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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界与跨语际的鲁迅翻译 (1925~1949)
── 中、日、台反法西斯的「地下火」与台湾光复初期「鲁迅战斗精神」的再现

徐秀慧

摘要: 鲁迅的作品1928年被介绍到日本，1930年前后因《阿Q正传》的日译，鲁迅在日

本逐渐受到敬重，开启了日本的「鲁迅学」的序幕。在东亚反法西斯的文化阵线上，作为

中国的作家，鲁迅率先登上日本文坛，开辟了「弱小民族」在日本的文化阵地，让日本普

罗文学界开始注意台湾与朝鲜、「满州」的作家，也打开了日本人关注「弱小民族文学」

的视野。本文将以「翻译鲁迅」的现象说明中、日「地下火」之一脉相连，描述二战前国

际主义的普罗文学运动的文化场域之一隅。同时从光复初期台湾文化界再生产「鲁迅的战

斗精神」的文化资本，以抗议国共内战的爆发与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说明台湾与二、三

O年代以来中、日文化界传布鲁迅战斗精神的反法西斯运动的「地下火」连成一脉的历史

意义。

关键词: 鲁迅、普罗文学、反法西斯运动、台湾光复初期、反内战、地下运动

Abstract: The works of Lu Xun were introduced into Japan in 1928. About 1930,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The true story of Ah Q”, Lu Xun’s notoriety in Japan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and works like the “Lu 
Xun’s Studies” were published about him. In the antifascist context, they present in East Asia, Lu Xun was 
the first Chinese writer to appear on the Japanese cultural scene. By introducing the literature of “small weak 
nations” he drew the attention of the pro-proletarian literary milieu to the writers in Taiwan, Korea and 
Mandchuria and thus introduced new ideas in Japan. During the Restoration period in Taiwan (1945), in 
protest against the civil  war opposing the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parties, and also against the fascist 
domination, the combative spirit of Lu Xun was re-invested by the Taiwanese cultural milieu, following a first 
wave of influence in the 20’s and the ’30s amid the Sino-Japanese cultural circles. In this article, on the basis 
of translations of Lu Xun’s works, I would like to show that the “Underground Fire” in China and in Japan can 
be traced to the same origin. I shall also examine a few elements of the proletarian literature at the time of 
internationalism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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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界与跨语际的鲁迅翻译(1925~1949)

── 中、日、台反法西斯的「地下火」与台湾光

复初期「鲁迅战斗精神」的再现1

徐秀慧2

一、前言

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后，当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由张我军引进了新文学

的火种，在 1924年展开了新旧文学论战。来年元旦开始，鲁迅的一系列作品就被

当作新文学的典范刊登在《台湾民报》上。3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以 1937年的中

1 本论文的写作过程，承蒙日本福冈的横地刚先生提供资料与宝贵意见，于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

论文原载於绍兴文理学院暨北京、上海、绍兴鲁迅纪念馆主编《鲁迅：跨文化对话──纪念鲁迅逝

世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页65-76， 河南郑州:大象出版社。
2 1970年出生于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博士。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助理教授。

研究领域为台湾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3 日据期台湾转载鲁迅的作品，见中岛利郎：〈日治时期的台湾新文学与鲁迅〉日治时期的台湾新

文学与鲁迅——其接受的概观〉与林瑞明：〈鲁迅与赖和〉两文，收入中岛利郎主编《台湾新文

学与鲁迅》第 41～77、84页。

《台湾民报》

作品名 掲載期  回数　  掲載日　　　　 出處・備考

鸭的喜剧 第 41期 1 1925/1/1 新潮社《吶喊》1923/8

故郷 第 51-52期 2 1925/4/1/2 同上

犠牲谟 第 53期 1 1925/5/1      《语丝》第 18期1925/3/16

狂人日记 第 55-56期 2 1925/5/21/6/1 转载自新潮社《吶喊》

鱼的悲哀 第 57期 2 1925/6/11 爱罗先珂的作品与说明

狭的笼 第 69-73期 5 1925/9/6-10/4 商务印书馆《爱罗先珂童话集》

1922/7

阿Ｑ正传 第 81-85/87/ 8 1925/11/29- 第６章、新潮社《吶喊》

88/91期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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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界与跨语际的鲁迅翻译(1925~1949)

日战争为界，分别透过中文与日文书刊的译介，认知了鲁迅反法西斯、反封建的战

斗精神。光复初期台湾进步文化人以日据时代以来对鲁迅晚年思想「左倾」的认

识，与外省来台作家结盟，共同标举「鲁迅的战斗精神」，在光复一年后的台湾文

化场域掀起「鲁迅热」；并以此对国民党政权依附在美国的军事与经济的援助下，

发动内战，践踏了民意所归的「政治协商会议」议决出「和平建国纲领」，表现了

抗争到底的决心。

鲁迅的作品1928年被介绍到日本，1930年前后因《阿Q正传》的日译，鲁迅

在日本逐渐受到敬重，开启了日本的「鲁迅学」的序幕。三O年代，当日本军国主

义势力日渐抬头时，在东亚反法西斯的文化阵在线，作为中国的作家，鲁迅率先登

上日本文坛，开辟了「弱小民族」在日本的文化阵地，让日本普罗文学界开始注意

台湾、「满州」与朝鲜的作家，也打开了日本人关注「弱小民族文学」的视野。随

后台湾作家杨逵、吕赫若、龙瑛宗先后以〈新闻配达夫〉 (《文学评论》

1934/10）、〈牛车〉（《文学评论》1935/10）、〈パパイヤのある街〉（《改

造》1937/4）陆续登上日本文坛，三人也经常在《改造》、《文艺》、《新潮》、

《中央公论》等综合杂志，以及《文艺首都》、《文学案内》、《文学评论》、

《星座》等左倾杂志上活动。尽管在台湾因为汉文栏的禁刊，以及大陆中文书刊的

取得比起二O年代更不易，但他们透过这些杂志却得以了解中国反法西斯、反帝的

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本文首先回溯日据时代台湾的鲁迅接受史，将以「翻译鲁

迅」的现象说明中、日、台「地下火」之一脉相连，描述二战前国际主义的普罗文

学运动的文化场域之一隅。进而探讨光复初期「鲁迅热」现象蕴含的政治抗争的现

雑感 第 292期 1      1929/12/22 署名“迅”、北新书局《华盖集》

1926/6

高老夫人 第 307-309期 3 1930/4/5-4/19 署名“迅”、北新书局《彷徨》 

1926/8

南音》

池边 第 1巻第 5号 1932/3/14 《爱罗先珂童话集》

鲁迅自叙传略 第 1巻第 11号 1932/9/27 〈俄文译〈阿Ｑ正伝〉序及著者自

叙伝略〉《语丝》第 31号 1925/6/15

  《フォルモサ》(《福爾摩沙》

无题（上海新夜报所载民生疾苦诗选）　第 2号 1933/12/30　〈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的七言律诗，

