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淪陷區文學的論爭?批評和文論

封世輝*

這裡說的“淪陷臣"是特指一九三一年“九 4八"事變後日寇侵占中國

的地區，木包括在此之前日木等帝國主義侵占中國的毫輯、香港、澳鬥

地區，以及一九三七年“八 d三"jH;但戰爭後至一九四一年“太于JLI 戰爭"期

間被人稱為“孤島"的上海公共租界與法租界 本文所說的各淪陷區，用的

是當時的區服概念東北淪陷區指當時的東北詰右，日偽所稱的“滿洲國"

即現在東北三省和內蒙古自治區的東古典北部地區，華北淪陷區指當時

的河北、河南、山西、山東 被日偽稱為“蒙盟"的察哈爾、經遠諸省，以

及臨海鐵路沿線的研;他、院北地區 @p 現在的除內蒙古自治區北部與東

部、西北部之外的華北詰右市豫魯兩省與蘇臨北部的情陷地區;華中愉

陷區指湖北、江西、斯江三古 典蘇北、院北之外的安徽、江蘇的淪陷

區域，華南淪陷區指當時J在東、湖南、福建諸省的淪陷地區， ~p現在的海

南、反西東南、反東、福建的有關地區.華南淪陷區出現晚而地域小，文學刊

物、作家、作品少，缺乏文學討論與論爭，沒有值得一提的文學評論與文

論?因而本文對它m苦而不提.

淪陷區的文學論爭、批評與文論是目前淪陷區文學研究的薄弱環

節，而淪陷區文學論爭、批評、文論的研究又是淪陷區文學研究的 個

重要方面從文學論爭中可以有企iJ文學者所關注的文學問題?他們當時社

會的與創作的心態，各自的文學主張?日偽當時的文藝政策和對文學的控

中間|北京大J)，l 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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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程度，從文學批評中可以窺出文學者所持的文學批評的標準，對當時文

學創作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上的要求，當時文學的個向性及其影響，從

文論中可以探知當時的文學思想，觀點與思潮.文學的發展是受文學論

爭、批評、文論的制約與影響的，要深刻地認識-個時期文學的實質，就

不能不去研究它的文學論爭、批評與文論.中國淪陷區文學論爭、批

評、文論的研究， 不僅是中國淪陷區文學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的環節，

也是深刻地理解認識中國淪陷區文學實質的重要方面.有鑑於此，本文試

就中國淪陷區的文學論爭、批評與文論，談談個人的租淺之見.

東北、華北、華中三淪陷區形成時間不一， 在軍事、政治、文學上

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東北淪陷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開始形成，由

日寇關東軍控制，名義上歸所謂“滿洲國"統治，淪陷前在一九三八年張學

良易幟歸國民改府領導後新文學才有較大發展，淪陷時還沒脫離新文學

的萌發階段，因而淪陷後的文學還帶有拓荒性的特徵，而較多的日本僑民

文學，強調“滿洲獨立色彩"與表現“滿洲建國精神"“滿洲文藝家協會"中

大量的日本作家和由日本作家控制，又使它帶有一定的殖民地文學的色彩.

華北淪陷區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開始形成，由日寇華北駐屯軍控制，

名義上歸北京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和華北歐務委員會先後統治(後期的華

北政務委員會名義上歸南京偽國民政府領導，實際上並不為南京傌國民

政府控制)， 淪陷前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京派文學、一三九文藝的發源

地，淪陷後作家潛在的民族意識較強，反對故治干涉文學的呼聲較高，“華

北作家協會"也沒有日本人參加文學上強調繼承發展“五四"新文學的現

實主義傳統，延續並發展了京派文學-華中淪陷區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戰

爭後開始形成， 由日寇華中派遣軍控制， 名義上歸南京偽國民政府統治，

淪陷前文學上是鴛鴦蝴蝶派文學、政治化的左翼文學與民族主義文學、

小市民的海派文學的發源地， 淪陷後文壇上出現了以日本人為顧問， 以

汪偽官吏為主幹的“中國文藝家協會"一些作家和文人熱中於組織日偽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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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下的全國性作家組織，日偽官方的文學口號宣傳聲勢較大，主要繼承發

展了海派文學與通俗小說.三淪陷區在軍事、政治、文學上的這種相對

獨立性，使它們在文學論爭、批評、文論上也具有較大的差異，所以我們

對它們的文學論爭、扯評、文論先分別具體評述而]後作綜合性考察.

東北淪陷區先後有過五次較大的文學討論與論爭九三三年關

於象徵詩的討論;一九三五年關於如何建設東北文撞的論爭;一九三七年

關於“滿洲文學獨立色彩"與時史小說創作的討論; 一九三七年關於“鄉土

文學"的論爭，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 0年關於“寫印主義"的論爭

東北淪陷區文學一九三三年度過淪陷後的沈寂期而開始復蘇的一個

重要標誌是大量文學小社團的出現.淪陷初期四大文學社團冷霧吐、飄

社、新社、白光社均于這年成立.冷霧社由成雪竹、馬驛弟、姜軍飛等

人組成，以新詩創作為主，推車法國象i數派詩人魏兩倫、馬拉美和中國象

徵派詩人李令髮等人的詩作， 追求“抒寫情緒的盯是一剎那間讓我們的靈

感所抓著東西"多用多義的隱喻和暗示來表現個人對社會現實無可奈何

的哀怨和迷蒙的夢、空虛的幻覺.他們的這種詩作，被當時一些人批評是

“回避現實， 而自己創造一個神秘的境界，一個唯美的境界中去追求心靈

的陶醉" 冷霧社同人撰文反批評，雙方在報紙副刊上展開了關於象徵詩

的討論和論爭.這次論爭的結果，一方面從肯定冷霧社象徵詩的含蓄當中

維護了詩歌高度凝練、含蓄、形象與意境鮮明的木質特徵(這對易于散文

化的新詩來說尤其重要)，從肯定冷霧社象徵詩的自由體形式當中鞏問了

東北淪陷前夕由張文華、白曉光等人的新詩在打破舊詩詩體形式束縛上

所取得的成果， 另一方面從批評冷霧社象徵詩逃避社會現實生活與耽于

幻想當中使作家明確了應面對並表現社會現實生活，為東北淪陷區文學

朝現實義方向發展奠定了基礎.這次就象徵特而展開的討論輿論爭在本

質上是東北淪陷區第一次關於文學應如何發展的討論輿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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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所發生的為時一年多的關於如何建設東北文壇的討論輿

論爭，是由受左翼文學影響自ÍJ {I中去撰(駱駝生)的〈滿 lJH文壇建設改良雛

議〉一文而引起的.一九三四年東北文學社團出現了聯合趨勢，仲公撰等

人發起手之聯合了南北一些文學社團組織漠北文學青年會， 在大連的〈泰

東日幸的和心的洲報〉上同時發表了由仲去攘所寫的成立宣言. 由于怕

刺激日偽當局， 宣言在發表時刪除了比較明顯的文學青年會旨在提倡大

眾的普羅文學的字句， {I中公撰感到不滿足，又寫了〈滿洲文學建設改良

雛〉，提倡用帶證唯物論觀點觀察社會，用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大眾化

的言語表現人民大眾的生活. 此文發表後引起一些作家在報紙上撰文討

論7 王孟素便在奉天〈民聲晚報〉副刊上發表〈建設文壇及其他〉一文

對仲文作進一步的闡述， 由于王孟素會批評過響濤社成員石軍的小說〈賭

徒)- ，響濤社成員石軍、島現、思非、 j度沙等人在《滿目H報〉副刊〈曉潮〉

上先後發表〈關於滿甜11文壇〉、 〈關于文壇說〉、 〈望風桔影響〉、 〈主孟

素的意識〉、 〈再論王孟素的意識〉、 〈答辯及其他〉、 〈評<批評與實

踐>>等文，對王孟素進行反駁和攻擊，主孟素、楞園等人隨之在〈民聲晚

報〉導報紙副刊上先後發表〈拉評真實踐〉、 〈文藝碎話〉、 《讀<答辯及

其他〉〉、 〈應當說底〉等文對響濤社反擊， 使這場具有重犬意義的討論

夾雜了社團與私人的感情因素與成見而轉化成意氣之爭， 結果木了了之.

j~?1(討論與論爭中， {滿~'I、文壇建設改良雛議〉一文的出現反映了左翼文

藝思潮對東北淪陷區初期文壇的影響，作者試圖用左翼文學思潮來建設

東北淪陷區文學的願望是良好扭，但是作者書生氣十足， ~x不大了解當時

東北文壇上多數作家文學理論知識貧乏與文學思想較為幼稚的現狀.dJ，

忽視了日偽當局絕不會容許左翼文學在東北發展的社會現實，由此文引

起的建設東北文壇的討論并沒能取得預期效果J 反而技誼橫生，轉化成集

團與個人的成見與意氣之爭，這反映出當時東北多數作家的思想水平還

不足以擔負討論如何建設文壇這樣重夫的問題.因此這次討論變昧和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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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探入下去是很自然的 但是這灰討論與論爭對英北淪陷區文壇也有君

