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作为活跃在 1920-1930年代日本诗坛的中日

“混血”诗人，黄瀛不仅以富有异国情调的诗歌成

了日本诗坛的宠儿，还在诗坛建立了广泛的交友

关系，而且他也是促成中国新诗大量越境到日本的

重要中介者。关于黄瀛在日本现代主义诗坛上的

地位，或许可以从 1934年东京BON书店（東京ボ

ン書店）出版的黄瀛诗集《瑞枝》中管窥一斑。作

为一家创办了《新精神》《诗学》等现代主义诗刊的

先锋书店，BON书店追求的是为诗歌而诗歌的纯

粹诗，并致力于出版最能体现现代诗理想的诗集，

曾推出了安西冬卫、春山行夫、竹中郁等一系列代

表当时现代主义诗歌最高水准的诗集。据《BON

书店的幻影》一书所记，在这些个人诗集中，春山

行夫的《丝绸与牛奶》（1932年）的印数为 200部，

定价为25钱，安西冬卫《亚细亚的咸湖》（1933年）

的印数为 300部，定价为 25钱。而黄瀛的《瑞枝》

则装帧最为豪华，印数多达400部，定价亦最为昂

贵，高达1日元80钱。[1]不难看出，《瑞枝》受到了最

高的礼遇。且其出版后也是好评如潮，比如诗人安

藤一郎就评价道：“《瑞枝》具备代表日本后期自由

诗的价值，且同时对黄瀛自身而言，也不啻其意义

深远的青春谱”[2]。

但颇为奇怪的是，黄瀛却在战后遭到了日本

文坛的遗忘，直到苍土舍1982年推出《瑞枝》的复

刻版，1984 年出版《诗人黄瀛——回想篇·研究

篇》，才在日本掀起了一轮小小的黄瀛热。1994

年，佐藤龙一作为生前采访过黄瀛的传记作家，掌

握了不少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出版了传记《黄瀛

——他的诗及其传奇生涯》（日本地域社会研究

所，1994年），为黄瀛研究提供了较为详实的史实

资料与大致的年谱。而在安藤元雄等主编的《现

代诗大事典》（三省堂，2008年）中，也专门收录了

“黄瀛”词条。这些都表明，黄瀛作为卓有成就的

日语诗人，也作为一个有着跨文化身份的传奇人

物，已引发了文学研究者和史学家们的兴趣。但

遗憾的是，上述研究成果还大都停留在人物传记

或文坛忆旧的框架内，并没有完全改变黄瀛诗歌

在日本现代诗歌史上的边缘地位和遭到日本诗坛

文学史重构视域下的黄瀛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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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活跃在1920-1930年代日本诗坛上的中日混血诗人，黄瀛的诗歌蕴含着语言、文化以

及存在论上的“混血性”。正是因为这种“混血性”，导致其诗歌被拒斥于中日两国的文学史之外。而

在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正由以前“日本=日本人=日语=日本文学”“中国=中国人=中文=中国文学”这

样一种粗暴的等式中逃逸、有可能涵盖更多边缘性内容的今天，不仅可以将黄瀛诗歌置于日本文学内

部去进行再评价，也可以把黄瀛作为一个有些另类的中国诗人，将他的诗歌还原到同时代中国新文学

的语境中，去重新审视其独特的价值和可能带来的生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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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渐遗忘的事实。

