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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洪流裡的女性面貌： 

《慈禧》與《鴻》的寫作歷程 
蔡明純（臺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撰寫《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以

下簡稱《鴻》）一書的作家張戎博士，2014

年出版新作《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的皇太后》

中文版（以下簡稱《慈禧》）。
1 2014 年 9 月

29 日，張戎博士應邀至國立臺灣大學，以座

談會形式，講述自己從《鴻》到《慈禧》的

寫作歷程，以及歷史洪流裡的女性面貌。座

談會由歷史系衣若蘭老師主持。本文即為該

場座談會紀要。 

張戎博士首先與大家分享自己如何走

上作家之路的過程。1952 年出生於四川宜賓

的張戎，年少時雖然就夢想能成為作家，但

是成長時期的 1950 至 1970 年代，正值毛澤

東主政，發動了一連串政治鬥爭運動，許多

作家往往首當其衝，成為被整肅的對象，面

臨批鬥、勞改，甚至自殺或被槍決的命運。

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人們往往視寫作為畏

途，作家不是個受到期待的夢想。文革期

間，張戎嘗試寫作第一首詩，卻遇到紅衛兵

上門抄家而撕毀自己的作品，此時期的張戎

曾從事務農、翻砂工、電工等工作，雖然寫

作的欲望不曾稍減，卻一直無法付諸行動。

                                                      
1 張戎，《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的皇太后》（臺北：

麥田文化，2014）；英文原著於 2013 年出版：Jung 

Chang, Empress Dowager Cixi: The Concubine Who 

Launched Modern China (New York: Knopf, 2013). 

文革落幕之後，張戎於 1978 年通過中國首

次舉辦的留學考試，成為中共建政後首批 14

位留英學生之一，亦是當時首位出國留學的

四川人。張戎負笈英倫，除了求學之外，將

其心力專注於融入英國社會、西方文化，以

及了解西方世界的各種事物上，但寫作的欲

望並未因走出國門而更加旺盛。寫作必須直

視自己的內心，並回顧過往，而面對文革期

間親人的相繼去世，過去在中國的生活經驗

與回憶成為一件痛苦的事，寫作欲望反而不

如過去那般強烈。直到 1988 年，母親來英

探親半年，開始向張戎講述家族的過往，留

下了 60 卷錄音帶，在這樣的契機中，張戎

▲張戎博士（右）與主持人衣若蘭老師（2014 年 9 月

29 日攝於臺大博雅教學館 1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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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了解自己的家世與家族歷史，並開始構