一定的積極作用:討論與論爭中在文學由環境的需要而產生並負有推進

時代進步的使命，文學創作應面對社會人生與反映人民生活等觀點」三取

得了較為一致叮共識，井由此對東北淪1昌直文學的整體格局產生了積極

自1影響，在兩年前的象做詩討論所奠定的東北現實主義文學共識的基礎

上進一步推進7束尤文壇的現實主義進程

一九三六年與 九三七年所發生的滿洲文學的獨立色彩真假吏小說

劃作的論爭，是由批F“盛京文學宜"前獲獎小三是而引起的，獲模的.種f有

丐的〈福昭告Ij業記》和陶明役的 4紅樓gFEll木》南部長篇小說，無論思

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上都存在一定的問題:在思想內容上〈福昭創業記〉

寫的是清太祖努悶哈赤起兵創業，反對代表中國的明朝統治并入關稱帝

於中茵的事跡，迎合了東北日(品當因為把“滿洲"與“滿洲文學"從中國其中

國文學的關係割斷而宣傳“滿洲建國精神"與“滿妙訓洲H丈學j獨晶立特色

〈衍1紅江樓本早別lJ 了木忙〉〉J 則是作者接jlE鴛鴦蝴蝶派的才于佳人的模式隨意將〈紅樓

夢?原作去娟、將川江樓夢〉原作的思想精華盡失而改桶為迎合小市民

低級趣院的苦俗作品;在藝術上兩部作品都是舊式章E體，也與日偽當局

宣傳傳統舊文(二相協調.因此把這樣的后品評為獲獎作品而引起了古丁

等-1ft作家的此評，從對獲獎作品和盛京文學堂的批評開始，發展到封文

學宜的設置、文學的形式與內容、席史小說的寫作、文學遺產、 1的洲文

學拍獨立色彩、鴛鴦蝴蝶派作品等問題的討論輿論爭.這次討論與論爭

在文學的形式與們容、)幫史小說、文學遺藍等理論性此強的問題上並不

探入，主要收獲在于揭示了日偽當局宣揚“滿洲文學獨立特色"與曹文學的

險惡用心，使人1'r~ 明主舊文學與“滿洲文學的獨立特色"都不應是東北治陷

區文學發展與追求的方可可因而這決討論與論爭本質上也還是如何建設

英北文辜的討論輿論爭.

一九三一匕字所發生的“那二文學"的論爭， 是白于梁勾7 先後在〈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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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刊上發表的〈鄉土與鄉土文學〉與在〈明明》月刊上發表的〈鄉土

文學與<山丁花>}兩篇文章引起的. 的在〈鄉土與鄉土文學〉中明確地

提出了鄉土文學的口號，在隨即借推薦劉疑遲發表在〈明明〉上咱小說

〈止丁花〉而發表的〈鄉土文學與<LLr了花>}中又進一步闡述了他前那

土文學主張，他強調“滿洲需要的是鄉土文學"而“那士"并不單指作者幼

時生長地故鄉，而泛指滿洲，鄉土文學要“直面人生"“暴露鄉土現實"尤

其要真實地反映農村生活，表現農民的命運和鄉土風俗.梁山丁提出的鄉

土文學的口號，受到〈文選》振司人王秋瑩的支持，王秋瑩j翼文〈地方文

藝之重要性》于羊呼應" 但受到〈明明〉派向人徐長吉(古丁)、王辛嘉

(辛嘉)等人的反對，徐在〈文壇的性格〉、 《偶感偶記飯餘談》芋文中此

評說3 東北“文壇的萎靡，其主因要是文學題材的偏狹"而“鄉土文學"會

把文學限定在“大豆高梁"的“農民文藝"的小圈子里;東北文學發展罪作家

創作，不是其“這個‘主義，那個色彩"地往作品上“貼標簽"市“那土文學"便

是往作晶上貼“無往前不通"的“漂亮的標簽" 於是以“文學專頁派"為主的

贊同方和以“明明派"為主的反對方就“鄉土文學"問題，分111. 以新京(長春)

的〈大間報﹒文學專頁〉和〈明明〉月刊為主要陣地‘ 展開了熱烈的論

爭.

一九三八年所發生的關於“寫印主義"的論爭，是由古丁的〈滿洲作

家隨筆〉一文引起的.古丁在此文中認為“滿洲文學還沒有脫離萌芽時

期" “滿洲文學，至少滿洲人文學還不具備自己的理論， 有的只是‘寫，與

市口，而已"因此“首先要從無到有"“首先要努力寫出作品"至于“寫什

麼、怎樣寫"的理論與口號，“都是有了作品以後的事"並把自己這種見

解稱為“寫月1主義"此後他又在其他文章里進一步眩述說，“寫即主義"就

是文學的“沒有方向的方向"因為文學的發展總是要在“‘沒有方向的方向，

要尋出來方向，但并非自以為是的方向，亦非人以為是的方向"而是從

“韌性"的寫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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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反對意見，分)~I. 在〈犬同報，文璽專頁) f\發詞(前夜〉和〈文

選〉發刊詞〈文選刊行碌起》中批評“沒有方由"的“寫印主義"是“盲目的

寫 Il主義"難免會墮入文化“奸細"的泥潭，指出文學的發展已不能忽靚集

團的力量"和文學主張與口號的作用，才二提ti 了要用“熱和力"在u描寫真實

和暴露真實"這一“最困難的課題"上來建設東北主IT文學.由此，“明明派"即

後來的“藝文志缸"的古丁、辛茹、島人等人 l1. 〈明明〉、 〈藝文志〉等

刊物為主要嘩地J‘文學專頁jjrEU後來的“文選派"的山丁、秋瑩、吳郎、

系已 顧豆豆、李氏、鵬于等人;)、〈大 l司報﹒文學專頁》、 〈文選〉等主位

干:J為主要陣地，展開了關於μ寫印主義"的話爭.

“高正IJ主義"的論爭實際上是由“那土文學"酌前每引出的，古丁悶了反

對用“那二文學"結(JFLTlf古“漂亮的標信，而提出了“寫 1=月主義"遂引起了對

“寫印主義"的論爭.同可{司論爭的南方王要論每人員大體相間.部分別是

“文選派"與“藝文志派";13同人，兩個論爭也有交錯進行的地方，區別只是

前期主要是“藝文志派"tJt評“文選派"的“那土文學"口號，由“文選派"答辯，

俊期轉化為主要由“文壇派"批評“要文志派"的“寫正IJ主義"而由“藝文志j匠"

答蟬，因此也有人把這兩個論主要合稱為“已鄉土文學，與‘寫用主義，的論雪"

在“鄉土文學"其“馬士.J主義"問題上之所以會形成論爭，雖然主要是因為在

如何建設東北文壇上兩派的見解主張不可 但也和雙方都對對方所提文

學主張的真正用意欠了解有3日. 和雙方都存在酌小團體主義思想作怪有

關.古丁等人不了解山丁等人提倡鄉士文學以抵制日本人同化東北文學

的用意，或者以為提出有別于日本人的文學口號引起日本的警覺注意不

好，或者誤以為山丁等人的那土文學主張誤入當時日本作家提出前那土

文學 圈民文單一世界文學發展論殼牛，因而用反對給文學貼標簽，主

張耳作家只管“寫"和“月1"來發展滿洲中國人自己胡文學‘山丁等人不了解

古丁等人捏出“寫印主義"的真正用意在于鼓勵 jRiUH 中國作家以大量的寫

扣印來占領文壇1 使東北文壇保持中國文學的前l脈與傳統，抵制主本的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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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文學對東北文學的同化的用章，一方面認為“寫印主義"是盲目的，容易

落入日偽的文學圈套之中，一方面他們只從古丁等人在日人出資所辦的

種誌書局中發表作品與出版叢書，有的人出任偽滿訓:國官吏等表面現象

者問題?未授λ古丁及其日本合作者的思想實際作具體的事實求是地考

察，懷疑古丁等人的“寫月1主義"系日偽當局支持，因而對“寫印主義"極力

反對.這次論爭也有枝節橫生，抓出對方的只言片語犬作文章的現象1

小區體主義與文人拒輕惡習使論爭未能深入下去也未能得出什麼結論而

不了了之.但這兩個口號之爭是東北淪陪區文壇上兩個影響最大的派別

之間的論爭，東北淪陷區文壇上時間最長的論爭，其積極影響也是不應抵

估的:它一方面使多數東北中國作家.提高于對日本人用日本文學同化滿

洲文學的警覺性，提高了對中團作家以大量的寫作來占頓東北文壇此重

要性的認識.男一方面批判了為逃避現實而自存的思想與為藝府而藝1~J

的頤祠，便越來越多的作家認識到直面現實與創作中暴露:現實的重要性，

促進東北文壇產生了 -jlt鄉土文學作品(其中不少是東北淪陷峙點最好的

作品)，給東北文壇帶來了生氣，進一步促進了東北文學的現實主義進程-

統觀頁~It淪陷直的文學論爭，可以得出卸下的結論(一)都是圍繞

著如何建設東北文壇這一根木問題進行的.反映了當時東北作家對東北

又:l~這一最重要的課題有較多的思考和較大的努力(二)論爭主要是在

六向社團之間進行的，帶有一定的小團體主義的色影(三)論妥文章的

理論性較差.反映出東北文壇文學理論上前薄弱(四)論爭中常常因個

人意氣枝節橫生而使有意義前探討木能深入下去，論爭沒有最終結論，

(五)論爭中反映出當時人們試圖從西方現代派和左翼文藝思想中尋求發

展東北文學的失敗，論告結果在總體趨肉上促進了東北論昭區現實三義

文學的發展.

