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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序 

 

现代主义的“世界同时性”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观点了，可以说是研究界的常识。在我本人对现

代主义产生兴趣进而翻阅的 80、90 年代的论文中，记述了美国和欧洲的最新文化通过电影、杂志、

书籍或者百货店柜台上摆放的商品被介绍、传播进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向“洋式”转变这些“日本”

和“欧美”的同时性现象。当然我也是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产

生了如下的疑问，当我们探讨现代主义的世界同时性时，这里的“世界”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明确

来说，我的疑问是能否不在世界同时性这个范围内，而是在东亚同时性这个框架内来探讨现代主义。 

关于这个问题，我本人在《越境的前卫艺术》（NTT 出版，2005 年）这本书出版之后，仍在继续

研究，同时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导入，在整个日本人文科学研究中也展开了对此问题的研究。因

此我也觉着现在再拿出这个问题来探讨有种为时过晚的感觉。但是，从 2011 年的 9 月起我得到 1

年留在韩国进行研究的机会，随着对韩国国内现代主义状况理解的深入，“同时性”不只是作为一

种历史现象，而且在研究者之间共有这个意义上，对于目前在东亚进行的研究“同时性”，我感到

有探讨的必要和可能性。本文基于以上几点，进行一些事例介绍，希望能够为今后研究的课题指出

方向。 

在进行正式的论述之前，如果举一个例子的话，川端康成和金林起的例子也许是不错的事例。 

川端康成的≪浅草红团≫于 1929 年 12 月至 1930 年 2 月在≪东京朝日新闻≫上连载，之后有



一部分刊登在≪改造≫、≪新潮≫上，1930 年 12 月由先进社刊行。文章中描述了“色情，荒诞，

速度，时事漫画风格的幽默，爵士歌曲，女人的腿…”（41 页）这些内容。正是“摩登”以及“色

情・怪异・荒诞”成为流行语的这一年，文章通过浅草的这些人物刻画了摩登文化所特有的那份轻

松潇洒。也正是在同一时期，在韩国和当时的“朝鲜”也能发现以下这些关于摩登文化的记述。 

 

我们只有通过报纸，才能在急剧的速度，末梢神经，色彩，灯饰，模特，街娼，摩登男士的宽大裤子，

摩登女郎的肉感大腿，爵士乐，歌舞秀这些交错的洪流中感受到极度鲜明的现代生活的氛围。（金起

林〈作为新闻记者的最初印象〉《铁笔》1930 年 7 月，青柳优子编译著《朝鲜文学的知性 金起林》

新干社，2009 年，88 页）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能看到与川端康成相同的对于“速度”、“摩登男士”、“摩登女郎”、“爵士

乐”、“歌舞秀”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执笔这篇文章的金起林于 1930

年刚刚从东京返回到首尔，也就是当时的京城。充分地体验了东京摩登氛围的金起林刚刚开始他作

为朝鲜日报社文艺记者的生活，因此以和川端康成一样的视角来描写摩登的都市文化不是牵强附会

的说法。 

金起林是“朝鲜”的现代派的一员，也是 1933 年结成的“九人会” 的一员。此会成员前后有

变动，前后共计 13 人联名的这个现代派集团中（李孝石、李钟鸣、金幽影、柳道真、赵容万、李泰俊、

郑芝溶、李无影、朴泰远、李箱、朴八阳、金裕贞、金焕泰），金起林（1925～1929，名教中学，日本大学，

之后再度赴日 1936～1939 东北帝国大学英文科），郑芝溶（1923～1929，同志社大学预科・英文科），朴泰

远（1929～1931，法政大学预科・本科）这三个人是“内地”的留学组(1)。 

当以上几点得到确认时，我认识到对于昭和初期的摩登文化不单单对日本，而且对于“朝鲜”

的文学者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这一问题有其考察的重要性。在东京，或者在曾是帝国文化圈的京城,

体验过帝都华丽文化的各国文学者是怎样应对从作为高级文化的现代主义到风俗文化的色情・怪

异・荒诞这一转换过程的呢。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不像以往那样在各国的文学框架内进行研究，

