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第 1期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总第 240期) 

差异化呈现与参差的对照 

论 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日语创作经验” 

马泰祥 

摘 要： 日据时代台湾文坛的日语书写现象情况复杂，作家的日语创作经验显示出多 

元构型 ，创作体现 出了语言能力水平、作 家代 际间隔以及对待母语感情认知的差异。杨 

逵用 日文创作左翼小说实现 了自己跨 区域左翼联合的实际构想，形成 了对 日文文化势 

0能的“逆势转化”；翁闹对 日语语言及 文学背后 的政 治潜意 图相 "-3冷漠，致使 殖民者推 

行日文的剑指目标无法在他身上奏效，是为日文文化势能的“涵化而利用之”；周金波 

利用 日语文学的创作配合官方政策，并急迫地践行 殖民者的同化实践 目标，以 日语文学 

i 创作作为迎向、拥抱“殖民同化”的手段 ，从而在这种几乎病 态的、对于实现同化的终极 

_追求的路上 ，他一级一级走 向了没有光的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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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学当中一个不可分割却又别具特质的部分 ，在 台湾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台 

湾文学同大陆、香港文学一样 ，经历了从古典性 向现代性的根本性转换 ，而这种转换发生在从被殖民到 

民主化的复杂历史进程中，它既源自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又形成了自身的文学传统；既与祖国大陆、香 

港 、海外华人文学一起共同展开了中华 民族新文学 的历史进程 ，又与它们(尤其是祖 国大陆文学 )有着 

汲取、‘反哺’、接纳、互动等多种联系；既有 自身主体性建构的丰富实践，又有身处中华、面向世界的骄 

人成就” 。台湾文学最引人瞩 目的特质即在于文学创作语言的多元化。20世纪 台湾文学 的语言载体 

至少包括以下几种：传统文言文、汉语台湾方言文(如闽南语、客家方言等等)、汉语白话文以及 日文。 

如果说汉语 的文言文 、白话文 以及方言创作间的“新旧替换 ”(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抑或 “交融互渗 ”(方 

言书写对于白话文的渗入)算是中国新文学草创阶段各个地域文学都共有 的现实的话 ，那么在 台湾文 

学场域中的“外来语”—— 日语以及相应创作构成这纷繁复杂的语言载体版图中的一元，则是台湾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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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最为引人瞩 目的一个特质。 

关于台湾文坛文学多元语言书写情况的研究 ，学界相关研究 的侧重点多有不 同。自日据时代到光 

复以后 ，台湾文坛从 日语转入中文 ，这种语言的动态转换展示 出文化场域的资源重组 、彰显 出民族文化 

变迁样貌 。不少研究即集 中于此 ，有论者分析这种语言生态的形成与变化在文学制度层面 的表现与影 

响(如陈培丰著《想像和界限：台湾语言文体的混生》)，有论者比较殖民地宗主国与殖民地文学生态之 

间的歧义性(如阮斐娜著《帝 国的太阳下 ：El本的台湾及南方殖民地文学》)，还有论 者追索这些 日语转 

向中文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识(如朱双一、张羽著：《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专门 

就 日据时代 日语创作进行厘析的分 析，以计璧瑞 的专著《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为最具代表性 ，通过分 

析殖民时期文学的语言问题 ，她尝试 区分语言的物质层面与非物质层面 ，将 日语创作中对于民族文化形 

态 的包容 、含纳的情况与样式加 以概括 。就以上研究而言 ，大多将 日据时代台湾作家的 Et语创作当做一 

个整体来进行分析，着重从 日语创作的思潮、表现等宏观层面出发，提取其中共通的文化质素。那么，日 

据时代台湾作家 日语创作是否存在 内部的差异性 ，同一个文学事实 (用 日语进行创作 )的背后所呈现 出 

来 的作家个性色彩为何 ，也 同样值得仔细分析。本文首先将对 日据时代 日语创作的具体情况进行评述 ， 

分析 日据时期台湾本土作家 口语创作的特点，确认这一部分 El语创作的文化价值 ；其次 ，根据前一部分 

所归纳的 日语创作差异性特点 ，我们选择了三位 台湾本土 El语作家杨逵 、翁闹以及周金波作为分析中心 

来讨论。三位作家之间的文学风格迥异、对待 日语所具有 的文化势能 的情感认 知也多有不 同。但正是 

这些差异化的表现，展示出了在一个相对 自足并且稳定的文学场域 中，外语书写(即“日语创作”)对于 

这个时代的文学经验构成所具备的搭建功能：日语创作如何通过文化势能的引导而致使不同文化背景 、 

不同世代 的台湾本土作家产生颇具差异性的情感体认 ，在这种相对稳定的文学场域中颇具差异性的文 

化表现 ，正是 日语创作经验的特有价值所在 。 

一

、差异化的呈现 ：Et据时期台湾作家 日语创作的特质 

在 Et据时期台湾这个文学／文化场域内，日语这种殖民外来语裹胁着殖 民强权话语 的大力支持 ，并 

通过所谓“国语运动”的殖民运作，以及 日据时代殖民文化教育体系的毛细管作用般的点滴渗透，在Et 

据时代中后期成为了文坛 的主流乃至唯一用语 ，塑造了 日据时代 台湾作家用 日语进行文学创作 的生态 

景观。这是殖 民统治下台湾作家无可奈何的现实际遇 。但对于这种必须使用 日语的现实际遇 ，不同世 

代 、不同教育背景的台湾作家却有着颇具差异化的情感体认。 

1．语言能力水准的差异性 

日据时代 台湾作家的 日语创作并不是一个研究 的盲点 ，但却有不少 的研究充满 了误 区。德 国汉学 

家顾彬认为 ：“台湾省由于被 日本 占领 (1895—1945)，所以和大陆的发展——尤其是五四运动和共产主 

义革命——基本脱节 。 日本人在战争期间的殖民政策更是加剧 了这一割裂：作 家只能用 日文写作和 出 

版。因此 ，如今在一些台湾文学史问或提到的作品，至多就是以台湾的风土人情为主题 而已，却穿着纯 

粹的 日语外衣。它们应该算作 El本文学史 ，而不是 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①他在研判 日据 时代 台湾作 

家 日语创作时 ，将这一部分的创作从“中国文学史”中取消而并人“日本文学史”当中，这一观点显然不 

啻于 日据时代岛田谨二“外地文学论”的隔代重兴 ，并未获得学界 的认可。在这里值得提出来讨论 的问 

题是 ：顾彬这一颇具歧见的观点 ，其失焦之处发生在哪里? 

