. A deep-going understanding and reflection of various diaries’ value helps the 

readers make an all-round inquiries about the meaning and function of modern 

writers’ diary and thus locate and evaluate it accurately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terature and human spiritual phenomenon. 

The second part includes the last four chapters, which is mainly the cas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 Luxun, Hushi, Wumi and Yu Dafu’s diary with the purpose of 

deeply observing and analyzing the modern writers’ diary from a multiple 

perspectiv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of their 

diary writing. 

Chapter four studie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perficial discourse 

form and deep subject spirit of the writer in “Luxun’s Diary”, which is an extremely 

sketchy yet systematic narrative text in which Luxun neither recorded the external 

social environment nor revealed his genuine feeling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normal keeping of diary and also against the reader’s reading expectations. In fact, 

Luxun’s Diary, holding on the diary style firmly and being the text “written for 

himself to read”, reveals his true inner-world of despair and nihility toward the world. 

And what is valuable in Luxun lies in that he fight against nihility to affirm his 

subjective existence by depending on diary writing. 

Chapter five studies the writer’s individual mind world and its cultural 

psychology function of “Wumi’s Diary”, which faithfully recorded the great impacts 

on the inner heart of the intellectuals caused by social shift and cultural reform. As the 

private narrative text, Wu’s diary contains unique individual life experiences and 

performs the function of self-cognition and self-treatment and it reflects his anxiety of 

identity loss in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s well as his 

strenuous efforts to rediscover identity recognition.   

Chapter six studies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public sphere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Hushi’s Abroad-study Diary”, which was the only 

published, most popular and wide-spreading diary during Hushi’s life time. It was first 

published on the “New Youth” in series and then printed by the Shanghai YaDong 

publishing house. Although as a private text, Hushi successfully brought it to public 

domain and made it participate in the modern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public opinion 

creation, and thus realizing his self-image build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y 

Fourth memory. 

The last chapter studies the aesthetic properties and value of literal text of “Yu 

Dafu’s Diary”. Yu Dafu is the “initiator” of modern diary literature, whose preference 

toward diary literature comes from his quest for the literature’s subjective tru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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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 

image subject in Yu’s diary is not the mere copy of reality but his own imagination, 

the supplement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superfluous person” image in his novels. Yu’s 

diary contains the double qualit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aesthetic value, of which 

the aesthetic quality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language style but also included in his 

contempl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existing state and meaning of life. 

 
 

Keywords: modern writers diaries; discovery of “man”; discussion of origin;  

ontology; discussion of value;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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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1 

绪  论 
 

一 研究的缘起 
    日记文体是 具民间性的言说方式。不论著名作家或一般民众，不论在古代

或现代、中国或外国，记日记都是很平常的生活之事。一般来说，日记的主要特

点就是面向自己进行写作，表述的是个人经历和内心活动；它是一种 纯粹、

隐秘的私人著作，是作者与自我之间的文本交际。托尔斯泰在他的名著《复活》

中，曾借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之口说，写日记“不是什么孩子气的事，而是跟自己

的我，跟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的、真正的、神圣的我，谈话。”日记保留了丰富的

心灵消息，而阅读别人的日记是我们力图走进他人心灵世界的一条捷径。日记具

有多方面的潜在价值，学界流行这样的说法——“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

正凸显了日记对于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特殊重要性。 

对于作家而言，作为有良知的文化人，特殊的知识结构和生存方式，决定了

他们敏感而多思。面对同样的人或事，其感悟往往比常人更繁复深刻。因此，作

家日记往往情思细微，意蕴厚重，具显感性生命的骚动。而研究作家日记也就能

探测出这一特殊知识阶层的个性气质、性格特征以及丰富的内心世界。鲁迅先生

早就说过：“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

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① 

作家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丰富而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国现代作家融入和干预社

