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录 公开讲座“摩登文学、摩登亚洲——1920、30 年代的上海、台北、首尔和福冈” 

                                                  波潟刚、李 征、吴佩珍、金礼利 

 

作为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基盘 C“昭和摩登的开展/变化——1930～1940 年代东亚地区

文化翻译的政治学”（课题编号：26370430）的一环， 2015 年 7 月到 2016 年 1 月期间，

笔者与福冈市文化馆于福冈市赤炼瓦文化馆共同举办了四次公开讲座。讲座中，我们有幸邀

请到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以及韩国的各位讲师，就各地域的“摩登”和“现代主义”进行了

介绍。每次前来参加讲座的人大致在 15～20 人左右，四次下来合计 60～70 人参加了此次的

活动。由于无法涵盖讲座的全部内容，借此杂志特摘录部分内容以供参阅。 

首先，关于各讲师及讲义题目的介绍如下： 

 

第一讲  李征（复旦大学）——《纸上之行：关于中国近代文学中日本表象的流通及再生产》 

第二讲  吴佩珍（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台湾现代主义中的文学与绘画：以 1930～1940

年代为中心》 

第三讲  金礼利（江原大学）——《1930 年代韩国现代主义文学与李箱》 

第四讲  波潟刚（九州大学）——《摩登都市福冈的文学与文化》 

 

既为摘录，本应按日程先后顺序来介绍较为妥当，但考虑到各讲的内容，笔者认为，不 

拘泥于时间顺序的话更利于内容上的理解。因此，接下来笔者将以第一讲、第四讲、第二讲

及第三讲的顺序，在各讲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介绍。 

    李征的第一讲主要是围绕中国近代文学奠基人之一的郭沫若展开。其博士论文为《表象 

中的上海》，主要是关于 1920～1930 年代上海的现代主义与日本现代主义文学的比较研究。 

但在此次讲座中，其讲义内容主要围绕“中国近代文学”与“福冈”这两者间的关系展开。 

讲义的内容核心围绕的是中国近代作家郭沫若（1892-1978）的初期作品《牧羊哀话》

（短篇小说，1919 年 11 月 15 日，发表于杂志《新中国》第 1卷第 7号）。该作品是郭沫若

在日留学初期所写，并作为中国近代文学成立期白话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广为人知。 

郭沫若，除作为作家进行文学创作之外，还有历史学者和政治家的身份。其在九州帝国

大学医学部留学期间，与郁达夫等人成立了“创造社”，该社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

团体之一发挥了不小的影响。政治方面，1950 年代后，郭沫若还曾担任过中国政务院副总

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以及全国政协副主席，其作为政治家也十分活跃。 

郭沫若于 1914 年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一年半后，转学到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并于

1918 年夏天，从第六高等中学毕业后进入到九州帝国大学学习。也正是从此时，郭沫若开

始了文学创作。其作品多为诗歌，代表诗集《女神》更是被评为中国近代诗的杰作。此外，

从 1919 年夏天开始，着手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同年，五四运动兴起。在这一时期所发

表的《牧羊哀话》，作为其小说的处女作，被认为具有特殊意义。 

藤田黎那的评论指出，《牧羊哀话》是以朝鲜为舞台，将中国的“排日”情感借由朝鲜

人之口讲述的一篇小说。郭沫若本人在《创造十年》中对该小说的创作背景也有所阐述。即

其直接创作意图是来自于对当时“山东问题”（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和朝鲜殖

民地问题的关注，并将此关注借由悲哀的牧羊少年少女的故事表现出来。 

《牧羊哀话》是与郭沫若在日留学密切相关的一篇小说，受到了其最初赴日经历的影响。

1913 年，郭沫若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先在北京乘坐京奉线铁路，经山海关、奉天、安东