而是去尝试记述跨越国界的世界史是具有研究意义的。 

 

Ⅱ 作为同时代文化的昭和摩登―在“朝鲜”的吸收情况― 

 

“现代主义”一般被定义为在 1890 年到 1945 年间占据支配地位的，特别是经历了从 1920 年

到 1930 年这段最具建设性，革新性的时期的艺术和文学上的运动。（《哥伦比亚大学现代文学・文化评

论用语词典》松柏社、1998 年、271 页）。在日本，从“摩登女郎”这一用语逐渐普及，北泽秀一的《摩

登・女郎》（《女性》1924 年 8 月）开始，“摩登”开始特指一种新出现的文化现象。从 20 世纪 20 年

代后期到 30 年代前期可以观察到如《现代生活座谈》（《文艺春秋》1928 年 1 月），《摩登生活漫谈会》



（《新潮》1928 年 1 月）这些的座谈会，以及内田鲁庵的《说摩登》（《中央公论》1928 年 11 月）,大宅

壮一的《摩登阶层与摩登的诸种形象》（《中央公论》1929 年 2 月），濑沼茂树的《摩登和其诸相》（《一

桥文艺》1929 年 5 月），专题《摩登・日本的近景》（《中央公论》1929 年 10 月），平林初之辅的《昭和

四年的文坛概观 8、现代主义的全盛》）（《新潮》1929 年 12 月），调查问卷《1・应当讴歌的各种摩

登形象，2・应当抨击各种摩登形象》（《摩登日本》1930 年 10 月），龙胆寺熊《现代主义文学论》（《新

文学研究第二篇》1931 年 6 月）这些评论和专题报道。 

这种殖民地统治下的“朝鲜”，以上所触及的“昭和摩登”文化不单单从“内地”，也通过朝鲜

总督府和京城帝国大学的关系网被传播进来。例如，我们通常认为李箱是从“朝鲜语”小说《2月

12 日》（《朝鲜》1930 年 2 月～12 月）开始创作活动的，但是当考虑其之后在《朝鲜与建筑》杂志上

发表日语诗以及刊登封面图案（1930 年 1 月～12 月）这些活动时，1929 年在朝鲜总督府内务局建筑

科以及会计科任职的这些经历就成为重要的契机。向朝鲜建筑学会的机关报寻求创作环境的这一举

动，在当时发表媒体有限的京城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就李箱而言，这相当于为其提供了双重语

言创作的环境(2)。李箱受到日本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这一点经常被指出，我们完全可以想到一种可

能性，那就是这种工作环境以及一起工作的日本人对这种影响所起的作用。就是说，很有可能这些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从日本，韩国的文学史上发现的人们在那个时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 

此外，李孝石和赵容万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都是京城帝国大学在籍的学生，并都在日语・“朝

鲜语”两种语言的文艺杂志上撰稿，显然用双重语言进行创作这一点上有重新考察的必要。              

李孝石从预科时就开始用日语进行创作，这时期留下的一些文章，如在京城帝国大学的毕业

论文《죤‧미링톤‧씽그의劇研究》（《大众公论》1930 年 3月摘录）、〈什么？在城市？/请别说傻话

了/回城市吧之类的话/之所以又让我嗅到了那种科学的味道〉（李孝石<冬天的森林>《清凉》3 号京

城帝国大学预科校友会）能让我们感受到其之后开展的现代主义文学的风格。赵容万的情况也是如

此，可以找到像用“在公寓敞开的窗户里透出的奢华光影中，打扮入时的摩登男人目不斜视地大踏

步向前赶路，大概是着急参加今晚的娱乐吧。五月是恋爱的代名词。”（赵容万<UNE VIE>《清凉》6号、

1928 年 12 月、《近代朝鲜文学日语作品集 创作篇 2》绿荫书房、2004 年、261 页）这种表现方式开头的小

说。 

在韩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现在对于 1920～1930 年间殖民地都市首尔的摩登文化，关注