                                            原载《现代》第 2巻第 6号 19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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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意义，乃在于两岸（台湾、上海）文化界藉由纪念鲁迅而结盟，共同表达他们对

国、共内战再起的抗议，催生「和平建国纲领」的落实。4

二、鲁迅思想的翻译传播构成中、日、台反法西斯的「地下火」

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后，台湾作家透过中、日文的文学出版品，对鲁迅一点也

不陌生。下村作次郎在〈战后初期的台湾文坛与鲁迅〉的结语中提到：「鲁迅作品

之所以在战后立即被台湾文坛所接受，是源于日据时期起台湾作家本身便喜欢鲁迅

的作品，而孕育了接纳鲁迅文学的土壤。」5下村从文学品味解释台湾作家对鲁迅的

接纳，显然忽略了鲁迅思想才是台湾文化人援引作为介入现实的利器。中岛利郎的

〈日治时期的台湾新文学与鲁迅－－其接受的概观〉6一文，对日据时期的「鲁迅接

受史」作了考察，他将日据时代台湾对鲁迅的接受史分为三期：1923年至 1931年

转载鲁迅作品为第一期，「由到大陆的张我军将作品转载于《台湾民报》的形式进

行的，还有，也有相当正确地掌握而加以评论的像蔡孝乾这样的人。他们都认为台

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蔡孝乾在〈中国新文学概观〉（《台湾民报》第

3卷 12号到17号，1925/4/21～6/11）评论鲁迅的《吶喊》，是台湾第一次出现

关于鲁迅的评论。第二期为 1932年到 1936年，这个阶段是台湾作家登上日本杂

志的阶段，台湾作家或是购读鲁迅的中文作品，或是阅读日文译本以及日文杂志上

的鲁迅介绍以理解鲁迅。这两个阶段的鲁迅接受史，从 1925 年 1月 1 日开始在

《台湾民报》转载鲁迅的作品，作为台湾新文学学习的典范，一直到 1932 年的

4 黄英哲认为台湾文化人藉由纪念鲁迅来表达对接受政府政经腐化的不满，见黄英哲：〈战后鲁迅

思想在台湾的传播（1945～49）〉，收入中岛利郎主编：《台湾新文学与鲁迅》，(台北：前卫出

版社，2000/05）第 166页。陈芳明也认为：「日据时代台湾作家之所以积极接受鲁迅文学，就在

于利用这位伟大作家的批判精神来抵抗陈仪政府的贪污腐化与文化歧视」，见陈芳明〈台湾新文学

史 第九章战后初期文学的重建与顿挫〉，(台北:《联合文学》，2001)第 160页。笔者以为鲁迅思

想的传播是陈仪所默许的，台湾作家「纪念鲁迅」的视界并不不是针对陈仪政府，也不仅仅针对台

湾的政治现实，还包括呼应大陆「反内战、反饥饿、要和平」的社会运动。
5 下村作次郎：〈战后初期的台湾文坛与鲁迅〉，下村作次郎着、邱振瑞译：《从文学读台湾》， 

(台北：前卫出版社，1998) 第 196页。
6 中岛利郎：〈日治时期的台湾新文学与鲁迅〉，收入中岛利郎主编、邱振瑞译：《台湾新文学与

鲁迅》，(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05)，第 4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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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音》、1933年的《福尔摩沙》都还出现。而关于鲁迅的消息与思想评论，也

不时出现在《南音》、《台湾文艺》与《台湾新文学》、《台湾日日新报》上。第

三期为1937年至 1945年，由于出版物禁用中文，鲁迅作品的转载已不可能了，

连「直接写其介绍和动向的文章也都看不到了」，中岛认为是「鲁迅文学的内在

期」。这个阶段只有龙瑛宗在〈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改造》1937/04）中描写

林杏南的长子述及「佐藤春夫译的鲁迅的〈故乡〉给我深刻的感动。……我想看看

《阿 Q 正传》」却没有钱买云云。另外龙瑛宗在《文艺首都》（8卷 10号，

1940/12）发表〈两篇狂人日记〉比较了果戈里和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岛利郎

针对台湾刊物上转载、介绍鲁迅作了考察，虽详尽考察了日据时代台湾的鲁迅接受

史，却未进一步分析台湾作家对鲁迅思想的认知。追溯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鲁迅土

壤，自然也包括了台湾作家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认知。7就当时两岸「新文学」运动

发 展 的 历 程 来 看 ， 对 台 湾 作 家 而 言 ， 鲁 迅 一 直 有 着 「 同 时 代 性 」

（contemporary）。他们共同面对着中国近代以来反殖民、反封建的时代课题。

日据时代台湾作家购读中国新文学的作品的情形，以锺理和为例，他 1957 年

10月 30日给廖清秀的书简曾回忆，1930年前后：「由高雄嘉义等地购买新体小

说，当时，隔岸的大陆正是五四之后，新文学风起云涌，像鲁迅、巴金、老舍、茅

盾、郁达夫等人的选集，在台湾也可以买到。这些作品几乎令我废寝忘食……」这

大约是锺理和十六岁的事8。另外，我们还可以从目前赖和与叶荣钟公开的藏书目录

中进一步考察，他们收藏大陆出版的杂志、书籍一直持续到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

前，这些收藏几乎囊括了鲁迅所有的作品。除此之外还包括其它作家，如郁达夫、

郭沫若、茅盾、瞿秋白等人的作品与理论。9赖和还收藏了许多以鲁迅为首的「文学

研究会」一脉的《小说月报》、《京报副刊》、《语丝》、《莽原》、《奔流》等

杂志，以及 1932年丁玲主编的左联刊物《北斗》，其中也有自由主义派的《现代

评论》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赖和也收藏了一系列鲁迅翻译俄国、日本的作品与

7 林瑞明：〈鲁迅与赖和〉指出：「一九二O年代台湾展开新文学运动时，除了提出各种文学主张

和介绍文学理论之外，《台湾民报》亦刊载了胡适、鲁迅、郭沫若、周作人、梁宗岱、冰心等中国

新文学家的作品。」，收入中岛利郎主编《台湾新文学与鲁迅》第 84页。
8 转引自中岛利郎：〈日治时期的台湾新文学与鲁迅〉第 64页。
9 赖和藏书目录见林瑞明主编：《赖和全集 3》(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第 275～327页。叶荣

钟藏书已全数捐给清大图书馆，「叶荣钟藏书目录」由叶芸芸女士提供，仅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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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包括鲁迅与冯雪峰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理论。 10如此看来，从新文学