后进入朝鲜半岛，并在 1913 年的最后一天抵达釜山，留宿于中国领事馆后，于 1914 年 1

月 13 日乘船到达东京，由此开始了长达 10 余年的留学生活。《牧羊哀话》的故事正是以现

朝鲜与韩国交界处的金刚山为舞台展开。 



《牧羊哀话》故事的一开始便提到了“金刚山”。“金刚山万二千峰的山灵，早把我的

魂魄，从海天万里之外，摄引到朝鲜来了。我到了朝鲜之后，住在这金刚山下一个小小的村

落里面，村名叫着仙苍里”。此处虽有详细的风景描写，然而对叙述者“我”为何来朝鲜却

只字未提。“村上只有十来户人家，都是面海背山，半新不旧的茅屋。家家前面，有的是蒺

藜围墙；更有花木桑松，时从墙头露见。村南村北，沿海一带，都是松林，只这村之近旁，

有数亩农田，几园桑拓。菜花麦莠，把那农田数亩，早铺成金碧迷离。那东南边松树林中，

有道小川，名叫赤壁江”。其中，其对于殖民地的思想感情也夹杂在风景描写之中，“汇集

万二千峰的溪流，暮暮朝朝，带着哀怨的声音，被那狂暴的日本海潮吞吸而去”。 

该小说在故事情节的构思上设计地较为复杂。除重要登场人物“我”之外，还有六人。

①闵崇华（李朝的子爵，后辞退官位）、②佩荑（闵崇华之女，牧羊少女）、③李氏（闵崇

华后妻）、④尹妈（“我”留宿家中的主妇，故事借由她口展开）⑤尹石虎（尹妈的丈夫，

国贼）⑥尹子英（尹妈的儿子，长佩荑一岁）。“我”在朝鲜人尹妈家中留宿的那一夜，从

尹妈那儿得知了悲惨的故事。小说的结构便以尹妈口述故事的形式展开。 

从尹妈那儿，“我”听说名为“佩荑”的牧羊少女本是名门千金，然而如今却沦落成牧

羊少女，个中缘由让“我”疑惑不解。听尹妈讲述，“佩荑”本与其父闵崇华一同住在京城。

其父本是李朝的子爵。数十年前，反对奸臣同“外人”（日本人）缔结“合并条约”，然朝

廷完全不理会其意。闵崇华见大势已去，无奈辞去官位携家眷离开京城移居乡下。尹妈当时

就是侍奉小姐“佩荑”的下人，其夫尹石虎和其子尹子英也同为闵府下人。 

闵崇华的后妻李夫人也是名门千金，自幼便在日本接受教育。毕业后，先后远赴纽约、

伦敦、巴黎、维也纳等西方大都市，在国外停留的时间远多于在朝鲜。22 岁时回国的李夫

人恰逢闵崇华的前妻金夫人逝世满三年，不久就作为闵崇华的继室入了闵府。这些都还是闵

崇华弃官之前的事。在当时京城，李夫人还是名满全城的“社交家”，与其交往的大多都是

日本人。 

闵崇华移居田园后，养了数十头羊，并将这牧羊的工作交给了少年尹子英。佩荑也偶尔

和子英一起牧羊。但后来，李夫人因不满乡下生活，向日本人告发了闵崇华的反日思想，（可

能受到日本高层的指示）并参与企图谋杀闵氏。少年尹子英之父尹石虎向来好吃懒做，毫无

意外地也一同加入了谋杀闵氏的计划。而与此父截然不同，子英实为堂堂正正的朝鲜少年。

在察觉到父亲等人的阴谋后，本想告知闵氏，却在途中被其父误认成闵氏遭到暗杀。 

小说中，闵崇华的反日思想，是通过诗《怨日行》象征性地表现出来。字面上来看，“行”

字仅代表古体诗的一种诗体，但在笔者看来，该字也是作者郭沫若为表达“怨日”之意有意

为之，从中不难领会“怨恨日本”这一反日之意。诗最后署名为“大遗民闵崇华”。在子英

被杀后，闵氏得知全部内情后勃然大怒，其妻李夫人也因阴谋败露自杀而亡。子英之父尹石

虎潜逃后是生是死、是疯是傻也不得而知。其后闵氏剃度出家，佩荑则一面伴其左右，一面

继续看管着羊群。 

小说最后以“我”的一场梦结束。在梦中，子英的墓地突然变成一个舞蹈场。似有一对

妙龄男女裸身共舞，而两人周围还有众多羊儿似人站立而舞。此外，狮子、豹和虎也在其中。

恍惚间，突然一个矮小的凶汉携刀向“我”脑袋砍来，“我”猛地惊醒。还未盼得天明，“我”