可 以注意到顾彬将 日据时期 台湾作家的 日语创作 “并入”日本文学史的唯一根据就只是作家“用 日 

文创作”、文学作 品“穿着纯粹 的 日语外衣”。这一观点显然属于一种文学归属区分上的“属文主义”，即 

将文学语言视为文学归属的唯一标准。按照顾彬 的分析逻辑 ，因为 日据时代台湾作 家都采用 了日语创 

作 ，加之这时候 的台湾是 日本殖 民统治下的一个特殊 区域 ，那么台湾作家的 日语创作跟 日本本土文学区 

别就不大 ，至多“以台湾的风土人情 为主题而 已”。但 在事实上顾彬立论 的一个根本即发生 了失误 ：日 

① [德]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 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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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时代台湾本土作家的日语文学表现水平与能力 ，与 日本本土作家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性。 El据时代 

文学声誉最盛的台湾顶尖 Et语作家 ，如杨逵 、吕赫若 、张文环等等 ，都一再被评论家指摘其 日语能力有缺 

陷。① “误用敬体与敬语”、“日语台湾化”这两项台湾民众在学习、使用 13语过程中常出现的毛病，在台 

湾顶尖 日语作家的文学创作中也被一再搬演 。正是这种语言能力水准上 的差异性 ，展示 出 El据时代 台 

湾日语文坛与殖民地中央文坛的那种不平等关系，以及台湾本土日语作家遭受殖民压迫的血泪事实。 

台湾本土作家的 日语创作经验 ，因此构成了殖民地台湾文学史 中的特殊经验，丰富了台湾文学史乃至中 

国文学史的文学武库 。 

2．作家代际间的差异性 

在日据时代台湾作家群体中，“代际差异”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 1920年代开始直至 

1945年台湾光复至少可以看到前后涌现出三代作家群体 ：第一代是在 1925年前后即已登上台湾文坛 ， 

并主要采用汉文来创作的作家如赖和、杨云萍等人；第二代群体则是在 1930年代以后开始用Et文进行 

创作的新文学作家 ，比如杨逵、吕赫若、翁闹等等 ；第三代群体则是在 1937年左右涌现于 台湾文坛的作 

家群体 ，这一阶段 中最为“走红”的作家，是用 日语进行创作并 以创作竭力配合 “国策”的“皇民作家”， 

如周金波等等。相同代际群体所成长的社会大环境是很相似的，特别是在 日据时代 的台湾这个相对而 

言空间 比较狭小的文化场域内，这就使得这一个代际的作家有了近乎相似 的教育文化背景以及共享的 

群体性精神体验。代际之间的差异就是在这种情势中产生的。 

第二代作家基本上都是出身于 1905—1910年间，其青少年时期正对应了 1915年后台湾总督府逐 

步开始确立的“日语普及 ”的所谓“国语 ”政策 ，因此 日语教育一直伴随着他们青少年时期 的成长；但不 

可忽视的是，在这一段时间内Et语教育并未完全确立其优势地位，汉文教育仍在极度受到打压的程度下 

发挥着文化功效 ，在龙瑛宗颇具 自传性 的“杜南远”系列小说中，曾描写过 自己就读的汉文书房被 日本 

警察强行关闭以驱使台湾本土学童进入 日语教育系统 的实况 ：“自那 以后 ，杜南远再也没跟台湾人老师 

学习汉文书。在彭家祠用台湾话念了约一半的《三字经》便和汉文诀别。⋯⋯杜南远再也不能用台湾 

话读汉文 ，而必须用 日文读汉文了。”②由此可见 ，不得不迎 向日语 、接受 日文教育 ，是 日据时代台湾本土 

知识分子成长的共同经验，但第二代知识分子较之于第三代，他们仍有“诀别了汉文”的深刻记忆，如同 

法国作家阿尔方斯 ·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La Dernidre Classe)所描写那群无法学习自己母语的 

学生所感受到的痛苦与挣扎 ，将深嵌于他们 的心灵深处 以一种无意识 的精神存在作用于他们的内心世 

界 ，并激荡他们 日后开展 的文学创作——尽管这些文学创作不得不借 由 日语来展开 。由于这种共享 的 

“诀别汉文”的经验 ，他们对于 日语 以及 自己所接受的 日语影响的看法 ，也必然会有一定的群体 内部相 

似性，以及与其他代际作家群体的差异性。 

到了 日据时代的第三代作家 ，他们大都于 1920年代之后 出生 ，在他们入学接受教育之际，殖民强权 

引导下的日语“新式教育”已经牢牢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第三代作家对于 日语教育以及“日语影响” 

