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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成長小說是德國文學術話，它有特殊的生成背景，主要是十八世紀德國理想主義孕育而成

，因此成長小說具有文化和哲學方面的回聲。成長的意義在於個體尋找自我的過程，藉由心靈
在現實世界中的准控體以體會生命的各種價值，形成完整的人格，獲得自我了解。其特色有形

式冗長、高度自傳性、缺少斷然結局．．．．．．等。典範之作是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
。而成長小說也在英美開枝散葉，形成各自的文學傳統。但與德國作品相較，英國的成長英雄
較具社會壓力，而美國的英雄則較少以融入社會為結局。二十世紀的中國與台灣，雖然並無成

長文學的傳統，但也有不少關於成長主題的創作，並興起研究的熱潮，但屬於我們的成長小說
的發展脈絡應被建立。由德國的傳統而下，「成長小說」不斷有所開展，是一個可被擴充定義
的文類。

關鍵字：成長小說，興起，流變。

Bildundsroman, home to humanitatsideal(ideal of humanity) ,is a Germany literary term, and
has both cultural and philosophical resonance. It concerns the process of forming the wholeness of
personality ahd acquiring self-realization of the individual whose inner mind is impacted by realistic
situation during searching for himsel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genre are diffusiv巴， self-reflective,
and empty of determined endi月﹒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Bildungsroman is Goethe ’s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In American English literature, Bildungsroman is expanded and developed. On
one hand, Germany fictions rarely po此rayed societal pressure than English ones. On the other hand,
Germany hero is adapted to the society while the American hero is not. Now in Chinese and Taiwanese
literature, there are so many writings highlighti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nd rising the interests
to study. We should build our own sequence of the works about adolescent. From the Germany ’s
tradition, Bildungsroman has always been a richer exploration and it ’s definition should be expanded.
Key words :Bildundsroman, arising, variation

。過識教育一博學期刊

一、削昌

「成長」是世界文學中一個源遠流長的母題，在文本中有著豐富而複雜的呈

現方式。在人生發展過程中，「成長」是一種特殊的生理、心理現象，意味著在生

物、認知、情感、社會四方面「成年能力形成及成年責任心的產生」﹔ 1 十八世紀
興盛於德國的「成長小說」正是書寫「成長」的著名典型 。 今日兩岸研究成長小說
者眾多，此文類實有「正名」的必要，畢竟成長小說有相應的背景﹔亦有特殊的形

式與內涵。本文將追本溯源，意在釐清成長小說在外延或內析上的諸多爭議﹔並將
中國／台灣式的「成長小說」略做評說。

二、成長小說的起源
（一）成長小說釋名
成長小說，譯自「 B ildungsroman 」’是德文術語。在十九世紀（ 1820年）德
國都伯特大學教授摩根斯頓（ K訂l

van Morgenstern ）放進「課程用語」和文、哲學

家狄爾泰（ Wilhelm Dilthey ）引為「文學批評術語」之後，這個文類的概念從此鋒
芒外露。

分析Bildungsroman這個術語，「 Bildung 」有形成、發展（德Entwicklung
／英development ），以及教育（德Erziehung I 英education ）或文化（德 Kultur I
英 culture ）等主要含義﹔而「 Roman 」則是小說之意。創此術語的摩根斯頓對

「Bildungsroman」這個文類的定義如下：
「 Bildungsroman 」這名詞，基本而首要的，是以它的主題材料為

主，因為它描述英雄的塑造和成長到一個成熟的特定階段 。 其次，因為它
藉由這些描述，比起其他種類的小說，促使讀者的成長達到更大的範園和

限度 。 2

另外，最著名的就是狄爾泰（ Wilhelm

Dilthey ）對成長小說如下的評論：

I James 0. Lug刃， 陳德民等譯〈人生發展心理學〉 （上海：學林出版社， 1996年），頁541 。
2 Swales, Martin. The G前man Bildun!!sroman from Wieland to Hesse ’ ( Princeton, N.J. : P討 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78 ） 頁 12 。

論成長，l、設的興起與瀾

。

在個體生命中觀察一段調節（整）的成長，成長的每個時期都有各自
顯著的價值，且同時是更高階段的基礎。生命中不一致和衝突的出現是必

然的成長特徵，個人須透過它，在自己的旅程到達成熟和和諧。而人類的

最大快樂就是發展成統一而有價值的存在。 3
關於一個年輕人的歷史，他以無知的愉悅狀態走進生命，尋找靈魂，

經歷友誼和愛情，對抗世界的艱難現實，然後獲得許多經歷，變得成熟，
最後找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任務。 4
成長教育小說同所有較平的傳記體小說的區別在於，教育小說自覺

地、富於藝術地表現一個生命過程的普遍人性。它到處都同萊布尼 ;ff_ 所創
立的新的發展心理學有聯繫，也同符合自然地跟隨心靈的內部進程進行教

育的思想有聯繫。．．．．．．歌德的《威廉﹒邁斯特》比任何其他小說更開朗、
更有生活信心地把它說出來，這部小說以及浪漫主義者的小說之土，有一
層永不消逝的生命之樂的光輝。 5

陶德﹒孔傑（ Todd

Curtis Konje ）歸納狄爾泰的定義，認為有五項重點：（ 1 )

對主要人物有成長（或言形成、栽培、教育、形塑）的觀念，而這個主要人物通
常是年輕人﹔（ 2 ）個人主義，特別在強調主角的獨特，將他的思考與生活列為首

位，雖然這是時代與文化的典型﹔（ 3 ）有傳記的成分，通常由作者私人的生活提
供，即狄爾泰所說的「特別個人的生活」﹔（ 4 ）與心理學問真有聯繫，特別是新

興的發展心理學﹔（ 5 ）將人文的觀念、及對人類的潛力有完整的了解列為生命的
目標。 6他並補充：
在狄爾泰的定義中，他強調整體人格的培育典和諧的發展，最後完成

物質與精神二者幸福融合的目標。成長小說的行動是一條適切的直線：從
錯誤到真理，從疑惑到清楚，從不確定到確定，從天性到靈魂。而令人驚

訝的是，正規教育在成長小說中並無扮演深具意義的角色。 7

3 Swales, Martin. 前揭書，頁3 。
4 Hardin ,James. (Ed. ) “ An Introduction" , Reflection and Action : Essays on the BildunE!sroman (Columbia: U of
South Carolina P. 1991 ），頁xiv.
5 威廉﹒狄爾泰 〈體驗與詩〉

（北京：三聯書店， 2003年 10月），頁324 325 。

6 Konje, T. C. The German BildunE!sroman : Historv of a National Genre (Columbi時， S.C.: C amden House. 1993 年
），頁 135 。

7 Kon戶， T. C. 前揭書，頁 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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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一些盎格魯撒克遜小說批評家的觀點不同外， 8大多數學者都認為維蘭

德（ 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的《阿伽通的故事》
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

( Geschichte des Agathon ）和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這兩部小說，

開啟了歐洲成長教育小說的先河。

（二）異名辨析：成長小說與教育小說
狄爾泰之後一些德國學者，諸如葛哈德（ Melitta Gerhard ）和柯恩（

Lothar

Kohn ）試圖去分辨成長小說與其他相似小說的差別。他們認為發展小說

( Entwicklungsroman ）是重在發展的小說﹔教育小說（ Erziehungsroman ）是
重在教養、養育的小說﹔而「 Kunsterroman 」是藝術家的成長小說。 9 此外，
學者斯法爾斯（ Martin Swales ）比較成長小說（ Bildungsroman ）與教育小說

( Erziehungsroman ）、發展小說（ Entwicklungsroman ）這些術語下了這樣的定
義：教育小說（ Erziehungsroman ）是狹義地教育性的，此術語可用於以某一中
心人物涉及接受某些價值，或學習某些知識教訓為全書核心的作品。而成長小