突然高涨了起来。这点可以从金振松的《在首尔开舞厅》（川村凑主译、法政大学出版局、2005 年、原

著 1999 年），申明直的《幻想与绝望》（岸井纪子・古田富建译、东洋经济社、2005 年、原著 2003 年）中

得以了解。在韩国国内发表的论文和研究丛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数量，以社会学，历史学为中心，

摩登女郎、咖啡馆、娱乐设施、交通、通讯、百货商店、博览会、建筑、广告、时尚、讽刺漫画、

音乐、电影、戏剧、教育、运动、读书习惯、综合杂志、审查等方面以及当时的日常文化、大众文

化、风俗文化的情况可以从我所列出的原始资料中一目了然（参考篇 1）。 

近几年韩国的摩登文化研究明确了的是作为消费文化、大众文化、风俗文化的摩登文化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首尔（京城）迎来了最繁荣的时期，昭和文化的代名词“色情・怪异・荒诞”也由

报纸、杂志介绍进来。实地查阅当时的报纸、杂志，有《朝鲜日报》刊登的《尖端的流行语》 

（“에로（色情）”1931 年 1 月 2 日、“그로（怪异）”‧“넌센스（荒诞）”1 月 4 日），《东亚日报》

上的《新语解说》（“그로（怪异）”1931 年 2 月 9 日、“에로（色情）”3 月 16 日、“넌센스（荒诞）”

4 月 6 日），杂志《新东亚》的《모던语点考（摩登语点考）》（“에로（色情）”1932 年 2 月号、“

넌센스（荒诞）”4 月号、“넌센스（荒诞）”33 年 1 月号），通过以上考察，用语的同步性可以得到

确认。 

当然不单单是在用语方面，昭和摩登也作为一种风俗现象流入进来，在《别乾坤》等杂志中与

“内地”一样，有关“色情・怪异”的报道随处可见。也恰恰是在这个时期，金东仁连载了小说《狂

炎소나타(狂炎奏鸣曲)》（《中外新闻》1930 年 1 月）。“这部作品涉及奸尸和恋尸施虐癖等冲击性的题

材，标榜如果是为了艺术的话杀人也可以饶恕这种极端艺术至上主义，由此得到了关注。关于这种

异常的性方面的病例，金东仁好像是从当时日本出版的《变态性欲心理》中找到的。”（波田野节子

译《朝鲜近代文学选集》平凡社、2011 年、420 页）正如引用的上文中写道的，在文化的同时性这一点

上，有关“变态心理”“变态性欲”的部分也受到了关注。此外，试图用“科学”去理解同时代现

象的动向在杂志《怪奇》中也能看到例子，在其封面上标榜了以下内容。 

 

《朝鲜을中心으로하는》（《以朝鲜为中心》引用者注）哲学 宗教学 神话学/神学 心理学 伦理学/

心灵学 医学 性欲学/天文学 地理学 生物学/人类学 民俗学 语言学/社会学 经济学 考古学/史学 

年代学 货币学/文字学 图书学/金石学 /文学 美术 音乐/第一切文化科学의通俗趣味杂志（崔南善

编辑《怪奇》1号、1929 年 5 月、弘文社、封面内页） 

 

综上所述，在现象的下一层面上也和“内地”相同，当指猎奇事件和“怪异”的事情街知巷闻

时，存在试图用科学的，模拟科学的方式来解读这些现象的动向。在各个阶段“昭和摩登”的文化

被同时代地吸收进来(4)。 

 

Ⅲ 帝国主义与摩登的文化力学 

 

关于“昭和摩登”，当我们关注 “内地”与“外地”的同时性时，由此有了不少新的发现，另

一方面当然地对于现代主义，摩登文化的吸收也出现了差异。作为差异的例子我想就体育与文学的

关系进行一下探讨。在日本以 1930 年为界，“体育小说”这一体裁固定了下来。阿部知二在杂志《新

潮》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日德对抗竞技》，此后又陆续创作了以体育为题材的小说，获得了关注，