便决意动身离开了这“断肠地方”“伤心国土”，“谁还有铁石心肠，再能彀多住片时半刻

呢”。 

短篇小说《牧羊哀话》，执笔于 1918 年春，最初发表在 1919 年杂志《新中国》第 1

卷第 7号，作为郭沫若的小说处女作被广泛认可，影响深远。在杂志上发表不久后，同名小

说集（民国新文学《牧羊哀话》，三联出版社）也随即问世。此外，还以作家自选集、作家

文集、作家全集等形式反复出版为广大读者所阅。在谈到读者对该小说的接收形式时，特别

值得注意的是将小说从文字符号转换成图画符号这一点，即“连环画”（类似于日本的漫画）



版《牧羊哀话》（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 年 3 月）的发行。“连环画”作为伴随文字

的绘本，其形式使小说中关于日本的表象被具象化，为肉眼所能感知，并广泛流通于孩童们

的世界。与文字的表现方式不同，图画将小说中日本人的形象直观具体地表现出来，一眼便

能感知。近几年，“连环画”《牧羊哀话》以翻印的形式被再次出版，可以预想这一影响在

今后仍将持续。 

包括韩国近代文学奠基人李光洙在内的各东亚文学家，当我们在思考他们的作品以及思

想中所体现的“摩登（近代）”时，与鲁迅并称为“奠基中国近代文学双壁”之一的郭沫若，

其小说的内容能给我们很多启发。此外，从福冈与中国近代文学的关系来看，值得一提的是，

与郭沫若一样曾就学于九州帝国大学的陶晶孙（1897-1952）回国后便在上海开始了新感觉

派文学的创作。 

以上，在谈到 1910 年代末中国文学家与日本以及韩国的关系后，接下来，我们将话题

转向将重心放在 1920 年代～1940 年代的第二讲。在此，先对若干概念进行补充。首先，我

们所讨论的文学中的“modern（摩登、近代）”被设定为一个时代，其区分主要是在①

“modernization”（城市化=近代化）中，②“modernity（都市群体与个人间的隔阂感）”

最为引人关注，而③modernism（新文学表现·运动）则同时体现前两者。因此，从广义上

来限定“现代主义”的范围的话，其几乎正好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期的“近代”重合，