1 被遗忘的黄瀛及其被多重定位的可能性

当然，要一一追溯黄瀛被日本诗坛遗忘的原

因或许并不那么简单，但正如冈村民夫指出的那

样，“这一重大的缺失既不是因为其诗歌水平的低

下，也不是源于其原创性的匮乏，更不是因为其缺

乏现代性，而毋宁说是因为其诗歌创作的核心潜

藏着语言、文化以及存在论上的‘越境与混血’”[3]。

换言之，这种由“越境”和“混血”所表征的诗歌特

质作为一把双刃剑，在造就了其他诗人所无法模

仿的特殊魅力的同时，也使他的诗歌成为了一种

有些异端的少数文学，从而很容易被关闭在主流

诗歌史的门外。

而追溯另一个原因，或许与黄瀛在诗坛上的

微妙地位不无关系。比如，作为混血儿，他无疑是

诗坛的“单独者”，但却又不甘寂寞，广泛参与了各

种主张不尽相同甚至相互对立的诗歌团体。尽管

不是团体的中心人物，但却反倒赢得了不受束缚

的自由，可以逾越团体的界限，而成为诗坛的自由

人士。比如，他既是《铜锣》杂志的同人，也是《碧

桃》和《草》等杂志的成员，同时还大肆活跃在《诗

与诗论》等追求纯粹诗的现代主义诗刊上。他这

种在诗歌团体上的越境性不仅给他的诗歌带来了

不能被简单归结为某个特定诗派的柔韧性和灵活

性，同时也导致很难从文学史的角度对其进行定

位和评价。此外最重要的一点，“还得归咎于我们

一直以来习惯于把日本文学视为‘日本人的文学’

这样一种狭窄的视野”（冈村民夫，2018：19），因

此，身为中国国籍的黄瀛被摒弃在“日本文学”之

外，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日本现代文学

的研究中，出现了“日语文学”这一概念。这显然

与自上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包括亚洲人和欧美

人在内的外国人用非母语的日语进行文学创作的

热潮大有关系。对这些外国人用日语创作的文学

进行研究，已俨然形成了一股引人瞩目的潮流。

如果从“日语文学”的视域重新审视黄瀛及其诗

歌，我们不能不说，像彗星般划过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日本诗坛的黄瀛不仅没有过时，毋宁说蕴含着

历久弥新的价值，以至于黄瀛“在今天乃是应该被

更广泛地知晓和重新评价的‘崭新’诗人”（冈村民

夫，2018：19）。而“对诗人黄瀛的再评价，也能对

‘日语文学’的拓展成为一种具有批评性和生产性

的催化剂”（冈村民夫，2018：25）。

笔者注意到，在积极倡导对黄瀛及其诗歌进

行评价的学者中，黄瀛的传记作家佐藤龙一认为，

“不妨把黄瀛作为用日语写作的‘日本诗人’给予

更多的评价”[4]。而奥野信太郎则在《黄瀛诗集跋》

中一边竭力主张在日本对黄瀛诗歌进行鉴赏和评

价的必要性，一边不忘呼吁道：“作为一个深谙日

语之神秘的中国诗人，黄君理应受到中国诗坛的

珍重”[5]。不难看出，与佐藤龙一把黄瀛看作是“日

本诗人”不同，奥野信太郎是把黄瀛作为“中国诗

人”来定位的，从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把握方式。

而这两种不同的把握方式之所以能够同时成立，

除了恰好印证出作为混血儿的黄瀛身份的边界性

和双重性之外，也很可能体现了两者在把握黄瀛

特质时的不同诉求。笔者认为，当佐藤龙一主张

把黄瀛作为“日本诗人”来定位时，他是希望把黄

瀛诗歌作为日本诗歌的一部分来置于日本文学内

部加以评价的，而当奥野信太郎把黄瀛定位为“中

国诗人”时，则暗示了把黄瀛及其诗歌置于中国文

学范畴内来进行考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显然，佐藤龙一和奥野信太郎在给黄瀛及其

诗歌定位时为我们展示了两种不同的视域，但笔

者注意到，佐藤龙一所使用的“不妨把黄瀛作为用

日语写作的‘日本诗人’给予更多的评价”，其实是

一个有所保留的句式，即是说，他是在充分意识到

黄瀛并非标准意义上的“日本诗人”的基础上而提

出的一种诉求，这一点可以从“不妨”这一带有倡

议性质的表述中得到佐证。因为从国籍的归属上

看，黄瀛乃是中国人，而并不是日本人，所以严格

说来，“日本诗人”并不是对黄瀛的最准确定义。

同样，奥野信太郎的表述也是值得玩味的，当他把

黄瀛定位为“中国诗人”时，不忘用“深谙日语之神

秘”这一修饰语强调了黄瀛作为“中国诗人”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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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性，即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诗人”不同，黄瀛不

是用中文，而是“借助了日语，才得以保持了与诗

歌世界的联系”（奥野信太郎，2010：254）。或许奥

野信太郎深知，作为并非标准意义上的“中国诗

人”，黄瀛被拒斥于中国诗坛之外亦属无可奈何，

但也惟其如此，他的诉求才显得越发急迫：“黄君

理应受到中国诗坛的珍重”。

笔者注意到，同时代的诗友们大都是以“口

吃”“混血”“中介”“越境”等为关键词来勾勒出诗

人黄瀛形象的主要特质的。显然，“口吃”“混血”