說（

Bildungsroman ）則因為關注更冗長散漫的個體成長過程，所以更加全面。

它包含人類賴以生存的豐富文化和成串價值，而不只是特定教育性的完成，因

此它是兼其文化和哲學回響的術語。 10兩者差別在於，教育是技術性的，是狹窄
片面的﹔而成長在經驗上是豐富的，在哲學層面上是廣泛的。 11 至於發展小說

( Entwicklungsroman ），與成長小說（ Bildungsroman ）相較，承載較少的情感和
知性的穩定力量，可以說是較中立的指涉。 12

蘇珊﹒哈得（ Suzanne Hader ）亦有相似的定義：
成長小說（ Bildungsroman ）指涉一種全面的自我發展，用途廣泛﹔

與之相似的文類有：發展小說（ Entwicklungsroman ）：一般意義的成
8 理查﹒巴尼（ Richard A. Barney ）在他的〈啟蒙教育小說〉中，挑戰了成長教育小說起源於 18世紀億國魏
瑪古典主義的說法，他將這一教育傳統追溯到 17世紀洛克的教育理念，以及十八世紀的英國小說傳統中
。通過分析洛克的教育理愈，巴尼認為在歐洲興起的成長教育小說曾深受洛克思想的影響。 Barney,

R. A.

Plots of Enli11:htenment. Education and the Novel in Ei11:hteen-Centurv En11:land. (Stanford, Californi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年），頁詣。
9 Hardin ,James. (Ed. ）前引文，頁xvi.
10 Swales, Martin. 前揭書，頁 14 。
11 王炎〈成長教育小說的日常時間性〉，〈外國文學評論〉’

2005 年第一期 ， 頁74-81 。

12 Swales, Martin. 前揭書，頁 14 。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論成長，l、設的興起與流哩 。
長，而非文化性的： Erziehungsroman ：焦點在於訓練和正式的教育﹔

Kunsterroman ：是關於藝術家的成長。（ Hader ’ 2000)
另外，勞麗﹒亨利（ Laurie Henry ）在《小說字典》中，對成長小說及同類的
其他小說也有辨析：
「成長教育小說」

（ 學徒小說、教育小說）：是一個德國小說的

術語 。 內容是關於主角在他所處時代的社會中的成長和發展（有時是衰

退），通常從童年開始敘述。
「教育小說」這術語有時是成長教育小說的同義詞，但有時它有不

同的定義：它是十八世紀後期產生的一種教誨形式，其呈現以理想化的方

法，在智慧與道德方面去教育一個年輕人。另外，成長小說近似啟蒙小說

(a story of

initiation ），不過成長小說，不必然會出現主角經歷一個特定

的、頓悟的時刻，在最後攀到成熟的邊際，但這卻是啟蒙小說常有的情

而成長教育小說的專家褔蘭克﹒墨羅蒂（ Franco

Moretti ）在辨析這些意義相近

的小說時，是將教育小說定義為一種從教育者角度來觀察的、線性、客觀的教育過
程，而成長小說是一個主觀地揭示個性的過程，教育成長小說成功地將二者整合在

一起。 14可知，雖然有許多相近的文類，但成長小說的興起有文化意涵，而其內容

表現的雖然也是主角的成長與發展，但主要是在精神（心理）與情感上，是較為全
面的刻畫，這是與其他相近小說較為不同的。

（三）成長小說的興起背景
文學的造就須相應於當時的時代背景，推溯源流，成長小說產生於特殊的歷史

環境。喬斯特說：「如果我們尋找例證，說明文學必然植根於社會這樣的公理，那

麼我們也許會想起德國對教育的執著，特別是自十八世紀後期以來，並分析成長小

的 Henry, La心rie . The Fiction Dictionarv (Cincinnati, Ohio : Story Press.1995 ），頁37-38 °
14 Moretti, Franco. 前揭書﹒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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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繁榮的原因。」 15以下分析成長小說興起的背景，這些是成長小說在德國得以生

長的土壤，也決定了它的主要特徵。

1 、理想人文主義（ humanitatsideal

.

ideal of humanity)

十八世紀晚期德國的理想人文主義相當興盛，這是德國文化史上最輝煌的時

期，即從萊辛誕生（ 1729 ）到歌德逝世（ 1832 ）的一百年間。
理想人文主義是一股包羅廣泛的思潮，它的核心是提倡人的個性和自由，其
緣起於法國的啟蒙運動，用理性反對信仰，用科學反對宗教，成了資產階級政治革
命的先導，最終把歐洲各民族的所有學者都捲了進來。十八世紀下半葉，啟蒙運動

也在德國興起，以資產階級為領導中心、以「自由、平等、博愛」為訴求。只是由
於當時的德國被分成了數以百計由統治王朝所控制的獨立國家，沒有一個全體德意

志人民共同為之奮鬥的政治和經濟目標，中產階級人士一官僚系統的教授及神職人
員等一他們不為政治的自由作辯論，只為知性的自由作辯護，那是請求作為承擔

個體內在和精神生命的自由。的因此這一運動的思想也便沒能變為政治現實，反而

直接促成文學的盛大流行。也正是在這種情勢下，德國理想人文主義才形成了自己
的獨特樣貌。因為親眼目睹了資產階級的帽起，感受到了法國革命的威脅，所以當
時的德國的啟蒙思想家如歌德、席勒、洪堡皆強調教育，認為維護和平和秩序是每

個公民的首要職責。在他們看來，早期教育至關重要，孩子們必須接受有明確教育

目的的培育：他們必須要成為自律的公民，成為開明統治者管理下的有用成員。就

是在這樣的思潮之下， 18世紀60年代，作為啟蒙運動的繼續和發展，德國文學界也
興起了狂飆躍進（ Sturm und Drang ）運動。狂飆突進運動的作家主張依靠反抗來改
變社會，其方式是通過抒發個人在社會中的主觀感受來揭露社會，表達他們在社會
中的體驗、經歷和感受。歌德是這場運動的旗手，哲學家赫爾德（ Johann
Herder ）則是這場運動的精神領袖。狂飆突進運動的主要特點是：（

人的主觀能動性，實現個性的解放﹔（ 2 ）崇尚「天才 J

Gottfried

1 ）主張發揮

’認為「天才」體現了個

性得到了充分發展的、完美的人的形象﹔（ 3 ）提倡「回歸自然」’與大自然一起
生活。所有這些，無疑都是具有反封建的進步傾向。這一時期，歌德和席勒他們創

作的偉大作品，成了德國文學的主體和靈魂，並進而形成當時即後來關注於人之陶
育、人之複雜，性與豐富性的小說：「 Bildungsroman 」。而從德國成長小說的典型

15 Jo紋， Francois. “ Variations of a Species: The Bildungsroman. ’ Janet Mulla肘， et al.
Nineteenth-Centurv Literature Criticism (Vol. 20) (Detroit: Gale Research Inc.1989 ），頁 1 01 °
譯文參考孫麟忠 〈德國經典成長小說與美國成長小說之比較〉﹒〈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蕪湖：安徽師範大學），第33卷第3 期， 2005年5月，頁 319-324 。

16 Swales, Martin. 前揭書，頁 154 。

(

論成長，︱、設的興起與況變 。
來說，它是以個人和社會的矛盾尚未激化成為敵對狀態為前提的，主角在生活中接

受教育的過程，就是他透過個性的成熟化和豐富化以成為社會的合作者的過程。 17

2 、宗教因素
在十八世紀前半德國宗教「世俗化」
「虔誠主義」

(secularization ）產生，其中一個因素是

(pietism ），它具有連結內在生命、連結個體感覺能力的重要性。一

個重要的影響是日記和書信書寫變得受歡迎，這種偏好表現在小說形式上，便有書

信和傳記的慣例。 18另外，德國的啟蒙運動（ A ufkHirung ）比起歐洲其他國家與宗
教有更接近的關係。它對宗教的關注，使德國的理想主義變成「熱烈地為生命做嶄

新的、宗教的詮釋。」 19 因此，小說就由宗教的束縛掙脫而出，轉而關注於人的自
我解放，並以主角的生命在社會和心理兩方面的成長為主要探究的目標。

3 、歷史主義的日的論

狄爾泰（ Dilthey ）在（十八世紀和歷史的世界〉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the Historical World ）中，強調十八世紀歷史主義的重要性。 20 「歷史主義」這一詞
首先為浪漫主義者所提出，與「自然主義」相對，用來區別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表
示人創造了人類社會，卻沒有創造自然界。作為一種世界觀，「歷史主義」強調人
們只有在歷史中，即在事物的發展中，才能真正認識事物的真相。所以，所有有關
人類社會的學間，在本質上都應該通過歷史的考察才能認清。歷史主義者因此試圖

