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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代的中国新诗与日本近代诗歌的关系

――以周作人与冯乃超为例――

佐　藤　普美子 

前言

作为与日本近代文学有密切关系的文学家，我要讨论两位作家――周作人和

冯乃超。他们分别在二十世纪初叶来日本留学或出生在日本。他们都爱好日本文

化和喜爱日本近代文学，他们的工作推进了二十年代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他

们的文学观，特别是诗歌观曾受到日本近代诗歌的不少启发。

那么，他们从日本近代诗歌学到了什么? 他们在接受日本诗歌的启发中，对

自己国家的文化和文艺抱有什么样的焦虑和期待？我的主要关心在此。

关键词：　周作人　　冯乃超　　中国新诗　　日本近代诗歌　　实感

一．周作人的诗歌观

周作人1906年来日本，共居住过五年，并娶日本女子为妻。他与谷崎润一郎、

武者小路实笃等著名日本作家有过交流。作为与日本最有缘份的中国作家之一而

闻名日本。据今年三月朝日新闻报道，岛崎藤村和谷崎润一郎等著名作家寄给周

作人的一千五百多封书信被发现了。这些书信是由周作人遗属保管下来的，有待

今后公开。

周作人1918年撰写了一篇评论《人的文学》，该文响应胡适倡导的言文一致

的文学革命运动，标榜清新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理想。他与鲁迅一起为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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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对日本文化和日本文学造诣很深。当时他出于妇

女解放的观点，翻译介绍了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率先进行了有关妇女问题

的论争。另外，他喜爱有岛武郎等白桦派文学，还对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运动

表示共鸣。总之，周作人把同时代日本文学看作中国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重要的

思想资源之一。他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不仅作为一个文学家，而且作为一个思

想家，试图打破束缚人性的陈旧道德，从而寻求人性解放和精神自由。

除了学术性著作及翻译以外，周作人一生还写过一大批有关从时事问题到古

今中外的文艺、人生感悟等多种多样的散文。他对日本文化的造诣极其深厚，其

印记随处可见，《日本的人情美》就是一例。本报告主要试图通过1920年代前半

的有关诗歌评论去了解周作人从日本近代诗歌中吸收了什么，这也是他对文学革

命的理想之核心所在。我想要指出，这就是“实感”的表现。

首先，我们来看看，不论旧体或新体，周作人是如何看待诗歌形式的? 他

1919年2月在《新青年》6卷2号写了一首新诗《小河》。胡适称赞此诗是“新诗史

上第一首杰作”。不过，他出版了新诗集《过去的生命》（1929）（包括了那一首《小

河》）以后，很少再做新诗，而更多做的是打油诗。总之，在周作人看来，不管

是旧体还是新体，不问古代或现代，都无关紧要。一首诗的关键在于它是否是真

正的“诗”。他只是再三强调这种观点，从未提倡过做新诗，也未赞成过做旧诗。

尽管如此，周作人也指出了现代人做旧诗的问题，：“我自己是不会做旧诗的，

也反对别人的做旧诗 ；其理由是因为旧诗难做，不能自由的表现思想，又易于堕

入窠臼。但是我却不能命令别人不准做，不但是在我没有这个权威，也因为这样

的禁止是无效的。我所能做的只是讽劝他，叫他自己省悟。”

周作人的这种说法也暗示了当时盛行的国学运动所推崇的传统文化复兴实际

上不过是复旧的掩饰。比如他在《可怜悯者》一文中介绍了上海报馆发生的缢死

事件。周作人对于缢死的女人的同事在死者身边做滑稽诗或拟悼亡诗表示嫌恶，

他说，：“该得诅咒的是那伪文明与伪道德，使人类堕落成为狼以下的地位的生物，

―而他们则是可怜悯者。”

令周作人愤慨的是以做旧诗代表的传统性文化习惯在一般社会生活中扎下了

根,而这个现象往往陷于因袭前人，甚至于陈规，其实与现代人的真情完全无缘。

他讨厌做旧诗这一行为，由于其虚伪并虚饰，产生的是一种没有真情的表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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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由此可见，上述的周作人早期有关诗歌的评论或散文基本是站在人道主义

