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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是现代时期最有代表性的

通俗小说大家，《金粉世家》是他最重要

的小说代表作之一。这部近百万字的

长篇小说兼具社会、言情和人情（世情）

小说的因素，书中人物众多，三教九流

无所不包。小说的主要情节围绕着北

洋政府民国总理金府这一豪门家族的

盛衰而展开，金家上上下下的重要角色

就不下一二十人。因为题材的相似性，

《金粉世家》也经常被称为“民国红楼

梦”。小说中的各种人物设置，也与《红

楼梦》具有类型上的相似性。假道学的

老爷、纨绔子弟的少爷、吃斋念佛的太

太、精明泼辣的少奶奶、聪慧灵秀的小

姐，大都没有超出《红楼梦》的范畴。按

照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分

类，这应该还算是《红楼梦》的“余泽”。

冷清秋是《金粉世家》整部小说中

最有意义的一个人物形象。其他人物

形象都缺少新意和创造性，因而也就缺

少研究价值。如果也用《红楼梦》中人

物来作比的话，冷清秋可以说既有黛玉

的聪慧清高和多愁善感，又有宝钗的温

婉端庄顾全大局，但是我们绝不可以仅

以钗黛等古典女性视之，因为在小说最

后，她采取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极具

现代意义的行动，那就是在现代文学中

时常被提到的“出走”。具体说来，就是

她在与丈夫金燕西感情破裂之后避居

楼上，然后趁一场大火“火遁”，抱着孩

子悄然离开了金家。

张爱玲曾经说过：“中国人从《娜

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无疑地，这潇

洒苍凉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深

的印象。”的确，自从新文学运动一开

始，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被介绍到中

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读者们对“娜拉”

