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學之為美：“克服黑暗” 

——論日據末期張文環與呂赫若對殖民地知識者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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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日據後期臺灣最重要的作家，有關張文環和呂赫若的研究很多了。有關

決戰總動員時局下臺灣文學的處境研究亦多。其中“皇民文學”的論爭，更一度

因統獨之分歧而激烈，大陸的研究者亦有涉入。本文在與既有研究對話的基礎上

展開。最初動機來自同仁讀書會：以大陸建國初期的文學、政治與人的境況為物

件。提及同一時期臺灣狀況如何？我決定嘗試從張文環和呂赫若這兩個“文學

者”入手。1 

即，以這兩個並肩從事文學運動的好友在日據末期的寫作和活動，特別是

“決戰”時期兩人對“本島知識階層道路”的反思，以及光復後兩人的命運分

殊，來探討“決戰”到“光復”之間殖民地文學者的“心靈秘史”，以及兩條

道路形成的歷史意涵。 

1942 年呂赫若自東京學習聲樂歸來，一方面加入“興業統制會社”（電影

公司），以固定月薪養家，一方面加入張文環主編的《臺灣文學》及文學者交遊

和歌唱、演劇等活動，在生活負擔和時局重壓下，創作反進入最旺盛期；張文環

作為早已成名的“代表性”臺灣作家，忙於文學奉公”，從“決戰時局”、“要

塞臺灣”的座談會到“第一屆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都不能缺席，創作一度陷

入停滯，但“厚生演劇協會”的演出和 1944 年重新出發的寫作，仍曲折地銘刻

了他文學生命的光華。 

光復後，張文環停筆，先從政，繼而往復於銀行、酒店管理等商業職務上終

老；呂赫若則加入共產黨的地下組織行動並為之身死。兩個富有才華和創造力、

以文學為戰場的作家，文學生命凝固于光復初期的動盪時空中，此一“凝固”的

無限憾恨，包含了豐富的有關文學與政治、文學者與時代的資訊。 

 

一、 張文環：總決算與烏托邦 

 

1944 年下半年起，“臺灣文學奉公會”選派台日作家十三人，包括楊逵、

龍瑛宗、呂赫若、張文環、周金波、西川滿、濱田束隼雄等分赴臺灣各地農場、

工廠、兵團、鐵道、礦區參觀戰時體制，撰寫作品，以呼應“南進”政策。在報

刊發表之外，年末臺灣總督府情報課輯《決戰臺灣小說集》乾、坤兩卷出版。其

中，有張文環的《在雲中》，呂赫若的《風頭水尾》，楊逵的《增產的背後》等。 

施淑以日據時代“左翼知識份子”脈絡論及楊逵、呂赫若在此壓力下的創

作，“是知識份子上山下鄉,自我改造的表現；可以被解釋為皇民文學，也可以

說是記錄日據末期重新踏上荊棘之路的左翼知識份子，透過勞動改造，在‘皇

                                                        
1日语的“文学者”指称从事文学的人，赋予其创作及相关的文学活动某种责任和使命感。在殖民地写作的

人，其文学先天地具有政治性。对张文环和吕赫若来说，更是主动的选择。 

 



民’的偽裝下，努力朝向‘人民’轉化的心靈秘史。”
2
 

我覺得這一“心靈秘史”的提法特別有詮釋力。不限於“左翼知識份子”，

今日看“決戰”時期文學，其重點或不在是皇民文學與否，而在於在文本與現

實、文學與行動對照的內裡，探究殖民地文學者隱蔽于文本內的封緘之言。作家

們被送去“增產報國”的現場，“勞動”自然而然成為謳歌對象，在“文學奉

公”旗幟下，有意無意偷渡其超出時局的時代意識。 

1、雲中的覺悟 

張文環參觀的是羅東鎮附近的太平山上伐木工廠。他構思了一個故事：阿秀

帶著女兒，到山上去找做伐木場辦事員的丈夫水來。 

丈夫說，“山頂和戰場一樣，咱們是戰士。工人人數雖然減少了，伐木卻增

加產量。” 