東北淪陷區的文學評論可分為作品評論、作家評論、文壇評述三天

部分.作家評論的數量最多，在各淪陷區中作品評論量和作品量的比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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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較為重要的作家的主要作品多半都有評論.這些作家作品評論有兩

個顯著特色:一是社團同人評介木社團作家作品的文章與文學論爭中評

論對方作家作品的文章占有很大的比例 這些作家作品論固于個人情感

興偏見，往往褒貶失當;二是理論是?往往冗長臨時、而觀點模糊不清.文

壇評論可分為側重于某些方面或某些年間的評論和關於某一城市或地區

的文壇述評兩部分， 前者重要的有吳郎的心兩洲的傳統與滿洲文學〉和

< 年來的滿洲文學〉、山丁的(十年來的小說界〉、李文湘的《新詩

十年》、吳琪的〈滿洲女性文壇 ，;J 、堅失的〈今日的;兩制H文藝界》、蒙

凹的〈一年來滿洲文壇的沒落及 1血案〉等 後者主要是牢牢的《哈爾潰

文壇之-瞥〉、令音的〈齊齊哈雨文事》、陳蕪的〈吉林文藝界〉、未

名的《奉天的文藝界》、陳因的何時 ;1但文艷的興替〉、治字的〈東滿文

要振興》、韋謹的結合營 1-' 文壇的過去與現在〉、也麗的《大連文型界

的今苦》等這些文壇評論，對于主要依靠報紙副刊發展起來的級人難以

查找其原始資料的東北淪陷區文學來說，無院是其中難得的史料，因而為

今天東北文學的研究部所重視，并經常被引用.但是側重文壇現象的評

論，理論水平不高，分析也比較粗糙;側重各地文堪狀況的述評，多憑記

憶而寫，不可3詳實，原此不上華北淪陷區歷年的文壇述評材料里富而分析

透闆

東北淪陷區典型的文論很少，像吳郎的〈滿洲的傳統與滿洲文學〉、

山丁的《鄉土與鄉土文學》、 j末南的〈論文學創作的美學基礎〉等等、

要算是文筆|二 I段為正規的文論了 大部分反映作者文學見解與主張的文

章?在文體上屬於雜文或雜感 以作家個人而論，值得提到的是古丁、沫

南和田貴的文論古丁代表性的文論大多收在了他的文集〈譚〉裹~誨1 》

的文筆拖杏而不嚴謹，感想感受多于理論，要想看出作者的文學觀點與主

張，必頡耐心從字里行開梳理尋求.歸納起來， ~譚〉的文學觀點主要是:

( -) 強調文學創作對“一貴的民族詩魂"(盯民族的文學精神) “必直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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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傳承"一肯定宣揚從屈原吉IJT土甫到魯迅的“一貫的民族詩魂"提倡“來自

本土"的文學傳統，從而反映了作者者一在淪陷巨文單5註豆展上的裸i沉冗的民族憂

患意識和抵御日才本立文學同化頁北文學的J心心理(二)唱訶 “文學耽是生命

的燃:燒撓臣嘲"\.作家家:~必‘三賓頁“把也的生命燃燒在他封作晶裹

‘可'~等身投入場 F內司"“表現人類至高最善"的品德 “意志堅決"1 “不被環誼

的五光十色所誘惑"\.“能守堅貞"而“避免堵塞"“長安日良龍"從而反映了

作者對環境險惡下的淪陷區作家品德、意志、貞操的妄求和避免誤入垃

途的提示: (三):且調“文學由民胡轉入廊廟"民謠“可以當詩人的師父

(j專)，\必須改變蔚文學“在民間遭到拒絕"的現狀而使新文學與俗文學

“聯缸"同時要從外域文學牛恆取營養，從而反映了作者對新文學，尤其

東北新文學JE如f發展的基本觀點.?未南的文論骰見於〈大北新唱。等報

紙副刊和《青年文化〉等雜誌而天結集， El 有〈我們要甚麼樣酌文學〉.

〈論文學創作的美學基聽》、 你合作家一二話〉、 〈我的學習〉、 〈地書〉、

〈漫語文章〉等十多篇，絕大部分也是文學雜談式:'fJ文芋，以其左翼文藝

思想鋒芒，清晰的針對性和 SftR:酌語言而引人注目?其主觀點是(一)強

調作家要有“堅定的信念"和“要忍耐"要毅力，要枕著，要永績"的晶格1

而“堅定的信念"只能是以 μ天才的卡悶馬(克思) 導師"的“哲學"為指導，

“在階級意識上使自己肯定"忍耐、堅毅、枕著、頑強的品格前獲得需以

“釋迦‘我不入煉獄誰入煉獄，，，的精神去“入世俗行路". (二) 強調作家“要

學習"“深入生活底層"去探求，克服“ E 身傳統的局限性，只憑持-{jË[土

人的良心是無目的\只“坐在溫室里"“研譚"是寫不出好作品的; (三)主

張為大眾的現實主義文學.認為“新的文學"的“美學基礎"“是站在社會現

實的基礎上，積極地發拉我們的現實，以忠實的美學觀點，來忠實的(地)

觀看入生，忠實的描寫作品"以完成“一個作家為大眾服務的任務". (四)

反對“只一昧地寫感謝"“讚頌"“圈策"的文學1 稱這種文學是“最卑俗的，

是文學本身的價值上所最哇棄的" 反對“寄愁寄情吟風弄月"的文學，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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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文學只是“孩于氣的世戲"這些觀點表明了作者對東北文學提晚統治

當局的控制而健康發展的關注目貴的文論也散見於報刊而未成書，以在

〈盛京日平恥的“文學"副刊有發表此〈向何處去》、 〈文j英語典文藝〉、

〈JT豎立話;、 〈詩歌的發生》、 〈觀劇書感》、 〈期待于今生三者〉等

最重要，這些文論一方圍痛斥御用文人與審1I用文學?把御用文人i再 :B “ f三

若浪笑或i近三吉刊的“倡娃"之徒了 方面提倡“把今日的質生活寫 I~ 來\使人

‘』不航大，不虛塢，不畏懼"而“更清店主!JIR tiE肅虫"的混貫主主文學，并鼓

閱(乍求“走進宜生活"、“以宜生活[亡人生追車"師)~[( <-水滸》等作品里玩

出的“10i古拉t今的精神力"“代萬民交莓"

華才二 i市陷互先 i走了的1且四場較大 C. ']文寄~ ~;t詰輿論爭 一九三九至一九

四 1日年的文藝復真的討論;一九四-E一九凹二年封“色情文學"肘詰弓，

九百二年的小說內容和形式泊討論、 一九四二至一九凹四年的“那土文

學，‘的討論.

華北文藝復興口號的挂出，拾T史其(李景話)一九四一年九月起表

的〈目前華北文革FZ批判〉一艾 文中說 “我們需要展開一個苦的啟蒙

運動一一一個新的文學革命運動 或者更恰當地說.新文藝寶典運動" IIIJ 

在這之前人們稱“更設新丈藝"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陳毅發表的〈民眾文

學導論〉可似有rf作是它的開端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日所出版的華北作

家協會機關刊物〈牛區文學〉終刊號上鄭一帆，關魯風關於“國民文學"此

文章可君戶就是說它的結束，也就是說它從華北淪陷區文壇剛剛開始復

蘇時開始，手IJ華北論陷區文壇衰落時為匕.它歷H寺五年多，涉及的文章保

守的統計也在五十篇之上，莘:1仁文藝協會;而此在一九三九年底開過以“建

設新文要"為題的筆談會和以“怎樣推進華北文賽"為題的座談會，華北作

家詣會為此於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北京中央Jftl播電臺主辦過以“中

閻野文學的連路"為題的座談會五年中依次共提出了建設“民眾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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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化大眾化新文學\7日平文學"、“民族文學\“人的文學"、“那土文

學"、“建設文學九“增產文學九“國民文學η九種不同的口號， 從而成為

各淪陷區為時最長、發表文章最多、提出口號最多的討論輿論爭a 這場

討論可分為兩個階段:一九三九年春至一九四一年春為第一陪陸F 一九E

一年秋至一九四四年秋為第二階陵-第一階j投日 i局對華北文壇控制還拒

對薄蜀，還提不出具體的文藝政策與文藝口號可是華北文化人自由討論自台

階控.首先由陳毅在〈中國公論〉創刊號與第二胡上接表了〈民眾文學

導論〉 《再論民眾文學〉兩文，提出了建設“民眾文學"口號. 接著又由

陶「、蘇華二人分別在〈中國公論〉上發表〈為民央文學進一一解〉與

〈我們需要怎樣的文學〉予以響應.不過他們對“民眾文學"的理解與主張

不盡相同，陳提出建立民眾文學是基于反對“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的感傷

文學所形成的“灰色象牙之塔"和|諷刺文學所帶成的“紅色象牙之塔"兩種

說種民眾的文學的傾向與反對左翼文學的“大眾文學"口號的基礎上的，稱

民眾文學為表現“各色各樣的廣大民眾"的“生的理解"、“生的持續"、“生的

增進"的文學1 是“反映"、“指導\“組織"、“提高"、“廣大的民眾生活"的

文學，不是“為人生而藝術"也不是“為藝術而藝街"而是“由‘人生的藝術'

以促進‘藝術的人生"\陳是個熱愛文學的偽官吏，文中雖然表明他肯定日

偽統治的現實和承認文學的故治功利， f8;在提出民央文學的政浩功利上

去]J故作含混而不明言，而至Ij酥的“進一解"里，去卸口?把巴“民眾文學"可F應E促進“東亞

新殃序建設

這種政治 3 的講出來了.雯到到1"一九四O年1 三月柴站寧發表《再建I!E文學革

新論〉一文，提出了反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以“革新的民本主義"為內涵

的“超寫實主義"九月史講的〈目前華北文藝界批判〉一文中提出了新文

藝復真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繼續.是要克服新文學運動以來所形成的脫

離大眾的ftJ(向，因而提出了建設“通俗化和大眾化的新文藝"并特別指出

這是和國統區、解放區的“民族的文學形式"的討論、“詩歌朗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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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通俗化的報告文學的盛行連繫在一起的全國文塑通俗化大眾化運

動的紅成部分 一九四-年主北文藝協會組厲的“如何拉進華北文藝"前座

談會雖有近二十人參加，去[J反映人們對建設 lt麼樣的新文藝的口號不院

關心I訂閱心文藝發展中吋具體問題的傾句 怯提仕J應接展“為人生而要

術"外，主要提到了居多辦刊物，扶植青生三作家可拾于和提高馬酬|等問題?