的立场上，彻底地批判陋习和旧道德。并且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他对于做旧诗这

个行为往往伴随的不自然、故作姿态感到反感和厌恶。

一方面，周作人揭发做旧诗的问题，但因他深知旧诗的传统越根深蒂固，做

新诗就越发困难。新诗不容易做，因此新诗人往往喜欢模仿、赶时髦。所以他也

对做新诗的人敲了警钟。但同时，他也鼓励新诗人，“本来习惯了的迫压与苦痛，

比不习惯的自由，滋味更为甜美，所以革新的人非有十分坚持的力，不能到底取

胜。”

除了这些有关新旧诗的评论以外，周作人还写了好几篇有关探索新颖的文学

表现的文章。例如，具有划时代性的文章《美文》打破了“不能用白话写美文”这

一偏见。《丑的字句》及《论小诗》（均写于1922年6月）都是对新诗创作的具体

建议。并且，一系列翻译和介绍日本诗歌的文章其用意也出于这种建议。

评论《丑的字句》对于诗语拥有的封闭性的旧诗范式提出了疑问。周作人援

用了石川啄木的诗论，下了结论说“我们不能规定什么字句不准入诗，也不能规

定什么字句非用不可”。他的另一篇《论小诗》作为“真实简练”诗歌的例子，与

泰戈尔的哲理诗一起介绍了日本的短诗型诗歌――俳句和短歌。这篇文章在当时

的诗坛掀起了小诗的热潮。其实，这两篇评论同时也表达了周作人对诗或文学本

身的基本看法。实际上，《丑的字句》所议论的并不说是诗歌语言的问题，不如

说它强调了实感的可贵。他在此文中引用了石川啄木的诗论《歌的种种》。他把

该文的“锐敏的实感”放在与“狭隘的既成观念”对立的位置上，从而强调了实感的

价值。另一篇《论小诗》也并未推荐使用外国诗体，特别是日本的短诗型。他所

着重的是能够捉住“真实的感情”或“真实的生活”的表达方式。为此,下面引用的一

段文章就显得十分重要。

但是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充满着没有这样迫切而也一样的真实的感情 ；

他们忽然而起，忽然而灭，不能长久持续，结成一块文艺的精华，然而

足以代表我们这刹那的内生活的变迁，在或一意义上这倒是我们的真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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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字能够就使人联想到了周作人的《丑的字句》和《石

川啄木的短歌》所引用过的石川啄木《歌的种种》中的下述一段话：

至于歌的内容，也不必去听那些人任意的拘束，说这不像是歌，或者说

这不成为歌 ；可以别无限制，只管自由的歌出来就好了。只要能够做到

这样，如果人们怀着爱惜那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头又复随即消去

的刹那刹那的感觉之心，在这期间歌这东西是不会灭亡的。

那么,为什么应该是小诗呢? 周作人写到 : “本来凡诗都非真实简炼不可，但

在小诗尤为紧要。所谓真实并不单是非虚伪，还须有切迫的情思才行，否则只是

谈话而非诗歌了。”

据周作人说明，小诗因为“简洁含蓄”，所以善于表达真实的感情、真实的生

活和切实的情思。很有意思的是，他认为“中国的新诗在各方面受欧洲的影响，

独有小诗仿佛是在例外，因为他的来源是在东方的:这里边又有两种潮流，便是

印度与日本，在思想上是冥想与享乐。” 他称赞道“日本的歌实在可以说是理想的

小诗。” 但尽管如此，周作人并不推崇短诗形式。他一向相信“做诗的人要做怎样

的诗，什么形式，什么内容，什么方法，只能听他自己完全的自由，但有一个条

件，便是须用自己的话来写自己的情思。”

此文中重复使用的“真实简炼”这一词句也在《美文》里出现过。：“他（指美文）

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 真实和简明这两件东西就

是周作人最尊重的好文学的起码条件－－也就是他所谓的自然。这种价值观念不

仅仅属于周作人一个人，而且是五四时期的作家中，特别是文学研究会成员共同

抱有的对旧文学中的不自然的一个反题。

但另一方面，创造社同人成仿吾（他也是留日学生）在他的评论《诗的防御

战》里批评了文学研究会同人的诗作。尤其是对于周作人介绍的日本和歌与俳句，

他抨击它们“轻浮浅薄”、“难免陷于极端的刹那主义”，甚至说它们“在文艺上便没

有多大的价值，至少没有普遍的价值”。

成仿吾断定“我们的新文学要有真挚的热情做根底，俳谐那种游戏的态度，

我们决不可容许。” 当然，他的这种看法不免偏颇。并且，这里所谓的“真挚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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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周作人等文学研究会同人的信仰并不对立。由此可知，当时成仿吾只不过是