劃分研究自然和研究歷史的界限。他們不像十八世紀的理性主義者，或黑格爾主義

者那樣，認為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一樣，存在著能為人所掌握的規律。相反，他們認
為人不能通過科學的邏輯方法認識人本身，而必須通過「理解」來認識人類社會的

發展，因為作為人，人們應該能夠理解過去的人的作為。

十八世紀歷史主義重要的思維包含維科、赫爾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與
目的論。維科將歷史區分為人史和自然史。人史是人所創造的，因此歷史可反映出
人的意圖，而意圖便構成了意義。 21 赫爾德認為歷史是沿著過去、現在與未來三個
階段，進展到美好的目的。而歷史知識的獲得，須從內部掌握，透過想像性的同
情、移情的同理，把自己放在所活動的人類群體或社會之中，以本身的經驗為依

17 易光〈「覺今是而昨非之後」：近年 「 成長小說」漫論〉

市：西南大學）

〈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重慶

，第28卷第4期， 2002年7月，賣 139-144 。

的 Swales, Martin. 前揭．．頁 149 。

19 Swales, Martin. 前揭書，頁 154 。
20 Swales, Martin. 前揭書，頁 16 。
21 林沛熙〈歷史主義及其「危機」：一種理解施特勞斯政治哲學使命的觀點〉，團立中山 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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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才能了解歷史。 n此外，赫爾德也強調每一個時期、民族、文化、社會按其特
點（包括語言、法律、文學、宗教、神話、制度等）都是獨一無二的，人類只可

存在於不同分殊的民族文化中，沒有普遍理想與普遍人性，有的只是多元性，強
調個別性、多樣化。而目的論意指歷史中的一切並非本質之因果必然性的作用，
而是目的論

必然性的展現。即一個人是出於獨特的「應該如此」的理念而思想

與行動，對這種必然性的判斷屬於個人抉擇與內在信念。 23康德（ Immanuel Kant )
在他的著作《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

(Ideas for General History in a

Cosmopolitan Sense ）中概要敘述一個人完成他的天性，遵行銘刻於他所屬物種的
目的論的過程。他認為，物種最終「能以自己的方式去運作，達到以下情況：自然

所植的種子都能完全發展，人種能完成它在地球上的天命。」 24 由這段話我們可以

感知成長小說所要陳述、證明的，關於在個體生命中「 Bildung 」一成長發展一的
作用。
總結歷史主義的影響，它一 方面鼓舞了一種龐大的目的論的力量，這是全球歷

史的推進力量﹔另一方面，它也承認歷史演變有特異性，理解人的成長是聯結於特
殊社會和地理的環境。而這兩者都是十九世紀重要的遺產。所以對於十八、九世紀
的德國人而言，歷史是重要的領域，因為想法和現實的經驗、靈魂和既定社會背景
的偶發事件，都是在歷史中交互作用。 25 因此，對於當時的浪漫主義者來說，「關
注歷史」變成人在面對生活時的一種感覺潛流，而不是一種知識原則或觀念體系。
而成長小說，正是關注於他書中人物的「歷史」，這歷史規定在社會實際的有限範

圍內，也包含個人內心的無限範圍。浪漫主義者的見解不但給予歷史主義發揮的空
間跟舞台，也形成成長小說的誕生背景。

4 、德國的政治與文化環境
十九世紀的德國是權威主義所管理，但它的社會由神聖羅馬帝國的基層組織所
支撐，而當工業化加上人口結構改變，使小城邦特質產生反應，這就是各州獨立主
義，它必須與專制政治共存。因此「整體」

（國家）決定它組成部分的自我狀態，

並且保證各組成部分能以獨立在國家位置確立被認可的存在。 26這種獨特的關係影

響了成長小說，其對於主角的成長探查，很少對立於個體狀態的有機發展。而獎國
賓認為「成長小說」是德國在現代民族國家建構中出現的極為流行的小說類型，其

22 Alan Bullock ’ 董樂生譯〈西方人文主義傳統〉﹒

（台北 ： 究竟出版社， 2000年）

23 萬.揚〈特爾慈論基督教信仰之歷史性〉，〈歷史：理論與文化〉第四期。 2004年7月 。

24 Swales, Martin. 前揭書，頁 17 。
25 Swales, Martin . 前揭書﹒頁的 。
26 Swales, Martin . 前揭書﹒頁 153 。

論成長，︱、說的興起興澈 。
藉由書寫一個人的成長、成熟來隱喻德國的新生、發展和強大。 27

此外，德國大眾對於文學，較諸英國呈現較薄弱的興趣。因此德國理想主義
的作品偏好以「博學」、「知性」吸引中產階級菁英。再加上德國人對「精神」

(Geist ）的崇拜，產生一種迷人的擺盪：一方面它可以是撤銷與真實世界間契約
的密碼﹔一方面它又是使社會正當化的媒介。它是一種內在的範圍，現實世界的狹
小和不足能被超越。 28這些德國的文化性都和成長小說書寫的概念相關。更使德國

成長小說並無英國成長小說中明顯的社會性。

三、成長小說的內涵
（一）關於教育和成長
釐清成長教育小說這一形式中，教育和成長兩個方面的含義是必要的。

理想人文主義者歌德、席勒等大力提倡「成長教育」

(Bildung ）的理念，其

重點在探索有機的成長，找到屬於自己的探險路途，和強調個人的自我了解。許多

研究者都視成長小說為一表現高度自傳性質的小說文類，

件和經歷中得到自我了解。值得注意的是，成長小說的主角並非以成熟的、定型的
性格為中心， 30而是通過一些特殊的、複雜的生活經驗或傳奇情節，來證明一個基

本觀念：人絕不是所謂「命運的玩具」，人有進行自我教育的能力，可透過自我教
育來了解並發揮自身的潛能。

墨羅蒂認為，成長教育小說的理念，是在象徵的層面（ symbolically ）把教育

和成長兩個對立面之間的緊張取消，並將二者統一。”所以「教育成長」的觀念意
味有機的成長，也就是天性給人提供了一個成長的基礎，人透過參與現實世界得到
教育，更進而充分發揮自身的潛能，最後實現成長的目標。以歌德的《威廉﹒邁斯
特的學習時代》中的主角威廉﹒邁斯特（ Wilhelm Meister ）來說，他出身於一個富

27 樂團實〈主體的生成

- 50年成長小說研究〉

，

（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 2003年 12月）

，頁 1 。

28 Swales, Martin. 前揭書，頁 150 、 155 。
29 Swales, Martin. 前揭書，頁4 。

30 巴赫金的定義是 ：「這裡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靜態的統一種，而是動態的統一體。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
，在這一小說的公式中成了變數。」白春仁、曉河譯〈小說理論〉
），頁230 。

31 Moretti, Franco. 前揭書，頁 16-7 。

（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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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的商人之家，充滿青春的幻想和對戲劇事業的熱愛。他不滿足於子承父業，幫助

父親經營產業，反倒醉心於戲劇創作。藉著為父親的生意討帳的機會，逃離小鎮的
安逸、陳腐的市民生活，而遍遊德國。在漫遊的過程中，邁斯特獲得了對德國的整

體認識，切身感到了民族的認同，並且要在戲劇的創作中，挖掘德國民族文學的資

源。隨著時間的推移，邁斯特對德國社會的狀況和人民的生活，以及文學藝術的使
命，認識得越來越深刻，他有了越來越好的教養和更加豐富的情感。他成熟了、成

長了，漸漸變成一個穩重、優雅的紳士。
狄爾泰在《體驗與詩》中評述成長教育小說的：「同萊布尼灰所創立的新的

發展心理學有聯繫」、「也同符合自然地跟隨心靈的內部進程進行教育的思想有聯

繫」，將成長教育小說的教育維度劃歸到意識和心理的層面上，在這個維度上，每
一個階段都向著更高的階段發展，而且這種線性的進步可以為讀者所觀察。他又

說：「成長教育小說表現一個生命過程的普遍人性」，提示成長這一維度，包含著
普遍人性，從個體的生命歷程可以把握、理解人類「存在」的整體意義，因為作者
能在讀者身上重新喚醒他們內心生活的一種關聯。 32