甚至有人反針空話講話7 主張坦頭直'1作，第二惜段日的加強了對華社文褻

界指控制?成立了五控制下的華北作汝協會!一些主界、文化界的官員要

人開始直接介入討論與提出文學口號y 形成了官方與民間提出的文學 1:1

號並存，民|在文且口號與冒方文學抗爭的論爭階段.首先，新民會宣等且

要員黃道明(木君)在 九四一年研TI'~ 去的〈;怎樣復興華北文革主}一文夏‘

根據汪(為國民反策可LI'F，反 ;1: 建間\， .~ \.三大政治綱領":f~華中淪陷區去

年提出的“和古文學， JJII 以提倡 1立在明反吋“赤色犬眾主義丈學"、“ fIJ 人

主義文學"和“色情文型" 幻鷗在一九四二年一月所發表此《丘校文已建

設》一文襄根據德國“民族運動"與日本“文塑統俊運動可是肖建設“民族

文學"在這種形勢下作家夏孟剛在一九四三年四月發表的〈中頭文暨復

興之意義〉一文要提出川宣回復興，仍是要提倡‘人tt旦"\上?事(張守

謙)在 I~ 月發表的《盲呵 slll作家特輯兼訪華北文擅〉一文裹三年唱" “控r;土

文學"以與“和平文塑"、“民族文學"口號抗衡一九凹三年主Ejt改務委員

會情報局局長兼華北門家協會評E委員管翼賢在華~It作家悔當春季全間會

員大齒的計11詞〈中間今日所要的是積極的“建設立學、里提出了建立“

建設又學"的 fl 號， 六月f民會宣傳局局長兼華北作家協會評議員陳宰平又發

表 I{ J=rgr r主立學;一文提倡“IE正文學"用以.jiH失當時華北淪陷區經濟開始

衰退、物資緊張、文化衰落 ÉJ':;- 局面- 一九凹四午 月，新民會宣傳品謀

長兼華北作家協會副件事長黃道明根諜日本的宣傳良苦7主義和大 13 木主

義、驅使國民投入監外侵略戰爭的“國民文學\在〈如何開展“文藝íQ典"

運動〉 一文中提出了建設“以正洋本位主義民最高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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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武德報〉編輯長、華北作家協會幹事長柳龍光， 華北作家協會

幹事徐白林， <中國文學〉編輯陳魯風、Ji~---帆等先後撰文闡述和鼓吹

“國民文學" 華北作家協會還利用北京中央廣播電臺在這年三月二卡二

日主辦“新中國文學進路座談會"來宣傳“國民文學" 形成了一個宣傳鼓

吹“國民文學"的熱潮.在此形勢下一些進步作家則以宣傳“鄉土文學"來與

“國民文學"口號作暗的抗爭和明的論爭 比如林榕(李景慈)在華北提出

“國民文學“口號的次月就在〈關於文運〉一文里強調“鄉土文學"則有“中

國文學的傳統精神"與“獨立的民族文學形式"具有現實意義和現實主義

文學特色， 有其“歷史性"和“現實性" “還應該是今日文學運動的中心理

論"從而含而不露地批評了“國民文學".與林榕的內向性格不同而個性

直露的上官箏，在廣播電臺廣播“新中國文學進路座談會"後不到二卡天襄

所發表的“〈中國新文學進路之商榷〉裹 則以“國民文學質疑"“不僅是民

族文學"“再談鄉土文學"為上中下篇標題歷數“國民文學"“民族文學"的

弊病與陳述“鄉土文學"的優點，進行明顯的論爭.這場討論和論爭，持積

時間之長和參與的人數之多， 反映了日偽當局和一般作家對淪陷區文學

復興問題都十分關注; 討論和論爭中提出文學口號之多和技能最得一致

的結論，反映了官方與一般作家之間，作家與作家之間缺乏共同的思想基

酷和文學見解; 討論和論爭中可鮮明地看出日偽當局想控制華北文壇動

向和作家反控制的矛盾與間爭"和平文學"、“民族文學\“建設文

學"、“增產文學"、“國民文學"等口號的提出反映了日偽當局妄圖使華

北文學為其故策服務， “人的文學"、“鄉土文學"的抗爭反映了作家們在

使華北淪陷區文學沿著新文學本身的發展方向發展以保持中國文學血脈

和傳統上所作的努力;官方文學口號的眾多和紛亂，反映了日偽統治者

內部的不統一， “和平文學"、“民族文學" 尤其是“建設文學"與“增產文

學"引不起多大反響， 宣傳上下功夫最大的“國民文學"溯源時只提法德等

國的有關文學而不提日本， 各種官方文學口號理論上的貧乏或缺乏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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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反映了日偽缺乏控制華北文壇的能力 這場事關華北淪陷區文學

發展方向的討論和論爭是華北淪陷區文壇最重要的討論和論爭，它導致

和引出了華北淪陷區文壇的其他討論和論爭-

華北淪陷區“色情文學"的討論和論爭， 是從批判所謂“色情文學"開

始的，起源於木君(黃道明)一九四一年九月發表的〈怎樣復興華北文藝〉

一立，直接導火線去[J是 j三年一|二月某某在《吾友〉所發表的《文主耳欲和

服品販賣者} .木君的文章熹把=王E朱的小說〈舊日時守{代t的J插[甲~I仙性山J} 于列刊Ij人

會粉亂之隙，正在延滋蔓;反"的“有傷風化的玩藝兒"的“個人主義的色i恃文

藝"里， 說這些“色情文蜜"“自IJ 腔志氣. 敗壞j草行，其力量之大， 11腔「世E、 l與j冉耳叭tY{海泣洛

囚\6鴉片，\、， r悶J病馬啡，等烈性毒品等量尹咒育付t?1扭揖缸7\ “為了挽救社會圓苦家〈的墮:站豈Fr?"l

“我們主張文藝界志土一陣展閒笠l陣萃 7 反對6 巴情文藝"， 十二月北京《吾

友〉←上t發表了某某自的甘《丈藝詩笨己切與、毒品日破友頁者〉稱主朱是“淫虐狂" 公「孫系眛

是“色情狂"他「們l'門T可7是“用文藝做外衣的毒藥的美食崗人"“版毒者"接著

公孫除在文年一月發表了《有感於〈文藝家與毒品販賣者> )子以反啦?

於是引起了 JZ悶於色情文學的論爭與討論這場論爭大體仁到這年八

月已基木結束.次年一至三月還有小量文章涉及?只能算是其餘韻.北京

的《吾友〉、 《塾術與生活〉、 < "1立國去論》、 《國民雜誌》、 〈仁I~ 國

文墓〉、 〈東亞聯盟〉、 〈萬人文庫﹒文園〉與天津的〈婦女新都會〉

等刊物 llj荳了有關文章，執筆撰文的近三十人-在這場爭論之前寫帶色情

的小說的不僅是公孫臉與王朱，還有程心紛、麥靜、耿小的等多人‘公孫

撫之所以成為批判“色情文學"的主要靶子，一是因為“和平文學"的提倡者

把他的小說作為有傷風化的“色情文學"來看待，一是因為他在當年發表的

〈論新詩〉、 〈關於新詩中的長詩〉兩文對當時華北文壇上的新詩評價

時語言苛刻，否定過多而引起一些作家的不滿前期的爭論雖也有專門從

理論上談色情文學的，但大多還都閻繞有公J系昧和主朱的小說來說問題，

在當年五、六月份〈國民雜誌〉刊出了由該刊提出的對世界古今十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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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多的作家作品有一法徵答的“誌上聚談" <關於色情文學〉特輯，從而

把論爭引向了性與文學的討論和個別人間的文學與道德的討論?討論深

入而理論化了，但也離開了華北文單的實際.討論中對公孫撫與主朱的有

關小說大體有三種不同的君法，否定的認為這些小說是“耽于聲色肉慾的

文學"(劉溫和)，“拘鎖到色情的區域以內，以激發別人的衝動為能事叫劉

溫和)，“對頹廢感的現世享樂心理推波助瀾"作者“蠱惑讀者潛意識活動，

幸圖搏名取利"(夏蟲之流)，肯定的認為這些小說具有“揭露隱藏在角落裹

的罪惡"“揭人世間的罪惡"的意義，是現實生活的一種寫照(陸白人)，旺

肯定又批評的認為公孫棘的小說是“今日都市文明的一面影"在揭示人們

“因為苦悶而造成的頹廢傾向"上“不是全無意識的"“只是作者為生活的

影響和自己的修養所限，不能更擇一層的去認識他的周間，而且沒有把握

住寫實主義的技巧，只能強調了若干性愛動作"而失敗T(上官箏).在性與

色情文學討論階段，肯定色情文學的人認為，“色情文學並不是-個壞東

西，它和描寫其他社會生活的小說一樣，都是人間苦悶的象i笠，站在社會

的或道德的觀點，都沒有反對的必要“(林慧文)，色情文學"就其藝術本身

來說只有寫得好壞的問題，并沒有所謂著惡的分別"“要想從道德的見地

來批評藝術，對于贅術還是無從了解"(麥靜)，否定色情文學的人認為“以

一般請者性的教育與性道德的修養還太薄弱而言7 可以避免為較妥當"(而

已)，“為了文化生活的再建的要求，根本要不得合毒的作品"(劉針)，多數

人認為“文學是表現人生的，‘色情，也是人生的一種，所以我們無庸反對"