把周作人等文学研究会同人看做是已经成名的老作家，从此痛斥了他们的文学倾

向。这种带有攻击性的论调体现着他们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式的偏激性质。我认为，

他们的分歧在于对夸张了的情感和过分的修辞是否反感。换言之，也就是说，新

文学应该如何处理“真挚的热情”或“锐敏的实感”这一文学感性与方法的问题。周

作人等人首先尊重的是作为个体的个人，要忠实于自己的“全人格的感情的倾

向”。

如上所述，周作人在早期新诗理论方面，通过一系列文化批评和外国文学翻

译阐明了自己对新文学持有的观点。并且，作为真实简炼的诗歌的典范，他努力

地介绍了日本短诗型诗歌。

二．实感的表现　　　

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1957）中曾指出所谓“实感信仰”的问题。他扼

要地说明了 ：出发于被“いえ”（共同体式）的同化与“官僚的机构化”这两种推动

了日本“近代”化的巨大力量的夹击下，日本近代文学拼命地探索自我的现实感。

所以，对一种制度的反感往往会让人产生一种对抽象和概念的生理上的厌恶。它

使对合理的（法则的）思考的反感“传统化”。结果，文学的现实感只有在狭窄的

日常性感觉世界或者只有通过刹那间的直觉才能捕捉到。这就是所谓“实感信仰”。

丸山指出的问题对日本近代文学来说，似乎不无道理。不过，在文言与白话

差距悬殊的中国，能够表达实感的文学语言其实很难创造出来。周作人追求的文

学革命、言文一致的理想可以说与其是与其为了逻辑思考，不如是为了真情的表

现。下面是鹤见祐辅对1910年代后半去北京访问周作人时，两人进行交谈的一段

回忆 ：

据鹤见说，关于翻译日本小说，周作人颇为不满地谈到“我们中国文字与原

作语气不吻合”，并羡慕地说，“受到西洋文艺影响的日本文字则与当下人的心情

相当吻合。中国文字总也还没有达到那种境地。” 鹤见听了周作人的这段话，感

到十分惊讶。因为鹤见当时怀疑日本人运用日文多少能够提高他们逻辑思考的水

平。所以，他从周作人的话里了解到当下的中文与实际生活距离太远，很不方便，

为此才感到十分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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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观，周作人称赞“日本文字与当下人的心情相当吻合”的背后，表达了

他对中国还没有出现一种活生生的与心情相当吻合的语言之焦躁感。这种焦虑也

就是“要彻底地用外国文化的情况对照自国文化的现实和理想的精神” （武田泰淳

语）。周作人认为当下的中国文学还没有适当的语言来表现实感，因之感到悲痛

和焦虑。对他来说，新文学的紧急任务是找到文学语言能够表现一种发生于个人

的实感、真情。所以他主张“用自己的话来写自己的情思”这是做诗的基本条件。

一般地说，标榜强调热情的是创造社成员。他们所信仰的浪漫主义尊重激情

和强调时代精神。反之，当时的周作人坚持（讲究）的“实感”是萌生于个人而属

于个人的情感，也是一种溶化于个人火炉的认识。那种实感的语言并不是夸张的

姿态或模仿的文字，它应该是切实而活生生的。这就是周作人所信仰的“自然”。

他之所以爱好日本诗歌，特别是推崇石川啄木或与谢野晶子的短歌，是因为它们

都擅长于表达实感。他们的短歌充满着一种切实、活生生的实感。对此，周作人

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鸣。

议论二十年代初的周作人，“实感”可以说是一个关键词。比如，上述的评论《论

小诗》里也写到 ：“小诗的第一条件是须表现实感”。早在《日本的诗歌》（1921） 

里周作人曾屡次使用了“注重实感”。它先介绍了古今的日本短歌及俳句的形式和

派别的特色，然后说明了与谢野晶子的所谓“实感”共有五点――真实、特殊、清新、

优雅和美。作为同是咏萤的歌，他把香川景树与和泉式部做以比较之后，认为后

者――“心里怀念着人，见了泽上的萤火也疑是从自己身里出来的梦游的魂”――

是“描写一种特殊的情绪，就能感动别人”， “因为着想真实，所以便胜数筹。”，接

下去，他还说，“因此可以知道，歌的新旧，重在这表现实感上，生出分别，并

不专指时代的早晚。” 