在柏林奥林匹克举行期间体育杂志《朝日・体育》上还设置了“体育小说”专栏。回顾当时有关运

动会的内容可以发现 1928 在大连运动场举行了日本和法国的国际田径对抗赛，实现了首次在日本



的国际体育赛事。促使此次赛事的成功的冈部太郎在次年的 1929 年举办了日德中田径对抗赛，这

次赛事成为了阿部的小说《日德对抗赛》的素材。总之，在日本体育登上了国际舞台之后又为文学

提供了新的素材(5)。 

当说到传播・吸收从欧美开始的摩登文化时，即使世界的同时性被认同，也很难说在“朝鲜”

进行着和日本一样的国际比赛和体育消费，即使作为文学方面的素材也产生了温差。20 世纪 20 年

代中期在开设了龙山滑冰场的首尔，发现了体育运动中坚力量的学生们创作的以滑冰为题材的俳句。 

 

滑冰呀 在明月照耀下的冰上            名嘉真清城 

滑冰呀 重重地摔倒后爬起来 

一直凝视着以全速前行的滑冰 

滑冰呀 冬日暖阳的白昼之月下 

滑冰呀 张开的双手就像老鹰 

（榉树同人选集《清凉》3号、京城帝国大学预科学友会、1926 年 3 月、199～200 页） 

 

但是，在“朝鲜”几乎没找到体育运动作为小说题材的例子。在韩国期间我只找到了这样的描

述“观众有一半已经坐好了。在清晨阳光照耀下的运动场中央，身穿像船员似白衣的干部在来回走

动。/笔直的多条白线好像在等待着运动员健康肉体的跃动。”（李皓根《不安消失》（《清凉》9号、1930

年 7 月、《近代朝鲜日语作品集 创作篇 2》绿阴书房、2004 年、437 页），在这个例子中也并非是对竞技

场面的具体描写。之后，虽然了解到在 1937 年出现了乒乓球和骑马在呈现恋爱关系方面占据了重

要位置的长篇小说作品(6)，但毕竟还是少数的存在。可以观察到这与在日本“体育小说”作为一种

体裁存在的情况有显著的差别。（在小说之外，除了上文所举的俳句的例子，也找到了有像沈熏的<棒球>

《朝鲜日报》1929 年 6 月 13 日、片石村（金起林）的<스케이팅（滑冰）>《新东亚》1934 年 3 月这样的诗

歌
(7)
。） 

那么，在当时的朝鲜人们是怎么看待体育运动的呢？李光洙在 1931 年发表了《运动的歌》（春

园<운동의 노래>《东亚日报》1931 年 12 月 1 日），在这之前他已经在《民族改造论》（1922 年）中就“运

动”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这清楚地揭示了“运动”并不是“娱乐”和“消费”的对象，而是被预

想成 “民族”的“改良”的必要手段。另外，体育研究史上，指出了学校教育中的体育的目的与

其说是“竞技”不如说是为了培养劳动力的中坚力量这样的观点。另一方面，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

之后在女子学校里体操、网球、以及其他的球类运动得到了普及。这与日本的“体育文学”不同，

也与现代主义文学不同，关于这些差异有进一步探讨的意义(8)。 

另外，与在日本没有固定下来就结束的体裁相对照的的例子，在朝鲜可以举出作为交流体裁的

“电影小说”这个例子。这也可以说成是有关电影上映所产生的“内地”与“外地”差距的副产物，

据说在朝鲜用铅字来传递电影内容的方法很发达(9)。再者，回到本文开头的例子，“虽然经历了两



次共计 7年的留学生活，日语也很熟练，却对在日本的生活完全没有只言片语的描述”，“作品目录

上也没有用日语写任何内容”（青柳优子《朝鲜文学的知性 金起林》前述书、240 页）的金起林与 20 世

纪 30 年代中期成为崔成喜的支持者，也是“朝鲜热”推手的川端康成，较两者现代主义观上的相

似性而言，两者在现代主义观上的差异可能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今后，对这样的问题点进行深入