應反對的是非色情文學的 “‘專門述說性交'的作品"(陳逸飛入 文學寫“性

愛的事不可免又不可捏倡"(謝人堡)，“木反對性的文學，但是它裝寫的有

意義"(耽小的).在前一階投爭論中反對公孫僻、等人的小說和色情文學的

人撰文多用位名?文中指責雖|才而說理性不強，相反肯定的人從文學的角

度“從本質上說"“從文學史上看"“從道德立場上君"肯定了色情文學

并指出了公孫時等人小說的意義，爭論勝負已初見分曉，後一階段論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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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雜誌〉編者所列的寫色情的世界名家名作的十個話題本身給反對

色情文學的人帶來很大困難 加上編者引言中對“街道者"的斥責，使反

對色情文學的人也不得不說“色情描寫的問題，也實在難于一個可否的決

斷"(而已)，爭論勝負已經分明-加上上官箏在〈一年來華北文壇的社IE清

算〉 戶文要對這次論爭作總結時指出，華~I七文壇寫色情之風的“社會原因"

是因“社會的畸形發展"“生活的苦悶而造成的頓底價向"論爭的起因

是因為公孫撫 《一年來的北京創作界〉中所說的“我們反對現買下需要

某種小說那句話"表示出反對政治于涉文學問觸怒了提倡旨在為政治服務

的“和平文學"提倡者，把人們的視線引向了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和政治對

文學的于涉上來?論爭的勝負是很鮮明了 引火燒身這種能果，是論爭的

始作俑者不會預不|到的.所以論旱的後果是華北日偽當局已了色情文學

的發表，表面仁君好像挑起論爭者1亨利了， ml實際上他們企固佔反對~'恃

文學來發展“和平文學"的最終目 Ijj ).;11失敗←了.這次論爭還有它的!你史意義

這是中闊文學史上11佳 的較大的關於色情文學的論爭，其所反映出的

觀點? 從文學及色情文學本質、從文學發展、從色情文學產生的社會恨

源、從作者已情描寫的目的、從社會道德、從讀者接受學等角度有問題

的思惟方法，對我們今天!您如何對待文學的色情描寫，仍具有啟示意義

華北淪陷區 “小說內容不11形式問題"的討論發生在一九四三年九至

卡 月間，是華北泊陷區文單上時間最坦、規模最小而有意義的一次討

論這次討論是由《國民雜誌》從這年新7年號開始連載的張余壽u章回

體形式寫當時丈場穢聞與女人臨行內容的〈新儒林外史〉招致人們對該

小說褒貶不一的評價而引起的- 單于人們對〈新儒林外史〉的褒貶不一

涉及新舊小說的優劣1、[1小說內容與形式問題《國民雜誌》提出了關於新

文質小說典章回小說內容形式七各自的優劣及應如何改進，小說[向民眾

的關係等方面的七個問題請贊同或寫新文塑小說與贊同或寫章回小說的

有間作家作誌 t筆訟， 井在|月號的〈國民雜誌〉七以專欄形式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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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內容和形式問題〉為題刊登了九位作家的意見， 寸一月上官箏的對

這次討論總結式的文章〈論文藝大眾化之內容與形式問題〉在〈中國文

藝〉上發表.此外，七月份楚天瀾(李景慈)在〈中國公論〉上發表的〈設

現在文學的內容和形式〉也應君作是他在這次討論中意見的一部分. 討A

論中對新文藝小說脫離民眾而需要大眾化通俗化上和章回小說內容上有

待改進上取得了較為-致的意見，但在新文藝小說如何改進而為民眾接

受上去P意見不一，有的主張新文藝小說形式應改進符合大眾要求，有的主

張提高大眾欣賞水平，有的主張寫出成就.討論中對章回小說與新文藝小

說的評價上分岐較大， 有的認為“章回小說已失掉它的意義與地位" “除

了投讀者口味外巳名存實亡"(楚天潤)，有的從教授與大眾都愛讀章回小

說而大眾不喜歡新文藝小說:查明“文藝小說根本不是小說"(陳逸飛).這次

討論的不夠深入使討論沒產生{巨大的影響， 但它可以說是以前史謀在文

藝復興上提出的建設通俗化民族化新文學主張的一種反響，是華北淪陷

區作家堅持華北文學應沿著中國文學自身發展的路子發展並與國統

區、解放區的文藝大眾化運動相互)憊的例說

華北淪陷區“鄉土文學"的討論，是由上官箏的提倡而引起的.上官箏

在一九四二年十月所發表的〈讀滿洲作家特輯兼論華北文壇〉一文里?

認為滿洲風行的“鄉土文學"“把視線轉向健康的一群，以寫實主義手法來

發掘偉大的農民生活面，是解救(淪陷區)文壇墮落的唯一途徑，\到次年一

月，他發表了萬字長文〈揭起鄉土文學之旗〉來提倡"鄉土文學"“緊接

著袁笑星、林榕等人也撰文支持、闡述“鄉土文學"這一口號，袁笑星還利

用〈藝術與生活〉編輯的身分組織了由黃軍、程禮、曹原、顧視、袁之

等七人參加的“鄉土文學座談會"并連讀兩次在〈藝術與生活〉上出特輯

刊登座談討論“鄉土文學"的情況，在華北形成了討論“鄉土文學"的熱潮，

參加討論的刊物有北京的〈中國文藝〉、 〈藝術與生活》、 〈中國公

論〉、 〈新民聲〉三日刊、 〈華北新報〉等，“蒙盟"張家口的〈蒙疆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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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車發表有曉骨的〈鄉土文學與大眾文學)， 南京的〈文運〉也刊登有

起玄武的〈鄉土文學興地方主義) , 青島的〈大眾民報〉和北京的日文

《東亞新報〉也有介紹、討論鄉土文學的專文或特輯. 討論中的不可意

見主要其中在對“鄉土文學"的理解上，有的理解為“農民文學"有的故二

4年代的鄉土小說理解成“故鄉風士?\ 有的理解成“含有民族、閻家、時

代這些在妄，\ 討論過程也是對付目i土文學"概也不斷補充深化的認識迪亞，

在這當中7 倡導者土古有吉利凶的有力支持者李景志(筆名林格，譚凱1 楚天

潤可 仁官蓉，林慧一支等);毛主丈j軍最多，影主最大， J: 官箏先後寫了八九篇

有闊的文章，三三景惡心烏有四五篇有關文章， {日 (71對“ ;hII土文學"的含義及

其主義的闡述成了討論中的主~;'f!L. . 上宮，箏認為，鄉土并于薩拉作家故鄉，

而是我:1:II在士?含有民族 l畫家之意，到土文學不僅僅是農民文學扣表現故

鄉風土人情的文學，而是表現故犯、民住、國家的民眾拍現宜的苦痛與

反抗意識的文學y 它“對於題材的把握是“在11土文JL'， 1: 以克服當前反對意

識提頭，作l旱區落而這:乏的狀況，便文學創作 i友祖新文學等忱的主i束了“對

於主題的處主是‘新芙堆主義新浪漫主義"， 以克服當f創作牛感{茗、頹

l豆、逃避現質的六」之債向 3 發展民眾的反抗現實的健康精神，市i題材與對

於題材的處理κ又都是基于 4現實主義7酌" 李景恕認為， 15士文學"“最重

要的是國民性和民族性雨點 國民性是由一個國家傳統的風俗習慣而來，

民族性是由 1ft 'x:.的進展有獲得"“那土文單決不是口號的提出，而是一個

實踐自古墓點，\μ一個具體的理念， 一個遠大的目標"“代表的是文學運動

進展到目前的精段的意義" 是當前尚陷區文學法繼中國新文學并以求發

展酌可行途徑 上官箏在〈中國新文學的進路〉和平景慈在〈新文學的

傳統與將來}宴，都在提1'ê'“鄉土文學"把“那工文學"稱為華北淪陷區文

學發展的時一正確的途徑的同尋 批評了“國民文學"與“民族文學"的i:-J

號，表現出7 他們用提倡“那土文學"來使淪陷區文學繼承中國新文學的傳

統而服以抗街18 唱對淪陷文學的控制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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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九四匹年底 E 偏在華北文壇再也不捏什麼文學口號時為止 這次討

論在華北淪陷區文壇上有著南方面的現實意義- 一是它是華北淪陷區文

壇上唯一的引起廣泛討論的文學口號，是當詩華北淪陷區文壇影響最大

的文學口號， 沈重打擊了日鵲捷出的和平文學、民技文學、國民文學語

口號，過制了日 i偽想控制華北淪陷發展的企圖;一是它提高了華北眾多作

家對鄉土文學重要意義的認識，促進了他們鄉土文學的劇作，使華北i倫陪

區出現了像關永吉(二官箏)、馬騙、黃軍等一扯批t以提鄉R土小說宜配;作;為烏主的

小說家和一批!優曼秀的J鄉部土小 5說d站吐創(其中也不泛整個華北淪陷區小諱的優秀作

品).以

的前承後繼的{傅專專[R杭充， 它一九三一年起始於臺唔， 一九三九年繼立以東北，

一兀四二余年績之以華北， (8 唯有在華北形成規模較大的討論並取得較為

一致的認識，對鄉土文學的意義有較深刻的論述，這是華北的陷區文壇在

那土文學上的特殊貢獻.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二三十牢代j折東作家軒的

鄉土文學， 三四十年代各淪陷區自引問:土文學， 四li十年代“山葉蛋派"和

“荷花徒派"的鄉土文墊，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鄉土文學的傳統?華北j市

1昌區鄉土文學討論牛對鄉土文學意義的論述， 拉住了中區現代文學發展

中的重要問題F 是比較有主力自3.