狭义上，也可以将其定义为 1920 年代～1930 年代间萌生的新现象。 

此外，在日本大正末昭和初这段时期，以“modern girl（摩登女孩）”为开端，“摩

登”一词成为了当时的流行语。狭义上“现代主义”文学的时期正好与历史上的这一流行语

的始发期重合。首先在日本使用“摩登女孩”这一词的，是北泽秀一发表在杂志《女性》的

一篇文章《摩登女孩》（1924 年 8 月）。紧接着第二年，新居格发表了文章《关于近代女

性的社会考察》（《太阳》1925 年 9 月），同样在该期杂志上，木村毅也发表了《近期小

说中出现的女性——关于被艺术化后的摩登女孩的考察》。此外，清泽冽的《摩登女孩》（金

星堂，1926 年）、片冈铁兵的《关于摩登女孩的研究》（金星堂，1927 年）等也相继发行，

由此“摩登女孩”成为了当时的流行语。 

此后，《近代生活座谈会》（《文艺春秋》，1928 年 1 月）《摩登生活漫谈会》（《新

潮》，1928 年 1 月）等座谈会，内田鲁庵的《谈摩登》（《中央公论》，1928 年 11 月）、

大宅壮一的《摩登层与摩登相》（《中央公论》，1929 年 2 月）、瀬沼茂树的《现代主义

和其诸相》（《一桥文艺》，1929 年 5 月）、特集《摩登·日本近景》（《中央公论》，

1929 年 10 月）、平林初之辅的《昭和 4年的文坛概观 8·现代主义全盛》（《新潮》1929

年 12 月）、调查《1.应讴歌赞美的摩登诸相、2.应排斥打击的摩登诸相》（《摩登日本》，

1930 年 10 月）、龙胆寺雄的《现代主义文学论》（《新文学研究第二篇》1931 年 6 月）等，

众多评论和特集也都相继登场，这一时期冠以“摩登”的流行语词典也一一出版。 

围绕“摩登”的流行并不仅限于东京，在地方城市也能看到同样趋势。在第四讲中，波

潟刚以福冈为例，围绕摩登都市文化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讲解。 

大正末昭和初的福冈，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继完善，以百货店和咖啡馆为代表的摩登消

费文化据点也相继诞生。在文学活动层面上也能感受到摩登文化的兴盛。进入昭和时期后，

继九州帝国大学文艺杂志《筑紫文学》创刊后，以山田牙城、原田种夫、星野胤弘等人创办

的诗刊《癫痫病院》和今井慎之介的诗刊《众像》为代表，《先发队》《自由艺术》《九州

诗坛》等诗刊也相继问世。此外，1935 年左右，《九州艺术》《九州文化》《九州文坛》

《文学会议》等综合性文艺杂志先后发行，文学活动的开展生气勃勃，地方文坛蓬勃发展的

气势十分高涨。但其中，梦野久作和火野苇平等著名文学作家被排除在外。 

关于这一时期的具体情况，在由YUMANI书房出版的“合集·摩登都市文化”第90卷《博

多的都市空间》（波潟刚编，2013 年）收录的文章中有所涉及，此处便不再赘述。如若重



新从东亚这一地域范围的角度来思考，就不得不提 1933 年创刊的杂志《博多春秋》的主编

西口紫溟。西口紫溟出生于熊本，结束在早稻田大学的学习后，1918 年到 1922 年都在台湾

生活。这期间，其工作于台湾新闻编辑局，先后创办了短歌杂志《人性》、歌集《南国之歌》

《生蕃神话》和《南国物语》。1922 年回国后，在下关市马关每日新闻社担任主编兼社会

部长，后又在 PLATON 社担当杂志《苦乐》的主编，并发掘出插画家竹中英太郎。也因此，

梦野久作与竹中英太郎得以结识。 

除了前文中介绍的郭沫若和陶晶孙等在日中国留学生之外，也有像西口一样辗转在东亚

各地，从事日本摩登文化创造事业的日本人。因此，除了在此次讲座中谈及的福冈、首尔、

上海、台北等地外，包括其他都市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的摩登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

共时性和相互间的交流及渗透也值得思考和研究。一直以来，多数的研究都以各国文学史为

轴心展开，但在加深各国彼此间交流理解的层面上，除相互之间进行比较外，从各国文学及

文化史实则横跨了多个地域这一点出发着手研究显得更为重要。从这四次公开讲座的参与情

况便可了解到，四次讲座全都参加的人几乎没有，大多都只是参加其中的一两次。这可能是

因为参加者各自受限于自己感兴趣的地域，亦或是因为活动在组织运营上存在问题。但由此，

我们也认识到相关研究也应着眼于欧美摩登和现代主义，并由此广泛引起人们对东亚摩登及

现代主义的关注。 

言归正传，第二讲的内容主要围绕台湾文学和美术展开。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始于 1932

年由台湾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的“台湾艺术研究会”的成立。1933 年，该研究会机关文学

杂志《福尔摩沙》（全 3号）开始发行。在创刊辞中有这样一段话，“台湾，在地理上拥有

热带特有的自然风貌；在政治和人种层面，因曾受编为中国领土，故混居着高砂族人、台湾

人和内地人。（中略）台湾青年们！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自由和丰富，我们有必要通过我

