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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林社為晚清著名的小說書局，但學界此前對其並無系統研究。本書的目的是通過大量
第一手材料，縷述小說林社發展的歷史，並對其各項出版事業、經營管理策略作一個相應勾勒，
而將重點放在小說林社的小說出版和《小說林》雜誌的理論成就上。
本書分兩編：上編為小說林社研究，下編為小說林社小說研究。
本書上編包括三章。前兩章主要考察小說林社的創辦、發展、結束和它的各項事業。小說
林社由以曾樸為首的常熟籍新知識分子創立，主要活動於 1904 ～ 1908 年，正式結束於 1909 年。
該社辦有《女子世界》、《理學雜誌》與《小說林》三種刊物，還出版有近百種單行本小說，其
中偵探和言情小說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本書第三章主要討論小說林社的商業運營。小說林社是一個股份制的民營出版社，要想維
持生存發展，必須適應市場需求。為此，小說林社採取了多種市場營銷策略，在後期的出版中，
更是不得不偏向市場── 1906 年開始發行的「小本小說」叢書，價廉便攜，宗旨也相應改為提
倡消遣娛樂。作為一個經營實體，小說林社還必須面對同行的競爭。本書認為，商務印書館加
入翻譯小說出版市場，並迅速佔有市場的最大份額，是導致小說林社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
本書下編包括四至六章。
第四章研究《小說林》雜誌的小說理論。《小說林》雜誌同人提出「小說者，文學之傾於美
的方面之一種也」，確定了小說的審美本質與獨立性；並客觀評判小說與社會的關係，對糾正小
說過分政治化的時論有一定的反撥作用。黃人是《小說林》的理論靈魂，徐念慈次之。徐念慈
和黃人之所以能高出同儕，乃是由於吸收了日本和西洋的文學及美學理論。此章除了探討黃人
和徐念慈小說理論的東學與西學來源，還試圖還原《小說林》雜誌創刊到結束期間的上海小說
期刊界的原生態，論述了《小說林》雜誌上諸種論說與《月月小說》雜誌及吳趼人小說觀的爭
鳴與呼應。
小說林社是一個以出版翻譯小說為主的書局，多達 123 種的單行本譯作奠定了它在晚清小
說書局中的獨特地位。本書第五章主要分析了小說林社翻譯外國小說的動機、稿源，以及譯者
情況、讀者接受情況和翻譯小說概貌。本書認為，小說林社的翻譯動機主要是傳播新知和新民，
出於文學藝術方面的考慮較少。造成此現象的原因，與譯者群的外語多依靠自學、很少有人具
備系統的西方文學知識有關，也與當時讀者的接受興趣或在新知或在情節上有關。但經由翻譯
引進的一些外國小說的結構、技巧，確實為晚期小說界帶來了新氣象。

本書第六章為小說林社科學小說的專門研究。科學小說是小說林社所有出版物中最具特色
的小說類型，小說林社編輯部主任徐念慈帶頭翻譯並創作，留下了《新法螺先生譚》等一系列
精品。小說林社的科學小說中，既有對於物質科學神奇美妙力量的鋪敍，也有對於精神和靈魂
力量的讚美；既有對科學力量的傾心推崇，也有對科學以及科學家能力的懷疑。總體而言，這
些作品呈現出一種紛雜的面貌，其中不乏裂隙和相互牴觸之處。這也引起我們思考，晚清科學
小說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承擔起傳播新知的功能。
通過以上分析，本書得到下列結論：小說林社同人的小說理論極其出色，這得益於他們對
東學和西學的吸收借鑒。然而，理論和實踐之間有著巨大鴻溝，小說林社出版的小說中，多是
通俗小說，鮮有經典之作。這與民營出版社的商業化有關，與核心成員的知識結構、譯者的整
體水平、讀者的接受心理等等都有很大關係。小說林社小說出版的主要成就，在於以大量的翻
譯小說，引起了國人對於西方小說的興趣，並促進了商務印書館小說叢書的擴大發展。
由此，本書進而希望反省學界對於「小說界革命」的研究。學界一般把二十世紀的第一個
十年看作「小說界革命」時期，認為此時期主要提倡利用小說進行社會改良和國民教育，而新
小說的商業化以及由此帶來的消遣娛樂觀，要到辛亥革命後，才由鴛鴦蝴蝶派作家提出和貫徹。
通過對小說林社的研究，本書認為這種觀點太過表面化。新小說的商業化早在一九○○年代就
已經開始。晚清大量的新小說是由民營書局出版發行的。民營書局要生存和發展，離不開對市
場的把握。正是由於民營出版業的商業化，促進了新小說的商業化，使得新小說迅速普及並取
得重要地位，從而為五四接受西方小說奠定了心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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