的体会，很有可能与前一代本土知识分子有所差异；加之汉文文化资源接受管道的进一步受阻，他们对 

于汉文所蕴含的文化势能的体会从整体上来看比起前一代 台湾本土作家可能就不及他们深刻 了。“讨 

论代际差别现象 ，必须关注社会历史文化 自身的内在变迁。我们甚至可以说 ，讨论代际差别现象 ，其实 

就是辨析社会历史变化 、文化伦理变迁与代际群体精神特征之 间的关系”③。在 日据时期台湾文坛当 

中，作家的日语创作背后的代际差异，正昭示了殖民时代逐步加强的普及 日语、遏制中文的社会现实，以 

及这种文化现象的变动背后作家群体间的精神变迁问题。 

3．对汉文情感认知的差异性 

欲深入考察台湾作家 日语创作的文化价值与文学意义，还有一个重要的参照指标是作家对于母 

语—— “汉文”的情感认知意向。“情感”是指对语 言的感情 ，是喜欢或厌恶 ，尊重或轻视；“认知 ”是指 

① 相关论述请参见拙文：《日据台湾作家的日语创作实况及其意义》，《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 6期。 

② 龙瑛宗：《夜流》，载《杜甫在长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 34页。 

③ 洪治纲：《再论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及划分依据》，《当代文坛》，2013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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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种语言的认识和理解 、赞成或反对 ；“意向”是指使用该语言的行为倾 向。① 台湾本土 日语作家对待 

后天习得的 日语以及对待母语汉语 的差异化态度 ，反映出这一批文化菁英在深知现时的语言政策以及 

自己的语言权利的条件下 ，如何在两种语言所参与的文化交融乃至争斗中斡旋而取得 自己的文学定位 。 

“日语”在 日据时期台湾 1920年代开始风靡 ，逐渐牢牢 占据官方机构 、文化职能的核心位置 ，汉语 

则退缩到 日常生活一隅。这种情势中台湾作家对待母语的情感认知也发生分化 ，这种态度 主要可以分 

为两类 ：一类是有意放弃母语的语言意向，认为汉语的语言价值 已经可以被 日语取替 ，无需再使用 ，更有 

甚至视汉语为阻碍“皇民化 ”彻底达成的障碍，必弃之后快 ；另一类则是维护母语 的语言意 向，将母语 的 

存续本身视为集体价值观的延续而加以重视 ，无论 自己的母语操 持、书写能力的高低 ，却 十分看重母语 

根深蒂固的民族聚合能力 。这两种具有差异性 的对待母语的情感认知，并存 于 日据时期 台湾文学场域 

中。“抛弃母语”的态度虽然极端 ，但确实存在。比如“皇民作家”周金波的代表作《志愿兵》中借小 说 

人物 (台湾人张明贵)之 口展示 出了对汉语的“不认同”： 

馔c 日本c二生扎 允。馍c 日本 教育 大 墨< 。偿c土日本罄 以外 l二告舌L力 墨 。 

侯c土日本 饭名文字老使c U-扎e 手纸 吉c于 。 加 日本人c： 岛 c于扎e 镤c 生墨 

，) 仕 檬力 、尢 。② 

扬弃母语 的语言意向毕竟还是极端例子 ，主要表现在 1940年代 的“皇民作家”——周金波 、陈火泉 

等人身上。在日据时期台湾的日语作家中，绝大多数仍对与母语秉持一种“情感维护”的心态。杨逵在 

维护母语中堪称最为得力者，一个显见的事实就是他所主办的《台湾新文学》(1935—1937)这份汉文、 

日文并行的文学刊物一直 以来坚持行 刊，尽管杨逵 自己汉语 能力 不佳 ，但他 却从未轻 忽汉文创作 在 

1930年代中后期对台湾文学建设 的意义。1937年在总督府宣布禁止报刊 中文栏 以后 ，《台湾新文学》 

也不能不遵循命令泪别汉文创作 ，在刊物最后 两期 由杨逵等主创人员所撰写的“编辑后记”中 ，可以读 

到刊物对“汉文”前所未有 的眷恋与看重 ： 

漠文椭c土二 虢限}) 赓止 止 茎c二立 至 。漠文 c于 言<人连 、漠文 老 

兢 人造 悲哀e 加 <、我 々屯又感慨矣量 南弓。饼 L、漠文作 家诸君难 屯二扎 退各P亨 

为c二c 曹 、思矗。今迄通 哆c：御寄稿下墨扎c 、我  々 手 通曹 挥者老见 c于 翻薛 上 

餮表守 为加 一居 老精造 老顾 、。(V2N5，1937)⑧ 

日据时期台湾多元文化风潮 的洗礼 ，使得 日据时期台湾作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冲击 ，特别是对 

于一个作家而言 ，他们赖 以建设文学世界 的“文坛语言”在短短十年间发生 了迅速的变易 ，从汉文径直 

衍变为日语。有的作家将汉文视为延续祖国精神文化血脉的强大力量，虽然迫于殖民教育背景无法使 

用汉文创作，但是汉文只要存在于其精神血脉之中就能成为一种强大的情感支撑与精神动力；而另有作 

家则将汉文的存在视为其迈 向“皇民”之路上 的绊脚石 ，必欲除之 以后快 ，并以抛弃汉文 的决绝姿态 ，成 

为 自己对于皇国臣民化政治理念 的表忠信物 。两组群体之间充满 了张力 ，成为观察 日据时代台湾文学 

场域中日语文学创作、作家认同变迁的一个重要指标。 

二 、参差的对照 ：日据时代台湾作家“日语创作经验”之比较 

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在必须使用 日语创作的情况下 ，他们采用 日语这种文学语言来建设台湾文坛 ， 