（二）關於個人與整體
成長小說敘寫的是人與外在世界的關係，因此，作為個人所處並與之產生關聯
的現實世界和作為個體的自我是成長小說關注的兩個要素。考察「 Bildung 」這一
觀念的重點，在於個體對自我完全的理解。這關注的急迫性在於感知個體在社會中

特殊的成長饗宴。席勒在（ Letters on the Aesthetic of Man ）中提到，為了找到人類
本質的整體的任何概念，我們必須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身上去巡迴，從這個人拿走
回憶、從那個人拿他的智慧、從另一個人拿他機械的才能。個人永遠只是整體的一
小塊碎片，永遠被全體的碎片束縛。漸漸地，為了「整體」這個抽象的觀念，個人

的具體生命被摧毀，只能拖曳它拙劣的存在。”有別於此，成長小說關注的是個人

的「完全」，不再只是極少量的追蹤，使個人如一棵被阻礙的植物。 Mack Walker
訴諸重要的「全人」概念作為「家鄉，性格」

(home town ethos ）的特徵：「家鄉人

不會有現代社會批評所憤慨的雙重標準和切割的生活：一套標準用於星期天上教

堂，一套用於親人和閉友，一套是生意關係。家鄉人應該是全人， 擁有整合的人

32 王炎〈成長教育小說中的「未來」與「希望」〉，〈文藝理論與批評〉，

2005年第5期， 頁72-78 。

33 Swales, Martin. 前揭書，頁的。

（北京：中 國藝術研究院）

論成長，︱、設的興起與憫

。

格，抓起來像在社會的三度空間網絡中的許多蒼蠅。 J 34 因此，可以說成長小說是
對工業社會侵害人之完全的抗議之聲。
雖然成長小說主要關注人的個體生命歷程，不過由於成長小說代表著傳統理性
主義，在表現個人意識時多傾向與社會大眾的融合性，其頌讚個人透過內在的獨特
自我和整個社會中外在的共同自我間不斷交互作用而獲得完整自我，這種個體和整
體社會之間的關係可以被看成是一種雙重關係。 35

（三）關於知覺與活動
由於人文主義是成長小說的基本態度，它要求行與思，在改變世界的願望和完
全被社會所接納之間達到一種平衡。（孫勝忠， 2005) 36這種思和行的平衡體現了
成長小說的內涵。
思和行是一對相互關聯的概念，是對智慧的全面概括。通過思來檢討行，反之

亦然。人們只有通過行動才能暸解自己。「你是誰」不在於你想到了些什麼，也要

看你做了些什麼。成長小說的主題包括人類知覺的本質和限制：知覺是「存在」的
功能，而「存在」又是角色嚴入既定心理和社會背景中的功能。因此，知覺和活動

並非分隔的領域，人應是處在二者的相互依賴中。成長小說的主要成就在於提出主
角的反省能力是他整個生存過程的一部份，這反省能力既非提早亦無延後，而是和

人的實際經歷一致。它象徵人的「完全」：鼓舞人物生命和經歷的不斷變化，而非
模做一套智慧格言。 37如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和《魔山》，都可自

結局瞥見人之完全的可能性。

四、成長小說的特色
（一）辯證：青春的心靈與社會現實 l 可能性與現實性

34 Swales,

Martin . 前揭書，頁 153 。

35 孫勝忠〈德國 經典成長小說與美國成長小說之比較〉，〈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安徽師範大學 ），第33卷第3期， 2005 年5月，真319-324 。
36 孫勝忠，前引 文，員319-324 。

37 Swales, Martin . 前揭書，頁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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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於十八世紀晚期的成長小說，是歐洲啟蒙運動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化的產

物。由此觀之，成長小說素來關切「現實環境的壓迫，性格轉變臻至成熟而必經之

理想幻滅，及人格成長之可能性。 J 德國成長小說的題材不同於一般書寫青少年成
長的過程，而是一方面能承受實際吐會現實，一方面又能呈現個體複雜的心靈本
質。 38也就是說，成長小說的主題是青春與成長的問題，它同時也是關於個體內在

的精神世界與社會實際現實之間衝突的傳記性作品。就因為有所衝突，故強調「辯
證」是此一文類的重要特徵。”當主角碰到了和自己不一樣的人，面對陌生的、異
己的環境，這才意識到自己的特殊，同時也才意識到自己身上的普遍性。只有意識

到自己是特殊的、有限的，他才能把自己的歷史作為普遍的東西來理解﹔同樣的，
也才能把一般的、無限的東西作為「實體」來對待。這不僅僅是個人精神生活和自
我意識的問題，更是生活世界和價值體系之間如何相處的問題。這種一與多、同與

異的相互衝突、相互吸收的過程，就是成長的「辯證過程」。物
關於成長小說關注個體心靈與性格的可能性這一點，巴赫金在《小說理論》

中指出，在十八世紀下半葉成長小說出現之前，小說中主角的形象是靜態的，人物
性格從一開始已設定好，在小說的進程中其品格得到檢查和考驗﹔小說事件所構成

的不是人的成長，而是「人的命運。」主角在小說的公式裡是一個常數，而所有其
他因素，如空間環境、社會地位、命運等都可能是變數。但在成長小說中，主角和

他的性格是小說公式中的變數，主角本身的變化具有了情節意義。與此相關，小說
的情節也從根本上得到了再認識、再構建。 41 巴赫金用「常數」和「變數」兩個概
念，具體指出成長小說的主要特徵。 42

而小說中與現實面的碰撞，黑格爾認為：「年輕人就是新騎士，他們認為存
在於形式中一如家庭或中產階級一是種不幸。他們必須走自己的路。．．．他們的目標
是在秩序中打洞、去改變世界。．．．這些搏鬥只不過是見習，因既定的現實而有個體

的教育。．．．而最後的結果是他通常得到女孩、工作和婚姻，成為一個與他人相同的

平凡人。」的這描述當然表現了黑格爾思想大部分的特徵

「雙重性」：一方面承

認世界勝於英雄之慾望、想像、夢想的過程，並進而達到讓這個年輕人具形式的規

模﹔然而另一方面，小說的最高智慧存在於獲得妻子、家庭和工作穩定難免是一項
38 Swales,

Martin. 前揭書，頁6 。

39 Swales, Martin . 前揭書，頁 147 。
40 張旭東〈全球 化時代的文化認同

西方普遍主義話語的歷史批判〉’（北京大學 出 版社， 2005 年）

75-85頁。
41 巴赫金著，白 春仁、曉河譯〈小說理論〉’

（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8年）， 頁230 。

42 商渝萍、劉春慧〈成長小說：一種解讀美團文學的新視點〉，〈寧波大學學報〉

十八卷第一期 ， 2005年 1 月，頁 1 5 。

43 Swales, Martin . 前揭書，頁20 。

（ 寧波：寧波大學）第

論成長，︱、設的興起與況變 。
令人遺憾的折扣。科
總之，成長小說的典型在描述年輕人朝向見識和社會整合的現形發展，與朝

向心靈充實的螺旋行動。“它 一 方面關注個體潛能的複雜性，一方面也承認實際現
實

婚姻、家庭、職業一是英雄自我了解的必要範圍，而以這二者間的緊張來運

作。這緊張是在英雄其可能本質、潛力的「並立」和線性時間、實際活動的「相

繼」之間，“而且這些相繼的情節常有所保留，畢竟線形存在的事件，易將人類複
雜的可能性輕鬆地融入無疑的因果關係中。 47

是故，人之完整與現實之限定這兩者是成長小說所要調和的。如果少了 一 方，
此文類就會喪失活力的來源。而其豐富性和魅力在於它為主角對人生意義的追尋與
社會現實之間的緊張，搭建一種虛幻、美麗的平衡。 48