那么，周作人强调的所谓实感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可以说，就是一种切

实的精神，迫切感和焦虑的感觉。只有通过唤起身体感觉的语言才能活生生地表

达出来。他说，“各人愿意提倡哪一派，原是自由的事，但现在总觉得欠有切实

的精神，不免是ʻ旧酒瓶上的新招帖ʼ ”（《三个文学家的纪念》 。这里的“切实的精神”

就是“实感”的最要紧的条件。他还使用了“迫切”（或切迫）这一词说明，： “社会

不但需要果蔬药树，却也一样迫切的需要蔷薇与地丁“（《自己的园地》。值得注

意的是，他强调了这种“切迫”感总离不开“个人”，他说，：“文学是情绪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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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著者所能最切迫的感到者又只有自己的情绪，那么文学以个人自己为本位，正

是当然的事，个人既然是人类的一分子，个人的生活即是人生的河流的一滴，个

人的感情当然没有与人类不共同的地方 · · · · · · 个人所感到的愉快或苦闷，只

要是纯真迫切的，便是普通的感情，即使超越群众的一时的感受以外，也终不损

其为普遍。”（《文艺的统一》 如此，周作人要把切实的实感看做是一种让“个人”能

够结合于“普遍”的关键。

石川啄木是周作人特别喜欢的日本作家之一。啄木的诗歌评论《歌的种种》

曾多被周作人引用。“锐敏的实感”这个词也在此文放在与“狭隘的既成观念” 对立

的位置上。我补充一下，除了这些评论和短歌以外，周作人也对石川啄木的短篇

小说《两条血痕》所描写的“新鲜的血”、“新鲜的伤痕”给予很高的评价。周作人

在文学上的关心还是切实的表现。

1920年代后半期以后，周作人在创作里始终贯彻着所谓“生活的艺术”这一关

键性概念。有位日本学者对此指出，周作人的文学最终还是连接着真、美和善此

三者。由此看来，构成周作人这种审美意识的因素之一难道不是“实感”吗？真的

生活和真的艺术都离不开一个个人的切实的实感。所以，可以说，周作人二十年

代的主要关心在于新文学如何表达切实的“实感”。

三．‘从象征主义诗歌走向革命文学’的“轻绡诗人”冯乃超

下面要讨论冯乃超（1901-1983）的文学。冯比周作人小十六岁，他作为华

侨之子出生在日本横浜，在成城中学等学校念过书。后来，从第八高等学校理科

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1925年转到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社会

学科，翌年改学美学与美术史专业，选修英国文学、德国文学等专业。

作为后期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冯乃超1926年至1927年期间在《创造月刊》

上发表了不少象征主义诗歌。有位评论家把他与穆木天作比较,說他“天生着象征

派的质素”。他的诗歌多用“氤氲”的意象来编织他那独特的朦胧的境界，从而把

他称为“轻绡诗人”。然而这位信奉艺术至上主义的象征派诗人冯乃超在1927年至

28年之间竟转变为一位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左翼文学理论家，与他的象征

主义诀别。这个事实说明，充满激情的文学青年大多对当时中国国内形势抱有深

刻的忧患意识或危机感。它无疑是促使冯乃超文艺思想发生显著转变的主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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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可以指出，他在日本曾经受到盛极一时的激进的“福

本主义”的影响，也学过布哈林的《历史唯物论》等马克思文艺理论，从而构想

出他所推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一概念。关于这个时期的创造社成员的活动，

历来有不少学者进行过实证性的研究，给我们展示了他们在1928年前后的文学活

动所蕴藏的紧张及能量。

随着时代的变迁，作家的行文风格也会发生变化。虽然如此，如果说“冯乃

超在1928年，从一位象征主义诗人转变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者了”，便显得

过于简单化。这种说明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不过是为了方便起见而已。实际上，

这种命名不仅妨碍我们去理解一个文学者内心深处的搏斗，还会歪曲“象征主义”