“奉公”的時局背景，是如此交待的。要求文學表現大東亞戰爭給人精神面

貌的改變和振奮，張文環並不敷衍，卻以其特有的方式：說著堂堂戰士語言的水

來，實則並非那個為戰爭而振奮者；被寄予覺悟、自信和篤定面貌的，是阿秀。

水來聽了朋友勸誘到山上工作，卻喜歡下山去妻子不在的街上(聲色)流連，聲稱

“要逛逛街不然腦袋會衰老”。阿秀死去的前夫在礦場工作，因此她明瞭“男人

的世界”；她也明瞭“女人的世界”，清楚像自己這般礦場裡的年輕寡婦，容易

墮落的命運。她以“理性自潔”得以再嫁。“戰爭”來時，她決定帶著三歲的女

兒隨水來到山頂生活，雖然到“雲中”去的路途艱難、空中纜車都令她驚懼，但

她喜歡“雲中”素樸的生活和新鮮的空氣，如此覺悟： 

在山上，丈夫和自己都像微小的螞蟻，既然如此微小，憂慮都沒有用。不要

顧慮也好。投入國家的大行動就好。阿秀決意不再嫉妒了。即使丈夫不在，即使

自己成了炊飯婦，也要把這個女孩子養育成有出息的女人。3 

張文環以慣用的女性敘述，摻入國家意志的言說，微妙地形成對後者的顛

覆。阿秀的覺悟指向在素樸的環境中重建篤定的自我。這個自我既告別猶豫軟弱

的自己，更告別那個在新舊時代“投機”、自私而蒙昧（雖然是自己最密切的）

丈夫。她希望丈夫“與其做一個像紳士的辦事員，寧可做一個樵夫”。投機、努

力向上爬，以紳士外衣為現代文明，而終不免於作假或崩毀的臺灣人形象，是張

文環小說裡一再出現的。底層的水來複製著這命運，但《在雲中》這只是一帶而

過，因為張文環／阿秀的眼裡有了新的世界和希望。她不在乎渾渾噩噩的丈夫（當

下的臺灣），而把希望寄予將在山中長大的女兒（未來的臺灣）。“光榮聖戰”存

在的意義是把她帶到山頂，給了她這樣一個重生希望的空間。對“國家大行

動”，這是逃離，而非“投入”。阿秀如此的心靈歷程，分明是張文環在戰爭末

期的鄉土烏托邦的頑強訴說。 

觀看山頂這個“戰場”，千年古木倒下的姿影，在阿秀眼裡“悲壯的”，“為

了人類或國家而犧牲”，“那種尊嚴的感受以及神聖的使命感打動人的心。” 

在現實中的“從軍作家座談會”上，張文環講看樹木倒下的心情“無限痛

惜”，“近千年的古木在一瞬間被砍倒，那飽經風暴的漫長歷史也在一刹那間被

摧毀得無影無蹤。”4（《從軍作家座談會：真正忍耐貧困的生活、一心一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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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淑《书斋、城市与乡村──日据时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及小说中的左翼知识分子》，《两岸文学论集》，台

北：新地出版社，1997。 

 
3 《在云中》，《张文环全集·卷 3》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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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军作家座谈会：真正忍耐贫困的生活、一心一意、山中的劳动者》，原载《台湾新报》1944 年７月，



中的勞動者》，《臺灣新報》1944 年７月） 

座談會在小說寫作之前，何者是張文環的真實心情？不如說，這兩個同在政

治壓力下而顯露微妙差異的“文”與“言”，拼合起來，更能揣摩（即便是過度

詮釋，仍能作為整體寓言的）張文環的心意。千年古樹是殖民地上的一棵樹，註

定要被無情摧毀、連根拔起；如同殖民地子民的歷史文化。如何不悲壯？如何不

痛惜？在被譬喻為“戰場”的這伐木場上，阿秀是邊緣人，如同正在奉公的文學

者張文環，她們在內心和未來開闢自己的戰場。 

作為一個在殖民地暗影和戰爭壓力下誕生的新主體，張文環並不避諱阿秀

（可能不潔淨）的過去，小說中有隱約的一筆，提到水來的“善於交際”，“阿

秀是在先夫還在的時候就認識他（水來），所以，認為也是一種宿命。”參照張

文環的小說《藝旦之家》以及被邀請參與主持“大稻埕女服務生、藝妓座談會”