（二）日常性的敘述、冗長散漫的結構
墨羅蒂認為歐洲經典成長教育小說形式的基石，就是以一個「同一性的自我 J

( the unity of the Ego ）來統攝小說的主要情節。由於成長小說最主要的特徵是再現
一個生命整體的演變過程，所以重心不在引人入勝、高潮送起的情節，而是以一條

歷時的（ diachronic ）時間線索將各個部分事件串聯起來，形成一個冗長的敘事。的
因此，成長小說可被視為一部編年史，紀錄主角自我理解和成熟過程中的生活，是
故，其中描述的事件，不少為日常生活細節。伊恩﹒瓦特（ Ian

P

.Watt ）在《小說

的興起》一書中認為，現代小說形式所實現的，是它能成功地表現在時空中某一點
上的特殊存在，經驗的個性化和鮮活性使普遍的觀念因時空環境而特殊起來。瓦特

所強調的特殊時空和人物的個性，在小說形式的蓬勃發展中，往往顯現在敘事的日
常生活細節中。就像在普魯斯特的筆下，馬塞爾杯中的蝦花茶的斑爛色彩、和「小

瑪德萊娜」點心的滋味，都呈現出主角風光無限的回憶和生命。”這種日常性的敘

44 Swales, Martin. 前揭書，頁21 。
45 Feng, Ping-chia. The Female Bildun!!sroman bv Toni Morrison and Maxine Hon!! Kin!!ston (New York: Peter
Lang, 1998 ）， 頁2 。
46 Swales, Martin. 前揭書，頁29

。

47 Swales, Mart肌 前揭書，頁31 。
48 王炎〈成長的終結？一 一解析褔蘭克﹒墨羅蒂的〈世界的存在方式〉〉

大學）

〈外國文學〉

' 2006年第2期，頁 84-88 。

49 王炎〈成長的終結？ 一一解析宿蘭克﹒墨羅蒂的〈世界的存在方式〉〉，頁 84-88 。
50 王炎〈成長教育 小說的日常時間性〉，頁74-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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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是德國成長教育小說重要的形式特徵。此外，運用對話是另一特點， 51 因為這能
再現場景，使情景真實可信。

雖然因為日常性的敘述與冗長的小說結構，使成長小說的風格較為散漫拉雜，

但由於關注在心理和文化的探究，正可為這種「嘰嘰嘎嘎」結構的小說補償以尊
嚴。 52

（三）存在論的時間觀
王炎〈《魔山》對時間的追問〉一文中討論了存在論和認識論兩種時間觀在成

長小說中的表現。認識論的時間觀是線性時間觀，線性的時間觀推出的最精美的結

論是「宇宙必須有個開端，並可能有個終結」，人被徹底拋入線性時問之流，奔向
一個清晰的結局。至於存在論的時間觀，有兩種不同的方向。其一是薩特的未來﹔

是一種存在於行動中的未來。這種未來，是以投身於自我對未來之創造的人的未
來。用他的話來講，就是要在選擇中確定未來，進而言之，這種未來，帶有極大的

主體性。對待未來的態度，是一種行為中的態度，而不是僅僅停留在什麼「相信」
當中。其次是海德格爾，他提出了不同於一般西方自然哲學的時間觀：「未來」

是人們在死亡的先行到來時所看到的未來。也就是說，我們不是站在今天去展望未
來，而是一旦涉入人生，我們就被拋進這樣一個看似顛倒的過程。海德格爾認為，
只有面對一開始就已存在的死亡的召喚，我們才可以完整地把握時間，因此他將傳

統的時序改變為：未來一現在過去。他的邏輯，改變了線性時間軌逃。於是，在
這樣一種存在中，未來是預先設定好的。領悟到此在的時間性，也就能領悟到此在
在時間性基礎上的「演歷」，即領悟到歷史性。譬如《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

中的邁斯特，他雖然也是從學習認識開始了自己的成長歷程，但他最後並沒有實現
任何現實的目標，而只是具備了「可能性」。這和認識論的時間性具有明確結果便

大有不同。另外，邁斯特並非孤獨英雄，次要人物的與主要人物之間出現了一種有
機互動的關係﹔次級的主角被允許消失又恰逢其時地出現，這表現了對線性經驗規
範的懷疑。 53

另外，巴赫金（ M. M. Bakhtin ）在〈教育小說及其在現實主義歷史中的意義〉

51 劉文、唐旭〈成長小說

傳統與影響〉，〈雲南財貿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昆 明：雲南財貿學院）

，第20卷第3期 ， 2005 年，頁 144-148 °

52 Swales, Martin . 前揭書，頁23 。
53 Swales, Martin . 前揭書，頁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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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論及《巨人傳》、《癡兒歷險記》、《威廉﹒邁斯特》等成長小說，他認為，古

羅馬散文小說中的主角，是完全沒有個人私性的公共形象﹔而中世紀騎士傳奇小說

中的人物又完全是私性的，與歷史和社會現實無涉﹔只有在歌德的筆下，「人的成
長帶有另一種性質。這已不是他的私事，他與世界一同成長，他自身反映著世界本

身的歷史成長．．．．．．他不得不成長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也就是說，成長小說
中的故事是認識自己為經歷線狀流動的一部分，它將個人的事件和人類命運的鎖鏈

綁在一起，如同哈蒂（ B缸b缸a H缸dy ）所說的：「為了活著，我們製造關於自己和

別人的故事。 J 55 因此，在成長小說中，人物、事件都被賦予歷史的意義，人物內
心的時間又恰恰反映了歷史的進程，歷史與個人有機地結合成為一個整體。以邁斯
特來說，他的成長並非在單獨的事件或過程中展開，而是在「塔樓兄弟會」從密室
裡拿出他的學習經歷記錄時，整個故事的錯綜複雜的線索才清晰起來，所有疑團才

被揭示。人物、事件和時間在整體的結構中，才被賦予秩序和邏輯，個人的日常時
間，在與歷史整體的關係中，才具有真正意義。 56成長既講述了個人的命運，又澄
清了歷史的意義，這是所謂的存在論的時間觀。

（四）缺少斷然的結局
前已談到，成長小說對「故事」的忠誠是顯著的，正由於其關注主角的經歷，
因此它排除了對結局和結束的簡單認知，雖然目標的觀念在人類事務中佔一席之

地，但最終，成長過程的意義會在過程本身中被確立，而非在達成的目標中。目的
的確定性與一種對生命凌駕隨意的感覺是人類經驗的重要材料，成長小說，是為旅
程而寫，並非為終點的快樂結局而寫。 57故通常成長小說有著開放式結尾，而不對
主角的未來作預先安排：它只為主角的成熟和未來生活做準備，但不會繼續描寫生
活本身﹔換句話說，主角要準備好去「面對命運」而不是去經歷命運。到

德國成長小說的開山之作《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就並未給成長做一個

完滿的、結論性的結局。歌德是將自己的主角處理成一種時間的可能性。在文本
中，邁斯特發奮學習莎士比亞戲劇經典，並且嘔心瀝血地創作德國民族戲劇，但是

到頭來卻一無所成，只是證明了他沒有藝術才能。在此刻，小說並沒有就此將故事
54 巴赫金茗，曉河譯〈教育小說及其在現實主義歷史中的意義〉’〈巴赫金全集〉’

版社， 1998年6月），第229-329頁。

55 Swales,

Martin . 前揭書，真33 。

56 王炎〈成長教育小說的日常時間性〉，頁74-81 。

57 Swales, Martin . 前揭書，頁34 。
58 劃文、唐旭， 前引文，頁 144 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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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為一個成長幻滅的故事，而是通過一句格言「時刻想著生活！」

leben ）時時教誨著邁斯特。一個年輕人的理想破滅，被化解到了

(Gedenke zu

「 zu leben 」（去

生活）的日常時間中，學習的意義不再是成就一個事業，而是在今後的一天天的生
活中具備某種可能和潛能：

他現在打算建的設施，都得跟隨孩子的生長而生長﹔他現在創造的一

切，都要經得住幾代人使用。由此看來，威廉的學習時代果真結束了：懷
著身為人父的感情，他也具備了一個市民所有的德行。他體會到了這點，
真是快樂無比。

主角邁斯特最後與社會有機地融和了。從個人內心的成長，反映出與自己密切
相關的廣闊社會。可見透過增加生活的閱歷，承受生活的磨練，人終將通過種種的
迷誤而漸漸認識人生和自我的價值，並進而擁有無限的可能性。