会的时期，正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巨变时期。20 世纪的阶级斗

争、思想变革、文化演进、风俗移易等信息，在现代作家日记中都会有直接的反

映或间接的折射。现代作家的日记因而就具有了社会转型期实录的史料特性，以

及思想史、文化史价值，并因其视角的特殊性而显得弥足珍贵。 

作家天然具有写作素养。现代作家个性鲜明，融贯中西，“以大气度、大手

笔写日记，自会显得不事修饰，无意加工提炼，但却具有简约质朴、浑然天成的

本色。落笔行文，超然于创作著述的规范之外，一任生命之泉自然流淌，或洋洋

洒洒，或两语三言，其聪慧，其机敏，其修养，其学识，其才气，其情性，尽在

字里行间，言语优美而意味无穷。”② 

现代作家日记是作家自我生命历程的重构和再现，是留待后人解读的鲜活的

                                                        
①鲁迅：《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鲁迅全集》第 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15 页。 
②陈漱渝、李文儒：《编者的话》，《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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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而我们对作家日记的探索和质询，往往既是看重它的史料和审美价值，

更把它当成打 中国现代知识者心灵奥秘的一把钥匙。毫无疑问，百年来作家日

记写作和出版实绩足以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乃至史学研究的重要学术领域，但我们

学界对它的关注却远远不够。当然，不是说人们没有研究过它，只不过多数学者

对现代作家日记的“言说”尚停留在感性的或资料运用的层面上，缺乏总体的观

照和理论的提升。就笔者的观察， 近几年来无论是对现代作家日记创作状况的

梳理，还是在学理方面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学界都没有做出太多实质意义上的

推进。因而撰写这样一部论著，融日记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为一体，寻找中国现

代作家研究和现代文体研究的新的可行性路径，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这

项工作所具有的创新诱惑和潜在的理论价值，也成为笔者选择本课题作为研究对

象的重要动因。 

 

二 研究的现状 
据现有资料来看，国外的学者已从若干角度对日记做过许多出色的研究。

1923 年英国学者阿谁•崩松倍（Arthur Ponsonby）在梅休因出版社出版《英国日

记：从 16 世纪到 20 世纪的英国日记回顾及日记写作介绍》的小册子，详细介绍

了从文艺复兴后期到上世纪初英国日记的写作概况。1945 年美国出版由威廉·马

修主编的《美国日记——1861 年前美国日记目录汇编》。编者在前言中陈述了他

阅读美国日记和编纂此书的原因，认为这些散见于期刊、家史、传记以及各种地

方志中的日记，为研究美国历史提供了大量的资料。1963 年法国人阿兰•吉拉尔

（Alain Girard）出版关于日记的理论著作《日记和人的概念》；1978 年德罗兹出

版社出版格勒诺布尔研讨会的论文集《日记和它的文学形式》；1988 年费德出版

社出版皮埃尔•埃贝尔著《魁北克的日记，结构，演变和接受》；1988 年克兰克

西子午线出版社出版勒内·鲁罗著《日记研究，一种蕴涵理论的素材》；1990 年

阿蒂埃出版社出版皮埃尔·帕歇著《灵魂晴雨表，日记的诞生》。这里要特别提

到法国文学批评家贝埃缇斯·狄迪耶（Beatrice Didier）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日

记论》，这本论著分别从社会历史、精神分析以及文学性质三种角度诠释日记的

意义，“细致且丰富地阐述面对日记时种种视觉面向的可能性，展现她对日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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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进行分析时的独到见解。”①此外，1982 年日本国书刊行会出版日本学者玉井

幸助的《日记文学概说》。该书主体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的日记；第二

部分是日本的日记；第三部分是日记年表略。中国的日记主要考察历史与日记、

中国日记的源头及分流、初期的日记、宜州家乘以后的日记、中国日记年表、中

国日记分类书目等内容。日本的日记主要讨论日本日记的本质、日本日记的发生

与展 、平安时代的公日记和私日记、歌合等的日记、镰仓时代以后的日记等内

容。全书尽管是中日两国日记的综合性研究，但该书的重点是对日本日记的研究。

关于中国日记的研究，只占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基本上是以目录学的方法对中

国日记进行一种较为系统的梳理。② 

目前国内关于日记文体的研究，还处在 创阶段，专门论著和文章不多。其

中 突出的是被称为“中国日记史研究第一人”的陈左高先生的两部著作《中国

日记史略》（1990 年 10 月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初版）和《历代日记谈丛》（2004 年