（《臺灣藝術》一卷六號，１９４０年８月）時的記錄，他對因貧窮、落後制度

（養女制度）而無法擺脫風塵的臺灣女性，有種超於廉價的同情的、以之為民族

傷口也是進步動力的觀照。因此阿秀在此成為作家“覺悟者”的代言，那種從艱

困、容易墮落的環境中掙扎而出新主體的意志，格外具有殖民地命運的意涵。 

不同於他被認為藝術風格成熟的《藝旦之家》、《夜猿》、《閹雞》在細膩哀婉

描述中流露的暗沉的宿命感，《雲之中》的“積極”格調，看似簡單，應和時局

之作，卻又有一種確實的（即便是想像的）對重建自我的活潑期待。似乎戰爭真

的帶來一種（掩藏在國策意志要求的明朗之下的）明朗。何以如此呢？ 

2、決戰下的文壇與文學運動 

自 1942 年 10 月赴東京參加“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後，張文環“獻

身”於各種“決戰”會議中，許多見諸報端的座談會記錄都留下他或多或少的言

語，而此時發表的作品也多事有關時局的散文，或被命題的報導。到 1943 年下

半年，文學創作也只有短篇《迷兒》、《媳婦》發表。作為臺灣“一線”作家，張

文環被賦予“文學奉公”的表率之責，甚至在一些與文學不相干的座談會上，也

被邀為唯一的作家代表出席。如“海軍特別志願兵制紀念座談會——‘海軍’與

本島青年的前進”（原載《臺灣公論》，1943 年七月號）、“責任生產制與增產

座談會”（原載《臺灣時報》1944 年 9 月號）等。有意思的是，一方面給予相當

重視，一方面在對其“風俗作家”的稱呼中，不乏一種輕蔑意味。不過是描寫臺

灣風俗的作家罷了。這也正是他能被委以重任的原因之一，即，認為他的寫作不

具備什麼政治危險性。 

1943 年不僅是戰爭和國家意志步步緊逼文學者，還有借機而起的摻雜了個

人宿怨、文學路線與民族意識之爭的“臺灣文壇的陰謀”。先是在 1942 年 10 月

去東京開會的船上，據龍瑛宗的回憶，《文藝臺灣》的西川滿、濱田隼雄對張文

環循循勸誘，將《文藝臺灣》和《臺灣文學》廢棄，合辦新的雜誌。張文環唯“嗯

嗯”而已始終不肯點頭答應。5這是一個信號，此後同仁們小心翼翼維護《臺灣

文學》的生存空間。1943 年 4 月，濱田隼雄先以臺灣作家作品無“皇民意識”發

起責難。５月，西川滿又以“糞現實主義”稱臺灣作家只會用歐美現實主義寫臺

灣陋俗，譬如“虐待繼子”，“家庭葛藤”，矛頭特別指向張文環和呂赫若（呂

赫若在四月出刊的《臺灣文學》上發表小說《闔家平安》，涉及舊家庭墮落和繼

                                                                                                                                                               

《张文环全集·卷 7》P212. 