“中介”“越境”等所蕴含的阈限性和模糊性在暗示

了对黄瀛进行准确定位之困难性的同时，也预示

了对黄瀛进行多种定位的可能性。因而，我们可

以循着佐藤龙一提示的路径，从日本文学的流变

中来审视黄瀛及其诗歌的革命性力量。而无论是

从“少数文学”，还是从“日语文学”的视域出发来

评价黄瀛诗歌，都会带来对黄瀛诗歌的价值重

估。而笔者注意到，在冈村民夫、佐藤龙一等黄瀛

研究者们——尽管还为数太少——已经着手于把

黄瀛诗歌置于日本文学内部来展开研究的今天，

循着奥野信太郎的思路，把黄瀛作为中国诗人，将

其诗歌置于同时代中国新文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评

价，或许同样具有可行性和生产性。

就像黄瀛因中国国籍而被排斥在正统的日本

文学史之外一样，黄瀛的诗歌由于是用日语创作

而成，从而阻碍了其在中国诗坛的流通。再加上

黄瀛1930年底回国后一直从戎，除了在上海的内

山书店与鲁迅先生有过数次短暂的见面之外，与

中国文学界鲜有交集，其作为诗人的身份鲜为人

知，因此被排斥在中国文学史之外也并不奇怪。

但我们知道，今天固有的文学概念正遭到解构，文

学史的重构业已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就像“日

本文学”正由以前那种“日本=日本人=日语=日本

文学”[6]这样一种粗暴的等式中逃逸，逐渐成为一

个越来越开放的概念一样，或许“中国文学”的定

义也面临着解体与重构，而有可能摆脱“中国=中

国人=中文=中国文学”这一封闭的定义，成为涵盖

很多边缘性内容的概念。比如，像黄瀛这种身为

中国人却用非中文的语言所创作的文学，也不妨

纳入其中。笔者认为，像黄瀛诗歌这种处在“边界

地带”的东西既是日本文学中的“少数文学”，同时

也不妨视为中国文学中有些特殊的部分，或称为

中国文学中的“少数文学”。诚然，黄瀛的诗歌是

日语写成的，且充满了日本元素，甚至是远离中国

文学传统的，但也正因为其中的异质性和边缘性，

则有可能给我们带来重新审视中国新文学史的新

视野。而与此同时，置于中国新文学发生、流变的

历史语境中来把握黄瀛及其诗歌，也很可能让我

们去重新发现黄瀛的价值和局限性。

2 从中国新文学留日学生作家群看黄瀛的独特性

回顾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会发现，新文学作家

主要有三个来源，即留日派、英美派和本土派。而

毋庸置疑，其中最早出现的留学生作家群体是在

日本，而且，这些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后来大都变

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变革的生力军。正因为

如此，近十多年来，关注日本体验对中国学人，特

别是留学生生存实感的影响，探讨“日本体验”与

中国现代文学之发生的关系，已成为学界的一大热

点，这可以从李怡的论著《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

学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王本朝《日

本经验与中国新文学的激进主义》（《晋阳学刊》，

2010年3期）、苏明《支那之痛：中国现代留日作家

的创伤性记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

1期）等大量论文中得到印证。而更早则可以追溯

到贾植芳的《中国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山

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4期）等论文。

我们知道，创造社早期成员郁达夫、郭沫若等

以留学生身份出现在日本，是在 1913 年和 1914

年，而黄瀛随母亲从中国移居到日本千叶县也是

在 1914年。尽管出生于 1906年的黄瀛与出生于

1896年的郁达夫、出生于1892年的郭沫若有着10

年甚至更大的年龄差，从而难免带来认识问题和

感受问题上的微妙差异，但却因同样置身于 1914

年前后的日本而产生着不乏共性的日本体验。虽

然黄瀛因中日混血儿身份不同于一般的留学生，

但“支那”和“支那人”等歧视性话语在心中所唤起

的“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7]，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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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瀛与其他留日学生共同的创伤性记忆。一般认