1917年的「文学革命」到1927年的「革命文学」时期的文学刊物、作品、理论，

台湾都可以直接购读。

台湾作家掌握中国新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思想演变最显著的

例证是叶荣钟 1930年 6月由东京新民会发行的《中国新文学概观》，文中除了介

绍「文学革命的推进」、「新文学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叶荣钟提到了：有人宣

言「阿Q的时代是死去了的」，「但《阿Ｑ正传》不应因此而失掉他的光辉和价

值」。在「文坛的派别」中叶荣钟第一个介绍「创造社派」，「是奉马克思主义的

所谓无产阶级派……他们和中国共产党似乎有些瓜葛，当国民党和共产党火并的时

候，受着很凶暴的压迫，《创造月刊》被禁，创造社也被封锁，领袖人物如郭沫

若、成仿吾、冯乃超等均亡命日本。」11叶荣钟介绍了发生在 1927年「四一二政

变」以后，因应国民党「清党」之举，而兴起的「革命文学论」。转向无产阶级运

动的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由于受到苏联和日本等国无产阶级运动左倾机械论的影

响，向五四时期的代表作家鲁迅、茅盾等人开刀，钱杏邨因此写下〈死去了的阿 Q

时代〉（《太阳》月刊，1928/03）。叶荣钟尽管对创造社受到凶暴的压迫亡命日

本深表同情，但对《阿Ｑ正传》的光辉和价值的肯定，表达了他对鲁迅批判革命不

是呼口号的认知。

1931年日本发动「满州事变」，在台湾岛内实施对社会运动的镇压，此后大陆

书籍取得逐渐不易。三O年代以后，台湾对鲁迅思想与左翼文艺理论的吸收，主要

是透过日本综合杂志与左翼文化阵线翻译、评论、出版等「传播鲁迅」的管道。 12

10 包括水沫书店出版的卢那察尔斯基着、鲁迅译的《文艺与批评》（1929），卢那察尔斯基着、

雪峰译的《艺术之社会基础》（1929），波格丹诺夫着、苏汶译的《新艺术论》（1929），藏原、

外村辑、鲁迅译的《文艺政策》（1930）以及弗理契着、刘吶鸥译的《艺术社会学》。水沫书店

是台湾作家刘吶鸥在上海主持的出版社。有关赖和的鲁迅「接受史」及鲁迅对赖和的影响，见林瑞

明〈赖和与鲁迅〉，文中指出：「赖和在日据时代就赢得『台湾的鲁迅』之称号，说明台湾人对赖

和、鲁迅都是有所了解的，台湾的左翼文学也确是当时文学的主流。」收入中岛利郎编：《台湾新

文学与鲁迅》，第 91页。
11 叶芸芸、陈昭瑛编：《叶荣钟早年文集》（叶荣钟全集 7）(台中：晨星出版社，2002)，第 252

页。
12 此一论点经过横地刚先生的指引，仅此致谢。请参考横地刚：〈由《改造》连载《中国杰作小说》

所见日中知识分子之姿态－－从鲁迅佚文/萧军《羊》所附作者小传谈起〉。收入「人间思想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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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界与跨语际的鲁迅翻译(1925~1949)

虽然普罗文学最早源自苏联，但中国「普罗文学」的火种主要是借助日本传递过来

的。因此就像中国的左翼作家联盟透过东京支盟打开一条逃避国民党肃清的通道，

台湾一样是透过日本的左翼文化阵线吸取普罗文学的养分，并且与中国的左翼文化

界互通声息。举龙瑛宗为例，他晚年曾回忆道：「我于昭和初期，阅读过以日文叙

述瞿秋白的著作，现在乃[仍]想读他和闻一多，陈独秀，郭沫若的诸作品哩！……昭

和初期作家郭沫若以日文在《改造》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蒋介石论〉。」 13郭沫

若的〈蒋介石を访う〉是发表在《改造》1937年 12月的 『南方支那号』，在此

之前的《改造》杂志因为中国发生「西安事变」，就极注意国、共合作的动向。6

月份曾刊出西方倾共记者スノー（Edgar Snow，斯诺）会见毛泽东，访问共产党

的对日政策，以及スメドレー（Agnes Smedley，史沫特莱）评论西安事变与国

共合作文章。此后一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之前，《改造》就不断出现有关

延安方面的报导。除了 Snow、Smedley，还有日本进步文化人山上正义、增田涉

与尾崎秀实等人，或担任翻译的工作，或是直接声援中国反法西斯的运动，是《改

造》上经常出现的名字。14而日本自 1935年由佐藤春夫、增田涉翻译，曾经在岩

波书店出版了《鲁迅选集》。不久，改造社又出版了《大鲁迅全集》（1936/04～

1937/03）。这套全集的编辑顾问是茅盾、许广平、胡风、内山完造与佐藤春夫，

译者是增田涉、山上正义、鹿地亘与日高清磨瑳等人。

「七七事变」爆发前，台湾岛内报刊杂志的汉文栏被禁，言论思想的控制也日

趋紧缩，杨逵为了延续《台湾新文学》的寿命，于1937年 6月第二度前往日本，

「得到《日本学艺新闻》、《星座》、《文艺首都》等杂志的支持，把《台湾新文

学》寄生于他人的杂志内」，9月返台。不料「十月二十日，报载日本开明份子被

作丛刊」《迎回尾崎秀树》 (台北:人间出版社，2005/4)，第 198~248页。
13 龙瑛宗：〈杨逵与《台湾新文学》－－一个老作家的回忆〉，《文学台湾》创刊号，

1991/12/25，第 23页。
14  这些作家中，尾崎秀实替中国反侵略战争作情报工作，Snow则长期为延安根据地作宣传。其

几位都是围绕在鲁迅身旁的友人，他们与鲁迅逝世前最亲密往来的胡风、鹿地亘、「内山书店」老

板内山完造等人，在鲁迅逝世时，于1936年 12月在《改造》上发起了「鲁迅追悼号」。《改造》

1936年12月推出「鲁迅追悼号」，刊出的文章有：鲁迅〈深夜に志す〉（写于深夜）、内山完造

〈鲁迅先生追忆〉、胡风〈悲痛なる告别〉、中西均一〈鲁迅先生语録〉、山上正义〈鲁迅の死と

広东の想出〉、増田渉〈鲁迅书简集〉。除了中西均一外，都参与了《大鲁迅全集》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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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界与跨语际的鲁迅翻译(1925~1949)

捕了百余人。」、「到东京谈妥的计划已经完全落空」，交给改造社预定在《文

艺》月刊刊登的作品〈模范村〉也因此被退回台湾15。杨逵当时在日本购读了萧军

的作品《第三代》，写下〈《第三代》及其它〉一文，发表在日本的杂志《文艺首

都》（第五卷第九号 1937/09），呼吁中日文化交流，并引了胡风发表在《星座》

上的文章，批判日本作家「安于过小康的绅士生活」：

我们知道，日本文坛到现在为止还不肯承认中国现代文学。但是，我
们绝对没有意思要用泥脚踏进绅士的客厅。换句话说，我们并不只是
要作日本文坛的对手，还希望透过青涩的文学告诉日本读者，特别是
先进的读者，让他们知道中国文学如何受到欺压，如何努力站起来，
如何在失败和牺牲中改造自己。