五、成長小說的發展及演變
成長小說在英美也各有發展，並各自形成重要的文學傳統。以下就英國成長小

說、美國成長小說分別闡述，並與德國成長小說做一比較。

（一）英國成長小說
當卡萊爾（ Thomas Carly le ）於 1824年翻譯歌德的作品為英文後，追求自省的
德國英雄轉化追求社經地位提升的英國英雄，這主要是因為維多利亞時代產生的

社會和文化方面的改變，即工業革命和海外擴張將鄉村轉為世界權力的中心。 59

巴克和l (Jerome H. Buckley ）在《青春的季節：從狄更斯到戈爾丁的成長小說》

(Season of Youth: The Bildungsroman from Dickens to Golding ）中研究英國成長小
說，他認為英國成長小說在廣義而言，是青春小說或者是學徒小說的同義詞，而英
國成長小說在本質上是關於英雄和他周遭世界間的調適。巴克利的定義是：英雄

的旅程是從鄉下小鎮到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中英雄會牽涉至少兩件風流韻事，一
個降低他的人 格，一個卻使他摺升。 6。這反映了英國成長小說傳統的意識形態，英

59 Buckley, Jerome H. Season of Youth: The Bildungsroman from Dickens to Golding .( C 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頁泣。
60 Buckley, Jerome H 前揭書，頁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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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關注的是社會地位、財富和成為紳士的規章。因此，英國成長小說忠於情節、

現實、和英雄現狀成長到某種成人的明確，程度遠大於德國成長小說﹔而且英國
成長小說確實感知社會、制度與心理三方面的壓力影響英雄對自我實踐的探索，

而這類的抵抗較少於德國成長小說中被描述 。 61 除此之外，英國小說本有一現實主

義的傳統。被文學史家譽為英國文學史上第一人的丹尼爾﹒笛褔（ Daniel Defoe

’

1661-1731 ），主張把「創作對象確定在個體的人所經歷的具體事件上，讓個體經
驗成為備受關注的焦點，首次讓文學創作穩穩地落在人們實際的生活世界這一堅實

的土地上。」 62英國小說的這一現實主義傳統，決定了英國小說對個人成長體驗的
普遍關注，並把它提升成為一個文學主題。的以笛褔的《魯潰遜漂流記》來說，它
是一個關於航海、冒險的故事。除了迎合當時的讀者對探索未知地理世界、掠取海

外財富的興趣外，也描寫了一位青年不聽父親忠告，出海經商，在海上遇難後流落

荒島二十八年，與自然抗爭、與孤獨抗爭、打敗土著、打敗外敵，最後回到祖國的
成長故事。這部小說原本不是為兒童寫的，但是它對一個青年人的成長過程做了精
細的描寫，對他在險惡的環境中不斷完善自我、最終戰勝重重困難的勇氣和精神，
給予了熱情調歌。

而蘇珊﹒哈德（ Suzanne Hader ）研究三本英國作品《大期待》

Expectation)

《奧羅拉﹒李》

(Aurora Leigh ）、《水之鄉》

(Great

( Waterland ），對成

長小說的定義如下：
1 、成長小說，最通常的，是指在限定的社會秩序中，個體成長和發展的故事。以
追尋故事為根源的成長過程，被視為「生命的見習」和「追求在社會中有意

義的存在」
2 、鼓舞英雄前往他們的旅途，在生命早期會因某些失落或不滿足刺激他們離開家

庭。
3 、成熟的過程很漫長、費力、且是漸次的，而這過程由在主角欲求與社會狀況提

供的調和間持續的撞擊所組成。
4 、最後，個人的精神、靈魂和社會的價值在主角心中會變得清楚明白，而他最後
會順應這個社會。這種小說結尾通常有主角自己的評估價值，還有他在社會

61 Swales, Jerome

H. 前揭書，頁35 。

62 殷企平等〈英國小說批評史〉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1 年），頁的。

63 萬渝簿〈英國 小說中的成長主題〉，〈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

’ 2004年2月， 頁27-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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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新地位。“
從這幾項定義看來，部分也符合德國成長小說的特質。不過英國小說中的現

實主義決定了英國小說對個人成長體驗的描述，﹛旦德國成長小說的成長主題在於小
說主角透過種種的迷誤而認識並且實現人生和自我的價值，這主要是因為德國受到

敬虔主義的影響，使德國成長小說以內在特質為描寫重心，這就大大減少了德國成

長小說的社會性和政治上的共鳴。“因此，英國成長小說雖然與德國經典小說同樣
多為描述個人與現實間的衝突、妥協與成長，但關注點卻是不同的。此外，英國成
長教育小說經常將結局處理成一個融和的「客觀的結果」一

伊莉莎白與達西的結

婚，或魯j賓遜學會了各種生存的技能和貿易本領等，為教育和成長的故事劃上了一
個圓滿的句號一一這一點也不同於德國成長小說結局的開放性。

（二）美國成長小說
成長小說在美國的繼承和發展有它自己的歷史和文化氛圍：其一，美國人認
為自己是年輕的民族，因此，青少年主題在他們的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中，佔有

重要地位﹔其二，美國人渴望成熟，因此他們一心想著成長，癡迷於哈克﹒費恩、、
霍爾頓﹒考菲爾德這樣的人物。他們把年輕人視為美國自己的形象：粗擴而不受管
教，但蘊藏著成熟和負責的可能i生﹔其三，成長小說重視經驗的教育效果迎合了

美國人思想中經驗式的、從做中學的傾向。“因此，美國成長小說創作的歷史和美
國文學的歷史幾乎一樣長。美國文學史上有許多優秀的成長小說，如《哈克貝利﹒
芬歷險記》、《小婦人》、《鄉村醫生》、《我的安東妮妞》、《婚禮的成員》
《麥田裡的守望者》、《棕色姑娘》、《秀拉》、《所羅門之歌》等等。但是，直

到二十世紀40年代，成長小說（initiation story）這一術語才在美國文學批評中出現，

之後它常被作為德語「 Bildungsroman 」的英語近義詞。 67
丙渝萍研究美國成長小說，將其概括為：「描寫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經歷某

個特別的事件（往往是不幸的事件）或特別的遭遇後，突然產生頓悟，對人生、對

64 Hader, Suzanne.
The Bildungsrornan Genre : Great Expectation, Aurora Leigh and Waterland
。 The Victorian
Web: Literature, History & Culture in the Age of Victoria. Http://landow.stg.brown.edu/victorian/genre/ haderl .html
(July 2000).
的 Swales, Martin. 前揭書，頁 151 。

66 孫勝思，前引 文 ，頁319-324 。
67 萬渝萍、劉春慧〈成長小說：一種解讀美國文學的新視點〉’〈寧波大學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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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對自我的認識有了突飛猛進的變化，最後脫去幼稚的胎骨，成熟深沈起來，

完成了青少年走向成年的社會化過程。」 68 由此可以了解：發現和接受現實世界的
真相和規則，逐步調整自己與世界的關係’是美國成長小說與德國成長小說的共同
點。但德國成長小說和美國成長小說最顯著的差異也在於主體與社會間的關係。德

國成長小說讚美通過個人內在的獨特自我和整個社會中外在的共同自我之間的不
斷交互作用而獲得完整自我。由於德國成長小說的目的在於消解差異，所以這種
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通常是以辯證的方式構建的。其典型的主題是妥協，這種妥

協被視為流放的終結，是回歸家庭和社會。 69而美國崇尚個人奮鬥，個人英雄主義
至上，人們按照自己的自然天性行事，竭力表現出個人與眾不同。因此，美國成長
小說中的主體不會將融入社會作為成熟的表徵。「成為你自己」幾乎成了他們不懈
追求理想的口號。再以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論來分析，德國成長小說的重心在構建