華北淪陷區的文學扯評和文論的總體特色是關注當時華~[t淪陷區文

學的實際，圍繞著華北消陷區文學現象而落筆，從華北愉陷區文學發展的

角度來批評和立論，具體設來有以下至這個特點自首先p 注意及時引導華北

淪陷區文學的發展方院 如前所述，華北論陷區文壇上所提出前文學口

號之多是其他淪陷區文壇上木曾見的， 這是有關作家和介入文壇的文化

人關注華北淪陷區文學發展趨向的反映，“民眾文學"、“社平文學，、“~~ß

土文學"、“國民文學"的提{昌都有一批文誰來論述論證這些口號y 犬概是

巨北京文壇多大學教援和二己京文化入學院派作風濃的關係， 這些文幸夫

都態度嚴肅地旁在博引，盡量擺開理論自古架勢，即使論點荒謬、理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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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低也是一樣，其次，注意及時總結評論華北淪陷區文學發展的態勢一這

當中以被人稱為華北淪陷文壇上主要評論家的李景慈做的最為突出，他

當時用三卡多個筆名寫短的文扭于在許外? 還以楚天j閩、黎連青、蔣頓筆

名來逐年撰寫材料詳實，立論平隱的華;1七文捏述評 ~I 有<--九三三九年北

方文藝界論自各〉、 〈一九四 0-1 年的北方文藝界》、 《蓓的過去和新的

未來一一九四一年歲首 1月一華北文l直〉、 《一年來的北方文盟界) (1941)、

《一年來的北方文藝界) (944) 、 〈一年間的華北文!宜〉、 〈三卡三年

的北方文藝界》、 〈北方文扭的今昔〉八篇， 類似的評述還有上官箏的

〈一年來華北文壇的總清算) , 余時人(查顯琳)的〈 年來的華~Il:，創作

Y川，開具的《匹|年來的中國小說界) ，旦公j干(上官事)的《一九四二年的

新詩》等，再次，注意及時評價較為重要或具有特色的作品，注意評間新

人新作 諸如， 對華北淪陷區文J:ly 七出現最早的個人詩集查研淋的仁t

元燈)> ，最早單獨出版的長篇小說玉石于的《風) ，最早出版的個性鮮

明的個人小說集畢基初的《盔甲 LÌ..I) 重要的個人散文集林梧的心主人

集) .最早出版的小說平韻如的〈三年〉和朱l間諜的〈峙明〉等等，部及

時j也有文章予以評間， 指出其價值和不足《藝(!ltJ與生活〉雜誌在推出和

及時評價新人新詩作方面做的尤其突出 顧視、間青、石樵、黃茶等青

年詩人主要是經它走向詩l宜的，第四，注意對作家的整體研究 在這方面

以上百莘最為突出 7 他曾訂一輩1)寫「位作家專論，俊因沒足夠時1日!來寫，只

完成了〈望1) 專論，}' b已《袁 IIF g向》 蒙盟的主承敗以王雄t間的筆名寫了兩

篇蒙瞳 f下去三i話:間於沐莘》和〈彭雨論〉等等;第五，注意評論干干梅女騁

的發展狀況 6%" 1.! 日， 在散文方面有林慧文的〈現代散文的道路》、 〈現

代散文談》，詩歌方面有楚天闊的〈新詩的道路》、穆穆的〈過設計立

昨日今日與明日〉、呂肇的 G才會沒落嗎) , 小說方面有陳具的〈中間

小說[fE走的途徑》、 《現代吵間小說的動向〉 戲劇方面有朱肇峙的心1T

戲劇運動的回顧 gffl rFi 11信》與〈由“新歌劇"說到中國戲劇的出路》、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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蕪的〈現階段的戲劇運動〉、張尤中的〈再提倡小說院運動》等等國

華北淪陷區酌一般性文論數量不很多， 其中此較有晃地而忠于注意

的，有周作人的〈人的文學的根源} ，林榕自古〈談中國新文學的根源〉與

〈散文間談〉可忱啟無的〈關於新詩} ，鹿名寫於淪陷前而于淪站時間由

出啟無代為發表的〈己住的詩文學與新詩〉與《新詩應談是自由詩〉等.

〈中國文藝〉酋查過一批文論.諸如斬極倉的〈創作與題材)，孟玖的〈重U

作講話}，技亭的〈文學與想像} ，監生的〈如何鑑賣文藝〉等，但多是

普及文學理論知識類型的文章，缺乏新意，

在華北淪陷區文壇上，一直有人在探討“文藝復興"的文藝理論體系.

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李景慈 張守謙(上官箏) 黃道明三人的文論.他

們的文論代表了三種不同的探討.李景惑文藝復興酌主張散見於上述他

的文學討論論爭、文壇述評、文學評論的文章中‘ 從他這些文章可明括

出在華北文重復興上他的主張主要是稚語文學弓身的獨立性‘反對把文

學;在入自偽政治的泥坑中去，強調在“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傳統的基礎 t

t人“五四"軒文學理論為指導思想來發展淪陷區文學;堅持淪陪區文學是當

時包括國統區文學和解放區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 強調淪陷

區文學在環境充許的情況下盡可能與國統區、解放區文學協同發展 在

如何復興淪陷區文學上張守諜的主張?在繼承“五四"新文學傳統，保持

中國新文學酌血峙的基礎上來“復興"這點上，是與李景蔥一致的，不同的

僅僅是他比較側重從形式上君問題，愛提出一些新口號，企圖建立一套適

合淪陷區社會環壇的文學發展的理論體系. 他提出文學上開展“三自運

動".即自覺的在文學中來表現和反映人的現實生活、苦難與要求的“人的

自覺"運動， 叫用筆墨"來完成使人們“相信我們是‘人'"的“自信運動" 建設

健康南上振奮人們精神的文學的“自強運動"提出了表現淪陷區人民生活

和精神圍貌的“鄉土文學"的口號，又提出了反映人們爭取做4人'的“反抗意

識"的“新英雄主義新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目的在于抵制和擺脫日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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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控制，在淪陷區這一特殊環境下，求得禍福區文學;敢做新文學的人

的文學與現實主義的傳統，克服頹廢、感傷的不良個 1月而健康地發展 他

這套理論體系雖然在概念和內涵上有時主些含混，但{t~l ~J住了淪陷文學

位，荷中買自己的民族文學特質生存發展的根本習題，其現實意義是不應

埋仗的 貫道明的文藝夜里真正張，集中表在在他的〈址(可開展“文贅復興v

運動〉、 《論建設當前文藝的路諒》、 〈仁|立國近代文藝思潮的回顧自己展望〉等

文里.但是他的近代以來文藝Jifif的回顧是為“圈貝文學"的口號旱找1元

史根j海"帶著偏見隨意歪曲J1，毛主事實7 主立論上是牽強附會的， EE反政治

功利主義的左翼文學與抗戰文學又主張政治功利主義的國民文學7 理論

上自身也是矛盾混亂的 1r~)荳明是古時新民會宣傳局的主悴，至北作家協

會襄三位位僅ZK于州龍光的剖析、事長，拼|湊起這樣ÉI~~“理論"只不過是哥拉宣

(荐的職責，是毫不奇怪的.

華東悄陷區的文學討論和論爭較多，規模、影響不 1i<其性質可分

為四類﹒ (1)開 jif文學詰展方向的討論，包括一九四卡年二)于至一九主l二

年初的原於“和平文學"的討論可一九凹三至一九四四年的關於“抉戰士學"

的討論， 九四四年關於中國文學應否“回顧魯迅"的討論: (2)關於作家態

度的討論，包括一九四三年八九頁“作家們在幹什麼"的討論，一九四三年

底到一九凹于f年春關於“逃避現實"的g~-論， (3)關於寫作題材的討論，世括

一九四二字d春的“我們寫什凰"的討論， 九四四年秋的“我們該寫þ!;麼"的

討論(四)關於“通俗文學運動"的討論(一九凹一年一月至一九四二年十

-月) ; (五)關於“新文藝筆法"的討論(一九四三年二月至一九四四年卡

二月) . 

關於“和平文學"的討論， 起自于一九四 O年二月林撞在上海〈中華

日報，文藝〉和〈國民新聞﹒又聽〉上同時發表〈建立和平文贅〉和

〈和平文藝的寫作〉兩文{王偽君民臨時政府在上海成立後，即發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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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反共、建國"“三大政治綱領"并在此綱領之干發起了所謂“和平

運動，\ “和平文學"的提出就是作為為“和平運動"爭取民眾的工具之一而

出現的它抹殺中日戰爭中日寇佳時與中國反侵略的事實，要求描寫戰爭

給中國社會造成的深重災難，以助于“和平運動"中的“抗戰無益"“抗戰必

敗"的宣傳.株連的文章發表後，隨即在上海的〈新中國報﹒學藝〉、 《新申

報〉文藝版、 〈華風》雜誌與南京的〈中央導報〉、 〈新東方〉、 〈作

家〉等報刊上相繼出現一批鼓吹、解釋“和平文學"的文章-其中較為重要

的有陳起的〈抗戰文學、和平文學、八股文學〉、沈庸的〈和平文化漫

談〉、黎風的〈關於和平文藝請問題〉等.“和平文學"的宣傳聲勢是比較

大的，連華南淪陷區香港的〈南華日報〉和華北淪陷區的〈中國文藝〉上

也有個別人撰文相互瞎不過“和平文學"的大本營在華中，也只有華中淪

陷區出現了一些“和平文學"創作，但都不像樣子?不值一提-到太平洋戰

爭爆發之後，任偽政府也向英美宣戰，加入到世界大戰里來，和日本協同

實行所謂“決戰體制"在這種形勢下，本來就很虛偽的“和平文學"口號不

宜再唱了，於是就提出了所謂“抉戰文學"的口號，上海的〈中華日報﹒文

藝)、 〈文友〉和〈文協〉等報刊上出現了一批鼓吹“決戰文學"的文章，

諸如古斯的〈戰時體制下的文學之路〉、相l雨生的〈大東亞戰爭和中國

文學的動向〉、周毓英的〈中國文化的問題〉、徐之良的〈戰爭文化人

應有的反省〉等等因不過“決戰文學"也只是幾個人自拉自唱，連不像樣于

的相應創作也沒能產生.在1日平文學"、“決戰文學"口號乏力而不能深入

人心的情況下，日偽一些人開始考慮新的繁榮文藝的辨法.陶晶謀在一篇

文章中提到成立中國文藝協會上海日文〈大陸新報〉主辦了由陶晶

蒜、內山完造、草野心平出席的“中國文學現狀座談會"會上三人在成立

中國文藝協會和需要但還不宜搞文學運動上取得了共識，草野心平在中

國淪陷區作家“在思想的意味上沒有明確的根底"連“文學的夢(理想)也

沒有"只視作謀生手段為了錢而寫作的情況下提出，“提高文學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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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方法是回到魯迅的時代.回到創造社的時代，再遠些?回到李白杜甫的