其文学创作所形塑的特殊经验在台湾文学乃至 中国文学 的经验范畴之内就显得尤为珍贵。通过以上的 

分析似可发现 ，由于 日据时代台湾作家的 日语创作充满了差异化 的表现 ，使得通过“作 家论”的方式 予 

① 张伟：《论双语人的语言态度及其影响》，《民族语文》，1988年第 1期。 

② 这段引文 的译文 如下 ：“我在 日本的领土 出生 ，我受 日本的教 育长 大 ，我 日本话 以外 不会说 ，我 假如不 使用 日本 

的片假名文字我就无法写信，所以我必须成为日本人以外没有办法。”参见周金波：《志愿兵》，《文艺台湾》，1941年第 2 

卷第 6号，译义参见《周金波集》，詹秀娟等译，台北 ：前卫出版社 ，2002年版，第 33页。 

③ 《编辑后记》，《台湾新文学》，第 2卷第 5期，1937年，拙译如下：“汉文栏不得不 以刊物这一 号为限废止。这不 

单单是专用汉文的作家们、专读汉文的读者们的悲哀，又何尝不让我们无限感慨。但是，希望汉文作家诸君并不要就此 

退却了。从现在起要继续向敝刊投稿，我们会找到合适的人手来对作品进行翻译发表 ，希望大家更上层楼地精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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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案化讨论成为了一种比较有效率的分析途径 。本文选取了三位在 日据时代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 

家 ，分别是出生于 1906年的杨逵 、出生于 1910年的翁 闹以及出生于 1920年 的周金波 。通过对这三位 

创作风格上有着参差对照 ，以及对于 日语书写的情感认知也有着差异化表现的作家及其创作的分析 ，将 

有助于理解 日据时代台湾作家外语创作的深层机制 。 

通过 比较可以发现的事实是 ：这些台湾 日语作家在 同一种 日文文化生态以及文学场域 中的不同情 

感体验 ，以及对待“日语写作”这一文学事实 ，显示出较 大的情感差异性 ，这使得他们在 面对 日本／日语 

文化势能时呈现出“抗拒”(如杨逵 )、“涵化 ”(如翁 闹)以及“同化 ”(如周金波 )等不 同的文学创作样 

式。这种不同的创作样式遂致使其日语文学经验展示出不同的审美意绪和表现重点。从表面上看来， 

这些作家的学养背景大体相似 ，也都是在同样的一种独尊 日语 的文化际遇中成长的，并且都采用了 日语 

作为他们创作的文学语言。但因为作家对待 日语文化势能的认知差异 ，导致 了作家群体之 间迥不相侔 

的创作风貌 ，杨逵将 日语写作视为展开文学行动、张扬左翼文化姿态、抵抗殖民话语论述的表现 ；翁闹则 

将用 日语来创作视作实践“纯文学”主张、打破殖 民地台湾 一殖 民宗主国 日本文坛之间厚障壁的突人手 

段和终南捷径 ；周金波却将 日语文学写作看成了展现殖民地同化政策侵蚀下 自己那崎岖、偏移而失焦的 

文化认同的表现姿态。 

1．杨逵 ：日语创作 中的抗议姿态与行动主义 

作为 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的指标性人物 ，杨逵一直以来被认为以创作体现 出了台湾人 民的反殖 民精 

神 、抗议姿态 。细考 日据时代杨逵文学创作的最大的一个特质 ，即在于他采用 了日语这种文学语言来构 

建 自己的文学言说世界。采用 日语来进行创作对于杨逵的意义何在?分析这一问题时需要从两个指标 

性的文学表现趋 向来考察作家 日语创作 的意义：首先是作家所受到 的“日语影响”：日本 文化 因素以什 

么样 的方式 、如何作用于作家创作个体 ，日语在作家成长经验中所扮演 的角色为何 ；其次是作家对于这 

种文学语言的情感认知态度——作家如何直面日语所代表的“文化势力”，并通过对这种文化势能进行 

逆势转化来实现 自己的文学抱负。 

杨逵生命 中遭遇到最为深刻 的记忆 ，来 自于殖 民高压统治所带来的残酷后果。杨逵在幼年时期就 

曾经亲眼目睹日据时代抗日斗士舍身取义的壮举，以及时局变化中统治者暴虐的丑态，从小在心中埋下 

痛恨不公 、反抗霸权的种子 。及至杨逵稍大后在查阅相关史书记载时，竟然发现官方历史 中将先民的抗 

日义举书写为“匪徒作乱”，“这才明白了统治者所写的‘历史 ’是如何地把历史扭曲”①，在阅读历史中 

惊觉历史的暴力性以及漏洞百出，遂在潜意识里生发了以文学创作来记录殖民统治下社会现实的创作 

冲动。就杨逵而言，作家直面自己受到殖民地文教制度的浸润而成长的文化事实，这是作家对待日语这 

种文学语言的情感认知的基调；同时 ，杨逵 自童年以来 目击 日本残酷压迫 的殖 民事实 ，在作家心中埋下 

了反抗 的种子 ，认识到 日本殖 民统治下的台湾文教制度不啻这殖民压迫 的重要一环。一方面必须正视 

日语语文的文学功效的正面作用，一方面却又要提防日语语文作为殖民统治工具的负面能量。杨逵在 

这样的 藕关系中认识到了 日语在 日据时期 台湾文坛之位置。 

对于采用日语创作这一文学事实，杨逵在使用的过程中通过对 日语左翼文学的创作书写，不断地对 

这种 日语文化势能进行逆势转化。之所谓“逆势转化”，“逆势”不难理解，本应使用 自己的母语——中 

文创作的 日据时代台湾本土作家 ，不得不采用殖民文教制度 的官方用语—— 日语 ，这种诡谲的现象是与 

文学发展 的常理相背而行的，故 日“逆势”。杨逵 日语文学创作 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在这种逆势中，试图 