或“革命文学”的内涵与价值。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革命文学”本来并不是先验

地（a priori）存在的定点而是一种理想的向度或运动。因此，对“革命文学大部

分只是太概念的标语口号的创作”这一成见，我们也要慎重对待。

历来，对于文学者冯乃超的研究几乎集中于他“向左转”以前的诗歌（《红纱灯》

1928年4月所收），的确有些优秀的论文阐明了冯乃超的象征主义诗歌的美学特

征。然而对于冯乃超创作道路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作品向来极少有人论及，甚至

可以说被忘却了。冯乃超本人也曾把这样的作品看成是“过去及现在的错综，梦

幻和现实的交叉”，而有所贬抑地称它们是“畸形的小生命”（《红沙灯》序）。不过，

我们不应该只依据他那时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而判断他的文学，而应该首先回到

他的文学文本本身。因为，即使风格有所变化，文本毕竟出自同一位作家。所以，

基于一位作家的核心要求而促使他蜕变的这一内在性契机也会隐藏在文本本身，

尤其是属于他创作转型期的文本之中。

四．日本象征主义诗歌的吸引与界限

冯乃超在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史上有着象征主义诗人之称。不少新诗研究者认

为中国20年代新诗的象征主义来源于波德莱尔等法国象征主义。早在启蒙杂志《少

年中国》上就有人系统地介绍了波陀雷尔、凡尔勒仑和梅德林克等象征派。不过，

至少关于冯乃超，这种有些笼统的说法不一定是正确的。幸而十几年前有的研究

已经展示过，冯乃超的象征主义诗歌直接来源于日本的象征主义诗歌和印象主义

这个“文化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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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乃超曾在《我的文艺生活》（1930）里说过 ：“我年纪愈长，愈喜欢高蹈的

东西。梅德林-----象征主义-----三木露风-----加梭力教-----北海道的修道院。未进大

学以前，以至大学一二年，我大体的倾向是这样。”

他所醉心的三木露风（1889-1964）是与北原白秋齐名、风靡日本大正期诗

坛的象征主义的代表性诗人。他们的诗歌是高蹈的、反自然主义的。它们的特征

在于多用暗示手法来渲染悲哀、忧伤、颓废这些情绪，用以营造神秘气氛本身。

但实际上，其精神骨髓却与充满批评精神的法国象征主义无缘。具体地说，三木

露风试图把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外表的颓废、神秘的情绪与日本传统的审美意识“幽

玄”联系起来理解。因此，萩原朔太郎1917年在《我们应该把三木露风一伙的诗

歌驱逐出去》里猛烈地批评三木露风,甚至于贬斥他内容空洞而故作神秘主义的

样子即“虚假”。日本象征主义本来不像法国象征主义那样是在克服自然主义之后

发生的。换言之，它未经过与自然主义的搏斗。在日本，倒不如说它近乎保守的

传统主义。实际上，三木露风在出版了他的具有代表性的诗集《白色的手的猎人》

（1913）之后不久，他结束了他作为诗人的生命。如今三木露风已经是几乎被忘

却了的过时的诗人之一了。

虽然如此，冯乃超的象征主义诗歌并不仅仅是对借来之物的仿制。他善于反

复地运用富于节奏感和色彩感的词藻，因而形成了音乐美和绘画美的境界，酿造

更加优越的艺术感染力。有些诗像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一样，用具象化的意象来象

征和暗示一个抒情主体的内在情绪，使其成为诗人和读者交流的主要方式。我认

为，悲哀、忧伤、颓废的气氛本身根据一个抒情主体冯乃超当时的生活的真实感

觉，决非“虚假”。他只是一种作为自己的真实感情表达的恰当方式，采取了“暗示”、

“象征”这一方法。后来他在一篇评论《冷静的头脑---评驳梁实秋〈文学与革命〉》

中第6节《革命文学》里提及过象征主义文学 ：

　　比如，象征主义的文学，一见和社会生活是没有关系，然而，这流

派的发生的社会的根据却基础于失望于现实的生活，而在空虚的神秘的

王国中找寻理想。神秘的理想主义当然不是实生活的理想，然而，也不

能因此抹杀它的求生活的调和的“内心”的要求文学，若是它的自身可以

离开人类生活，主张自己的独立性，那就不是人类所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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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冯乃超并不轻易否定、抛弃象征主义，而是从与人类生活有密切