研究将成为新的课题。 

 

Ⅳ 日韩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可能性 

 

到本节为止，本稿根据韩国的研究动向，确认了关于在日本和＂朝鲜＂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现

代主义的同步性以及差异,但是如果不受各国文学史的限制,把东亚作为一个跨越海峡的地域进行

理解,那么有没有可能在这种理解下对现代主义文学进行讨论呢。 

重新从“东亚的同时性”这一视角来进行探讨的话，抓住那个时代文学者从日本到朝鲜半岛进

行访问，停留的这一点就变得很重要了。就像之前阐述过的，这也关系到总督府和帝国大学日本人

关系网的问题，例如菊池宽在 1930 年 9 月访问首尔这样的事情，意味着要对文学史中不太被人注

意的问题点进行关注。即使像坐飞机去满洲的途中仅仅停留一日，横光一利、池古信三等杰出的成

员们也聚集在了一起，这种现代派们直接露面，以及他们集体来到“外地”进行体验的事实也是值

得考虑的。这样的事情与杂志《摩登日本》创刊后启用马海松作为编辑也是有联系的(10)。 

另外也可以举出诗人内野健儿的例子。他于 1923 年在大田刊行了最初的日语诗集之后，搬到

了京城，与当时京城帝国大学英语科教授佐藤清成为了朋友。可是由于受到弟弟在《亚细亚诗脉》

中发表的诗的牵连，诗集被禁止发售，并被解除了职务，迁居回到了东京，正是这一年他刊行了诗

集《卡其》。诗集中有如下的诗歌。 

 

温突啊 土墙啊 瓢碗啊 水罐啊／全部再见了 白衣的人们 

李君 金君 朴君 朱君／无名的街头战士・乞丐君 

苦役的浮萍・自由劳动者脚夫／再见了 再见了／再见了 我贫穷的朋友们 

（内野健儿<朝鲜啊>《卡其》精装本、宣言社、1930 年 4 月，大江满雄・小田切秀雄主编《新井徹

的总工作》创树社、1983 年、87 页） 

 

“李君 金君 朴君 朱君”这样的称呼让人联想起前一年 1929 年中野重治发表的诗歌《下雨的

品川站》。另外，一方面此诗集被认为具有共产主义文学的特色，诗集中还收录了如下的诗歌。 

 

这里的咖啡馆・富士的初夏夜晚 

天还没有黑，却已经拉开了欢乐的序幕 



留声机里流淌着轻柔的舞曲 

花下一对随着拍子起舞的红发男女 

倚在她桌旁投以目光的蓝眼女子也是他们一起的吧 

（内野健儿<大连之夜>《卡其》上文引用书、111 页） 

 

上文引用的是内野作为教师在 1924 年率领学生去大连进行毕业旅行时所作的关于大连的诗。

歌咏大连的态度并没能超越作为一名日本人可以在大连享受到欧美氛围这种异国情调的境界，两首

诗看起来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过，在当时的状况下共产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都被理解为“新

兴”文学，“尖端”文学，很难说两者的混同在当时是稀有的事情。倒是读内野的以“朝鲜”为题

材的诗时可以看到当时日本人身上和内野同样地向大连投去的异国情调的视线。当我们考虑到诗歌

杂志《亚》在 1924 年 11 月创刊，之后内野与北川东彦也有交往这些事实的时候，我们发现共产主

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超越了东京、首尔、大连这些地理的界限就具有了接触点，这一发现是非常

具有深意的。 

除了这样的例子之外，也有人的移动随着文章移动的例子(11)。昭和初期的流行作家谷让次在

1928 年经由西伯利亚去往欧洲的途中，访问了哈尔滨。一方面写下了“哈尔滨—一个把不可思议

变得不再不可思议的城市。/OH・YES!HARBIN。/怪不得被叫做很多的别名。/存在各种人种和犯罪

的美丽城市。/没有海的“上海”。/还有，远东的巴黎。”（谷让次<跳跃的地平线>《中央公论》1928 年

10 月），另一方面也有“它有一种故事性的回音，使我们日本人立刻联想到公爵伊藤的死”（205 页），

“无论是被杀的人还是杀人的人，都已经完全地解决了，正在某个安静的地方像我们一样品着茶呢”