为，正是这种创伤性记忆催生了留日学生的民族

主义情绪和中国人意识，以至于伊藤虎丸认为，创

造社在内容上的一个特点，是“在初期对日本人轻

蔑‘支那人’发出了留学生的痛切的悲愤叫喊”[8]。

不用说，背负着“中日混血儿”身份的黄瀛则面临

着既大致相同但却又更为复杂的境况，除了“支那

人”等蔑称在心中唤起的作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

意识，从日本小孩那里听到的“杂种”等詈语更是

催生了他身为混血儿的带有个体性的悲哀。所

以，在黄瀛的诗歌里，作为“支那人”的创伤性记忆

总是与“混血儿”的悲哀交织在一起，通常体现为

一种并不激烈的——毋宁说有些隐忍而曲折的

——民族主义情感。即是说，与留日学生们“倾向

于在整体的群类生存而非个人生存角度来感受问

题，或者说个人生存的遭遇也被他们抽象成了民

族整体的境遇”[9]不同，黄瀛似乎更倾向于从作为

混血儿的个体性悲哀出发来感受问题，并把“支那

人”的民族整体境遇具象化为“我”的个人遭遇来

进行描写和抒发。与郁达夫让《沉沦》中的中国留

学生发出“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10]

这种将个人悲剧与国家命运直接对接的悲愤叫喊

不同，黄瀛则是借助在青岛天津路上品味中国兰

茶的芳香，而达成了对中国人身份的认知，可即便

他在宣称“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无上的

光荣”[11]时，也并不试图过分渲染其中的政治性意

味，而是尽可能将其作为个人的内心事件来加以

抒写，并至少在表面上呈现为与政治有所阻隔的

艺术抒情和个人叙事。也正因为如此，在黄瀛诗

歌里很难看到那种狂风暴雨般的呐喊或激进主义

的口号。笔者认为，黄瀛诗歌因其所内含的作为

“支那人”的创伤记忆足以成为中国新文学中留日

学生文学的一部分，但又不能不说，其中充满了某

些异质的元素，似乎很难严丝合缝地被涵盖在那

种通常意义上的留日学生文学中。比如，在黄瀛

那里，就很难一目了然地看到个人生存欲望与国

家民族大义的直接对接，而毋宁说作为身处中日

两国夹缝中的混血儿，更多抒发的是对“我是谁”

的追问，即对个人身份认证的困惑。

3 黄瀛诗歌中的身份认证困惑与“个人本位”立场

至此，笔者不能不联想到王一川从中国现代

性体验的发生这一视域出发来对苏曼殊作品的价

值重估，他认为，在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中，现

代性体验乃是体现为现代性个人对自己身份的痛

切探寻。主人公“‘三郎’的中—日混合身份和飘

零身世，寓言式地透露出民初中国的现代性境遇

的‘大恐惧’状况，以及个人在身份认同上的执著

与困窘”[12]，从而揭示了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境遇

中的个人命运以及身份认证的困惑体验这一具有

普遍意义的问题。

其实，奥野信太郎早就注意到了黄瀛与苏曼

殊的相似性，即从居住在横滨的一位华侨与日本

女性所生的苏曼殊身上，看到了其与黄瀛一样身

为中日混血儿的这一特性。 [13]而我们也不难发

现，与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相类似，黄瀛的诗歌

也是借助抒发混血儿的悲哀和困窘，从一个侧面

揭示了全球化时代个人身份认证的困惑体验。尽

管黄瀛总是把焦点汇聚到个体的断零性体验上，

执着地描写自己生存的不安感、漂泊感和创伤感，

但事实上，他那看似属于个人的身世和命运，其实

乃是与民族国家的整体境遇紧密相关的东西。比

如，他的跨民族和跨文化身世，其本身就具有全球

化时代民族国家间特有的现代性气质。而不用

说，混血儿本身就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被纳入全

球化世界的境遇中，随着中国人与世界其他民族

之间的往来日益增多之后，由跨民族间通婚带来

的结果。其次，黄瀛在国籍上属于中国，可又因从

小接受的日本教育，而在文化认同上倾向于日本

——这种民族身份与文化身份之间的错位，使他

从两个国家那里都无法获得百分百的归属感，从

而表现为一种苏曼殊式的断零体验。“这种由国门

错位而生的个人断零体验，在民族国家时代中国

个人的现代性体验中，具有一种典范性的意义”