 
5 龙瑛宗，《＜文艺台湾＞与＜台湾文学＞》原載《台灣近代史研究》第三期，一九八一年一月卅日，林至

潔譯。 



子問題）。在戰爭、皇民化、大東亞共榮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下，臺灣作家以勇氣

和理論能力就“糞現實主義”展開一場精彩迭出的論爭。張文環在《臺灣文學》

上對濱田隼雄的回應具有他一向的機智和穩健。這場論爭的重要性和意義已有不

少研究，在此作為 1943 年臺灣作家處境的例證，而且，它在呂赫若創作變化中

起到微妙作用，這一點下一節再敘。 

1943 年 6 月 8 日，呂赫若的日記寫：“去文環家談天，說是小說終於就快要

不能寫了。”7 月 15 日，“騎腳踏車去文環家，因他的文學停滯了，所以勸他

為了打破那種狀態回鄉下去。他悄然無語。雖是好男兒，性格上卻……” 

張文環在作品中的表現和文友的回憶中，予人的印象似乎既善於笑謔，又溫

柔敦厚，處事周到能轉圜。呂赫若的日記有“外面因防空演習而黑漠漠的，反令

文環的妙語增輝”之語(1942 年 6 月 15 日)；在張文環主持的座談會記錄中，也

可以看到他如何遊刃有餘發動討論，掌握氣氛。而另一方面，也會被認為性格猶

豫而軟弱，與西川滿或有力人士的周旋，也曾招致朋友誤會。但，不以張文環在

回憶中對一些舊事的辯護，單看決戰時期一場場座談會中的發言，會發現雖然很

多時候他說著順應時局或表態的話，卻仍盡力引導在位者在某事某物上，對臺灣

民情、精神的體貼和理解；或借力打力地提出一些為臺灣爭取改善文化條件（如

在海軍志願兵制的座談會上，以“風俗作家”身份被諮詢臺灣人對海的迷信，他

便提出設置海軍學校或商船學校）以改變人的觀念；甚或在“臺灣作家”作為一

種忠誠可疑者要被戴上“非皇民”（如同在日本被指“非國民”）血滴子時，不

惜以一種曲扭而悲壯的方式維護臺灣作家。這一種“不敷衍”、盡其所能的態

度，絕非“騎牆”或軟弱者所能做到。 

因此這樣的奉公，對於張文環來說，即便已經多年歷練，恐怕也是極為耗磨

的事。呂赫若勸他回鄉下去，當在於擺脫這種狀況，或者回歸不受精神壓迫的身

心自然？但如同呂赫若在日記中自問的：有朝一日能安定下來從事文學嗎？張文

環即便回到鄉下，能有一張他期待中的田園書桌嗎？ 

張文環沒有回鄉下，“奉公”之外，和呂赫若、王井泉、呂泉生、林博秋等

人一起，創辦、展開“厚生演劇研究會”的活動，展開了日據時代臺灣新劇運動

的一個高潮。 

１９４３年４月２９日，呂赫若日記載，下午兩點出席在“皇民奉公會”總

部舉行的“臺灣文學奉公大會”成立大會典禮，三點辦出席在山水亭開的“厚生

演劇研究會”成立大會典禮。呂赫若的日記涉及任何時局、政治問題都基本無評

論，然而兩件事的平行記錄，已潛藏了豐富的內容。演劇在 1937 年後因為戰爭

宣傳需求而重新興起，卻為本島藝術家提供了打開被禁閉的“臺灣自己的文化”