時代" 一九凹凹年一月島問正雄在《大陸新報〉上發表的〈民族文學的

確立》中正式提出中國文學JE“回手IJ ;~~， ~丑"的問題，章克標馬上jit 文〈魯迅

于 讀<民族文學的確立>讀後感)表示異議， 島田正:eG1=又寫了〈民族作

家魯迅》答辯，於是形成了中國文學FT否 h回到魯迅"的論爭.不過這個論

爭只是個別中日作家在日文報紙 UIi 行的.在華中文壇沒宜生多大皮書

在文學發展方向上，莘中的作家，包括武漢地區的作家，具有少數人為日

偽的文學口號作鼓吹 7 不見有人提出具腔主張與日偽對文學的控制相對

抗，多數作家，對文學如何發展漠然置之， [la性格耿直、心地熱情Irrî寄生氣

較濃的北方淪陷區作家不同，因而企三個問題七也就缺乏論爭與抗爭

關於作家態度的論字，是由自喜l tlfE一九四三年八月卡二日的《中

華副刊〉上發表的《作家們在幹紅日/ 一方:引起的可 lJ:t 文對當時華中 jt尚

陷區文JE創作情況不滿7 責怪作泳 1門“逃過現實?\質問作家們在幹悍麼，

因而引起了“在幹 (-1 怯可11 “逃避現實"的爭論 參與爭論的有 7FFE 棋、5:[

甫、馬當等，爭論主要在令1'"' 華巨 IJ 干Ij)和《大于洋週報》等1世[:Ij上進行，

爭論的問題涉及淪陷區作家在當時險惡的環境下的處世恕度問題，在那

種環境要這段的話也不好明言，因而參與的人不多，有關丈章也不很多，

加上爭論也有個人意氣的成份所以在文壇上的影響不大.

開於寫作題材的討論實際上是前後兩次情況不同的討論.第一次是

由〈中華日報》的文藝副閃發起的 一九凹二年二月該副干Ij在首先~Ij載

1柯;3f倡導“和于文早"文章的同時，發起了“本刊首次世文" “我們寫什囡"

這次的徵文討論?站起者意在將文學創作納入“和;]'-文學"的組疇，加上人

們熟知〈中華日報》頑間的日偽立場，因而應徵者不很多，發表的賠償文

章影響不很大-但是在淪陷區該寫什麼確實是當時淪陷區作家、吐不間也

經常考庸的問題，不時在有關報刊 t有人提及，因此， <章(tZO 在紀念復

刊三周年日:1 、 快 九凹四年七月 2在來請譚'Iit 楠、譚正壁、邱韻鐸、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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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張愛玲、谷正榜首、疏影、朱慕松、林鳥以及由北京來龍的張金壽、王

于十一個寫小說的作家就“我們該寫什麼"進行筆談.這是較為自由的民

間性質的討論，討論的人大多從文學應“反映出 E 前漩渦時代其實情形"這

一觀點但來若問題，不過角度不同 史慕松強調寫人民的通苦，林息強調

寫“眼前過著圍曲的被坦害的生活也有若將來"的人物?疏影強調寫當前權

貴與暴發戶的傲詣，事?破落戶的窘狀，小市民的羨財妒未IJ與煎生熬死等社

會“催盟"和“奇奇怪怪的人生相"邱韻鐸強調寫“三天時代的小角落里具體

事實和每天每夜所發生此人生現象" 而留下大題材前後去寫.譚正璧則

強調寫“自己直接的苦悶" 因為“個人的苦悶就是大眾的苦悶， 也就是時

代的苦悶"張金壽強調在“許多題材根本不允許寫"而寫一主題材又非作

家能勝任的情況下， “描寫這非常時期都先分發展起來的好與壞的各種人

性"比較仔主. 谷主祖則從接受學的角度主張寫護者需要的題材回 誼惟輪

與王于部認為什麼題材都可以寫，而王子強調蒲盟在為作麼寫和怎樣寫，

譚惟翰貝IJ 強調要寫的通俗 張愛玲則完全從個人出蹺，強調寫自已熟

悉、願寫並能寫的題材，說作家一生只寫一種題材也可以.這次討論的觀

點反映了當時多數淪陷區作家的心態和寫作態度，對淪陷作家該寫什麼

民從什麼角度寫是具有啟示意義的.

闇于“通俗文學"的討論1 是由通俗文學刊物〈萬象〉的主編陳蝶衣

等通俗小說家所發起的“通俗文學運動"而引起的.通俗小說以前人們習慣

稱之為鴛鴦蝴蝶派小說或舊體小說，在新說文學占領文軍主導地位以後

它雖然仍按有眾多的譯者但是在文壇上一直被作為，扯判的對象.華中是

通俗小說的發源地和大本營， 因為淪陷區文壇扯判新文藝後來帶政治色

彩與脫離民眾，提倡固有的東方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通俗小說藉淪陷區

初期文壇冷落.沒有新文學壓力之樓大方發展繁榮起來，在華北淪陷區有

以武劍小說稱著的北方通俗小說派lll.'形成，在華中淪陷區則出現許多在

文壇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以刊載通俗小說為主的刊物，並 E 通俗小說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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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也開始發生變化，內容上開始改變過去脫離現實社會生活的傾向，表現

手法上開始從新文褻小說中哎取營養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已開始注意研

究通俗文學，如一九四一年初 《新中國﹒學藝》 就干Ij有海萍的 〈通俗

文學的特票的一文陳蝶衣等人發起的“通俗文學運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

產生的 為給“通俗文學運動"“建立理論基礎" 陳蝶衣策劃組織了通俗

小說作家具詢公、用 1去印1I 、胡山源、插序閥、吳崇山不[]他一起討論通俗

文學問題，在〈萬 fEJ 上於一九四二年底連值在了兩 l間“通俗文學運動"專

號? 分別在表了陳蝶京的《通俗文學運動》、吳詗公的〈通俗文學的定

義〉、)可楞的11的《從大眾話說今IJ 通俗文學〉與潘序甜的〈通俗文學的寫

作〉、胡山源的〈通俗文學的教育;、吳崇山的〈通俗文藝與通俗戲劇〉

Jl:七後也還有零星的討論評述通俗丈單的文章見諸華中淪陷區報干Ij， 但都

沒有重要的文章?這場討論中的中心桔論是:通俗小說有看符合大眾小

說欣賞習慣的長處市往往脫離示了:含現實生活，思想情調不高，因而新的

通俗小說“必爭、絕對排除封建腐化神惶迷信色情等毒素，而灌輸〈合乎時代

潮流的進步的思想意識"“在大眾生活中尋找"題材，向具有“中國老百姓

熟悉的中國氣派和中間作風"的俗文學學習， 克服至2式化的敘述而加強生

動形象的描寫; 新文藝小說思想意識進步而藝術形式和表現方法與民眾

偏閔， 因而應“學習大眾的語言，接受大眾的情感遺產，移入大眾精神趣

味".新舊文學之間應互相~y彼之長補己之缸，朝共同的新通俗文學目標

努力( <通俗文學運動) ).這灰討論涉及通俗文學的方方面面，既是對三

寸年代通俗文學開始向新文學靠攏、四十年代變革圓新的開史的總結，

也是對通俗文學以後發展的理性思考 反映了通俗文學家棄舊圖新的願

里要求，不僅推動了當時通俗文學的健康發展，對四十年在以後港臺通俗

小說的繁榮也有一定的積極的影響.