的关系的角度承认它产生的必然性。

冯乃超的诗歌在运用中心意象的同时，又通过想象，选择了一系列富有象征

意味和神秘气息的其他景象，形成一组意象群来渲染令人悲凉、忧伤的环境氛围。

一般地说，五四时期的新诗大多倾向于观念化，缺乏打动读者感官的感染力。因

此，冯乃超的诗歌艺术对于重新认识新诗语言起了一定的作用。无疑，他的诗歌

能够使读者深深地感觉到苍白的苦闷、连绵的情绪。可是另一方面，他的诗里布

置的一群意象群往往会导致散漫化，在浓雾中太多的意象一个一个地消失，最后

什么也剩不下了。结果，有时使读者难以得到一个鲜明的形象。但尽管如此，他

的象征主义诗歌进入最终阶段时则有所不同。最显著的例子 是《残烛》一诗，

这是组诗《凋残的蔷薇》（《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1日）中的一首。

这首诗与以前的作品比较起来，我们能发现诗里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追求柔魅的死的陶醉 / 飞蛾扑向残烛的焰心 / 我看着奄奄垂灭的烛火 

/ 追寻过去的褪色欢欣 // 焰光的背后有朦胧的情爱 / 焰光的核心有青

色的悲哀 / 我愿效灯蛾的无智 / 委身作情热火化的尘埃 // 烛心的情热

尽管燃 / 丝丝的泪绳任它缠 / 当我的身心疲瘁后 / 空台残烛缭绕着迷

离的梦烟 // 我看着奄奄垂灭的烛火 / 梦幻的圆晕罩着金光的疲怠 / 焰

光的背后有朦胧的情爱 / 焰光的核心有青色的悲哀

提到飞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飞蛾扑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常常用它象征