（王一川，2001：368）。即是说，在黄瀛和苏曼殊身

上交织着的中日两国民族与文化之间的身份错位

构成了一种寓言，再现了民国初期中国留日学生

99



日本文学研究 2020年 第5期 总210号

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断零体验。无疑，王一川对

苏曼殊断零体验的有关论述提示我们，不妨把黄

瀛及其诗歌也放置于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史上

去探寻其意义。如果说中国的现代性体验总是涉

及中国人对中国在现代全球性境遇中的生存价值

或地位的直接体认，那么，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黄

瀛恰恰是借助自己在日本体验到的作为中国人，

特别是中日混血儿的创伤记忆，既达成了对鸦片

战争和甲午战争后中国在全球性境遇中屈辱地位

的痛切体认，也获得了作为现代性个体的生命自

觉和自我意识。

但值得注意的是，黄瀛的这种体认不是直接

从国家或民族大义的立场出发，而是从个人身份

的困惑和源自内心的断裂感和欠缺感等来实现

的。不难发现，其中贯穿着一种“个人本位”的立

场。在这一点上，黄瀛无疑与苏曼殊表现出了极

大的相似性。而又恰恰是这一点，构成了李怡从

中国新文学的角度评价苏曼殊文学的焦点所在：

其实，如果放在我们这里所追述的中国新

文学的发生史角度，苏曼殊作品的独特意义同

样十分的显赫：显然，苏曼殊在亦革命家亦僧人

亦多情才子“多重身份”间矛盾徘徊的事实，实

际上也就意味着他很难再将自己定位于某一既

有的角色与传统之中了——（中略）这样的生命

的自觉也正是挣脱主流人生哲学，渡向现代文

明的重要表现。 （李怡，2009：149-150）

而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把李怡对苏曼殊的

论述稍加改动，就几乎可以原样挪用到黄瀛身

上。比如，黄瀛在中国人与日本人、诗人与军人、

多情才子与训鸽师等多重身份间矛盾徘徊的事

实，也意味着他很难将自己定位于某一既有的角

色和传统之中，以至于黄瀛喜欢把自己称之为“诗

坛的自由人士”或者“流浪儿”[14]，游走于中日两国

之间，穿梭于不同的诗歌团体或各种角色之间。

不用说，那种自由总是与孤独、飘零、迷惑和执拗

的自我意识相伴随，而从中诞生的诗歌显然包含

着传统中国文学所缺少的“个人本位”立场，并体

现为一以贯之的个人叙事，迥异于同时期的其他

中国诗人，既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性体验发生的具

体案例，也在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史上凸显出作为

“少数文学”的独特意义。

而事实上，不同于黄瀛的个人叙事，个人生存

欲望与国家民族大义的直接对接乃是那一代留日

青年心理状态的真实写照，并在创造社青年身上

表现得尤其明显。如李怡所言，“创造社青年的这

一个人/国家的‘对接’模式影响着他们自我实现、

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方式，其动力、活力与问题局

限都在其中”（李怡，2009：179）。因此，我们也不

难理解，随着五四退潮以后国民革命的高涨及其

挫折，再到无产阶级运动的兴起，创造社为何开始

由艺术派向革命派的方向转换。即是说，创造社

经历了从初期的“艺术派·浪漫派”到“向左转”，再

到后期提倡“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等几个阶

段，表现出强烈的社会革命意识和激进的政治态

度，从而使他们的文学成了中国新文学史上左倾

文学的代表，但与此同时，又不免染上了“普罗文

学的通病”，时而陷入“歇斯底里的呐喊”[15]。而我

们注意到，在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

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

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相继

刊出，即标志着创造社由前期转向后期的1928年

前后，黄瀛也关注到了中日关系的恶化和中国国

内形势的剧变，这从黄瀛对中国新诗，特别是对郭

沫若、蒋光慈等的无产阶级诗歌所进行的译介活

动中可以找到佐证，并因此而催生了《啊，将军！》

和《世界的眼睛！》等黄瀛诗歌中稍显另类的反战

诗。但纵观黄瀛1928年以后的诗歌会发现，毋宁

说这寥寥几首具有宏大叙事性质的反战诗歌大有

被淹没在众多个人叙事诗歌中的嫌疑，凸显出黄

瀛坚守诗歌的纯粹性、艺术性和个体性的一贯立

场。这也表现在了黄瀛不断强调的诗歌观中。他

认为，在诗歌乃是时代先驱的中国，“从民族意识

的觉醒发展到激烈阶级斗争的过程必然反映在文

艺领域，使诗歌面临崭新的变化”[16]，所以“想到本

该是文学上的‘诗歌’变成了社会的‘诗歌’，还是

不胜欣喜”,但他却“绝对无意把这种变化视为正

规之举”[17]。也正因为秉持这种文学观，我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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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在 1928-1930年之间，黄瀛的诗歌并没有就此