思《鴻》的寫作，就此展開作家生涯。母親

原本只是希望通過講述自己的家世，獲得女

兒的了解，卻因為《鴻》的出版，得到世界

千百萬人的尊敬與理解。其後，張戎陸續撰

寫了《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以下簡

稱《毛傳》），
2
以及此次的新作《慈禧》。由

於二十多年前在《鴻》的寫作過程中，就曾

注意到慈禧廢除纏足這件事，因為張戎的姥

姥當年因為纏足，承受極大痛苦。張戎偶然

得知纏足是由慈禧下令廢除之後，隱約感覺

這與慈禧以往頑固、保守的負面印象與歷史

評價，似乎有些不同之處，故由此動機切

入，希望能從女性的角度來了解慈禧的一

生，因此有了《慈禧》這本書的問世與出版。 

接下來，張戎在主持人衣老師的提問中

與大家談到，關於寫作過程中所進行的研究

工作，像是口述訪談與史料查證的心得。張

戎表示，在《鴻》的寫作過程中，除了以母

親留下的錄音帶作為主要材料之外，也曾回

到中國進行口述訪談，訪談的對象大部分是

自己家族的成員，也收集了家族成員所遺留

的相關信件等資料，作為錄音材料的佐證。

而在與夫婿 John Halliday 所合著的《毛傳》

一書，則費時 12 年從事相關檔案的收集與

閱讀工作，期間走訪全世界 28 處檔案館，

也訪問與毛澤東有過交往的政治人物，例如

曾 經 訪 問 中 國 的 前 美 國 國 務 卿 季 辛 吉

（Henry Alfred Kissinger, 1923-）、菲律賓前

第一夫人伊美黛．馬可仕（Imelda Marcos, 

                                                      
2 張戎、John Halliday 合著，《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

事》（香港：開放出版社，2006）。 

1929-）、達賴喇嘛（1935-）等人。從檔案的

爬梳與人物的訪問中，發現了很多珍貴的史

料，例如 1974 年，毛澤東在視力幾近全盲

的狀態下與伊美黛見面，當時周圍的攝影師

大多恐懼被以「資產階級腐朽的生活方式」

為罪名受到批鬥，不敢拍下這歷史的一刻，

只有當時的新聞剪報處拍下照片。而提及寫

作《慈禧》一書，由於清末距今已年代久遠，

無法利用口述訪談的方式，不過史料都已全

面開放，來源很容易取得，除了臺北故宮之

外，以中國的第一檔案館來說，就有一千多

萬件史料，其他如時人的文集、書信、日記、

札記等文獻，有很多是學界專家已經編輯整

理過的，例如《張之洞全集》、《李鴻章全集》

等。此外，也不忘走訪歐美各國的歷史檔案

館，調閱各種與慈禧相關的歷史紀錄，再加

上參考學界的許多研究成果，匯集眾多材料

來架構《慈禧》一書的撰寫。就如同檢警在

辦案時所聲稱的，「證據到哪，案子就辦到

哪」的態度，張戎對每部作品的寫作，則秉

持著「跟著史料走」的態度，「史料到哪，

我就寫到哪」，以廣泛的史料基礎來寫作，

這樣的態度始終貫串在她的三部作品當中。 

把焦點轉回到此次出版的《慈禧》一

書，很多讀者發現這是一本以女人為出發的

中國近代史，有別於過去學界的研究。一般

人歷史記憶中的晚清，往往呈現無力的政治

運作、失敗的改革與垂老帝國的形象，但是

在張戎的筆下，通過對慈禧一生的描寫，大

家看到的是一位經歷同光中興、戊戌變法、

庚子拳亂以及晚清新政等一連串近代歷史

轉折點背後的重要女性，在當時如何治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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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這個已延續兩百多年的帝國。 

談到從女性意識出發來撰寫《慈禧》一

書的問題上，張戎表示，自己身為女性，在

查考史料的一些細節上，與男性相較，會有

不同的關注角度。例如一般人對後宮的既定

印象，常常不外乎為了爭寵而勾心鬥角，經

常處於暗潮洶湧的狀態；對兩宮太后的關

係，也多認為兩人存有諸多矛盾與心結的說

法，但是張戎觀察到的並非如此。她指出慈

禧入宮之後，沒有因為自己的地位低下而產

生忌妒心，或如過去所說的是個小心眼的女

人，與慈安之間亦無心結與矛盾，兩人聯手

在二十多歲的年紀發動辛酉政變，剷除以肅

順為首的顧命大臣後，共同垂簾聽政十多

年，說兩人的關係是生死之交，並不為過。

而慈禧雖然有數十年的時間

權傾一時，也從未涉足外朝，

作為女人，她們必須待在後

宮，等於是在受禁錮的情況下

來改革當時的中國。張戎認為

1861 年的政變，符合當時的

民意，例如曾國藩就對慈禧的

政變給予極高的評價，盛讚其

為 自 古 帝 王 所 不 及 的 皇 太

后。但是，慈禧的改革亦有其

侷限，因為女性無法成為名正

言順的君主，必須在皇帝成年

後歸政，這使得其改革每每在

歸政於同治與光緒帝之後即

被束之高閣，無法有效延續。

尤其是光緒與慈禧的關係並

不好，加上朝廷對慈禧歸政之

後的政治作用有嚴格的規定，都使得慈禧無

法有力的插手政事，若要有所作為，勢必再

度發動政變造成流血，這是慈禧所不樂見

的。日本選擇在 1894 年發動甲午戰爭，有

一部分原因是慈禧已不再垂簾聽政，馬關談

判之時，慈禧力主遼東與臺灣兩地皆不可

棄，希望召回使者重新再戰，與光緒和談的

意向相左，但軍機處的意見與光緒一致，因

此同意李鴻章割地賠款。當時基本上慈禧是

處於孤立狀態，無法干預局勢的發展。 

通過張戎在座談會的講述，讓讀者對於

她從《鴻》到《慈禧》的寫作歷程、史料蒐

集，以及女性史角度的觀察，有更為清楚的

了解。現場聽眾提出許多有關於文史或時事

的問題，例如《鴻》的電影拍攝籌備計畫、

▲張戎博士演講實況（2014 年 9 月 29 日攝於臺大博雅教學館 1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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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檔案資料的使用經驗、清末海軍經費挪