对于日本文坛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冷漠，杨逵表明「我们殖民地的人们多半有相

同的感慨」。对于萧军的《第三代》描写被凌虐的人接二连三沦为马贼的经过，杨

逵说：「我们天天被人家教我们称为土匪、共匪、什么匪、什么贼」的，「其所谓

马贼，其实并不是我们常听说的那种可怕的强盗，而是逐渐成长为一股和欺凌者敌

对的势力」16。从「满州事变」到「芦沟桥事变」，在帝国主义气焰高涨与的民族

存亡危机感中，鲁迅与胡风多年来致力于让满州、朝鲜、台湾等同被日帝侵略的

「弱小民族文学」登上中、日文坛。杨逵在日本购读了《第三代》，正是此一成果

之一。胡风同时又从日本《文学评论》上将杨逵的〈送报夫〉与吕赫若的〈牛车〉

翻译成中文，分别刊登在1935年 5月的《世界知识》和 8月与《译文》。1936年

4月，加入了张赫宙等朝鲜作家的小说，由巴金创立的文化出版社发行《朝鲜台湾

短篇小说集——山灵》。诚如横地刚所指出的：

在上海介绍台湾、『满州』、朝鲜作品，证明了日本统治的殖民地台
湾与上海的文学家是站在同样的土壤上的。战争的扩大违背了侵略者
的意图，殖民地下的作家竟通过日语为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会开
辟了一个空间。17

15 《杨逵全集十四》第 8、182、256页，收入彭小妍主编：《杨逵全集（一）～（十四）》(台南:

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
16 杨逵:《第三代》及其它〉中译文见《杨逵全集九》，第 556页。
17 横地刚：〈范泉的台湾认识－－四十年代后期台湾的文学状况〉收入《告别革命文学？》「人间

思想与创作丛刊」(台北:人间出版社，2003/12)第 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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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光复后，杨逵才知道下半部在《台湾新民报》刊登时被禁的《送报夫》，

曾翻译成中文在「祖国」流传。虽然未曾与鲁迅、胡风搭上线，但是杨逵 1937年

读到《第三代》时，「觉得有难以言喻的愉快」，马上领悟了此书的意义，呼应了

鲁迅与胡风。

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化人透过日本进步刊物与反法西斯文化阵线，不但清楚认知

「鲁迅左倾」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也体认了鲁迅反蒋政权的「战斗精

神」。叶荣钟在《南音》半月刊一篇署名「擎云」的〈文艺时评——关于鲁迅的消

息〉18中，就表明希望看到鲁迅「左倾」以后的作品：

我很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接到左倾以后的鲁迅的作品，但这或者是
很难的事吧。据林守仁氏的报告，现在的鲁迅「是用手写还不及用脚
跑的忙」（这是鲁迅对他讲的）哩。（原载《南音》一卷三期，
1932/2/1，底线为笔者所加）

叶荣钟的文章开头第一段，就用极严厉的话批评蒋介石的政权：

自从蒋皇帝登极以来，中国闹了好几次的清共惨案，几多有为的左翼
作家，杀头的杀头，投狱的投狱，其余便是逃来逃去在亡命着。我们
所敬爱的鲁迅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自从《壁下译丛》－一
九二九年出版－以来至今完全不能接到他老人家的作品，所以很感到
寂寞。

叶荣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不但知道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蒋介石变成

了「蒋皇帝」，还知道他闹了几次的清共惨案。叶荣钟文章中的「林守仁」就是日

本进步记者山上正义的中文笔名。

山上正义在日本 1928 年 3月《新潮》曾发表过一篇〈鲁迅を语る〉（〈谈鲁

迅〉），其中有一段山上正义描述了与时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的鲁迅，在广州共同

度过国民党「清党」的经验：

鲁迅一直看着工会纠察队走过去，他说「真不知耻，昨天还在高喊共
产主义万岁，今天却在到处搜捕共产党系统的人了」。经他这么一
说，我才知道这支队伍是右派工会的，他们充当警察局的走狗，正在
干搜捕左派工人的勾当。19

18 叶荣钟早年文集》第 273～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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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升评论山上正义的这段文字：「只有对于蒋介石的反共政变而使革命受到

挫折，感到悲愤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这也是日本的杂志第一次介绍鲁

迅20。山上正义描写与鲁迅在广州共度的「清党」的经验，不仅捕捉了当时国民党

政府「反革命」的气氛，也掌握了鲁迅对「革命」竟成「复旧」的激愤之情。当时

对时局观察相当敏锐的鲁迅，在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前两天曾写下一篇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从辛亥革命的失败经验，谈到后方普遍陶醉于庆祝革

命胜利的气氛，对革命力量的消亡感到忧心，其中提到：

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
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
…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
再下去是复旧。21

果然，两天后国民党开始「清党」。山上正义受鲁迅委托，展开翻译《阿 Q正

传》的日译工作，但完成时已经是两人 1930年前后重新在上海会合的事了。此书

1931 年 10月以《支那小说集－－阿Q正传》为名，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文学丛

书」的一册，由日本东京四大书院出版。这本《支那小说集－－阿Q正传》还应鲁

迅的要求，为了纪念同年 2月牺牲的「左联五烈士」，在卷首附上李伟森、殷夫、

冯铿、宗晖的肖像和悼念他们的献词。在〈阿Q正传〉正文后面收录了胡也频、柔

石、冯铿、戴平万的作品和小传。尾崎秀实化名为「白川次郎」，为此写了书序

〈谈中国左翼战线的现状〉，抗议国民党的血腥暴力。「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

的机关刊物《ナップ》（纳普）也在隔月的杂志上，刊出由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翻

19 转引自刘献彪、林治广编:《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第 278页。同书

虽收录李芒摘译的山上正义〈谈鲁迅〉，经笔者比对 1928年3月《新潮》上的原文，同一段引文，

在李凡中译的丸山升〈鲁迅与山上正义〉中，译文较简洁，决定采用李凡的中译文。
20 根据丸山升：〈鲁迅与山上正义〉一文所载：山上正义 1896年（推测）生于鹿儿岛，1938年

赴任莫斯科分局长前，死于十二指肠溃疡。（原载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的杂志《海》，昭和 50年

（1976）9月号，收入:《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第 272～284页。
21 发表于 1927年 5月 5日广州《国民新闻》「新出路」副刊，1975年才被《中山大学学报》重