「自我」，因為「自我」有調節「本我」和「超我」的重要作用，它把二者控制在
適當的範圍內，使主角走向妥協，融入社會，最終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實現「自
我」的構建。但美國成長小說則不然，其主角是在「本我」的驅動下行事，不斷地
追求自由和一些自身難以企及的目標。同時，他又受到「超我」的左右，為強大的
社會壓力所迫，以道德原則為準繩，「本我」時時受到過制。在現當代社會中，這

兩股力量不斷地衝撞著「自我」，使之不堪負荷，最終導致「自我」的崩潰，喪失
了它原有的調節功能，使現實原則無法得到貫徹。 70 「自我」的這種分裂狀態導致

主體精神世界的崩塌，因此美國成長小說中的主角無法和現實達成妥協，遑論融入
社會。

雖然對美國成長小說的特點有兩極的評論，但總而言之，德國成長小說較強

調人和社會現實如何達到統一﹔而美國成長小說則較多重墨於主角內心的痛苦和絕

望，因此較真有現代主義的性質。

六、成長小說在中國與台灣的發展
近年來，兩岸都興起創作及研究成長小說的風潮，但嚴格說來，若是抱著權威
的「成長小說」定義不放，很難在兩岸文學作品中找到完美貼合的例子，畢竟歐洲

的高渝萍〈美國 文學中的成長小說〉’〈四川外語學院學報〉

（四川：四川外語學院）

' 2000年第4期，頁

27-30 。

69 Kester, G. T. W ritin!! the Subiect: Bildunl! and the A台ican American Text. (New York : Peter Lang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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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孫勝忠，前引 文﹒頁319-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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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小說有其獨特的文化背景，它強調的是社會現實對人格的全面陶育。但是，兩

岸「成長小說」的存在不可否認，而文學研究本是真備有機的參與功能，因此，在
參照國外理論的同時，也應對中國式、台灣式的「成長小說」的源流與現狀有自己
的探析和評說。

（一）中國成長小說
從成長的複雜性、深刻性以及內容與形式的整體統一 來說，中國的成長小說
可以從《西遊記》算起，這比西方還早兩個世紀。 71 《西遊記》的成長價值在於孫

悟空個性的被迫妥協史和天性之火的自我撲滅史：從美猴王到齊天大聖再到孫行者
直至鬥戰勝佛，逐漸消匿天真快樂的猴性（童真），取經之路數度被肉眼凡胎的唐

僧驅逐，其內心的煎熬、瞬間的迷亂便是成長小說的最為動人之所在。每當孫悟空
變成愛哭的孩子，便是在向成長的原發地進行漸行漸遠的苦澀的訣別。自由純真的

性情因為虛榮、好勝心的引誘而落入劫數，最終被當作妖怪，被天神壓制、受佛界
和師父的咒語懲罰直至根除，七十二變的自由完全成了抵抗八十一難的工具，他被
管束著的成人儀式終止於「成佛」。 72 因此孫悟空的成長之路和成長代價完全可以

作為青少年成長的隱喻。 73其後的《紅樓夢》以賈寶玉的成長（幻滅）為題材，著
重刻畫大觀園的崩毀，經歷人間劫難後向佛道尋求解脫。著重的不是發展，而是覺

悟。”進入20世紀，中國文學有大量描寫青少年成長心路歷程的作品，其中，晚清
中國成長小說中的少年有改革變化、救亡圖存的象徵意義。 75 其後的五四時代本是
「人的覺醒」的時代，這包含民族的覺醒，包括社會結構底層的人一知識分子、婦

女、農民

的覺醒，而兒童、青少年的覺悟則是改造社會的根本步驟之一。周作人

在〈兒童的文學〉中認為「兒童在心理生理上，雖然和大人有點不同，但他仍是完
全的個體，有他自己的內外兩面的生活。．．．．．．自有獨立的意義與價值。．．．．．．我們應
當客觀的理解他們，並加以相當的尊重。」 76於是五四時期文學作品中出現了「兒

71 施戰軍〈論中國式的成長小說的生成〉，〈文藝研究〉﹒

（北京市：中國藝術研究院）

• 2006年第 l 1 期，

頁4-1 l 。
72 施戰軍，前引文，頁4-1 l

0

73 黃如〈有一種成長叫「悟空」〉’青島日報， 2006年9月 1 日， 15版。
74 愣住嫻主編〈臺灣成長小說選〉﹒臺北市：二魚出版， 2004年，頁7 。
75 梅家玲（ 2001

•

﹒〈漢學研究〉

6月）。〈發現少年，想像中團：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團族想像〉

（台北：漢學研究中心），第 19卷 1 期，頁249-276頁。

76 周作人〈兒童的文學〉，載於主曉明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史論〉

（上海：東方出版社，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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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熱」、「小兒崇拜」的現象。 77
一般而言，從新文學革命開始，到一九四九年中共統治大陸以來，所謂的「成
長小說」比較重視整體的社會問題，主要角色的命運大多穿插在複雜的社會脈絡中

表現出來， 78如葉紹鈞的小說《倪煥之》。《倪煥之》真實地反映了從辛亥革命到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生活歷程和精神面貌，並反映了
「五四」、「五卅」等這些規模壯闊的革命運動給予當時知識青年的影響。這部小

說重點在反映中國現代社會的大問題，但主要是透過小學教員倪煥之從辛亥革命到

大革命失敗期間的生活經歷和思想變遷來表現的。他曾經進行教育改革實驗，卻在

舊勢力的阻撓下失敗了﹔他希望在事業基礎上建立理想家庭，但妻子沉溺於家務變

成了一個舊式家庭婦女﹔他一度參加大革命，但因革命失敗而感到「太變幻了」
甚至悲觀失望，縱酒痛哭，懷著「什麼時候會見到光明」的疑問在苦悶中死去。又

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透過一個大家庭的沒落和分化來寫封建宗法制度的崩
潰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盪。由《家》
《秋》

(1931 ）、《春》

(1936

1938)

( 1939-1940 ）所組成的三部曲中，《家》描述了以高老太爺為代表的封建

權威如何在新時代中走向崩塌。而《春》和《秋》中所展開的，是比《家》中更加

深化了矛盾。在長輩們的虛偽與墮落的襯托下，《春》裡面主要描寫一些心靈純潔
的少年男女的活動。《秋》則是高家的走向沒落和最終解體的細述，長輩們過荒淫
的生活，新一代不斷反抗著看似命定的安排，而怯懦者和軟弱者又以生命的消逝來
控訴「家」的罪惡，所有這些都加速了「家」的滅亡。三部小說有著一貫的基調：

對扼殺人性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深切控訴，對美好青春的不盡讚美，以及對於那些
早逝的青春生命的悲悼。三部曲雖然以描述青年主角覺悟必須反抗家族的成長經驗

為主，但也貼切地反映了在五四新文化思潮吹動下中國封建家庭走向衰落和崩潰過

程。可見早期的中國現代小說，大多與社會事件緊密牽連，具有社會意義。特別是
三十年代，左翼小說興起。當時歐洲經濟恐慌影響到中國的民族工業，民族資產階

級為了挽救自己，就加強了對工人的剝削，這必然引起工人的強烈反抗，於是「城
市工潮」主題成為左翼小說重要的敘述中心，所以「成長 J 成為左翼小說共同的主
題結構。李玫在《論三十年代左翼都市小說中的「成長」主題》中根據成長主體的

不同分為兩類：一類的成長主體是工人，在知識分子的引導下學會了革命思想體
系﹔一類的成長主體是知識分子，在工人導師的影響下完成「工農化」的置換。
「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知識分子是被改造的對象」等模式化傾向，使得青
77 李靜〈申團成長小說的四種話語〉，〈重慶教育學院學報〉’

（重慶：四川外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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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呂正惠〈社會與個人現代中國的成長小說〉

年 12月，廈門－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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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知識分子的「成長」帶有被動平面化、臉譜化性質。青春期的騷動、不安、與集
體利益相悍的衝動，必須加以無情的壓制乃至閹割。