走向对社会的直接描写，而是借助汲取宫泽贤治

的“心象素描”手法而不断拓展着描摹内心世界的

手段，并进入了诗歌创作的高产期。在这些诗歌

中，国际局势和中日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国国内形

势的动荡，都只是化作一种浓重的阴翳笼罩在其

文字四周，并经过重新组装而转化成了内在的个

人叙事。所以，如果把黄瀛诗歌与同时代的中国

新诗相比，我们会发现，尽管它们背后翻滚着同样

的时代风云，弥漫着同样因中日关系和国内形势

的动荡所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从而使它们能够被

置于同一个时代坐标中加以相互比照，但黄瀛却

依靠将外在现实带来的不安转化为对个人身份的

困惑和认证，不是通过向外高声呐喊，而是借助向

内浅唱低吟来达成了内在心象的忠实描写。因

此，从某种意义上看，黄瀛乃是中国新文学留日作

家中少有地坚持从“个人本位”立场出发，自始至

终关注着身份认同等现代性问题的艺术派诗人之

一，从而丰富着中国新文学中留日派文学的宝库，

让我们管窥到留日派文学中并不太多见但却确实

存在的另一种姿态。但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革

命运动经历高涨与挫折，无产阶级运动风起云涌，

在中国本土迫切需要“文学上的诗歌”也变成“社

会的诗歌”的情况下，黄瀛诗歌的异质性也同时作

为局限性而变得显而易见了。

与此相联动的现象是，与留日派作家大都着眼

于中国社会的现状，相信文学改革现实的力量，从

而与由实学转向文学不同，黄瀛因听从母亲的劝

告，怀疑文学不能成为立身之本和谋生手段，即基

于个人角度的现实性考量，由文学转向了“实学”，

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通讯技术和驯鸽技术。这

种贯穿始终的个人立场让黄瀛可以游牧于诗人与

军人的身份之间，多了几分随性和自由，同时也因

缺少创造社成员那样强烈的“社会使命感”而难以

萌生积极走向中国现实并投身其中的强烈欲望，未

能达成“日本体验”与“本土需要”的契合，导致其诗

歌成了悬浮在空中的、远离中国本土的无根之物。

再加上语言的限制，黄瀛诗歌被隔离在同时代中国

文学的语境之外，也不能不说自有其合理性。

不过笔者认为，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把黄瀛

作为稍显例外的存在放置于新文学留日作家的谱

系中来发现其意义。其实，只要看看留日作家的

代表人物郭沫若在日本的经历就知道，当他们以

弱国子民的身份留学于正在蓬勃兴起的日本时，

他们所感受到的，其实更多的是生活的窘迫和留

学的艰辛，而异族的歧视则强化了早已根植于内

心的民族自卑感和民族主义情绪。换言之，留学

日本的体验非但没有使他们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与

文化之中，反倒在巨大的反差和刺激中与日本社

会渐行渐远，直至发展成厌恶和憎恨，甚至一度上

升为“文学反日”的口号。所以，阅读创造社成员

的作品会发现，他们的作品既印证了国民情感层

面的歧视和日本的侵略乃是中国人“留日反日”现

象普遍发生的主要原因，也反映出了新文学作家

中留日派心灵历程的悲剧性。比如董炳月就注意

到了中国留日者与一般中国人之反日的差异，认

为中国留日者的反日具有多重悲剧性，其不仅体

现在日本在本应出现合作者的群体中培养了异己

力量，让众多留日中国人的青春记忆变得灰暗，更

在于这种对立的出现使中日两国丧失了一条建立

共通价值与共通观念的重要途径，进而直接影响

到了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且在董炳月看

来，上述悲剧性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了“东亚”意识

的消亡与人类主义精神的沦落上。[18]不能不说，

董炳月的上述论点作为一般论具有很强的适用

性，但笔者认为，如果把黄瀛这样的特例也放在留

日中国知识分子的谱系中来加以考量的话，或许

会有另一些有趣的发现。比如，从最初作为弱国

子民的悲剧性意识，到后来对中日关系恶化的焦

虑，直至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觊觎中国的愤怒，

黄瀛都与一般留日作家表现出了近似或相同的心

路历程。但笔者也同时注意到了黄瀛身上的某些

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显然又是与他特殊的日本

体验密不可分的东西。比如，他借助在日本诗坛

上的成功——而且是其他留日中国知识分子难以

复制的奇迹般的成功——达成了对被歧视意识的

暂时克服，而与日本诗人广泛的交友关系也在某

种意义上帮助他消除或缓解了心灵历程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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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至于与其他留日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他在日