载，笔者转引自《文物》总 5号，1976/01「革命文物特刊」，横地刚先生提供。「沪宁的克复」

指的是 1927年 3月 12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配合北伐进军，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成功，占领上海，和 3月 24日北伐军攻克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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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国民党の作家虐╳に対する中国作家联盟宣言宣言〉

以及鲁迅化名为「L·S」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と先驱の血〉。

《支那小说集－－阿Q正传》译者林守仁（山上正义）写了一篇介绍文〈关于

鲁迅及其作品〉。叶荣钟文章中「据林守仁氏的报告，现在的鲁迅『是用手写还不

及用脚跑的忙』」就典出这篇介绍文。这句象征鲁迅左倾后亡命情状的话语，后被

增田涉的《鲁迅传》（《改造》，1932/4）引用而著名。增田涉着的《鲁迅传》，

由顽铁译成中文，连载于1934年12月 18日《台湾文艺》2卷 1号至 1935年4月

1日 2卷 4号。「用手写还不及用脚跑的忙」这形容鲁迅战斗精神的一句话，不仅

一再出现在日本作家介绍与悼念鲁迅的文章中，也一再被台湾作家引用。除了上文

叶荣钟的〈文艺时评——关于鲁迅的消息〉，鲁迅逝世时，出现在《台湾新文学》

第 1卷第 9号（1936/11/5）的卷头语〈鲁迅を悼む〉（悼鲁迅），系出自代替杨

逵主编的王诗琅的手笔。其中对鲁迅的评价是：

他的作品风格独特，其对现实执拗不懈的炽烈的批判，成就大半的文
学价值。……虽然他生活在『逃命的脚比执笔的手还要忙碌』奉为真
理的地方，正因为他锲而不舍的态度与努力，才有今天的存在。

同一期杂志上，有黄得时写的〈大文豪鲁迅逝く〉，除了介绍鲁迅的文学生涯，

并详论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与《中国小说史略》。文末黄得时罗列鲁迅

作品引人注目的是，最能体现鲁迅战斗精神的杂文集，皆一一罗列，仅有《且介亭

杂文集》与小说《故事新编》未被列入，除了鲁迅翻译的作品外，几乎涵盖了鲁迅

所有的作品集。另外，叶荣钟的藏书中也包括这些杂文集：《华盖集》

（ 1926）、《华盖续集》（ 1926）、《热风》（ 1925）、《而已集》

（1929）、《三闲集》（1932）与《伪自由书》（1933）；前两本也在赖和的藏

书中。可见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对鲁迅的认识，不仅止于他小说创作的成就，也不

仅出于对鲁迅作品的喜爱，还在于对鲁迅批判现实始终不懈的战斗精神的体悟。

鲁迅思想与中国反法西斯运动的传布，说明二、三 O年代以来，中、日反法西

斯的「地下火」是连成一脉的。而这些通通构成阅读日本《改造》、《ナップ》

（纳普）等杂志的台湾作家认知「鲁迅战斗精神」的土壤。尽管战争期间，鲁迅思

想在台湾受到日帝的压抑，但此一火苗未曾熄灭，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后，此一

「地下火」为了对抗专制腐化的官僚统治再度在台湾文化界的延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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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湾光复初期标举「鲁迅战斗精神」的现实意义

1945年日本战败，历经日本五十年殖民统治的台湾终于光复。对日胜利后，国

民党忙于「接收」，并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的势力，期望在完成「攘外」之后能继

续抗战前剿匪的「安内」大业。然而，抗日战争的经验，中国进步文化人或深入解

放区，或随着国民党政权长途跋涉「流亡」至重庆。这些下乡经验无疑深化了他们

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也使他们意识到现实主义美学要求「文艺大众化」的

迫切性。进步文化人此一「习性」的养成，战后又因国民党政权在「接收」过程中

的腐败乱象频生，国民党政权因此被他们视为封建、专制、官僚的政权，不但是旧

社会封建势力的化身，也是追求现代化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或建立民主、法

治国家所要打到的对象。这是国共内战期间，原本对「联合政府」寄予高度厚望的

中国知识文化界，以及所谓「中间派」的第三势力，最后以选择认同共产党做为他

们的实践逻辑的原因。尤其是战后国民党一连串对「异议份子」的迫害，强化了进

步文化人把建立「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在全面内战的情势下，「鲁迅的

战斗精神」发挥了召唤文化人结成统一文化阵线的作用。「鲁迅的战斗精神」作为

光复初期台湾省内外文化人沟通的语境，也是他们共同推许并发扬的文化资本。鲁

迅的好友许寿裳，来台后一再标举「鲁迅的战斗精神」，他说：「抗战到底是鲁迅

毕生的精神」，「鲁迅作品的精神，一句话说，便是战斗精神，这是为大众而战，

是有计划的韧战，一口咬住不放的」（〈鲁迅的精神〉 1946/11/1《台湾文

化》）。光复初期台湾文化人秉持日据时代以来对鲁迅晚年思想「左倾」的认识，

与外省来台作家结盟，共同标举「鲁迅的战斗精神」，呼应上海扩大纪念鲁迅逝世

十周年的号召，藉由纪念鲁迅表达他们对内战的抗议，以此展开民主的抗争。

1946年 10月国民党官方在台湾纪念「光复一周年」时，台湾文化人响应的是

上海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文化界在短短的一年之内从「三民主义热」演变

为「鲁迅热」。尽管从 1946年以后，「台湾人奴化」的论争持续白热化，显现了

光复后台湾社会持续蔓延的「省籍隔阂」。但两岸进步文化人却不在此省籍偏见的

局限中，他们努力突破中日战争经验中身份、位置不同形成的差异性，极力促成两

岸文化的交流。

上海文化界继 1946 年 10月 4 日抗议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举行追悼会后， 

1946年 10月 12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发表＜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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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文告中提出纪念鲁迅先生要阐明鲁迅的道路、发扬鲁迅的精神，表明此一活

动是「当前争取和平、民主、改革、建设的运动里面的重大事件」，「纪念鲁迅先

生应该成为新文化、新文艺现有成就的总检阅和总批判」，号召全国一切人民团

体、文化文艺团体、教育团体发动这个纪念。22

10月 19纪念会当天，龙瑛宗主编的《中华日报》「文化」栏与王思翔主编的

《和平日报》「新世纪」副刊，在台湾响应了这个活动。龙瑛宗刊出了自己的一篇

〈中国近代文学の始祖─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日に际して〉和杨逵的诗作〈鲁迅を

记念して〉。杨逵的诗作翻译成中文〈纪念鲁迅〉同步刊载在《和平日报》「新世

纪」。说明两个副刊互通声息、有志一同。龙瑛宗的文章开头即表明：上海文化界

盛大举行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因此响应各界新闻刊出鲁迅纪念特刊。龙瑛宗在

〈中国近代文学の始祖─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日に际して〉一文中，介绍鲁迅是五

四文学革命的实践者，与推动木刻运动的先觉者，介绍俄国果戈里、高尔基与波兰

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文学到中国来，并指出鲁迅的〈狂人日记〉比诸果戈里的同名作