这个名字和“出走”这个动作就不再陌

生了。但是一般来说，“出走”这个动

作，都是和新文学作家相联系，不论是

鲁迅笔下的子君，还是庐隐笔下的露

莎，这些“娜拉”们都是新文学作品里的

新女性。而冷清秋则不同，张恨水是所

谓“民国旧派作家”，过去还长期被视为

“鸳鸯蝴蝶派”一员，冷清秋作为他的小

说女主角，既非传统的古典闺秀，又不

是毅然决然的五四新女性，这个新旧兼

杂的女性形象正是张恨水对他所处的

新旧转型时代的独特写照。冷清秋因为

“出走”这一动作，使她同时与西方作家

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和中国新文学作家

们笔下的子君、露莎等中国“娜拉”们都

建立起了一种横向的联系。冷清秋这一

文学形象的产生，与娜拉的引进和中国

“娜拉”们的诞生，是同一个历史时期的

文学现象，天然地具有一种可比性。当

然，与这些中外文学中的娜拉们比起

来，冷清秋和她们既有相同又有不同，

其中的复杂意味，是非常值得一探的。

冷清秋与中外的娜拉们的核心联

系是“出走”。看一下冷清秋的从觉醒

到出走。从表面来看，冷清秋的出走与

娜拉有更多的相似，都是在已经结婚生

子之后为了人格尊严而走出婚姻。但

其实质则有更多的不同。娜拉一旦觉

醒就义无反顾地抛弃一切奔向外面的

世界。而冷清秋在领悟到其婚姻的实

质之后在很长时间内仍是一味的退

守。先来回顾一下她的婚姻，她也是自

由恋爱结婚的，但其体验与子君们亦有

不同。她与金燕西恋爱结婚，并未遭遇

来自家长的阻力，因为她的婚姻完全符

合长辈的预期：年轻英俊的丈夫，豪门

家族背景，更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她完

全没有遇到像子君们所遭遇的“父与子

（女）”的矛盾。在这一点上，她是无法

和子君共鸣的。同样，她也无法和露

莎、莎菲共鸣，因为后者们的痛苦，除了

恋爱，更有形而上的迷惘和思索：人生

到底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何

在？这些思考具有鲜明的五四时代特

点，是那个历史青春期时代的新青年们

特有的迷惘。这一代人抛弃了传统的

世界观和人生观之后，新的人生观正在

探索之中。而冷清秋虽然与子君、莎菲

同样是生活在20年代北京的女学生，

但她显然并非这样崭新的新青年，她身

上所具有的旧文化、旧道德是她的突出

特点，也是她能够顺利嫁入豪门的根本

所在。对金燕西来说，觉得她有旧道德

的风范，娶她比娶新式女子好。而金家

的大家长金铨，正是在看了她的文章诗

词和一笔漂亮的书法之后，对她的才学

高度赞赏，然后顺利认可她的。所以，

她从来也没有像子君那样发出“我是我

自己的”呼声，也没有像莎菲那样孤独

地挣扎着“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

去”。后两者都挣脱了传统伦理的束

缚，冷清秋没有，她始终与传统伦理保

持着温情脉脉的关系。

正因如此，她虽然婚后很快就觉察

了婚姻的悲剧，但从觉醒到出走却花了

很长的时间。几乎从一结婚，金燕西就

暴露出纨绔子弟的本性，终日冶游奢靡

无度，在家则对冷清秋实施精神暴力和

言语侮辱。冷清秋在冷静之后反省了自

己的错误：“终乖鹦鹉贪香稻，博得鲇鱼

上竹竿。”也就是说，她认识到了自己这

桩错误婚姻的一大原因，是自己贪慕富

贵的虚荣心。在小说第九十回，冷清秋

回忆了当初金燕西追求她的过程，各种

细节充满金钱和物质的攻略，送衣服送

鞋子，汽车接送去看戏，最后发展到送珍