本的青春并不完全是灰暗的，毋宁说还时而闪烁

着梦幻般的光芒。也许正因为如此，相对于以创

造社为代表的留日学生群体对日本普遍表现出的

愤慨、无意识的距离感和矜持，黄瀛并不隐瞒自己

对日本的乡愁和日本诗坛的留恋。在他身上并未

体现为东亚意识的消亡或人类主义精神的沦落，

毋宁说他反倒更迫切地祈望着个人的情感能够逾

越国家和战争的坚壁，绽放出超越国界的世界主

义的紫阳花。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不妨把黄

瀛视为留日学生谱系中稍显异类的存在，但却是

值得庆幸而又弥足珍贵的稀少存在，向我们展现

了中日近现代文学多舛关系中的另一种可能性。

而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当他试图回归到

朴素的个人情感来超越国家意识时，则也可能错

失了沉潜到个人/群体、自我/民族这样的关系项中

来展开深度思考，将自身的悲剧性与民族和国家

联系在一起，让其诗歌在多重纠葛中获得本土性

和现实张力的契机。

4 对被国民化的逃逸与“畅谈文学的幸福时代”

我们知道，黄瀛与同是《铜锣》同人的草野心

平和宫泽贤治大肆活跃的20世纪上半叶，也正是

中日两国国家意识强化、民族主义精神高涨的时

期，亦是民众被高度“国民化”的时代，以至于作为

国民的一员，作家们也都难以逃脱被“国民化”的

命运。但我们却不难从黄瀛身上看到对被“国民

化”的抵抗和逃逸，或至少是一种延宕，这可以从

他宣称“没有比国境线更让我痴迷的尤物”[19]，执

意坚守在两国国境线上的姿态中找到佐证。尽管

他也借助“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无上的

光荣”来表达了对自己中国人身份的认知，但似乎

他并不甘心于被中国人这种国民身份的内在规定

性所完全束缚，而总是小心翼翼地表现出一种逃

逸和解域化的趋势。这表现在他喜欢用“诗人”这

一基于个体性立场的身份，而不是用“中国人”或

“日本人”这样一种基于民族身份来定义自身的意

志中。也正因为如此，他能超越日本人或中国人

这样一种民族立场，而作为一个人来清醒地看到，

战争乃是“无聊梦境的延长”[20]，并在 1991年赴日

接受电视采访时发出了这样的喟叹：“日本人一个

个都是好人，可一旦到了国家日本的层面，就变得

糟糕了”[21]。显然，不难从中看到黄瀛对国家主义

的质疑和抵抗。其中渗透着一种对“国家”进行消

解和抗拒的超国家意识，从而体现为一种人类主

义。而对于黄瀛来说，其人类主义的根基乃是个

人与个人之间散发着体温的友情。

而这种对个人友情的坚守也体现在《铜锣》另

一个同人草野心平身上，但却呈现出了既相似而

又有所不同的面貌。在岭南大学度过的青春时代

给草野心平带来了同时代其他日本人所罕有的中

国体验，并孕育了他对中国高度的亲近感和独特

的中国观以及亚洲意识。而我们知道，明治末年

到大正初年，既是中日两国国家意识的觉醒期，同

时也是超国家意识的形成期。特别是随着西方对

东方的入侵以及中日两国之间的频繁交流，在中

日知识人中间萌生了对于“东亚”的期待，即超越

国家的东亚意识。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置身

于这一语境的草野心平在把握中日关系的过程

中，亚洲或东洋这一概念其实承担着多么重要的

整合功能，得以将他心目中的两个故乡——中国

和日本——一体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最初

那种源自中国体验的亚洲主义与其说是观念性

的，不如说是感性的，散发着体温的情感，但在日

本与中国全面开战，“近代的超克”论和变质的大

亚洲主义大行其道之时，草野心平与大多数日本

作家一样，逐渐趋同于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其

实，我们不妨把这也视为“被国民化”的结果。而

草野心平战争期间从先是陷入黯淡的心境，再到

对战争引吭高歌的变化，不妨视为对“国家”及其

意识形态从抵抗到消极认同再到积极配合的过

程，也是草野心平从在中国孕育的“亚洲之民”意

识——即“非国民意识”——向“国民意识”倒退的

见证。在那样一个包括作家在内的所有民众都被

迫“国民化”的时代，草野心平也未能幸免于此，毋

宁说他最初所抱持的亚洲意识或东洋理想不仅未

能帮助他超越国家的架构，反而以扭曲的形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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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驱使他同化于大东亚意识形态的“共犯”。但我

们也注意到，战后草野心平继续坚守着他的“亚细

亚的梦想”，并走向了世界主义和宇宙主义。虽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因略去对战争责任的反省

而凌空走向的宇宙主义和世界主义不免有逃避现

实的嫌疑，但也不妨视为他在经历过战争后，试图

重新出发，来超越狭隘的“国民性”立场的一种体

现。换言之，他和黄瀛一样，不愿再相信“国家”，

而甘愿回到个人立场来坚守与中国友人的友情，