视野宽广。翻译成多国语言的〈阿Q正传〉，捕捉了弱者向强者献媚的一面，此一

中国人的典型已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不朽的一页。龙瑛宗推崇鲁迅的精神是：「唤

起民族精神觉醒的永恒之声」。早在 1940年龙瑛宗发表〈两篇狂人日记〉（《文

艺首都》8卷 10号，1940/12）时，「把鲁迅、果戈里、福楼拜比并讨论，肯定鲁

迅的政论性和生硬，『非但没有销毁身为人类的伟大，反而悲剧性地修饰了他的一

生』」23，即已高度肯定鲁迅现实主义的战斗性。杨逵的诗作〈纪念鲁迅〉，中日

文稍有不同，但文意同样标举鲁迅革命的战斗精神：

吶喊又吶喊，真理的叫唤；

针对恶势力，前进的呼声！

敢骂又敢打，青年的壮志；

22 1946年 10月 23日《新华日报》报导 19日的纪念活动，文协总会等十二个团体，下午 2时在

辣斐大戏院举行纪念会，转引自金炳华主编：《上海文化界奋战在"第二条战线上"史料集》(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9)第 398～400页。
23 施淑：〈龙瑛宗文学思想初论〉，《台静农先生百岁冥诞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中文系，

2001/12)，第 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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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吶喊，万省回应；

如雷又如电，闪闪，烁烁！

鲁迅未死。我还听着他的声音！

鲁迅不死，我永远看到他的至诚与热情！

（为十周年纪念作）（1946/10/19《和平日报》「新世纪」）

《和平日报》「新世纪」副刊从 10月 19 日到 21日连续三天刊许寿裳、景宋

（许广平）、秋叶、杨蔓青、楼宪等人纪念鲁迅的文章， 24其中胡风的〈关于鲁迅

精神的二三基点〉虽然是转载自 1937年《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但却是与《希

望》第 2集第 4期 1946年 10月 18日同步转载的。胡风指出鲁迅：「表现出来的

是旧势力望风奔溃的他底战斗方法和绝对不被旧势力软化的他底战斗精神」，「五

四运动以来，只有鲁迅一个摇动了数千年的黑暗传统，这原因就在于他底从对于旧

社会的深刻认识而来的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里面。」（《和平日报》「新世纪」副

刊1946/10/19）

继龙瑛宗之后接编《中华日报》文艺性副刊的江默流，从 1946 年 10月 31 日

「创刊号」起，在每周一期的「新文艺」副刊上，陆续转载林焕平的《文艺欣赏

论》。前面两篇〈看了阿 Q，不知阿 Q 为人〉（1946/10/31）、〈阿 Q 相〉

（1946/11/7），从现实主义的文艺美学批评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针对朱光

潜所谓：「在欣赏文艺时，我们暂时忘去自我，跳脱意志的束缚，由意志世界移到

意向世界，所以文艺对人生是一种解脱」，批评道：「不是像手淫一样，过了那一

回儿时间，就索然无味了吗？不是像喝醉酒一样，酒醒了，反觉苦累吗？不是看了

阿Q，而不知阿Q是怎样一个人是一样的吗？」林焕平进而指出阿 Q的形象构成

「典型人物」的社会批判性，由此指向历史发展的社会动力。林焕平突显鲁迅作品

对现实的积极介入性，与台湾作家突显鲁迅的「战斗精神」，在美学品味上都是基

于现实主义文艺美学的理念。

24 这些文章包括许寿裳〈鲁迅和青年〉、景宋〈忘记解〉、秋叶〈我所信仰的鲁迅先生〉、杨蔓青

〈田汉先生的《阿Ｑ正传》剧本〉、楼宪〈斯くの如き战闘〉、许寿裳〈鲁迅的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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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化》虽没能及时赶上在 10月的创刊号推出纪念号，但随后 11月出刊

的《台湾文化》第二期也推出「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这一期《台湾文化》的

「文化动态」中有一条即是「十月十九日之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沪(笔者案:上海)

各艺文团体联合举行纪念会，并在各重要杂志报章出刊纪念特辑」，说明了《台湾

文化》的「鲁迅特辑」亦在此一波以纪念鲁迅为名，争取和平、民主、改革、建设

的运动行列之中。25发表纪念文章的有杨云萍、许寿裳、田汉、黄荣灿、谢似颜与

雷石榆，26并转载了《文艺春秋》上陈烟桥谈鲁迅与中国新木刻的文章，以及《文

萃》上高歌译的〈史沫特莱记鲁迅〉。在〈史沫特莱记鲁迅〉一文中，Agnes 

Smedley生动地纪实了鲁迅在上海租借区如何「用手写不及用脚跑的忙」，也纪录

了1931年2月 21日，二十四个青年艺术家（包括左联五烈士）从监狱拘提后被枪

毙、活埋的事件对鲁迅的冲击。鲁迅当天晚上写下的〈写于深夜里〉，托史沫特莱

翻成英文发表在国外杂志，控诉国民党的罪刑。这样明白的记载国民党迫害「异议

份子」，迫害「共产主义者」的文字，在鲁迅的好友陈仪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的任内被默许，很难说不会使对国民党失望的台湾青年产生影响。二二八事件以后

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台湾迅速扩编，「鲁迅的战斗精神」应该也发挥过效应吧？此乃

根源于台湾文化人清楚地认知「内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失败，这意味着全国民

意所寄望的「和平建国纲领」的被撕毁与被践踏，孙文以来以「国民革命」为号召

建设「新中国」的计划又再次受阻。这样的情境正是阿Q所遭遇的「不准革命」的

再现。

1946 年国、共内战开打之际，龙瑛宗为了反内战而高喊「和平、奋斗、救中

国」（〈停止内战〉，《中华日报》1946/10/23）。杨逵写了〈阿Ｑ画圆圏〉

说：「我们与阿Q一点不同的，就是，他『不多时也就释然了』，而我们都生涯未

得到释然这一点」、「打倒敌人以后，时间已过了不短的一年余了，我们总愿意结

束一番武剧，来编排一出建设的新戏，拖来拖去总难得使这个圆圈画得圆圆的……

虽有几个礼义廉耻之士得在此大动乱之下再发其大财，平民凡夫在饥寒交迫下总不

25 另有一则消息是「重印之鲁迅全集亦已发售，共印一千部，每部售价十二万元，数日中全部售

完」，暗示着鲁迅的影响力仍在扩大之中。
26 文章的篇目分别为杨云萍〈纪念鲁迅〉、许寿裳〈鲁迅的精神〉、田汉〈漫谈鲁迅先生〉、〈他
是中国的第一位新思想家〉、谢似颜〈鲁迅旧诗録〉、雷石楡〈在台湾首次纪念／鲁迅先生感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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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喜欢他们的」（《文化交流》：17，1947/01/15）而当年在国民党治下的鲁迅