珠项链。冷清秋意识到当初金燕西“用

钱如泥沙一般”地追求她，而她当时只觉

得他热情可感，并不觉得他纨绔。“受着

物质与虚荣的引诱，就把持不定地嫁给

了燕西”，如今醒悟到“屈服在金钱势力

范围之下，实在是可耻”。“人家不高兴，

看你是个讨厌虫，高兴呢，也不过是一个

玩物罢了”。她和娜拉一样，认识到了自

己“玩物”的地位，这正是觉醒的标志。

她的反省是深刻而沉痛的。然而

她并没有马上离婚或出走。她的第一

反应是认命而且自怜。她在生日诗里

写道：“百花生日我同生，命果如花一样

轻。”把不幸遭遇归结于“命”，从而避

开了思考反抗的可能性，这正是中国

旧式女子的常态思维。因而她能做的

只是默默地忍耐。这种忍耐也可以理

解为道家的清净自守，它是冷清秋精

神上的自我保护。它包含两个方面。

其一是寡欲，无欲无求。金父死后每

个儿子分到5万大洋现金，冷清秋没有

花过其中一分。在后期避居楼上之后，

更是每日只食青菜素汤，摒弃了一切物

质享受和繁华富贵。其二是无为。对

金燕西，对周围的一切，都“任其自

为”。对诽谤冤枉她的人，她不解释。

对丈夫的变心、花心，她不干涉不争

取。她用道家的寡欲与无为，为自己筑

起了一道保护墙，这也是她的底线：维

护自己人格的清高与精神的洁净。有

了这道墙，仿佛她就能够与金燕西以及

整个金府的奢华和堕落划清界线，避免

同流合污，保持人格的独立。但其实还

是做不到。当她彻底成为金燕西与白

秀珠一同出国的阻碍和累赘时，金燕西

也终于图穷匕见翻脸逼迫她。她的“不

食周粟”式的坚持也成了自欺欺人。冷

清秋尽力退守但是仍被金燕西羞辱：你

照一照镜子，你穿的用的难道不都是金

家的？

所以，冷清秋的出走在某种意义上

是被动的，第九十回彻底觉悟“怀诗忽

解脱”，但到了九十五回才欲离婚而不

得，“封步闭楼居”，然后到了一百回才

趁大火而火遁。她的出走是被逼到底

线之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点又是

她与中外娜拉们的不同：她们都是主动

的。当娜拉一朝觉醒，就马上一刻也不

能忍耐要出走。当子君一朝觉悟，马上

斩钉截铁地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

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一旦觉醒之

后，她们就相当于换了个新人。相比之

下，冷清秋的出走是消极的，并非新生。

冷清秋未能成为一个个人主义

者，那么她出走的动机和思想资源来自

哪里？小说第九十回里，冷清秋醒悟到

自己的错误之后，有这样一段心理描

写：“其实真正的男女爱情思想，还是道

学先生认为风花雪月的词章上很有表

示。《诗经》是不必说，像屈原、宋玉的

赋，以至于唐人的诗，宋人的词，元人的

曲，哪里不代表儿女子一种哀呼？‘早知

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在唐朝就很胆大

地有人说出来了，现在女子们还甘受丈

夫的压迫而不辞吗？清秋本是个受旧

书束缚的人，今天忽然醒悟，恰是在旧

书本子里找着了出路。”

作者这段话尽力把冷清秋的觉悟

归因于传统旧书，是非常牵强的。传统

女性对爱情的呼求，与冷清秋的觉醒与

出走，并非同一个范畴。因为她要求的

不是爱情而是尊严。无独有偶，冷清秋

在出走前也有一段对话。她对四小姐

道之说：“我们做女子的，第一步就是要

竭力去了‘寄生虫’这个徽号，所以我的

第二步是干，不是做了丈夫的寄生虫之

后，再变成一个社会或人类的寄生虫。”