将这种 日文文化势能进行转化 ，使其满足 自己的文学创作需求。杨逵对殖 民者所强加的 日本语语言背 

后的文化能量保持着一种离心力 ，与此同时他还将这种 日语创作 的文学事实视为实现 自己左翼文学国 

际联合的行动主义文学观念方式。作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使用日语进行创作之际，并不通过简单的 

捐弃这种语言来实现抵抗 ，而采取了更加软性柔和、更具有策略性的手段—— 通过采用殖 民者的文学语 

言，以一种本土化的语言变调达到转化日语文化势能为我所用的目的。 

① 杨逵：《“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 日运动”座谈会书面意见》，原作 中文参见《杨逵全集》，第 10卷诗文卷，台 

南：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1998年版，第 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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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逵的书写中，日语成为了他登堂入室走入 日本左翼文坛 的利器 ，通过 日语文学 的创作 ，他顺利 

地实现了与 日本左翼文坛之间的直接交流 ；并且通过具有留 日背景的中国大陆作家胡风的译介 ，杨逵的 

左翼文学作品还进入了 1930年代的中国大陆左翼文坛。这一事实本身 ，即已说 明了杨逵的这种转化策 

略的成功。更重要的是杨逵在转化这种日语文化势能的同时，还能借助主观能动精神的输入，显示出与 

日本本岛左翼文坛多有不同的、颇具殖民地特质的行动主义精神。在这一点上，将《送报夫》(r新蠲配 

连夫J)与同时代日本左翼作家中野重治的小说《看樱花 ·送报的人》(r花兄 新蠲配连夫J)进行对 

比，即能彰显 来 。两部作 品的创作时间相近 ，都将书写文学素材聚焦在 了彼时 日本社会劳工群体中送 

报夫；情节架构、细节描写方面也有很多近似之处。但两部作品的差异性更值得推敲。首先，在《送报 

夫》中增加 了主人公杨君在殖 民地台湾 的生活背景。小说开端即提示杨君来到东京被迫去做 了送报 

夫 ，却被派报所老板残酷剥削到无法生存下去之 际，“我”赫然想起了 自己的家乡台湾。原来 “我”的家 

庭本来是一户 自耕农 ，但是 因为资本主义的入侵 以及 日警仗势欺人 ，“我 ”的父亲 凶为坚决反对侵 害农 

民利益的举动，竟被日警殴打致死。小说中的“台湾背景故事”，显示出在资本运作的肮脏举动，以及资 

本主义与殖民主义勾结下被殖 民地底层 民众 的痛苦。其次 ，小说主人公 “我”被迫离乡赴 日之后 ，在送 

报夫 的工作中结识 了一个 日本无产阶级劳动者 田中。小说叙事 中田中不求回报地帮助“我”度过难关 ， 

还成为了启发“我”走上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路人 ：“劳动者一个一个散开 ，就要受人糟蹋 ，如果结成一气 ， 

大家成为一条心来对付老板⋯⋯”在这样的启发下 ，“我”协 同那些被派报所老板压迫 的送报夫们 一起 

实行 了罢工运动。这一成功的经验让“我”从此坚定了阶级斗争 的信念 ，决心返 回自己的家乡台湾坚持 

奋 战。田中这一 日本无产阶级劳动者形象 ，显示 了作家对于跨区域左翼联合的期待。 

从杨逵的《送报夫》较之中野重治同题材小说而更加丰富的这些细节 中，可 以看到杨逵 日语创作的 

左翼题材小说较之 日本本国左翼作家的突出特质——“行 动优先 ”。在 1933年前后 的 日本 文坛 ，左翼 

文学与政治运动受到打击 ，遭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危机。适 时不少左翼作家纷纷宣布“转 向”，无产 阶级 

文学走入 了低潮 ，社会上弥散着一种“不安情绪”和“危机意识”。④ 杨逵从殖民地台湾走上 日本本岛左 

翼文坛的时候所面临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学生态，因此在创作中他会竭力思考如何透过文学书写表达 

出“积极的情绪”。同样是写送报夫生活，杨逵侧重点是从送报夫苦难生活历程 中升华 出主人公阶级斗 

争意识的萌芽 ，形塑一个无产阶级政治运动斗士的成长史 。而中野重治送报夫题材小说则具有 比较明 

显的“转 向”情绪 ，以一种略带伤感 的声吻 回忆 曾经 当过送报夫的这一段生涯 ，显示 自己对于曾经走过 

的这一段无产阶级运动道路的某种回顾 。从杨逵的立场来看 ，采用 日语书写意味着写作启动阶段 已经 

比日本本土左翼作家多了一项需要超克的现实障碍 ，阶级压迫之外让台湾人感受更为直接 的是 日语书 

写背后所隐含的殖民统治的事实 。杨逵在他的 日文创作 中，利用 日语这种语言载体抒 发 自己对于殖 民 

压迫 、阶级斗争的积极看法 ，将文学视为改造社会的利器 ，是故在他 的 日文书写 中充满了行 动主义的理 

念痕迹 ，这在 同时代 日本作 家普遍进行 “转 向”的社会 现实 、充 满怅惘意绪 的文 学风格 中显示 出独特 

之处 。 

2．翁闹 ：“涵化”主张与 日语纯文学创作 

在 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作家当中，翁闹可能要算作一个异数。他的这种独异性 ，一方面来源于他那 

含糊而晦暗的生平轨迹，如同一颗曳光弹一般划过 日据时代台湾文坛。他的得年不过三十余岁，在有限 

的创作生涯 中释放出巨大的文学能量 。另一方面 ，则是来源于他文学理想的纯粹 、坚韧以及为博取文学 

成就那种破釜沉舟的决 t2,。在 日据时代 的台湾文坛或许没有一个作 家像 翁闹那样绝端地崇拜艺术女 

神，将纯文学的创作视为终身之志业，成为了如研究者所言的“为进出日本文坛，毕业后不肯返乡，在东 

京苦修流浪”的殖 民地青年的典型形象。② 就作家翁 闹存世的作品而言，数量可能并不算丰盛 ，但其文 

学创作的水准却在同时代一班作家之上。他的 日语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两副笔墨：一类主要描写台湾底 