「用手写还不及用脚跑的忙」的亡命情状，又出现在龙瑛宗和杨逵介绍鲁迅的文章

中。龙瑛宗说：鲁迅的文学生涯是「用手写还不及用脚跑得忙」，所以鲁迅的文学

中，「具威势且一针见血的杂文比整合性的长篇来得更多」（〈中国新文学の动向〉

《中华日报》1946/08/15）。杨逵也说：

他（鲁迅）经常作为受害者与被压迫阶级的朋友，重复血淋淋的战斗
生活，固然忙于用手笔耕，有时更忙于用脚逃命  。说是逃命，也许会
令人觉得卑怯，但是，笔与铁炮战斗，作家与军警战斗，最后，大部
分还不得不采取逃命的游击战法。27（底线为笔者所加。）

当时杨逵将《阿Q正传》翻译为日文，出版中日对照版，1947年 1月由东华书

局出版。杨逵为何独在鲁迅作品中挑选《阿 Q正传》？山上正义在《支那小说集

——阿Q正传》的序文或许提供了理解杨逵的选择的线索：28

《阿 Q 正传》写的是什么呢？……它写的是发生在一个寒村的「国民
革命」的一次运动，如何被传统的势力所打败，如何的妥协、被欺骗
了，最后实质上是没有得到什么变革而告失败，以及这次「革命」的
结局得利者是谁，在那次「革命」中，真正受损失的、被剥夺的又是
谁。

这篇小说是十年前创作出来的，鲁迅是目睹过距今二十年前的辛亥革
命和这次革命的失败而写了这篇作品的吧。然而，这对于了解辛亥革
命以来二十年中、以彭湃的浪潮统一中国全国的三民主义革命真实情
况的人，读过这篇小说难道不会发现鲁迅早在十年前就察知今天的
事，并且预先道破了今天徒有其名的三民主义革命的罪过、失败的真
实意义吗      ?      然而在今天，超越这个三民主义革命的失败和毫无意义，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正在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展开
革命的新的进军之中   。

27 杨逵:〈鲁迅先生〉，收入杨逵译《阿Q正传》1947/01东华书局，转引自（彭小研编《杨逵全

集 3》1998：第 31页。
28 杨逵出版中日对照的《阿Q正传》，采用的是山上正义的译文。此一机缘杨逵是在日据时代曾

经受到日本警官入田春彦的照顾，1938年入田春彦因被强迫遣返日本而自杀，留下一套《大鲁迅

全集》给杨逵，这对杨逵日译《阿Q正传》当然有所的帮助。《大鲁迅全集》采用的正是山上正

义的译文。有关杨逵与入田春彦的交往见张季琳：〈杨逵和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

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 22期2003/03，第 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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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革命，同辛亥革命，同三民主义革命是断不能同日而语的  。29

（底线为笔者所加）

战后日本评论家刚崎俊夫评论这段话说：「山上明确地抓住《阿 Q正传》对于

辛亥革命的批评。这种评价是先驱的，因为以后的种种往往都忽视了这一点」。丸

山升说这是山上正义与鲁迅共度「清党」的体验，使他能把「四一二政变」和辛亥

革命相结合的理解。30山上正义这段对《阿Q正传》的评论，不仅适用于三O年代

「国民革命」中挫的背景，也适用于四 O年代后半期国、共内战的背景。正因为

《阿Q正传》「预先道破今天突有其名的三民主义革命的罪过了、失败的意义」，

杨逵在战后初期选择《阿Q正传》在台湾重刊，不也直指了国民党政权标榜「三民

主义」的破产？

国、共内战的爆发，意谓着国、共第二次合作因抗战胜利而「失败」。孙文以

来以「革命」为号召建设「新中国」的计划又再次受阻，这样的情境不正是阿Q所

遭遇的「不准革命」的再现吗？杨逵抓住鲁迅一再批判的「革命」胜利后竟使「革

命消亡」而沦为「复旧」的要义，选择中日对照出版《阿Q正传》，绝不只是因为

它是鲁迅的成名作。更重要的是在反帝、反殖的民族革命课题获得初步成功之后，

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建立一个兼具民族独立与民主体制的「新中国」；而从辛亥革命

以来的「反封建」的社会革命才正要进入最艰难的阶段。

五O年代牺牲于白色恐怖时代的蓝明谷也曾将鲁迅的《故乡》翻译成日文，以

中日文对照版由现代文学研究会于 1947 年 8月在台湾重新发行，蓝明谷在前言

〈鲁迅和其〈故乡〉〉中提到：

如今回顾「五四」以来的历史，即可看到这些领导人中，除有的成为
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倒在封建军阀凶刀之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
自封的所谓的领导者，他们或是中途与敌人妥协，或是意气沮丧地向
「安全地带」逃避。

然而中途不变节，自始至终都投身于反帝、反封建运动中的也并非没
有，鲁迅就是其中一个。31

29 林守仁作、戈宝权译文，刘献彪、林治广编:《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第 339～340页。
30 刚崎俊夫：〈在日本的鲁迅观〉转引自丸山升：〈鲁迅与山上正义〉刘献彪、林治广编:《鲁迅

与中日文化交流》第 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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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明谷同样也精确地掌握了鲁迅「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抗日胜利

后，台湾人看着政治权力场域表面上宣称「和平建国」，却不顾战祸连连造成的民

生疾苦，发动内战争夺政权，全国民意所寄望的政治协商会议议决的「和平建国纲

领」被弃置，终于见识到了「不准革命」。

在1947年全国各地反内战、反饥饿、要和平的运动风潮中，台湾也发生了「二

二八事件」。《阿Q正传》的场景从三十几年前的绍兴搬到了台湾，「不准革命」

让成千的外省人、台湾人尸首异处。阿Q还可以画圆圈、游行示众，而二二八事件

被秘密处刑的有些连尸首都找不到。亲眼在台大医院目睹这场事件发生时的锺理

和，在1947年2月 28日的日记里，记录了大量喊打外省人与激昂情绪的「群众之

声」，与陆续被搬进医院的伤者、尸首的画面形成强烈的对比。锺理和评语道：

「提起外省人，台湾人全都一个情绪——恨」。1997年重新出版的《锺理和全集

5》，补遗了1976年远行版主编张良泽因戒严体制而删除部分敏感的部分，其中有

一段是这样的：

药局年轻福佬人的话「人们说台湾必须经过三个阶段才能得到和平。
即一、欢迎。二、……。（案：字迹模糊）三、革命。」可怜他和一
般人一样以为这回的事情即是革命。（底线为笔者所加）