这段话可以看出，冷清秋出走的目

标，是不做“寄生虫”，换言之，要求独立

人格。这更多是来自于现代思想。她

在出走后确实也做到了自食其力。冷

清秋毕竟是生活于20年代这样一个新

旧交替的转型年代，又是受过现代教育

的女中学生，她的思想当然受到了现代

思潮的吹拂。虽然作者要尽量强调冷

清秋传统文化的一面，但其实还是无法

抹杀这点。

但是，冷清秋的出走与娜拉还是有

很大不同。前面说过，冷清秋未能成为

一个个人主义者。虽然她说要拒绝做

“寄生虫”，但这离“人的觉醒”还是有距

离的。娜拉出走是指向“生”，冷清秋出

走最初却是指向“死”，她本来是要抱着

孩子投水自尽的。我们看到她是带着

孩子出走的，因为她儿子和她母亲，这

些基于伦理和亲情的关系，是她活下去

的精神支柱。应该说，娜拉的出走是对

世俗伦理的反抗，而冷清秋的出走则是

对世俗伦理的回归。和家人一起抚养

儿子长大，就是她出走之后的全部生活

意义。个人人生意义的探寻，并未成为

她人生的主题。

总之，我们看到，在婚姻失意时，冷

清秋采用了道家的生活态度，同时，她

也用佛学来排解痛苦。第一百回提到

她“小楼伴佛”，房间里摆着几十部经书

和“灵山说法图”。在她身上充分体现

了中国文化的儒释道的互补。痛苦时

用道家和佛学来排解和支撑，出走之

后，又以儒家的世俗伦理和血缘亲情作

为归宿。另外，她的出走还有一部分是

基于读书人的“气节”。所以说，冷清秋

这个形象，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时代

的产物。她身上既凝聚了传统的文化

精神，又有现代思想的感染，充分反映

了新旧过渡时代的现实。这个人物形

象的塑造，是张恨水对现代文学的一大

贡献。

《啼笑因缘》从初刊本问世至今前后有80余

年，几乎伴随了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因此，

这一版本谱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现代文学

尤其是通俗文学跌宕起伏的历史轨迹，具有文

学、版本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一

《啼笑因缘》于1930年 3月 17日在上海的

《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开始连载，11月30日

连载完毕，共计二十二回。由于此前《春明外史》

《金粉世家》的巨大成功，加之《新闻报》的努力宣

传，《啼笑因缘》一经连载，即吸引了大量的关注，

形成了“‘啼笑因缘’迷”（张恨水《啼笑因缘〈严独

鹤序〉》，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上海

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故事作为谈话题

材，预测它（小说）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

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纸来了；预约改戏、改电影

的早已纷至沓来。”（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

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可以说，作为

通俗文学的经典范本，《啼笑因缘》甫一问世即获

得了广泛的读者群，最大限度地完成了文学在读

者大众中的普及和传播。对于它的载体《新闻

报》而言，也是满载而归，从《啼笑因缘》开始连载

至结束，《新闻报》的发行量从15万份猛涨至20

万份，数量的激增很明显要归功于《啼笑因缘》的

巨大号召力。虽然出生于南方，张恨水的成名之

路却始于北方，《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分别刊

载于成舍我在北平创办的《世界晚报》和《世界日

报》，在《啼笑因缘》问世之前，张恨水的名声基本

拘囿于北方地区，而此书的成功让张恨水在南北

两地均赢得了巨大名声，王德威甚至认为“1931

年不妨称之为张恨水年”（王德威《文学的上

海——一九三一》，选自陈子善《夜上海》，北京经

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261页）。

促成这种“张恨水热”局面的另外一重因素

是1930年底《啼笑因缘》单行本的发行。在《啼

笑因缘》连载完毕的第二天，12月1日，《新闻报》

主编严独鹤在该报发表文章《关于啼笑因缘的报

告（一）》便预先告知读者：“《啼笑因缘》小说，现

归三友书社出版，排印将竣，约月内可以出版。

内容除小说本文外，尚有恨水先生的小影和自

序，并加入其它序文和插图。全书印刷颇精，排

印也很注意，而定价从廉（每部定价洋二元六

角）。使爱读《啼笑因缘》者，可以人手一编。”三

友书社为严独鹤、严谔声、徐耻痕三人所创办，三

人同为编辑，该书社实际上是专为《啼笑因缘》而

注册的，其主要动机即为已经“热”起来的《啼笑

因缘》的传播再添“一把火”，而实际效果也果真

如此。1931年1月11日，《啼笑因缘》单行本正

式问世，《新闻报》亦于同日发布《啼笑因缘今日

出版》的公告，向读者说明了单行本的基本形态

“全书分上中下三册，用上等报纸精印，卷首有铜

图数页，系由明星公司摄制《啼笑因缘》影片时所

特摄”。单行本“封面由张光宇绘画，王西神题

眉，是五色锦套而成，正文之前还有李浩然题词，

严独鹤序，作者自序，正文结束后是作者做的总

答复”。（储雯硕士毕业论文《〈啼笑因缘〉的改编

与传播》）从单行本的设计来看，出版者显然是颇

费了一番心思的，无论是纸张还是封面都精心设

计，封面人物是一个具有典型30年代审美特征

的都市女郎，与文中人物形成呼应，回目之后有

作者手稿真迹等“猛料”，在这种积极的宣传态势

下，单行本出版“两日间已销去千余册”。（《啼笑

因缘小说畅销》，《申报》1931年1月13日）在单

行本的文后，张恨水在回应读者写续作的问题时

曾表态“不能续”、“不敢续”，但1933年，《啼笑因

缘续集》还是在众人的期待中如约而至，也从另

一个侧面说明了《啼笑因缘》良好的传播效果。

单行本问世之后，文艺书社于同年2月出版

善本，采用线装形式，这也是较早的《啼笑因缘》

版本之一，目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有收藏。

二

新中国成立后，通俗文学作为旧时代标志之

一受到抑制，出版情况也不乐观，主要的出版业

务集中在通俗文艺出版社、宝文堂书店等几家专

事通俗文学出版的出版社中。1955年10月，北

京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啼笑因缘》，这应是新

中国成立后此书的首个版本，该版本延续繁体字

竖排的风格，由满族画家毓继明根据小说故事做

插画10幅，使得文本自身更加生动和形象。值

得一提的是在全书正文前，删掉了此前初版本中

的《严独鹤序》《作者自序》《作完啼笑因缘后的说

话》，加入了新的“内容提要”，“提要”认为这是

“一部具有反封建色彩的言情小说”，“今天来看

这部小说，对于描写旧社会青年男女的恋爱悲

剧、暴露当时封建军阀的丑恶腐朽，仍然有着现

实的意义”，“生活在新社会的青年，读一读旧社

会青年的恋爱悲剧，更会感到新社会的可爱”。

这几句简短的“提要”既是对《啼笑因缘》的新解

读，也是一种新的定性和定位，带有鲜明的时代

特征和意识形态色彩。此版本由于经历“文革”