的機會。與各種官辦的“演劇挺身隊”裝備優越卻藝術貧乏的狀況相對照，“厚

生演劇研究會”集中了臺灣最優秀、年輕、生氣勃勃的一批作家、音樂家、導演、

編劇，以富有臺灣風貌與精神的戲劇，有意識地進行一場面向和贏取民眾的運

動。５月，厚生演劇研究會開始排練，第一個劇碼以張文環的小說《閹雞》改編。

9 月，在永樂座的演出獲得盛大成功。對於戰爭的意識形態籠罩下的臺灣，厚生

演劇的成功，特別是《閹雞》，對民眾是一種臺灣情感的喚起和肯定，對這些殖

民地知識者，則有著維護文化尊嚴，以及從戰爭壓力下喘息的意義。 

11 月，臺北召開“臺灣文學決戰會議”，西川滿提議合併、“獻上”文藝

雜誌。 

12 月，《臺灣文學》終不免於廢刊的命運。 

張文環攜家人搬離臺北，遷到台中霧峰，在林獻堂幫助下任職霧峰街役場（區



公所）主事。 

戰爭繼續，張文環的荊棘之路也繼續著，1944 年 7 月，在統制後由皇民文學

奉公會出刊的《臺灣文藝》上（一卷三號，１９４４年７月），他發表了具中篇

規模的小說《土地的香味》，可以說是帶有自傳意味的對臺灣知識階級的道路進

行了一番“總決算”，透過這篇小說，也庶幾能理解《在雲中》透過阿秀表達的

“明朗”和希望。 

3 《土地的香味》：現代青年總決算 

小說始於被雙親送去東京學習十年，將要回臺灣的時刻，清輝被迫展開對自

己的“總決算”。學習文學的清輝，既非醫學博士，也不能做律師，不能衣錦還

鄉是定了的。清輝的“決算”指向三個層次。一，包裹在西裝裡的卑俗的虛榮心。

二，“現代教育的缺陷不是在於陶冶人格，不外就是以有出息、發跡為目的的死

背課題的考試而已。”三，“明治時代的前輩們首先都經過了東洋式的修養，所

以在醉心於西洋的時代裡才能以正確的眼光去取捨選擇輸入外來文化。這在現代

的青年是做不到的。” 

這第三點無疑是最具深度，是自省，也是對殖民地文化處境的反省。這裡“現

代的青年”毋寧是臺灣青年。“東洋”是以漢文化為基礎的東洋。“如此一想，

他便懷念起昔日的書塾教育。” 