层“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抹布阶级”以及贫苦农 民，描写他们在 日本殖民统治下挣扎求生的生活意态 ， 

① 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 ：经济 日报出版社 ，1997年版，第501页。 

② 黄毓婷：《东京郊外浪人街——翁闹与 193o年代的高圆寺界隈》，《台湾文学学报》，第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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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如《憨伯》《罗汉脚》《可怜的阿蕊婆》等等，主要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表现手法；另一类则主 

要写台湾知识分子在本土 、在异域不 同时空环境 中，对于现代都市文化的直观感受、对于 自我认知、个体 

情欲与内心隐秘的深入探究，代表作如《音乐钟》《残雪》《天亮前的爱情故事》等等，使用的创作方法则 

是偏 向于现代主义 的。 

翁闹 日语创作 的独特之处 ，便是他对于这种语言本体的熟稔 ，以及他对于 日语语言所蕴含的文化势 

能的特殊理解 。不少研究者 已经指出翁闹在小说创作时驾驭 日语这门文学语言的能力是在一般同侪之 

上的。在叙述台湾底层“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劳动阶层生活意态的小说《憨伯》中，他能娴熟地运用 日本 

“内地方言 ”来进行创作 ，丰富文本的色彩 ：“翁闹向我们证明了他作为一个 日语作家是如何地悠游于 日 

文从文语到方言的各种形态 ，并且乐于仿拟、戏作 ，剪裁出有台湾味的作品来。”①此外 ，“日语 ”这种具有 

强势文化效能的语言 ，对于翁闹而言也有着别样的意义。 日本殖民统治一直对 日语进行强制性的普及 ， 

冀望通过这种普及运动(“国语运动”)将 台人的政治文化思维拨转为“日本式”的。对于殖 民文教制度 

统摄下“日语普及”的事实，台湾民众唯有被迫应承这样的结局 ，但是应 承背后却激发起台湾民众不 同 

的反弹效应，使得台湾文化场域中出现了殊为不同的文化刺激反应。与杨逵对于日语文化势能的那种 

抗拒与转化不同，也殊异于周金波通过 日语书写无条件认 同日本文化的同化作用 ，翁闹的这种对于 日语 

文化势能的适应方式 ，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涵化”。 

“涵化”这个概念源 自于跨文化交际，意指 “一个文化通过和异文化持续 的接触引起原有文化模式 

的变化”，“造成涵化的文化交往方式多种多样 ，可以是战争 、军事 占领 、殖民统治”，“文化涵化多是在外 

部压力下产生的，经常伴随着军事征服或殖民统治，从属群体通常从支配群体中借用的文化因素较 

多”。② 如果将 日据时代台湾作家接受日本殖民统治下以日本文化为主的文教活动、语言普及作为“文 

化接触”的实质，台湾作家完全地使用 日语、无条件地认同这种语言背后的那种文化势能作为“文化同 

化”的实现标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虽采用 日语 ，但是却更多的是从“支配群体 中借用文化因素 ”来创作 

的现象 ，可谓是一种“文化涵化”。翁闹的 日语创作表现应是“涵化”现象最为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作家 

并不否定采用日语创作这一事实，也未必对采用 日语创作抱有强烈的反应情绪，日语在作家的手中是完 

成文学构想的一种手段 ，日语背后文化意涵的渗透可能并不那么有力。翁闹曾经在“文联”东京支部座 

谈会上，提出台湾文学建设所采取的文学形式(包括文学语言、书写样式等等)与日本文坛的文学形式 

类同也未尝不可 ： 

形式上和这里的文坛一模一样也没关 系。 日本文学在形式上与世界 文学相类似，但在 内容上 

仍 旧是 日本 ；同样地 ，形式上可以与 日本文学相通，只要 内容是 台湾就行 。⑧ 

在翁闹看来 ，台湾文学 的形式不必特别地强调 自己的形式独特性，而只要 “内容是 台湾就行”。文 

学语言的选择可以算是文学创作 的重要形式 了，翁闹认可采用 日语创作 “台湾文学”这一建设方案，其 

根本的思考还是来自于对于“语言”所承载的形式、内容二元聚合的灵活运用：在 日据时代的台湾，采用 

日语创作成为一个必选项的前提下 ，那么剥离 日语所蕴含 的“思想主体”(或者说 日语所具有的那种带 

有强烈政治意图的文化势能)，单单从语言工具本身去接人，并注入台湾在地的内容、台湾作家的思维 

结晶，他认为这样的方式也 是可以成立 的。他所采取 的“涵化”的接受策 略，将这种语 言所蕴含 的“外 

质”与“内蕴”区分开来 ，他接受了 日语这种“语言本体”，却扬弃了 日语推行 中所蕴含的殖 民同化潜在 目 

标 ，与此同时翁闹认为台湾文学亦应 当有 自己文学特性上 的区别性 因素 ，那就是 “内容要是台湾的”。 

这就是翁闹的小说会出现两个看似并不统一的文学世界的根本原因。那个描写社会底层农民、破产市 

民生活状态的文学世界，是尝试表现“台湾的内容”时调用相应文学素材所搭建起来的世界；表现都市 

生活、现代情绪作用下知识分子个人体验的文学世界，则是亦步亦趋地跟随日本文坛“新感觉”书写风 

尚，贴近“日本文学形式”的创作尝试。这种多元汇聚的文学审美形态，集 中表现在他 的代表作《天亮前 

① 黄毓婷：《翁闹是谁》，载《破晓集——翁闹作品全集》，台北：如果出版 ，2013年版，第 59页。 

② 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 323页。 

③ “文联”东京支部座谈会：《台湾文学当前的诸问题》，原载《台湾文艺》，第 3卷第 7—8号，1936年 6月；译文参 

见翁 闹 ：《破 晓集—— 翁闹作品全集》，黄毓婷译 ，台北 ：如果 出版 ，2013年版 ，第 26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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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恋爱故事》( 夜明c于前 惑物 )当中。 