用的討論，以及慈禧與安德海的愛情等疑

問，與張戎相互交換心得與意見。張戎提到

關於《鴻》的電影籌備問題，存在著很多困

難，除了劇本很難忠實呈現原著之外，她也

擔心由外國人所拍攝的電影，很難避免會加

入一些對當時歷史的錯誤理解，因此拍攝計

畫尚處於嘗試階段。其次，關於歐美各國檔

案館尋找史料的經驗，張戎也與讀者分享了

在英國皇家檔案館找到一隻名為 Rooty 的北

京狗圖像，
3
這是英軍在 1860 年從圓明園帶

回的寵物狗，後來成為中國之外的北京狗的

祖先。對於張戎從女性的角度出發，重新理

解慈禧，現場有讀者表示認同──慈禧過往

的評價偏向負面，其實與清末革命黨人以及

流亡海外的保皇派影響不無關連，由此而層

累堆積而成的歷史記憶，造成以往對慈禧的

錯誤理解。
4
例如過去學界多認為慈禧挪用

海軍經費修建頤和園，是造成甲午海戰慘敗

的原因。但若從清廷的「統治理性」意識來

觀察國家財政的籌措與分配原則，海軍經費

的使用或許是個可以再重新討論的議題。 

另外，關於慈禧與安德海之間的愛情，

也有讀者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張戎雖然強

調由史料來說話，但兩人之間是否存有愛

情？實際上並無具體史料可以證明。若從內

務府制度的變遷來觀察，皇家事務向由包衣

管理，此即清廷得以免於太監干政的一大要

                                                      
3 Rooty 是英法聯軍時從北京被帶回英國的戰利品，因

而被取名為 Rooty，意即「打劫來的小傢伙」。 

4 此部分的討論可參閱：汪榮祖，〈論清后葉赫那拉

氏〉，收入氏著，《明清史叢說》（桂林：廣西師

範大學出版社，2013），頁 204-236。 

因。但由於慈禧是女主，不便與身為正常男

性的包衣有過密的往來，比起其他男性帝

王，慈禧必須更加仰賴太監的任使，才有派

遣安德海出宮採辦龍袍之舉；而像是書中所

提到的，安德海死後的衣物被慈禧下令收

回，其實在清代並非沒有前例可尋，皇帝下

令收回獲罪之大臣的衣物做為懲罰，或日後

再賞賜給其他人的情況所在多有。若要將派

遣安德海出宮採辦龍袍，以及衣物被收回以

防私情曝光，抑或慈禧在安德海死後心神失

常的狀況，來當作愛情的解讀，似乎稍嫌薄

弱。 

後整場座談會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

結束。《慈禧》一書於 2013 年以英文出版之

後，便引發歐美學界與媒體的廣泛關注，此

次中文版的發行，也隨著張戎的訪臺，在臺

灣學界以及青年學子之間引起話題。歷史人

物傳記的書寫，往往因為關注的出發點與各

種立場的不同，而出現相左的歷史評價，特

別是像慈禧這樣一位在晚清歷史上極具爭

議的女性政治家，如何公允的看待其主政時

期的功與過等問題，總能引起學界的熱議。

張戎筆下的慈禧，是否真正呈現出歷史上不

為人知的慈禧，仍有待學界討論。不過，可

以確定的是，她以女性的意識出發，加上廣

泛蒐集各國史料來撰寫《慈禧》一書，通過

「把歷史還給女人」，以及「上窮碧落下黃

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將女性意識與史料、

二手研究融會於本書的寫作中，使得世人得

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慈禧的一生，這樣的

精神應給予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