们青年之手开始开展台湾文艺运动。（中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文艺创造力去

创造一个真正的‘美丽之岛’”（《福尔摩沙》创刊号，1933 年 7月）。其成员有王白渊、

张文环、吴坤煌、巫永福和翁闹等人。 

提到台湾现代主义及代表作家，就不得不提以下这些文人。巫永福（1913-2008），生

于台湾南投县，号永州，笔名田子皓，1925 年进入名古屋五中学习，毕业后进入明治大学

文艺学科，受教于菊池宽、横光利一等人，深受当时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特别是以横光利一

为代表的新感觉派的影响。其发表了《首与体》（《福尔摩沙》创刊号，1933 年 7 月）《红

绿贼》（《福尔摩沙》第 2号，1933 年 12 月）《黑龙》（《福尔摩沙》第 3号，1934 年 9

月）《爱困的春杏》（《台湾文艺》第 3 卷第 2 号，1933 年 7 月）等作品。其中，处女作

《首与体》被认为受到了横光利一《头与腹》的影响。写作手法也受到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

影响，作品中“意识流”、“心境描写”等特征明显。题材上来看，其作品多以日本为舞台，

以“都会”、“恋爱”为主题（例如《首与体》《山茶花》等）。此外，取材于台湾的作品

则多描写下层社会和无产阶级（例如《黑龙》《爱困的春杏》）。 

翁闹（1910-1940），生于台湾彰化，1940 年逝世于东京。台中师范学校毕业后，执教

于员林公学校。1935 年前往东京，实现了自己活跃在“中央文坛”的梦想。虽然创作时间

仅有短短六年，但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日语文学作家中，其属于创作甚丰的一人。除处女

作诗歌《寄淡水海边》（《福尔摩沙》创刊号，1933 年 7 月）外，代表作还有《音乐钟》

（《台湾文艺》第 2卷第 6号，1935 年 6 月）《戆伯》（《台湾文艺》第 2卷第 7号，1935

年 7 月）《残雪》（《台湾文艺》第 2卷第 8·9号，1935 年 8月）《罗汉脚》（《台湾新

文学》创刊号，1935 年 12 月）《可怜的阿蕊婆》（《台湾文艺》第 3 卷第 6号，1936 年 5

月）《天亮前的爱情故事》（《台湾新文学》第 2卷第 3号，1937 年 1月）等。其中，《音

乐钟》《残雪》《天亮前的爱情故事》等都是以东京为题材的作品，因其受到“恋爱至上主

义”的影响，作品多以“恋爱”为主题，作品中心理描写和“独白体”等特征明显。《戆伯》



《罗汉脚》《可怜的阿蕊婆》等作品则取材于台湾农村，以台湾农村为舞台，描写主人公在

“近代化”夹缝中的生存姿态。但比起描写城市与农村的隔阂，其作品更多的是突出强调近

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矛盾。同前者一样，这类作品中心理描写和“独白体”也比较多见。其

作品倾向于新感觉派，因而被同时代的其他台湾作家评论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失败作品”。 

杨炽昌（1908-1994），生于台南，笔名水荫萍、柳原乔、岛亚夫等。1930 年进入东京

文化学院学习，留学期间常有诗作发表于《椎木》、《神户诗人》、《诗学》等日本杂志。1934

年，与台南盐分地带的同人一同发行了诗刊《Le Moulin》（1933 年 10 月-1934 年 9月）。自

1933 年起，担任《台南新报》学艺栏主编，1939 年加入“台湾诗人协会”。醉心于西胁顺

三郎，将其提倡的超现实主义手法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并将该思潮引入台湾文坛。其

处女诗集《热带鱼》（BON 书店，1931 年）本预定通过当时的现代主义代表出版社“BON 书

店”出版，却在即将出版前遗失。其文学作品特征在于通过运用超现实主义手法，突出刻画

台湾的热带风土相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美术。作为台湾近代美术的推动者，有两位日本人不得不提。