之後的 1950 至 70年代，「成長」被深刻地內在於社會主義革命文化內部。因
此，在「少兒讀本」中，所呈現的是固定的敘事規範和意義模式，這些被壓縮的成
長模式包含改正缺點、鍛煉成長、以及在鬥爭、生活中提高認識的學習與領悟。此

外，並沿襲既定的敘述格局，運用老一套的人物，透過重複出現的動作和想像，使

少兒接受神聖的價值觀念、道德規範，「成長」為一個合格的新世界的公民。”到
了 80年代，這種忽視人本性的成長思路逐漸被淡化，在人道主義、理想主義的新啟
蒙思想影響下，成長成為一種隱含著豐富社會意義的生存狀態，與前一時期的作品
相比，它較為真實的展現了青少年生命歷程中尋找丟失的精神家園的騷動不寧。姜
智芹談到此時期的成長小說由關注人與社會關係的外視點，轉向關注人的內在生命

體驗的內視點，因此內容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她以作家余華、蘇童等人涉及到成
長主題的創作為例，歸納他們的成長小說中有三個主要命題：父與子、性與愛、
暴力與死亡。 80另外，田廣文認為貫穿新時期成長小說最基本的精神特徵是「困
惑」，而這種精神狀態是由虛無情緒所造成的。 80年代中後期，告別漫長深重的歷

史劫難，卸除過去的思想禁鋼，空幻的烏托邦理想和激情消退了，自身的生存處境
依然是如此困窘，因為找不到新的精神支柱和價值信仰來填補心理過去的空白，整
個社會似乎都在失去共同精神信仰的茫然無措中困惑著。因此，新潮成長小說的張

力總是源自成長過程中的矛盾衝突所帶來的困惑。句0年代，曹文軒以《草房子》
為代表的多部成長小說文本充盈著美感、諧趣，更體現成年過來人作者的現實態
度。「少年之美」與「落日故人情」的結合，適當的安慰、適量的暴力在蘇北鄉村

背景下為少年成長提供了田野嬉戲和草操迷藏的天地，重拾童真，將「詩性」般入
成長小說中。 82

（二）台灣成長小說
台灣「成長小說」論述的出現沒有早於90年代，最早是刊於聯合文學、中外文

79 李學武〈成長於新世界誕生之初一－ 1950至 1970年代少兒讀本 中 「成長」 模式考察〉，〈二十一世紀〉

(

網絡版）第十三期。取自 http://www.cuhk.edu.hk/ics/2 l c/supplem/essay/030 I 093.htm
80 姜智芹〈青春與世界的碰撞 一新潮成長小說論〉，〈廣西社會科學〉

（南寧：廣西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2006第4期， 頁 122-126 。
81

田廣文〈新潮 成長小說的流變及其精神特徵〉，〈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學）

• 2005 年第 1 期，頁91-94 。
82 施戰軍，前引 文，頁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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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幼獅文藝等期刊上。這些文章有的宣稱由於成長小說的概念來自西方，因此，

無論傳統中國、五四以降的新文學或是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中，並無成長小說的
傳統。的但有的卻透過「成長小說」的歷史與定義形成批評觀點，宣稱上至中國古

典才子佳人小說，歷經五四新文學，乃至90年代當時台灣文壇，皆有「成長小說」
的存在，如廖咸浩認為自明代才子佳人小說至清初《紅樓夢》都是中國古典的「成
長小說 J

，而呂正惠以五四作家葉聖陶的《倪煥之》、巴金《激流三部曲》為當時

的成長小說代表，而戰後則選擇王文興、七等生等現代主義作家。 84但是從台灣成
長小說論述於90年代初發，但其自身的「傳統」可以從中國古典小說算起，甚至認
為並無傳統卻有作品，這說明了台灣「成長小說」的論述仍在建構當中，只是暫將

此一西方的文學類型援引為批評工具。
大致說來，即使認為台灣沒有成長小說的傳統，論者卻也承認在這裡成長小

說確實存在。但是，此術語所指並非如德國的典型成長小說，全面刻畫一個青少年
步入社會、歷經磨練、漸趨成熟的過程，反而往往和大時代做結合。例如吳濁流的
《亞細亞的孤兒》，此部書的主題在描述日治時代，台灣人民就如同孤兒般到處漂

泊、流浪，過著一出生就被壓迫、被駕敗的生活。但是這個主題卻是透過書中的主

人翁胡太明交織著悲痛絕望的一生經歷來刻畫。鍾肇政的《濁流三部曲》亦然。它
將日據時代末期一個少年的青春、在情感與思想的成長歷練，與國家民族的認同緊

密地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台灣式的成長小說不少有描述成長經驗的作品，但純
粹重視個人發展、向上成長的小說並不多見。至於其有何特色？楊照認為戰後的成

長小說作品在陳述少年時代的意義常是負面的，且成長的折磨與收成較遲，通常集

中在青年，尤其是大學階段。的另外，梅家玲認為少年的意象進入台灣現代小說的
創作範疇後，便持續和國族寓言糾纏不巴，並進而在「台灣」和「中國」的矛盾中

徘徊， 86如白先勇《孽子》中對於那群來自失去父親的家庭，血緣上涵蓋本省人、
外省人、原住民、日本人等的「青春鳥」在融合與茁壯上的期許，讓他們勇敢地
一一踏上追尋父親／自我的路途。 87

較諸德國成長小說主要呈現的是少年人格的成長、世界觀的定型，尤重於文化
教養、融入社會的意涵，是以樂觀的、人文的正向發展為主旨。但台灣的「成長小
說」雖然也是以少年啟蒙過程為書寫主題，卻具備強烈的悲劇傾向，常以人間的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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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理想的幻滅作為成長代價。觀察楊佳嫻所編的《臺灣成長小說選》確實如此。

包括台灣小說家中最集中描寫個人成長歷程的王文興，其《十五篇小說》中諸多作
品如〈命運的跡線〉、〈寒流〉、〈欠缺〉、〈日曆〉等等，少年主角們都面臨一

種情感上的「失落」。又如吳錦發的〈春秋茶室〉，兩個少年最後仍無法改變原住
民少女陳美麗悲慘的遭遇，終於明白所處世界的遊戲規則。少年總是在淚水中成

長，對於自我和現實的認識，乃在於發現裂縫，而非與群體社會達到更好的接合。

七、結論
成長小說經常被定義為德國的一種小說形式，特別是斯法爾斯的《從維蘭德到
赫塞的德國成長小說》更認為成長小說與德國哲學和文化傳統牽繫在一起，因此這
種體裁只在德國文學中出現。而埃克納在他的《反省和行動：關於成長小說的論文
集》中說，「這本文集強有力地說明，只有當這個術語用於明顯有《威廉﹒邁斯特

的學年時代》傳統的那些少量小說時，它才有用。」 88 相反的，巴克利的《青春的
季節》卻從英國文學中找到了大量成長小說的例子，而一些評論家也在其他許多小
說中找到了相同的要素，在他們看來，「成長小說」這個術語可以用於許多小說。
由此可見「成長小說」這個文類其有相當程度的爭議，不過多數學者傾向於認可成

長小說起源於德國，並且在那裡得到了廣泛的發展。但是很自然的，在長期演變下
會有許多典型產生，因此「成長小說」就會隨著時代、文化而產生轉型。

儘管對成長小說的處理有諸多差異，但大多視其為一高度自傳式（ self

reflective ）的小說：成長發展（ bildung ）的問題，在敘述者散漫冗長的自我了解中
上演。而經過轉型的成長小說，成長的意義通常伴隨著「啟蒙」而來，無論「啟

蒙」來自於社會事件或個人內在心靈的轉變。
成長小說一方面有著現實既定的骨架，一方面又表現人類自我反省的潛能，這

二者的覺醒使之成為一種特殊的文類。雖興於德國，但觀察其流變之後可以發現，
成長小說是一種能引導不同世代、在不同國度的作家開發各自創意的一種典型。基
於此一理由，不應視成長小說為德國文學風景中的一個短暫現象。相反的，只有透
過它在歷史中所有內容的變化，才能適切的擴充對它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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