5 月上海画报出版社初版）。1988 年至 1990 年间南京师大出版的《文教资料》曾

推出三个《日记学研究专辑》，收录林乐齐辑《现当代日记书目提要》和《现当

代日记篇目选录》、孙继林辑《现代外国日记译作书目提要》等资料，发表乐秀

良等《建立中国日记学的初步构想》、张文华《日记的真实性与体式探微》、徐群

《残简遗墨见真情——记应修人日记》、丁丁《现代日记名篇的锦集——介绍林

乐齐编著的〈现代日记文学〉》等文章，较早倡导建立中国的“日记学”。而 2012

年由古农主编的《日记品读》、《日记漫谈》、《日记序跋》、《日记闲话》等系列图

书，“可以说是日记学 始成型的一个象征”。③程韶荣的《中国日记研究百年》、

钱念孙的《论日记和日记体文学》、赵宪章 《日记的私语言说与解构》和《日记

的形式诱惑及其第一人称权威》、邹振环的《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 》是近

年出现的非常有分量的专门研究日记文体的理论文章。而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所

著《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2007 年 3 月台

北联经出版公司初版）对顾颉刚日记的精彩解读，江勇振所著《舍我其谁：胡适》

第一部（2011 年 4 月新星出版社初版）对胡适早期日记的独到分析，都在“考”

和“注”上下足功夫，令人耳目一新，为近现代历史人物的日记研究提供了经典

                                                        

①
许雪姬编：《日记与台湾史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2008 年，第 116 页。 

②邹振环：《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古代中国：传统与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07－334 页。 
③祝晓风：《作为历史文化景观的日记及其出版》，《博览群书》201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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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例。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作家日记作为重要文献资料被广泛地运用。但把

它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加以深入探讨却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更遑论综合性的

观照和把握。据陈子善先生所见，第一部系统研究现代作家日记的专著是包子衍

的《〈鲁迅日记〉札记》（1980 年 5 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初版），作者以几乎大

半生的精力研究《鲁迅日记》，厚积薄发，出版了这部虽仅 15 万字却有分量的

《鲁迅日记》研究成果，书中把鲁迅的新文学创作与日记记载互证的研究路径，

尤具启发。①
 

在论文方面，仅有《鲁迅研究月刊》、《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

刊》等刊物上的少量学术文章，对鲁迅、郁达夫、朱自清、吴宓、刘呐鸥、苏雪

林等人日记的有关问题做过研究，取得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比如日本学者渡

边新一的《论〈鲁迅日记〉中空白的一日》，详细论述了《鲁迅日记》中 1932 年

1 月 31 日空白及其后五天只写“失记”的原因。彭小燕的《从“沉默鲁迅”

（1910-1917）的日记和汉画收藏看鲁迅反击生命虚无、实施自我救赎的可能性》

指出在“沉默鲁迅”的日记中闪烁着作者内心难以割舍而又暂时处在“沉埋”状

态的人间关爱情怀和自我生命向往。刘增杰的《论师陀书信日记的文学史价值》

认为师陀的书信日记给后人留下了眺望一代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窗口，由此可以

进一步探寻形成作家创作风貌的外部环境以及制约作家创作心态的内在心理动

因。徐葆耕的《圣者的忏悔——读〈朱自清日记〉》和《中国第一忏悔录——读

〈吴宓日记〉》把朱自清日记和吴宓日记都看成是中国的忏悔录，认为从日记中

可以看出这两位现代中国重量级文化人物的思想、心态和行为的细节，带有相当

深度的真实，也凸显了他们人格的纯真与纯粹。商金林的《朱自清日记中的闻一

多》和《亲切的自叙传形象的编年史——〈朱自清日记〉研究之二》“考”、“注”

并重，把日记看成是朱自清的珍贵的自叙传，分析其多方面价值，并从日记内容

阐幽抉微，以确凿的记载细致梳理朱自清与闻一多两位学界巨子的关系，体察二

者的互动及相互的影响。沈卫威的《吴宓的志业理想与人生悲剧——前期日记解

读》从志业和职业、人文主义理想与浪漫情怀两个角度解读吴宓前期日记，揭示

其志业理想和爱情婚姻观的矛盾和扭曲之处，细致入微地展示其内心的冲突，并

认为日记所具有的“自传似思维”是吴宓进行自我治疗，使他不至于陷入疯狂或

                                                        
①陈子善：《略谈日记和日记研究》，《文汇读书周报》2011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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