石川钦一郎（1871-1945），出身于日本静冈县，留学于英国学习水彩画。其后，以水彩画为

开端的台湾近代美术的发展也是得益于他的推动。在台湾新美术运动中，作为最早的画家社

团而为大家熟知的“七星画坛”（1924 年）和“台湾水彩画会”（1924 年）也都是由他在

台湾师范学校的学生组织成立的。 

另有一人是野兽派的传承人盐月桃甫（1886-1954）。生于日本宫崎县，1912 年毕业于

东京美术学校，1921 年来到台湾，执教于台北高等学校和台北一中。与石川不同，盐月专

攻油画，并将西方美术流派、印象派、野兽派、超现实主义、立体派等引进到台湾美术教育

的课程中。其以 1930 年雾社事件中茫然自失的泰雅族母子为题材的代表作《母》（烧毁于战

火中）尤为著名。 

此外，由西洋画画家石川欽一郎、盐月桃甫及东洋画画家乡原古统、木下静涯四人组织

成立的“黑壶会”，每年都会举办展会发表新作。后在台湾总督府的支持下，这四人于 1927

年成立了“台湾美术展览会”（台展），后发展为“府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近代美术的代表画家也陆续登场了。黄土水（1895-1931），出生

于台北，雕刻家。进入国语学校（后为台北师范学校）后，因其雕刻才能被梅村老师认可，

经校长推荐，进入到东京美术学校学习。后成为高村光云门下弟子，与其子高村光太郎私交

甚好，并受到了他后印象派手法的影响。1919 年，因作品《山童吹笛》入选“帝国美术展

览会”（帝展），他成为了第一位台湾入选者。其后，作品《鹿》《甘露水》（入选第 3 届帝

展）《郊外》（入选第 5届帝展）也相继入选。其毕生的创作都取材于台湾农村风景，并通过

西欧的创作手法写实性地表现出来。其作品代表着台湾摩登（近代）美术的特征。 

陈澄波（1895-1947），生于嘉义，洋画家。1913 年国语学校入学后，接受图画教育。

在石川钦一郎第二次来到台湾后，跟随石川学习绘画。1924 年被东京美术学校录取后，师

从于田邉至和冈田三郎。其入选 1927 年第 7届帝展的作品《嘉义街外》，通过文艺复兴后的

透视表现手法展现了家乡嘉义的风貌。1929 年到 1933 年期间，历任上海新华艺西洋画科主

任、昌明艺专艺教科，活跃在上海画坛。1933 年以后，回到台湾后的陈澄波任职于台阳美

术协会。1947 年，因卷入二二八事件，在嘉义站前被国民军公开枪杀。是台湾近代画家的

代表之一。 

此外，还有战前唯一的近代女性画家陈进（1907-1998），生于新竹，东洋画家。第三高

女在学期间，得到美术教师乡原古统的认可，毕业后进入到东京女子美术学校学习。在日留

学期间，受教于镝木清方等人学习美人画。1927 年，其三部作品《姿》《朝》《罂粟》都入

选第 1届“台展”。虽为女性画家，却与林玉山、郭雪湖并称为“台展三少年”。1934 年，

其入选第 15 届帝展的作品，是在她归省时，以其姐陈新为模特，通过日本东洋画的手法，



描绘出身穿当时上海最流行的“长衫”的台湾女性合奏月琴和笛的场景。也正是以此次入选

为契机，她成为了台湾第一位高等女学校的女性教师。1930 年成为台阳美术协会会员，后

又担当“台展”审查员及“府展”推荐部门画家。 

一直以来，类似以上这些关于台湾文学和美术的介绍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但近些年，

在台湾，类似的研究不断深入发展，可以期待今后相关的日语文献也将越来越丰富。 

最后，第四讲的韩国篇围绕一位横跨建筑、绘画、诗、随笔、小说等众多领域的作家展

开。李箱（1910-1937），被评为至今为止众多韩国作家中最为独特且最富天才的作家，也是

韩国现代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在其活跃的 1930 年代，他被众评论家称为“朝鲜最杰出的