（207 页）这样的记述。 

谷让次在三年后发表了戏剧《安重根—十四的场面》（《中央公论》1931 年 4 月），描写了陷入忧

郁的安重根的形象。以此戏剧为基础的“朝鲜语”戏剧《哈尔滨站头的枪声》由京城的三中堂书店

刊行。作者名为李泰浩，虽然有此名是假名这样的说法，但是三中堂所在的仁寺洞的古书街上也位

列其中的杏林书林的经营者的名字也同样是李泰浩，很难说这只是单纯的偶然。不管怎样，有关暗

杀伊藤博文的安重根的戏剧在这一时期的朝鲜半岛被刊行，通过谷让次的经由连接了哈尔滨、京城，

围绕着日本、满洲、朝鲜，文章被改编的例子也是存在的。 

在比较日韩的现代主义文学时，围绕着中国（哈尔滨、上海）这个地方所产生的表象差异进行

探讨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深意的课题。同样，当我们以第三项为轴进行比较探讨时，我们将再次回

归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那就是我们受到了欧美怎样的影响呢。这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大众文化层面上，

也适用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侧面，也关联到在日本以及“朝鲜”，“英文学”是怎样展开的这一问

题的考察。有关京城帝国大学预科的同人杂志虽然我在上文已经提及过，京城帝国大学英文学会发

行的内部杂志《京城帝大英文学会会报》（参考篇 2）等资料也是考察现代主义在“朝鲜”的开展方

面重要的参考资料(12)。 



综上所述，在做有关日韩的现代主义研究上还有很多应该在各种层面上进行探讨的课题，另外

我认为关于“东亚的同时性”是有其思考意义的。今后，我期待无论是在个人研究，还是在共同研

究上，针对现代主义的“东亚的同时性”这一视角努力进行踏实的调查，不断拓展探讨的范围。 

 

【注释】 

1 可用日语阅读的文献有朴泰远著・牧濑晓子译《河边的风景》（作品社、2005 年），崔真硕译《李箱作品

集成》（作品社、2006 年），山田佳子译<小说家仇甫先生的一天>《朝鲜现代文学选集》（平凡社、2006 年），

吉川凪《朝鲜最初的现代主义者 郑芝溶（新・现代诗人论丛书）》（星期六美术社出版发售、2007 年）等。 

2 有关在殖民地朝鲜的双重语言创作，日本方面的研究请参考如下资料：佐野正人先生的论文《论京城帝大

英文科关系网—殖民地时期韩国文学中的“英文学”与双重语言创作》（《国际文化研究科论集》16 号、

2008 年），《李箱的诗、李箱的日语—作为媒体的/被暴露的日语》（《亚洲留学》167 号、2013 年 8 月）等。 

3 近期的有尹大石的<京城帝国大学的学生文艺与在朝日本人文学>（《跨境日本文学研究》vol.1、2014 年 6

月、249～260 页）这样的论文。 

4 参考김지영「“기괴”에서 “괴기”로, 식민지 대중문화와 환멸의 모더니티」『개념과 소통』号、2010.6.

（金智英（Kim Jiyeong，译者音译，下同）<从“奇怪”到“怪奇” 殖民地大众文化与幻灭的现代主义>

《概念与疏通》5 号、2010 年 6 月）。另外，即使在“朝鲜”，有关“色情・怪异”“猎奇趣味”的流行与

侦探小说有联系这一点，以吴惠珍(Oh Haejin)的《20 世纪 30 年代韩国推理小说研究》（语文学社、2009

年）这样的著作为首，在韩国研究者中间的关注也高涨了起来。这其中有刊行了的李贤真(Lee Hyeonjin)、

金津日出美的《京城的日语侦探作品集》（学谷房、2014 年）。再者，有关朝鲜的“色情‧怪异‧荒诞”的研 

究也在全面展开，以苏来燮(So Raeseop)的著作《色情‧怪异‧荒诞》（SALLIMBOOKS、2005 年）和채석진 

「제국의 감각 에로 그로 넌센스」『페미니즘 연구』제 5 호、2005.10.（蔡锡真(Che Seokjin) <帝国 

的感觉色情‧怪异‧荒诞>《女权运动研究》第 5 号、2005 年 10 月）为首，有关“色情”“怪异”“荒诞”