浩劫，目前保留下来的不算太多，但在各大图书

馆一般都有收藏。

“文革”结束后，伴随着思想领域的解放，通

俗文学出版也迎来了新的高峰，《啼笑因缘》的出

版进入了一个繁盛的时期，1980年，浙江人民出

版社率先出版该书，由于此版本为“文革”后较早

出版的版本，因此，流通甚广，不仅在孔夫子旧书

网销售榜上位居第一，也是各大图书馆收藏的主

要版本。在此之后，《啼笑因缘》的出版迎来了一

个高峰期，据笔者检索，相继有以下出版社出版

该书：

1.北京出版社（1981年7月）（插图本），2.安

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3.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7年），4.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5.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1月），6.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7年1月），7.群众出版社（1997年4

月），8.国家出版社（1997年），9.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年 7月），10.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 1

月），11.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12.团结出版

社（2003年 1月），13.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

年1月），14.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15.时代

文艺出版社（2004年），16、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17.华夏出版社（2008年），18.人民文

学出版社（2009年），19.中国盲文出版社（2009

年），20.新华出版社（2010年），21.华品文创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2月），22.联合文学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23.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1 年），24.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3 年 7

月），25.岳麓书社（2014年6月）。

三

此书版本众多，除了在装帧设计上各有特色

外，在内容上各版本也有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

现在细节上。由于该书版本众多，我们拟将

1930年初版本、1955年通俗文学版（以下简称

通版）、198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以下简称浙版）

三个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版本做简略对比。首

先，在字体上，初版本、通版均为繁体字、竖排，浙

版及其之后的版本均改为了简体字、横排，后者

显然更符合现在的出版规范和阅读习惯。其次，

通版在一些词语的运用上做了调整，比如在称呼

上，通版将初版本中的“你”改为了“您”，而在浙

版上，又将这种改动去掉了，完全遵照初版本的

样态。在第一回的段首，初版本对北京的描写是

这样的：“相传几百年下来的北京，而今改了北

平，已不是那‘首善之区’四个字的尊称。”通版中

将“四个字的尊称”改为了“四个字了”，将此前带

有“定位“性的词汇隐去了，改为了更为中性的叙

述。另外，初版本中的“那”和“哪”通用，全部用

“那”，而在后面两个版本中则有了明确的区分，

更符合现代书面语的运用。在情节上，通版也略

有删减，如第二十二回，关氏父女勇斗劫匪救出

家树后，劫匪不甘落败追至山下与关寿峰有激烈

交锋，在初版本和浙版中，劫匪头目李二疙瘩有

用飞镖与寿峰交手的精彩情节，这也呼应了小说

开头家树、寿峰吃酒时用筷子夹苍蝇的伏笔，通

版将此情节略去了，令这章节的精彩性打了折

扣。类似的删减在通版中还有多处，但多是对枝

叶的修剪，而非主干。

总体来讲，此书各个版本的变化主要在形式

装帧上，在内容情节上改动较少，这与老舍、曹禺

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对《骆驼祥子》《雷雨》等以

前的名作进行大规模修改完全不同，究其原因，

我以为有如下两方面。一是《啼笑因缘》的内容

为言情、武侠，现实性因素较少，其英雄传奇与男

女情爱的故事主线与现实关联较少，因此，虽然

经历了新旧政权更迭这样的环境巨变，其作品所

指涉的内容并不涉及两个时代的敏感问题。二

是自1930年以来，通俗文学因其强调消遣、休

闲、娱乐的文学特征，这一流脉一直处于被轻视

甚至忽视的状态，在一定程度游离于意识形态监

管之外，因此，在历次出版时并没有被动地进行

大的改动。

四