现代主义者”，而在距他逝世近 80 年后的今天，他依旧被称为“韩国最杰出的现代主义者”。 

李箱，诗人、小说家、随笔家。与此同时，他还是画家、插画家和建筑家。更准确地说，

他并非仅仅是诗、小说和绘画的创作家，更是超越了诗、小说等文学和艺术本身界限的一位

艺术家。因而，对其作品的种类划分十分困难。诗与随笔、诗与绘画、小说与随笔等，李箱

往往不受各领域的限制，在这几者间游刃有余。可以说，李箱和如今的众多现代艺术家们一

样，能在各领域间来去自如，是韩国第一位跨领域、综合多能型艺术家。 

提起 1930 年代的韩国现代主义文学，就不得不提“九人会”这一现代主义艺术团体，

李箱便是“九人会”的核心成员。除他外，还有郑芝溶（1902-1950）、李泰俊（1904-1956）、

金起林（1908-？）、朴泰远（1909-1987）、金裕贞（1908-1937）等人。该团体的独特性就

在于名为团体，实则不具有“团体”的性质。他们并没有统一主张和宣扬自身独特的文学理

念或志向，也正因此仅被作为单纯喜欢文学的青年团体介绍给世人。他们并非像 1925 年成

立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家团体 KAPF（Korea Artista Proleta Federatio）一样，向世人打出自己

的行动纲领和组织理念，或是选出组织的领导人物。然而，虽然没有明确的组织理念和统一

的文学志向，成员间彼此却有着深深的文学纽带意识。 

占据韩国 1930 年代现代主义核心位置的李箱，对经由日本传来的西方近代知识和文化

并非是一个毫无批判一昧接受的“modern boy”。作为憧憬近代化的“modern boy”，同时

也是朝鲜最杰出的现代主义者，李箱敏锐地捕捉到近代化进程给世界带来的诸多问题，并通

过作品予以强烈的批判。而其之所以对自己身处的“摩登”世界抱有如此强烈的批判态度，

与他作为殖民地知识分子这一身份有着莫大的关系。殖民地朝鲜，作为沦为被日本帝国主义

掠夺的对象，这一现实本身可以说正是这熠熠生辉的近代化世界背后的阴影。 

李箱恰巧出生于日韩合并的 1910 年。在复杂且不幸的家庭中长大的李箱，自小性格内

敛，比起文学，更早在绘画方面显示出兴趣。然而由于家庭关系，无法继续绘画之路的他于

1926 年 4 月，进入京城高等工业学校学习。作为现首尔大学工科前身的京城高工，是日本

在朝鲜设立的一流理工系官立专门学校，旨在培养促进殖民地统治和发展的高级技术人才和

经营人才。 

李箱在此学习数学、掌握了以数字和线为基础的设计图、鸟瞰图，以及蓝图的构图方法。

其在京城高工学到的建筑学知识可以说为他的文学创作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事实上，这样的

建筑学式的想象力在李箱的文学世界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其同主题系列诗歌《乌瞰图》、

《鸟瞰图》、《三次角设计图》、《建筑无限六面角体》等便是代表。尤其是在《三次角设计图》、

《建筑无限六面角体》等作品中，李箱将出现在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独特时间理论诗意地表

现出来。由此可以看到，他的诗有着非常前卫的一面。 

但是对建筑学的兴趣并没有完全冷却掉他对绘画的热情。从京城高工毕业后，任职于朝

鲜总督府建筑部门的李箱，在 1931 年第 10 届朝鲜美术展览会中展出了作品《自像》并入选。

该作品被当时的美术家评论道：“作品里能感受到他内心努力想展现一些新东西。” 