小说描写一个即将三十岁的男人在一个深夜以“独语”的方式对一个陌生的妙龄女子来讲述 自己 

过往的爱恋体验 ，并在天亮 以前与之告别。小说男主人公终极追求的 目标是一种“纯爱”的实现 ：“我想 

恋爱，一心一意只想恋爱。为了爱情，叫我献出此身最后一滴血、最后一块肉也在所不辞，因为我相信只 

有爱情才是令我的身体与精神完足的唯一轨迹 。”这种纯粹 到不容许任何杂质存在的爱情理想 ，在现实 

中只能遭受到毁坏的命运 ，一次又一次的纯爱失败 ，使得主人公产生 自我毁灭的情绪 ，行为与意志开始 

分裂：“一点一点感觉到自己是个不适合生存的人。”在“纯洁”的听话人面前，叙述者感觉到自己就是文 

明世界里的“他者”，“希望现在的人类把所有的生活样式和文化全部忘掉 ，再一次 回到野兽 的状态”。 

可以发现这篇小说已经带有 了一种跟 同时代 日本文坛那种颓废气息相吻合的文学质素。作品表现 

出在扭曲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个体的脆弱无力，个人的存在价值受到质疑；在此基础上人的思维意识发 

生畸变 ，充斥着各种非理性的因素 。小说中的主题呈现、诸多创作手法的运用 ，都和新感觉派小说密切 

联系。但是翁闹的这篇创作却并不止步于此，因为涵化式地接受了日语这种文学创作语言，使得作家对 

于创作采取 了形式与内容分离组合的小说构架方式。这篇小说 内容中所折射 出来 的那种“左翼情绪” 

更值得受到关注：对现实世界生存秩序的不满、殖民地下子民追求个性解放的不可能，都展示出了某种 

曲折 的历史真实 。日本“新感觉”小说的外在形式 ，内蕴着强烈的台湾在地左翼话语 ，这是翁 闹“涵化” 

式书写的经典文本。 

3．周金波：“同化”作用下的协力性 日文创作 

在 1941年的台湾文坛 ，年仅 21岁的周金波因为《志愿兵》而博得大名。这一篇 日文原作的小说 ，紧跟 

日本殖 民者皇民化运动中对于台湾本土 的战争军事动员 ，亦步亦趋地以文学这种颇具感染力的形式进行 

宣传 ，鼓动殖民地台湾青年子民投入到为日本献身的海外作战去。所谓 的“志愿”，其实就是采用又动人又 

惑人的申请仪式(如血书)，获取为“国”捐躯的“荣光”与“机会”。作品与台湾“志愿兵制度”出台的时机 

完美配合，其产生的效果也出人意料。通过加盟日本在台文化人占主体的文学杂志《文艺台湾》，周金波在 

此时顺利地跃入了殖民地台湾文坛的核心位置。1942年 6月份 ，他获得了“文艺台湾赏”，担任了台湾文艺 

家协会的理事 ；次年更是被官方选为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台湾代表，远赴东京与会，并且发表了 

《皇民文学之树立》的演说，一时风头无二。在战后的台湾文学批评中，周金波遂成为了最具代表性的“皇 

民作家”。在周金波以殖 民者语言—— 日语创作的文学创作 中，可以读出一个作家立场 的游移 、对于“国 

策”的配合以及对实现同化的渴望。从 1941年开始小说创作以来，一直到 1944年台湾日据时代末期，周 

金波的小说都展示出了与时代主题之间严丝合缝的共谋关系。在他的 日语小说《乡愁》(1943)中，展示出 

了自己 日本立场的终极确立 ，以及协力战争的动员式书写方式。这篇小说从第一人称“我”为追求 片刻安 

宁 ，展开一场在台湾本岛的温泉旅行作为叙事线索 ，小说中的这个“我”曾因为以日本留学的经验而形成的 

看法加之于台湾，却遭到了挫折 ，感觉到了深深的无助。在这场温泉旅行中却在意外中被卷人了本地两派 

流氓团体的和解仪式 ，并且见证了本地居民的铜锣捐赠仪式。 

显然这篇小说是以一种近乎于自叙传的写法，以此时此身的个体经验作为介入现实的方式，实现表 

现个人 内心对于时代氛围的感受 。小说中的“我”与周金波本人的真实经验有着非常高的重合度 ，在叙 

事过程中都是以“日本”的立场作为思维的起点，看待周遭事物，估定一切价值的。在《乡愁》中“我”纯 

然“日本化”：厌弃台湾的“机关车”的动力性不足 ，“可能是我一直把台湾的火车和东京的有线 电车混在 
一 起 ，做那种非现实的期待所造成 的”；列车上遇到一个底层台湾老年人对“我”恭敬不已，“大概是我被 