分别论述的论文的执笔也渐渐多了起来。 

5 参考波潟<杂志《朝日・体育的小说栏》（上）（下）>《九大日文》11・12 号、2008 年 3 月・10 月）、<“未

知/既知”的非洲―新兴艺术派与阿部知二>（《文学研究论集》27 号、2009 年 3 月）以及匹田雅昭・日高

佳纪・日比嘉高编著《体育文学―2020～30 年代的文化诗学》（青弓社、2009 年）。 

6 参考박선희「『찔레꽃』에 나타난 스포츠와 연애」『우리말글』、2013.12.（朴善熙(Park Seonhui)<在

《野蔷薇的花》中看到的体育和恋爱>《URIMALGEUL》59 号、2013 年 12 月）。 

7 有关诗《滑冰》，在김예리《이미지의 정치학과 모더니즘 김기림의 예술론》소명출판、2013.（金艺里

(Kim Yeri)《印象的政治学和现代主义 金起林的艺术论》SOMYONG 出版、2013 年）中，这样分析到“在

冰上直线、曲线相交错，有缓急地划出的滑冰动作拆卸了按正确秩序走的手表所代表的“现实”的速度”。 

8 参考了西尾达雄的《日本殖民地下朝鲜的学校体育政策》（明石书店、2003 年），同是西尾达雄的《现在

在殖民地体育史研究中寻求的课题是什么―与“殖民地现代化论”的关系》（《殖民地教育史研究年》8、



2006 年），김경일「1920-1930 년대 신여성의 신체와 근대성」『정신문화연구』2001、가을호（金京日

(Kim Gyeongil)<1920―1930 年新女性的身体与现代性>《精神文化研究》2001 年秋号）等。 

9 进入今年以来，刊行了全友迥(Jeon Woohyung)的《殖民地朝鲜的电影小说》（SOMYONG 出版、2014 年）。 

10 参考川村凑《马海松与“摩登日本”》（池田浩士编《重读文学史 2“大众”的登场》IMPACT 出版会、1998

年）。 

11 以下有关谷让次的例子，在波潟的《记忆/历史/翻译―关于哈尔滨的故事》（西原和海・川俣优编著《满

洲国的文化―中国东北的一个时代》SERABISHOBO、2005 年）中有过论述。再者，当时并不知道有关“杏

林书院”的“李泰浩”的存在一事。通过冲田信悦的《殖民地时代的旧书店》（寿郎社、2007 年）中列出

的京城府的旧书店一览（69 页）所得知的事实为基础进行了推测。 

12 佐野正人的《佐藤清・作为殖民地的主体―殖民地・京城帝大・英文学―》（筑波大学文化评论研究

会编《“翻译”的范围—文化・殖民地・身份―》2004年），同是佐野正人的《关于京城帝大英文科关

系网―殖民地期韩国文学的“英文学”与双重语言创作》等已经对于有关“朝鲜”的英文学的吸收进行了

论述。在韩国也有김윤식《최재서의 『국민문학』과 사토 기요시 교수》도서출판 역락（金允植(Kim 

Yunsik)《崔揭端的“国民文学”与佐藤清教授》图书出版亦乐、2009年）等。另外，有关爱尔兰文学的

吸收有金牡兰的研究（《“我们”的爱尔兰剧1920・30年在朝鲜和日本的爱尔兰剧的“移动”》、筑波大学评

论研究学会编《“翻译”的范围》）2006年等），请和铃木晓世《越境的想象力 日本近代文学与爱尔兰》（大

阪大学出版会、2014年）一起作为参考。再者作为今后的参考，卷末列举了《京城帝国大学英文文会会报》

的目录。拍摄的杂志篇幅可以通过东京经济大学的数据库得以阅览。 

 