入选 1931 年朝鲜美术展览会的这部作品，或许是作为建筑家的李箱，以绘画的方式发

挥了其在建筑事业上所没能发挥的、富有创造性和艺术性想象力而取得的成果。除入选展会



外，1930 年 12 月，李箱还曾投稿给“朝鲜建筑会”，参与其学会杂志《朝鲜和建筑》封面

设计的有奖征集，并先后斩获一等奖和三等奖。而其当选为一等奖的作品从 1931 年 1 月到

12 月一直被用作为杂志《朝鲜和建筑》的封面。其后，李箱还为“九人会”成员朴泰远的

小说作插画，并主导编辑了 1936 年出版的金起林诗集《气象图》，此外还自己出版发行了独

具一格的摩登诗集。不仅仅在文学领域，可以说李箱是一位活跃在艺术各领域的前卫艺术家。 

然而李箱却身患肺结核，健康状况堪忧。在 1930 年代，肺结核就是不治之症。也因此，

其作品大多都表现出他对死亡不知何时到访的恐惧，以及对自己身处这无奈境地的绝望。 

李箱因病无法继续工作，遂前往地方温泉进行疗养。在这期间，他“命运般”地遇到了

他唯一称作“妻子”的恋人“锦红”。就目前所掌握的相关资料来看，李箱先后有三位恋人。

第一位就是锦红，第二位是通读前苏联作家高尔基全集、有教养且知识丰富的咖啡店女服务

员，第三位则是 1937 年，李箱在东京垂死之际，陪伴在他身边的卞东琳。而其中，最知名

的是在其小说《翼》中登场的锦红。 

《翼》这部小说一开始便营造了抑郁且充满无力感的氛围。故事围绕身为妓生的妻子和

完全没有经济收入的无能丈夫展开。这位无能丈夫便是以李箱自己为原型，作为妓生的妻子

则是以锦红为原型。锦红小李箱两岁，在温泉旅馆做着妓生的营生。朝鲜时代的妓生，比起

给两班贵族倒酒和出卖自己肉体的妓女，她们更是接近于艺术家的存在。也因此，她们虽然

身份低微，却也不会任由两班贵族对自己无礼放肆。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近

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朝鲜的这一文化日渐歪曲。妓生沦落成跟廉价居酒屋的陪酒女或卖春妇

毫无二致，成为了十分卑贱的存在。而锦红便是这没落的妓生、卑贱的卖春妇。 

然而，掌握着近代先进知识和文化的精英李箱爱上了卑贱的锦红。在《逢别记》这部小

说中，李箱写到：“锦红成为了我的妻子。我们夫妇俩两情相悦。决定相互不再过问各自过

去的事。说起过去，于我而言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提及的过去。但就算这样，与锦红定下的

不再过问过去的约定也不会改变”。他们像这样命运般地相知相爱，却情路坎坷，最后以不

幸告终。但是，将这世上最为卑贱的卖春妇当做自己妻子，可以说李箱在当时是一个相信自

己比谁都能幸福美满生活下去的纯粹之人吧。 

家庭不幸、身患不治之症、爱情无疾而终，如此看来，李箱称得上是一个一直在同家庭、

疾病和爱情战斗并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的悲哀之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在深感自己时日不多时，

毅然拖着病体来到东京的人。在东京，李箱在病痛和对死亡的恐惧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努力让自己的短暂一生在文学和艺术上开了花结了果。 

以上，通过公开讲座的各个内容，我们大致了解到了中国大陆、台湾、韩国以及日本各

自关于“摩登”“现代主义”的情况。此外，讲座中涉及到的参考文献如下。 

 

公开讲座“摩登文学、摩登亚洲”参考文献（*副标题省略） 

 

城山拓也《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世界》勉诚出版 2014 年 

铃木贞美·李征 编著《上海 100 年》勉诚出版 2013 年 

铃木将久《上海现代主义》中国文库 2012 年 

李征《表象中的上海》东洋书林 2001 年 

 

和田博文等 编《言语都市·上海》藤原书店 1999 年 

 

河原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研文出版 1998 年 

垂水千惠《台湾的日本语文学》五柳书院 1995 年 

藤井省三《台湾文学这一百年》东方书店 1998 年 



山口守 编《讲座 台湾文学史》国书刊行会 2003 年 

阮斐娜《帝国的太阳下：日本的台湾及南方殖民地文学》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 2007 年 

 

川村凑《首尔都市物语》平凡社新书 2000 年 

金振松《在首尔开舞厅》法政大学出版会 2005 年 

申明直《幻想和绝望》东洋经济新报社 2005 年 

中根隆行《“朝鲜”表象的文化志》新曜社 2004 年 

南富镇《近代文学中的“朝鲜”体验》勉诚出版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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