纵观《啼笑因缘》的“出版史”，我们可以发现，

此书的出版传播可以分为三个时段。一是1930

年代初期，这一时期正是整个中国文学各种思潮

多元并举的时代，有通俗文学生长的空间。后来

随着日军侵华，民族救亡的压力日渐深重，这种以

消遣娱乐为特征的文学逐渐被“救亡文学”所取

代。这种形势变化影响了《啼笑因缘》的出版和传

播，早期《啼笑因缘》版本目前保留下来的也非常

少。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通俗文艺出版社的版

本是目前流传较广的版本，但很明显，这一时期归

属于通俗文学序列的《啼笑因缘》并没有真正传播

起来，处于一种被抑制的状态。三是“文革”结束

之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提倡，社会生活从政治生活

的遮蔽下剥离出来，文学也卸下了宣传的重负，这

时候，通俗文学再度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消

费品，也因此，在相隔了50余年的历史之后，《啼

笑因缘》迎来了新的出版高峰。

《啼笑因缘》的出版史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

通俗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尴尬境遇。长期以

来，通俗文学被隔离在文学史之外，甚至被视为

纯文学的反面，直到1980年代，通俗文学才逐步

被纳入各种版本文学史的版图之内，这其中，张

恨水的贡献不可抹杀。事实上，承接自古典文学

的现代通俗文学构成了现代文学的重要板块，尤

其是在文学与大众的结合上，通俗文学本身具有

“纯文学”不可比拟的优势，真正使得文学走进了

大众中间。《啼笑因缘》在1980年代之后的出版

高峰表征了通俗文学逐步被接纳的历史趋势，也

是通俗文学与当代生活不断融合的典型代表。

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11种《啼笑因缘》
版本：

1.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版，32开本，

规格 850×1168 毫米，印数 32 万册，有《出版前

言》《严独鹤序》《作者自序》，正文为二十二回原

本。2.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 年 1 月版，32 开

本，规格880×1230毫米，印数1万册，有《严独鹤

序》《作者自序》，正文为二十二回原本及十回《啼

笑因缘续》。3.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 5月版，

规格 787×1092，32 开本（小），印数 78400 册，正

文为二十二回原本，文末附《作者自序》。4.通俗

文艺出版社，1955年10月版，规格787×1092，32

开本（小），印数 55000，正文前有《内容提要》，正

文为二十二回原本。5.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

7 月版，规格 850×1168，32 开本，印数 10000 册，

属“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种，正文为

二十二回原本，正文前有《严独鹤序》《作者自

序》，文末附《作完〈啼笑因缘〉后说的话》。6.北

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规格850×1168,32

开本，印数 5000 册，含《严独鹤序》《作者自序》

《作完〈啼笑因缘〉后说的话》以及为续集而作的

《自序》，正文为二十二回原本及十回《啼笑因缘

续》。7.团结出版社，2003 年 1 月版，规格 850×

1168，32 开本，印数 16000 册，含《严独鹤序》《作

者自序》《作完〈啼笑因缘〉后说的话》以及为续集

而作的《自序》，正文为二十二回原本及十回《啼

笑因缘续》。8.北京出版社，1985年11月版，规格

787×1092，32开本，印数 140000册，含有范伯群

《漫谈〈啼笑因缘〉》《严独鹤序》《作者自序》，正文

为二十二回原本。9.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年 3

月版，规格 787×1092，32 开本，印数 5000 册，含

《严独鹤序》《作者自序》《作完〈啼笑因缘〉后说的

话》以及为续集而作的《自序》，正文为二十二回

原本及十回《啼笑因缘续》。10.浙江人民出版

社，1980 年 5 月版，规格 787×1092,32 开本，含

《严独鹤序》《作者自序》《作完〈啼笑因缘〉后说的

话》以及为续集而作的《自序》，正文为二十二回

原本。11.日文版《啼笑因缘》，译者饭朗，发行机

构为生活社，昭和十八年八月出版，该书为“中国

文学丛书”之一种，被列入该丛书的还有《老残游

记》《洪秀全的幻想》《赛金花》《日本杂事诗》《北

京笼城》等作品。

张恨水张恨水《《啼笑因缘啼笑因缘》》的的
版本形态与传播效果版本形态与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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