锺理和显然不认为台湾人打「阿山」的省籍情绪发泄是所谓的「革命」。在三

月二日的日记里记载了基隆的「蓝先生」32来看他，说学校罢课了，「不过这倒好

像和这次的事件没有关连，而是响应国内的罢课的」，接着锺理和想起了前一天来

探望他的一位名叫「锺枝水」少年的话：「就是没有二二七的事情，过几天也免不

了要发生某种事情的」，锺理和称赞他的谈话是有「见识、胆量、精明、真理」

的。两者照对，则锺理和对台湾人把对国民党接收政权的不满转化为「打阿山」的

省籍情绪是不以为然的，但对响应全国「抗议美军暴行」——作为「民主运动」之

一环的「罢课」，则是予以肯定的。锺理和早在光复之初的1945年 10月 28日，

在北平所写的日记里，曾提到：「鲁迅的路子在现在是行不通的。他太激烈、太彻

31 转引自陈漱渝：〈蓝明谷与鲁迅的《故乡》〉，王惠敏中译，《鲁迅研究》月刊，北京，

1998/01，第 52页。
32 「蓝先生」就是基隆中学的蓝明谷，1951年死于「白色恐怖」。见蓝博洲：《消失在历史迷雾

中的作家身影》(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第 237～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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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了。把这法子适用于现在，那是傻子才肯作的。因为这不啻自动的断绝了升官发

财的机会。一辈子甘愿作奴才。聪明人是不走这条路子的。」锺理和模拟了鲁迅杂

文的讽喻性，对「劫收」的官员大大地讥刺了一番33。

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6月许寿裳的《鲁迅的思想与生活》由「台湾文化协进

会」出版，是杨云萍主动向许寿裳提出而进行编辑的工作。3410月许寿裳又在上海

峨眉出版社出版《亡友鲁迅印象记》。杨逵、蓝明谷与王禹农翻译成日文的鲁迅作

品，包括《阿Ｑ正传》、《狂人日记》、《故郷》与《药》，35也陆续以中日文对

照的方式出版，表面上是为了要推动「国语运动」，但从他们翻译出版的鲁迅小说

皆涉及反封建的革命内容，充分显示有意藉由传播鲁迅思想来对抗二二八事件以来

的清乡镇压。来台的进步文化人与台湾文化人一致标举鲁迅的战斗精神，显现两岸

文化界为了对抗国民党的专政而站在同一文艺阵战线上。

二二八事件后，标举鲁迅战斗精神、文艺思想的文章持续在台湾的文化场域发

挥效应，直到 1948 年 2月在台湾宣传鲁迅思想最力的许寿裳被暗杀后，「鲁迅

热」虽然被迫冷却下来，却更加强化了文化人建立统一文化阵线对抗国民党法西斯

统治的决心。在杨逵的呼吁下，两岸文化人在「桥」副刊集结，展开以文学议论介

入现实的抗争行动。国民党政权迁台后，「鲁迅」的名字与思想逐渐在台湾文化场

域被「噤声」。然而靠着「地下」二手书店的传播，「阅读鲁迅」的私密经验却不

曾止息。台湾作家陈映真藉此体悟到鲁迅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就是个鲜明的例

子。直到1987年戒严令解除后，在台湾「阅读鲁迅」的禁令才得以开放。

33 锺铁民编：《锺理和全集 1～6》(高雄：财团法人锺理和文教基金会，1997)。第 66～67页、

第 36页。
34 许寿裳在《鲁迅的思想与生活》的「自序」中提到：「杨君云萍，搜集我的关于鲁迅的杂文十篇，

名曰《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将由台湾文化协会出版，其热心从事可感。」转引自倪莫炎、陈九英

编《许寿裳文集》（上），(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05)，第 4页。
35 杨逵译：《阿Ｑ正传》东华书局 1947/1。王禹农译：《狂人日记》标准国语通信学会

1947/1/15。蓝明谷译：《故郷》现代文学研究会 1947/8。王禹农译：《孔乙己・头髪的故事》

东方出版社1948/1。王禹农译：《药》东方出版社1948/1。另外杨逵译：《鲁迅小说选》台湾评

论社，疑未刊，预告广告 19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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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台湾作家虽很早就认知鲁迅作品深刻的批判思想，但受制于殖民地的关系，到

了1937年以后却不得不透过日本的「窗口」关注鲁迅的动向。日本对鲁迅的注目

稍晚于台湾，1928年 3月山上正义在《新潮》杂志上刊登〈谈鲁迅〉，是鲁迅的

名前缀次在日本文坛出现，1931山上正义译的《支那小说选——阿Q正传》对鲁

迅以「战斗」的姿态登上日本文坛有深远的影响。1926年 7月《改造》杂志推出

「现代支那号」后，就开始介绍、刊载鲁迅与中国新文学的作品，从而注意中国的

政治动向。台湾作家叶荣钟、杨逵、龙瑛宗、王诗琅、黄得时在日据时代透过日本

进步作家山上正义、增田涉、尾崎秀实、鹿地亘、日高清磨瑳、内山完造与佐藤春

夫，以及西方记者 Snow与 Smedley，以及祖国作家茅盾、胡风、许广平、萧军、

萧红等等与鲁迅站在同一阵在线的进步作家，深刻地体会到鲁迅的「战斗到死」的

精神。而让鲁迅战斗到死的正是从「阿Q」的时代延续下来的「不准革命」一次又

一次的「复辟」。

抗日胜利后，在台湾的两岸文化人看着政治协商会议议决的「和平建国纲领」

被弃置，内战爆发，以及台湾爆发的二二八事件，终于见识到了「不准革命」。也

因此战后初期台湾文化界响应上海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一致援引「鲁迅的

战斗精神」，作为反对国民党「党国体制」的文化资本。从光复初期台湾文化界再

现「鲁迅的战斗精神」以抗议内战爆发与国民党高压专政的法西斯统治，显现台湾

文化界传承了二、三 O 年代以来中、日传播鲁迅思想的反法西斯运动的「地下

火」。战后在世界冷战结构下，此一中、日、台反法西斯的「地下火」，随着美国

势力的介入东亚，致使日、台左翼思想的转向，与走向极左的红色中国分道扬镳，

三O年代鲁迅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也被束之高阁。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幽灵重

返二十一世纪、逐渐流露出法西斯主义的烟硝味，今年(2006年)正逢鲁迅逝世七十

周年，揭示鲁迅思想的翻译、传播而成的中、日、台三地反法西斯的「地下火」，

思索其对东亚和平的启示意义，台湾的思想界有必要再次与鲁迅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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