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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雙飛》：變動時代中的女性彈詞小說 林麗裡 摘要 女性彈詞小說

《鳳雙飛》於晚清前期南中士人之間的流傳，到晚清末期在海上文壇出

版過程特殊，穿越了傳統說部的流佈與新式媒體的傳播兩種過程。而此

兩個時期正好對應著《鳳雙飛》的創作與出版，同時也對應著由作品傳

達的中國境內紛擾，與實際中國面對西方動盪的兩個時期。而這兩個時

期正是包含在晚清的時空背景之中。程蕙英以女性彈詞小說作家之姿，

藉由《鳳雙飛》與晚清海上社會文化、通俗文學產生聯繫，且進入海上

文壇的過程極具代表性。而追究《鳳雙飛》文本所關注的主題，無疑為

文本中所欲展現女性在性別認同與性別政治的性別議題為核心。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則屬程蕙英創造出一批具強烈主體意識的女性角色，她們在

各自不同的人生情境與生命歷程之中「主導」自己的人生，且堅持自我

的人生選擇。再者，透過作品解讀創作者思維方面，當女性如何面對時

代的動亂，在經歷重大歷史事件(如太平天國)對土地、文化、思想的摧

殘之後，作家如何在作品中透過性別政治、身體政治，來反應對舊制度

的反省，也是值得思考的重點。《鳳雙飛》從固有傳統規範的邊緣出

發，尋找舊制度縫隙所透露得以與時代對應的對話空間，使得轉以男性

為敘事主體的《鳳雙飛》，得以在所有象徵、規範的縫隙尋求彼此對

應、對話的機會。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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