（参考篇1）“在韩国的摩登文化研究”主要文献（单行本以及图鉴） 

●김진송《서울에 딴스홀을 許하라》현실문화연구、1999 

金振松(Kim Jinsong)《在首尔开舞厅》（川村凑主译、法政大学出版局、2005年、原著1999年） 

●권보드래《연애의 시대》현실문화연구、2003 

Kwon Boduerae《恋爱的时代》现实文化研究、2003年 

●서울역사박물관《근대대중예술 소리와 영상》서울역사박물관、2003 

首尔历史博物馆《近代大众艺术 音与影像》首尔历史博物馆、2003年 

●신명직《모던뽀이, 京城을 거닐다》현실문화연구、2003 

申明直(Shin Myeongjik)《幻想与绝望》（岸井纪子・古田富建译、东洋经济社、2005年、原著2003年） 

●천정환《근대의 책읽기》푸른역사、2003 

千正焕(Cheon Jeonghwan)《近代的读书》BLUEHISTORY、2003年 

●김경일《여성의 근대, 근대의 여성》푸른역사、2004 

金京日(Kim Gyeongil)《女性的现代，现代的女性》BLUEHISTORY、2004年 

●노형석《모던의 유혹 모던의 눈물》생각의나무、2004 



卢迥锡(Noh Hyeongseok)《摩登的诱惑 摩登的眼泪》ITREEBOOK、2004年 

●부산근대역사관《광고 그리고 일상》부산근대역사관、2004 

釜山近代历史馆《广告以及日常》釜山近代历史馆、2004年 

●연세대학교 국학연구원《일제의 식민지지배와 일상생활》혜안、2004 

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日帝的殖民地支配与日常生活》HYEAN、2004年 

●소래섭《에로 그로 넌센스》살림、2005 

苏来燮(So Raeseop)《色情・怪异・荒诞》SALLIMBOOKS、2005年 

●연구공간수유+너머근대매체연구팀《新女性매체로 본 여성 풍속사》한겨레신문사、2005 

研究空间SUYU+NOMO《新女性媒体中看到的女性风俗史》HANKYOREH日报、2005年 

●조이담／박태원《구보씨와 더불어 경성을 가다》바람구두、2005 

赵怡淡(Cho Idam)／朴泰元(Park Taewon)《和仇甫先生一起去京城》BARAMGUDU、2005年 

●공제옥／정근식《식민지의 일상 지배와 균열》문화과학사、2006 

孔悌玉(Kong Jeok)／郑近植(Jeong Geunsik)《殖民地的日常 支配与龟裂》文化科学社、2006年 

●신기옥／마이클 로빈슨 공 엮음、도면회 옮김《한국의 식민지 근대성》삼인、2006 

Gi-Wook Shin and Michael Robinson, Eds. Colonial Modernity in Kore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的韩语版) 

●강영심외《일제 시기 근대적 일상과 식민지 문화》이화여자대학교출판부、2008 

姜英深(Kang Yeongsim)等《日帝时期的近代的日常与殖民地文化》梨花女子大学出版部、2008年 

●단국대학교 동양학연구소《모던라이프 언파레드 2,30년대 일상문화》민속원、2008 

檀国大学东洋研究所《摩登生活・大游行 20、30 年代日常文化》民俗院、2008年 

●단국대학교 동양학연구소《근대 한국의 일상생활과 미디어》민속원、2008 

檀国大学东洋研究所《近代韩国的日常生活与媒体》民俗院、2008年 

●박상하《경성상계》생각의나무、2008 

朴相河(Park Sangha)《京城商界》ITREEBOOK、2008年 

●김백영《지배와 공간 식민지도시 경성과 제국 일본》문학과지성사、2009 

金白英(Kim Baekyeong)《支配与空间 植民地都市京城与帝国日本》文学与知性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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