并以此为基点来超越国家意识，进而发展为一种

人类意识和世界主义，直至超越人类的架构，呈现

为更大规模上的宇宙意识。

伊藤虎丸曾无限感慨地说道：“1937年以来，

文化上的交流也完全断绝了，直到今天，两国文学

之间的距离仍然是很远的。想到这一点，就不能

不令人怀念两国文学之间有过的蜜月时代”（伊藤

虎丸，2005：146）。而他所谓的“蜜月时代”，就是

指大正时期到昭和初年围绕着“文学”这一领域，

两国的文学者，有着共同的知识和概念的时代，是

“一个彼此可以畅谈文学的幸福时代”（伊藤虎丸，

2005：145）。而笔者认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聚集

在《铜锣》周围的中国人黄瀛与日本人草野心平、

宫泽贤治等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可以彼此畅谈文学

的幸福时代，用黄瀛的话来说，就是不管国籍，也

别无他念，而只管“抱着不服输的心理，把写诗视

为第一要义”[22]。而这也体现在草野心平岭南大

学时代与中国诗人刘燧元、叶启芳、梁宗岱等的亲

密交往和相互激励中。换言之，那是一个纯粹地

分享着文学乐趣的美好年代。从某种意义上说，

黄瀛与草野心平、宫泽贤治等《铜锣》同人的亲密

交往就得益于这样一种“幸福的时代”，同时也成

为佐证这一“幸福的时代”确实存在过，但在国家

和战争的坚壁前却像鸡蛋般脆弱易碎的生动

案例。

作为那个“幸福的时代”以及其后那场不幸战

争的亲历者和见证人，黄瀛的诗歌记录了他与日

本诗人友好交往的温馨片段，也同时记录了在日

本逐渐暴露出侵华野心，并最终发动罪恶战争的

过程中，其作为中日混血儿的不安、困窘和焦虑，

以及最终达成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心路历程。作为

中国国籍的诗人，他用不同于普通日本人的日语

所写成的诗歌勾勒出了其在中日两种语言、文化

以及身份中游弋的轨迹，揭示出了遭到主流诗歌

有意遮蔽或无意漏视的某些侧面甚或重要的细

节，从而得以在与同时代的中心话语与主流叙事

的对照中彰显出其独特的价值，并在日本现代诗

歌史与中国新文学史的重构中化作具有生产性的

鲜活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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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Huang Ying's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History Reconstruction

Abstract: Huang Ying, a Sino- Japanese mixed- race poet, was active in the Japanese poetic sphere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30s. His poetry shows evidence of "hybridity" in terms of its language, culture and existentialism. Due to such hybridity, his

poetry is excluded from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s the notion of Japanese Literature deviates from the simple

defining model "Japan=Japanese=Japanese Literature" and the no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likewise deviates from "China=Chi-

nese=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ry research is more exclusive for the marginalized works. For this reason it is possible to recon-

sider a unique value and possible productivity by positioning Huang Ying in the Japa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taking him as a

"special" Chinese poet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new literary context.

Keywords: Huang Ying; hybridity; literary history reconstruction; re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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