看成为 日本人 ，而且是相 当高阶级 的 日本人似的”；到达 目的地后 的第一 印象“全体就像 淳朴 的连陈腐 

的味道都能感受到 日本的乡下风景”；晚上入梦前想起“如果在东京 的话 ，这时候只能听到卖夜食 的哀 

愁的小喇叭声”。整个小说的叙事中，“我”的视角已经将用 日本人的眼光看待周遭事情视为理所 当然 ， 

永远是以 日本作为分析事物 、景致 、人心的判断旨归。在这种情况下 “我”终于对 自己的故乡产生厌弃 ： 

“这里的社会 ，让人有一种枉然的恐怖感”，“这种心理的反动让我遥想住惯 了的东京”。至此周金波 已 

经确立了 自己的叙事逻辑 ，毫无保 留地抛弃故土而拥抱殖 民母 国。《乡愁》标志着周金波 日本人立场的 

最终确立 ：已经不再有游移和迷惑 了，殖民认同是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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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日据时代台湾文坛而言，参与战争动员 、配合战时局势进行 文学创作 ，是一种非常恶劣 的战争 

事实，其中尤其周金波为甚。他以战争对于生活的规训要求出发，用文学的形式进行表现和动员。在 

《乡愁》这篇小说里写到主人公“我”被误以为是日本人，并被一位老人当做“大人”(“老人把我看成日 

本人 ，一个很特殊的 日本人”)，带去参观特殊的仪式——铜锣捐赠式 ：一位 “站在稍高的地方、被夕 阳照 

的通红”的“穿着警察制服的人”(他才是“真正的 日本人”，殖 民统治的话语代表 ，而小说主人公“我 ”只 

是一个被乡民误以为是 日本人的“假 日本人”)，对 台湾 民众捐献铜锣表示感谢 ：“各位 ，为了国家 ，为了 

明日的新台湾，你们自动自发的奉献这样莫大的铜锣，真是万分欣喜的事，⋯⋯但是，现在我们国家需要 

建造军舰 、大炮 ，在 国家总动员时期 ，一亿人民的每一个人为 了要完成大东亚战争而战斗时，各位也就是 

国民的我们觉醒起来 ，欣然地做出这种举动。正是今 日的台湾的姿势 ，清清楚楚地表现在我们眼前 ，我 

高兴得不禁流下眼泪。” 

原来这些铜锣的捐献是为了配合战争局势之走 向，以全力保障战事 的进行。在吴浊流的带有 自传 

色彩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中，也提及了在 日据时代末期台湾的“捐献金属运动”，日本殖民当局将台 

湾民众 的金属制品强制捐公 。② 这种原本是被强制 推行 的运动，在周金波的笔下成为 了台湾民众为 了 

支持战争而主动发生的行为，显示出他对于时局走向的认知，已经到了偏离轨道的境地。这些“被捐 

赠”出来的铜锣，经过集中提炼最后可能会变成战争所使用的武器如子弹等等。这一细节不禁让人深 

思。王鼎钧在年轻时代曾为流亡学生，因为 日寇侵略山东而被迫流亡求学，深受苦难。在自传体散文 

《碎琉璃》里，他提及在“七七”事变之后，华北大地惨遭日寇敌机飞机扫射，学校被迫停课，学生也准备 

逃亡的悲惨命运 ： 

学校里并不冷清，一大群 同学围着钟 ，轮流敲撞。钟架下面挖好 了一个深穴 ，带几分阴森。原 

来这 口钟就要埋在地下，等抗战胜利再出土。这也是校 长的主意，他说 ，这么大一块金属 落在敌人 

手里，必定变成子弹来残杀我们的同胞。⋯⋯现在 大家舍不得这 口钟 ，谁都想 多听听它的声音 ，谁 

也都想亲手撞它几下。③ 

周金波笔下这些为了助力大东亚战争而被乡民捐献 出来的铜锣 ，很可能最终会变成射 向自己同胞 

的子弹。在这种几乎病态的、对于实现同化 的终极追求的路上 ，他一级一级走向了没有光的所在。可也 

正是因为这种更可诅咒的殖民地现实，让我们了解在一个没有光的所在里，人性辗转求生的一点蛛丝马 

迹 。周金波及其 日文创作 的存在 ，不断地点醒我们历史已经走过的道路 ，留给我们去反思那复杂生态下 

个人选择的意义。 

三、结语 

台湾文学在 中国文学学科知识体系中显得那么独特 ，作为台湾现代文学 中的起始阶段 ，日据时期 台 

湾 的日语创作有着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当我们将 目光投向中国现 当代作家外语创作这一问题 时，日据 

时代台湾作家的 日语创作经验问题也就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议题。杨逵用精彩的 日文写就的左翼小 

说，实现了自己跨区域左翼联合的实际构想，这是殖民者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推广 日语的“副作用”，堪 

可称为最精彩的对于 Et文文化势能的“逆势转化”，是对 日本文化专制主义的一次迎头痛击 ；翁 闹醉心 

于文学艺术本身 ，把“日语”这种文学语言视为提升 自己文学表现力、扩大 自己文学受众面的一种手段 

或者工具 ，而对 日语语言及文学背后的政治潜意图相 当冷漠 ，致使殖民者推行 日文的剑指 目标无法在他 

身上奏效 ，这一情势或许能被概括为 日文文化势能的“涵化而利用之”；周金波则与前面二者殊为不同 ， 

他的实际表现恐怕只能理解为用 日语文学的创作 ，来作为配合官方政策 ，并急迫地想要 以文学创作活动 

来兑现殖民者的同化实践 目标 ，在他这里 日语文学创作是迎向、拥抱殖 民同化的手段 。这些对 日文文化 

势能的理解不尽相同的作家共同存在、众声喧哗，显示出日据时代殖民地台湾文化生态的多元镜像。 

(责任编辑 ：素微) 

① 周金波：《乡愁》，《周金波集》，周振英译，台北：前卫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13页。 

② 吴 浊流 ：《亚 细亚的孤儿》，台北 ：远景 出版社 ，1970年版 ，第 244页 。 

③ 王鼎钧 ：《碎琉璃》，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 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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