關于“新文藝筆法"的討論與論爭 是由李白英一九四三年二至四月

連續在〈雜誌〉上發表的長文〈論新文藝的筆法〉引起的. 五月吳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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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新文藝內容問題〉對李文中的一些觀點提出不同看法， 四五兩月

間〈雜誌〉 以“新文藝寫作問題筆談"為題出了兩期專輯，分別發表了邱

韻鐸的〈文藝的怪腔問題〉、周黎俺的《新文藝的形式與內容〉、 j番序

祖的〈文與質〉、李白英的{ <論新文藝筆法>書後〉與楊晉豪的《文

學的表現技術〉、字人的〈澀滯與j由膩〉、 J馬三眛的〈新文藝的內容與

形式〉、望鼎的〈“新文藝腔"醫治法) ，以後，在〈學藝〉、 〈雜誌〉、 〈中

華副刊〉等報上又有南容的〈文藝腔〉、 〈再談文藝腔〉、 〈文腔典語

言〉、 〈文學與民間文學)，討客的〈又是文藝腔〉等，至到一九四四年

底為正.這裡說的“新文藝筆法" (或稱“文藝腔")~是專指新文藝創作缺

乏藝術獨創，一味摹仿歐美創作構思、結構、言語，描寫冗長，濫用形容

詞，比喻玄虛怪誕等裝腔{8fI:勢的毛病.李白英認為新文器的這種毛病是使

作品脫離生活與民眾的“大毛病"並以巴袋的“激流三部曲"作為新文革Z

Hj監調"典型予以批判，號召作家在文藝表現形式上向魯迅和葉紹鉤學習，

提出新文藝應內容決定形式，兩者FE、統一協調，否則“寧可內容重於形式"

其他人的觀點，有的是對這一君法的補充，有的是對這一君法偏頗之處的

批評，但在新文藝股存在而有害上認識是一致的.討論中還涉及到一些有

意義的問題，如作家“要作文學戰士，不做騷人墨客"新文學表現形式和

手法既要適應讀者鑑賞能力與審美習慣也要有時代創新和作家獨特風格

等等這場討論實際上是受淪陷區對“五四"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反思而重

新估價的思潮的影響而發生的，但它確實批判了新文學的重大弊病，對以

後新文學的健康發展是有積極的作用和重大的意義的。

此外，還應提到華中西部關於“武漢文瞳"的論爭.一九四 O年二月底

張漾然在漢口〈大鐘報〉文藝副刊上發表T {我對武漢文J宜的一點意見〉

一文，引起張望發表〈武漢那襄有文壇》一文進行批評，導致了〈大楚報〉

文藝副刊上的關於“武漢文壇"的論爭.論爭時間長達兩個月，有 1-多人撰

文參與.這實質上是關於武漢文單復興的討論，論爭涉及到對武漢文壇的



JTIll品限文學的論爭， 此評不11立論
l 

仇
U

l 

認識和克服武漢文壇不良傾向等問題，只是誰有成見、意氣之爭，未能深

入討論有意義的問題1 對武漢文團發展也沒產生多大影響.

華中淪陷區的文學評論， 1自注7在個文壇發展形勢的l較少iTiJ一關注各種

文體發展中的問題的相去較多.對作家及其作晶的評述也比較重戚在上

述各個文學前盟的討論輿論告中 詰如沒什麼討論文壇話展方可的文章

而有較多的古論“;即咨文學"、“新文豆豆筆法"的文章，同樣也反映出華中;向

陷直文學評論偏重於具體問Et位

華仁仁淪陷區關注整個文埋註 JE趨勢而豆豆與評論的作家雖少?但對Jr司

現出一{間比較突出的人物吳誡三的是抗Hjt前的留日學生，精通日文、英

文和法文1 畢業歸國後從事新聞工 1 只室正一文學並受左翼文學理論影誓I垃

探，譯過外蜀文學fFr早1，新聞職芸凹烹阿形成的不 11 寂寞的潤生和fJJjF文

學的愛好，使他關心論陷區文學的~~ ft~ T!TI去寫文藝時評，精過多種外文件

新聞職業習慣使世視野1;j制訂有較J1Ä:l導的中外知識.為@寫文贅峙評提

供了有利海伴，新聞職業形成的敏感生使他能不1]耳當時日偽時典的語准

來關迫自己的文藝觀點，從而使他成品華中淪陷區文壇突出的文暫時Fli

E生， 他用哲非莘名在刊I~誌〉等刊物上發表了〈文化人何處去》、 〈女

三月工作者之路J 、 《文化的巨爭性格〉、 《關 JJ~文要批評》、 《新文起

們容問題〉‘ 〈叫=國;新文學的再建》、 《民族主義文學及其他〉、 《i合

國(tr電影》等十來篇文藝時評，他的文藝時請有兩個顯著的特點是關

注ftj陷 IfrFl 作家普通的心態和文壇發展的也陀、新文學發展的道品等最重

要的問題，有很苦的針對生;二是葬于利用日偽的習慣用語和正義、自亨、主、

人生、向二性等抽象名詞概念?在時晦的言辭和曲折迂回的表達方式中

闡述自己的觀點.仙的這些文藝峙評在促進華東論時區文學建康詰展 t

有著積極前作用.

華中淪陷 j~~ 關於各種文僅在展的評論 多針對手于文體發展中出現的

問題，也有的提出作者的意見和主張較為重要的，在詩LK方面有譚惟~i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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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詩的惡運) ，路革的〈關於詩歌大眾化的我見》與〈文贅與新詩〉

等，在散文方面有雷嬰的〈散文的墮落) ，邱韻鐸的〈散文經緯〉等，在

戲劇方面有易維的〈劇運的危機) ，嶺梅等人的〈話劇界的得失) ，樂山

的〈話劇應該商業化〉等，其中譚惟翰與邱韻鐸的文章有一定的深度，此

外多為泛泛之論.

華中淪陷區的作家作品評論質地較高.在作家論方面，傳雷的〈評張

愛玲的小說〉立論平實，剖析深刻，不泛獨到之見，至今仍是張愛玲小說

研究中水平最高的評論文章， 譚正壁的〈女作家小說選敘言〉評介了包

括蘇青、張愛玲在內的華中淪陷區十多位女作家及其作品， 評論很有見

地，是研究淪陷區女作家的重要文字.陳塵的〈紀果店論) ，譚雯的〈柵

雨生論) ，楊之華的〈種時英論〉都是較系統評價有關作家及其作品的

作家論，胡蘭成的〈評張愛玲〉雖然寫的冗長鬆散，但提供了一些外人不

大知道的張愛玲的事情， 譚雯評楊光政(楊普豪)報告文學的《評<人獄

記>>是少見的單個作品論，周楞的n的《三十二年度的上海小說〉與〈文

潮〉上馬博良的〈每月小說月評〉專欄， 比較及時地評介了上海與華中

文壇上新出現的小說.

華中淪陷區還出現了少量的文學的史論 其中主要是〈中華日報〉

文藝版主編楊之華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中國現代的小說及其演變〉、

〈中國現代散文的派別及其流變〉、 〈中國新詩的起源及其流變與發展〉、

〈新文學思想的起源及其流變〉與關於日本現代文學的〈日本現代文學

的流派及其變遷) .這些史論雖則還較為粗疏，新意不多，但卸是當時較

為系統的現代文學史論文字.

華中淪陷區理論性較強的典型文論，主要有邱韻鐸的〈典型創作論》、楊

之華的〈新感覺主義的文學論〉、應寸照的〈詩論百題〉、石懷池的綜合

廢史小說的創作〉等，它們代表了當時淪陷區文論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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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觀東北、華北、華中三淪陷區的文學論爭、批評和文論， 可得出

以下結論 (一)盡管日偽對文單嚴密控制和不時干興，由于日偽有關人士

內部的木統一，缺乏系統有效的文學理論，對淪陷區多數中國作家的思想

心態缺乏足侈的了解，因而不能有效地控制中國 11巨大作家的思想與左右

淪陷區文學的發展方向(二)淪陷區大多數作家都有看 定的愛國意識和

民族憂患意識，他們用明言或不理，或明或暗的不同方式抗御著日偽把文

學納入其政治軌道的企聞和以日木文學“皇化"r:::þ國文學的政策，維護若文

學的獨立性和淪陷區文學的中囡 Ifn BlJ\及其現實主義的傳統; (三)在淪陷區

自大忠于文學藝術、具有民族意識與空間心的作家努力 1 淪陷區文學

的主流抬著中國新文學自身的豆豆方向發表 保持了中國新文學的現實

主義傳統，并在通俗化大眾化方面取得了和國統臣、解放區文學的同步

發展(四)華北淪陷區的“文墊復興"運動岡然由日偽當局所發起， 目的在

於以日本為中心的所謂“東方文化"和、大荒草文學"來代替中國自近現代

以來主要從西方學習而來的中國新文化與新文學， 在文學上消滅“第;共抗

戰文學" 但是在這當中的對中國“五四"以來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的反思，

是中國歷史L第一友對“ h四"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作較大規模的回顧與

考察，而“ KIE'?JT文化與新文學運動也確實有問題而值得反思，值得回顧

與考察的，囚此在這次反思中的副產品，諸如對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中的

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凡是中國傳統的都是壞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的

批判，對於新文學運動脫離技大民眾的批評，對於新文學運動由原來的

“人的文學"發展到“政治的文學"是史的個IJj~認識等等，在思想上至今仍對

人們具有啟示意義一八十年代以來 世界性的東方文化熱與新儒學熱是

對世界近現代以來重視西方文化而輕視東方文化的歷史反思，中國文學

界的產生由“政治的文學"轉化為“人的文學"的將史反思，無展是與半個世

紀前中國淪陷區對文化與文學的開史反思有相通之處的; (五)淪陷區文壇

討論與論爭中所出現的對于“鄉土文學"重要性的論述，對“色情文學"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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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待的觀點，對“新文藝筆法"的批評，對“通俗文學"的認識，不僅在淪陷

區文壇有現實意義，而且在理論上至今也不乏其啟示意義六)描陷置一

些扎實而有創見的批評和文論，諸如丰景蔥的〈現代散文的發展道路〉、

邱韻蟬的〈典型創作論》、傳雷的〈論張愛，玲的小說〉、 tlS文 l柄的〈已

佳的詩文學與新詩〉和〈新詩應該是自曰:守〉等等1 不僅是論唱區?也是

當時全國優秀的批評與文論 從而使淪陷區木僅在制作土而且也在文學

批評與文詰上對當時全國文壇有所貢獻(七)東北文理對各地文學吠況的

評述，華::It淪陷區文單曆年J快況的評述，評述了當時淪陷區文壇大量的文

學現象，富有極大的史料價值，在j淪陷區文學原始資科難以挖捐齊全的今

天它們經常被淪陷區文學部研究者引用，仍在包著積極的作用.

一九九六?卡二，五 於漢城東仙洞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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