一种激烈得无畏的情爱。冯乃超利用这个意象，营造出一个充满一股沉闷和悲伤

气氛想象中的朦胧世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冯乃超除了利用烛火和灯蛾来酿

造某种情绪以外，还赋予飞蛾这一意象以生存的积极意义。“我愿效灯蛾的无智 

/ 委身作情热火化的尘埃”这一表现，暂且不论其巧拙与否，至少其中有着他以

前的诗里很少表现过的直率和朴实。它把“死”看成生命的燃烧结果，进而暗示生

命的一次性之可贵。由此可见，冯乃超的诗歌从这一时期起已开始发生蜕变了。

有趣的是，三木露风的代表作《现身》（《白色的手的猎人》所收）同样也是

以飞蛾为中心意象来表达一种春愁、一股倦怠感。它的风格成熟、和谐，着重强

（37）



駒沢史学85号（2016） 151

调一种无法说明的倦怠情绪本身。当然，与冯乃超不同，对飞蛾则没有赋予冯乃

超的《残烛》里表达的那种含义。飞蛾在露风诗里没有轮廓，而是和一片春光融

为一体。

波德莱尔说过，“世界上没有一个诗人在他内心里不存在着一个评论家”。当

冯乃超逐渐对于只表达一股朦胧、颓唐的情绪---这种“似是而非”的象征主义---无

法满足时，一种新的审美意识和与日俱增的批评精神则促使他的行文风格逐渐地

倾向于用分析的眼光来解剖心理、“使感情系统化”。总之，也可以说冯乃超所倾

心的“象征主义”变得脆弱，所以对他的影响只停留在表面上，然而冯乃超却具有

能够突破自身的潜在力量。当然，不能忽视冯乃超本人努力摆脱了他少年时代着

迷的某种神秘。当时的冯乃超抱有的焦虑之念已不能借用三木露风式的象征主义

来表现了。总之，他被焦虑之念所驱使而发生“蜕变”了。

五．结语

周作人从善于实感表现的日本诗歌中发现了中国五四新文学中最为要紧的东

西。不管新体或旧体，做诗都要发于个人内心的真实感觉，用简练含蓄的语言表

达。周作人憎恶文学写作中那种装腔作势的不自然。切实的实感表现是周作人从

日本近代诗歌中所学到的（有意思的是,日本近代文学存在着所谓实感信仰）。但

尽管如此，对中日两国文化的如此深刻的理解和爱好却在其后的中日战争中，使

周作人越来越感到困惑，并陷于一种无法解脱的危机之中，最后造成了悲剧的结

果。

冯乃超开始是陶醉于三木露风的日本象征主义诗歌所营造的那种忧伤的情调

及神秘的气氛。大概是因为那种气氛情调符合当时的冯乃超的内心状态。并且，

那种闭塞的时代气氛和情绪也是中国早期新诗中所缺少或忽视的日本文学的一种

特有的表现。因此，对青年冯乃超来说，日本象征派显得很新鲜。不过，当冯乃

超渐渐了解到他们的气氛表现已不能表达现实的焦虑感时，他才感到需要“使感

情系统化”，从而转而走上了旗帜鲜明的革命文学之路。

这两位文学家都在日本近代诗歌中发现了当时中国新文学所缺少的要素，从

而把它作为新诗的资源去利用。周作人后来也尊重文学表现中的实感和简朴自然，

他不断地持续撰写了大量多种多样的散文。通过它们冥思苦索中国固有文化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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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道。冯乃超则与日本象征主义那种着重气氛的文学告别，选择了当务之急的

革命文学。同样是热爱日本文学，但两位文学者探索的方向和其后的走向以及其

命运却完全不同。处于二十世纪初叶的动荡时期，他们心怀焦虑，分别探索了各

自的文学表现，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即便如此，对照相比外国文学和自国文

学，从而构筑固有文化这一精神是他们二人的共同之处。我认为，有关1920年代

中国文学与日本近代文学交涉这个主题，今后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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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6月）、尤其是小谷一朗教授的一系列关于创造社的研究也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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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出版的朱寿桐、武继平主编《创造社作家研究》（中国书店，1999年1月）一书所收

载的论文都集中地研究了创造社作家与日本人文、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些珍贵的史料。

（31）　参看孙玉石《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8月）第三章第

194-206页。陆文倩《法国象征诗派对中国象征诗影响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年1月）第四章第75-77页。高利克《冯乃超的<红纱灯>和法国象征主义》（《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2期）。

（32）　宋彬玉、张傲卉、 李江等《创造社16家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3章ʻ冯

乃超ʼ第272-281页。

（33）　原载1930年6月1日《大众文艺》月刊第2卷第5、6期合刊。《冯乃超研究资料》第

20-21页。

（34）　参阅洼田般弥《日本象征诗人》（纪伊国屋新书复刻板，纪伊国屋书店，1994年1月）

第4章ʻ被忘掉了的诗人露风ʼ。

（35）　原载《文章世界》（1917年5月）。参阅伊藤信吉《北原白秋-三木露风-日夏耿之介入门》

（《日本现代文学全集》第38卷，讲谈社，1963年）。

（36）　原载《创造月刊》2卷1期（1928年8月1日）。见李何林编《中国文艺论战》第277页。

（1929年初版，1984年9月上海书店重版）。

（37）　陈旭光也在《中西诗学的会通---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1月）指出（第157页）：显然，初期象征诗对人的主体意识世界的开掘，基本

集中在感官的层面上，不妨说，初期象征诗对初期白话诗的反拔，正是通过感性对理

性的反动而实行的。

（38）　冯乃超在评论《冷静的头脑---评驳梁实秋〈文学与革命〉》中第6节《革命文学》里，

引用了布哈林的《历史唯物论》里有关艺术的一段话 ：我们看过，科学把人的思想系

统化，秩序化，纯粹化，从矛盾解放，从知识的断片，后碎布缝成一件科学的观念及

理论底衣裳。然而，人（Mensch）是不单思索而且感情（fuhlt）：他烦恼，快乐，希望，

欢喜，悲哀，绝望等。他的感情可以是无限地复杂而纤细，他的精神的体验也可以有

时以这个，有时以别个音义谐和调子。艺术或以言语，或以音响，或以运动（比如跳舞）

或以其他手段（这往往是“非常地”物质的，如建筑上的），总之，以技巧的形态，表现

这些感情，因而使感情系统化。这又可以换言如下 ；艺术是“感情底社会化”，……。

笔者使用的“使感情系统化”表现出处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