面向現代的傳統 

曾經在《論語與雞》中倒塌了的書塾和由父祖一代的學問人格、人情倫理，

在決戰的時局下，重新成為對抗帝國言說、建設“臺灣文化”的資源，呂赫若的

同期創作《風水》、《玉蘭花》等亦有體現。這在近年來日據文學的研究中，已經

被普遍注意到。在張文環和呂赫若前後期的小說中普遍交織著“破敗、落後、蒙

昧”與“淳樸、堅韌、美善”兩種鄉村社會形態，看似矛盾而自有其脈絡。“鄉

土”是在持續加強的殖民壓力下被文學者反復想像和認識的。“決戰”時期重新

認識的“傳統”，與此前認知的“傳統”，已經不是一回事。首先，“傳統”是

已經經歷了臺灣新文學興起時的現代理性話語批判後，重新被認知的傳統；也是

伴隨臺灣現代化進程的展開，重新被認知的傳統，因此，這裡的“傳統”經過否

定之否定，是在相對于“現代”帶來的困惑的層面上被挖掘的，相當具體地進入

“個體”身心層面。譬如，清輝想像中的藍布衫和西裝，留學歸來的人也好，臺

北的領薪水者也好，急急忙忙穿上西裝，自此包裹起了一顆“虛榮”的心。譬如，

舊式教育注重對人的品格的薰陶，而現代教育卻直接與功利結合。因此沒有讀完

女學校，卻跟著父親學習漢文的姐姐節子，是幸運的，她擁有的謙和、明朗和柔

韌，讓自己和家人受用不盡。相對于現代的急躁、進退失據，傳統是“慢”的，

篤定的。留學歸來的清輝抱了各種各樣空茫的想像，最後還是在姐姐的引導下找

到了安定身心的“農園”。 

其次，傳統這一概念中的時間，被空前密切地與當下的時間連接，並透露一

種積極姿態：如果這傳統不能夠在當下迎接現代的強大潮流，去抵抗壞的、融合

好的，完成一種內在的汰舊更新，那麼這個傳統必然會死去；反之則能成為建設

一種開放、包容的臺灣文化的堅固基礎。 

清輝回到家鄉後，一方面面對的是家境的衰落，“父母露出了窮相”，以及

鄉人的功利短視和民風的“死板枯瘦”，是為“傳統”之死；一方面是到了臺

北，看到姐姐節子和她的夫家所代表的“傳統”之生。節子沒有被現代教育污

染，是“性格明朗的舊式美人”。嫁到臺北的中醫之家，公公是傳統中人，亦是

開明之人——他空余教子弟漢文，又令子女在他身後把家中的藥房讓渡別人，不



可以之為代代相傳賺錢工具。嫁入這樣家中的節子，能夠如魚得水，發揮其“舊

式女子”的優長，開放性地應付新生物，在公公、丈夫先後過世後，成為引領家

庭的中心，過得富足、篤定而有尊嚴。傳統在此，不是抽象的理論，不是形式的

祭儀，不是蒙昧的迷信，而毋寧是一種處理人情事務、面對人生變局的柔韌姿態，

它有美善的原則，有“合情合理”的方式。此一傳統透過姐姐節子，立足於個體，

獲得了面向新時代的具體內核與意義，一表現在處理家庭關係上；一表現在實業

經營上。譬如為了婆婆，讓唯一的兒子不讀小學校，而讀公學校，以便不忘臺灣

話而能與婆婆溝通；但又要求兒子國語（日語）也要拿到甲的成績，“不然換成

祖父對爸爸過意不去哩”。這個細節很有意味。在“臺灣人是日本人”的殖民地

現實面前，如何為下一代考慮？不泯滅自己的出處，以為面對不可抗拒的現代化

的主體。如同小說開頭清輝的反省，漢文化不也曾經是日本明治維新一代人的內

在基礎嗎？這樣的家庭裡，即使小叔子秀謙有讓人不快的所謂生意人性格和新式

教育下的個人打算，卻因服膺嫂子的人格，而能共同致力於家庭合夥事業。這又

對應著小說開頭，清輝在東京與朋友辯論，說東洋對異民族的政治道德，立足于

緣而超越利。西洋的思想能治國不能平天下。云云。清輝與友人的辯論總有不踏

實之感，因自己似乎缺乏“依據”。而這裡，姐姐節子的以德服人，儼然就是其

東洋政治價值的具體而微的實現形式。 

與此相對照的，是清輝歸來後的職業歷程。“為了瞭解東洋文學才去學習西

洋文學”的清輝，認為回歸來處是理所當然。但是做什麼才是真的“歸來”呢？

回家的第二天，他著手寫在船上就構思的葡萄酒製造的論文。把故鄉傳統的竹紙

製造改造為種葡萄。“土地風土是否適合”是另一回事，這是為了“拯救貧困的

山地農民生活”，雖是外行人的立場，至少是有趣的讀物——有關清輝的敘述，

從小說一開始，就出現了張文環作品中並不多見的嘲諷雅謔，因為這是自嘲——

《土地的香味》帶著鮮明的夫子自道，自我“總決算”，出之以嘲諷，而不是嚴

肅剖白，也隱然有一種“明朗”性。 

清輝因這篇不切實際的論文得到老友的邀約，去臺北參與一個臺灣文化人李

與實業經營者合作的“小林三一”式的大實業計畫。雖然對由投機者主導，而自

身將在其中扮演“站在中間抽取利潤”的陰暗角色不滿，卻以“跟惡打仗而推出

善，才感覺妙味”自我說服了。但此後這一路實業空想，臺北領薪水者“比東京

的人還愛打扮”的虛榮，消磨著清輝。直到由姐姐的朋友，戲稱“牛暴發戶”的

阿鶯處得到刺激，開始與姐姐、秀謙合力在草山買地經營養雞、種甘薯的農園，

清輝才似乎找到了真正身心安頓的所在。儘管這背後仍然有一種逃避和虛榮、軟

弱性——清輝熱愛故鄉的自然風土，但如果在那裡當一個農夫，有違父母送自己

出洋讀書的期待，會丟面子，在臺北草山做個農夫就沒有這個負擔了。 

在這篇顯然帶有回顧來時路意味的小說裡，一方面是敘述格調上的“明

朗”，一方面，凡涉及政治、時局變化的地方，是簡略、曖昧的。與其說曖昧，

不如說用沒有判斷的事實陳述，刻意回避了自我立場的表白，這是“不言”的曖

昧。最有意味的是，小說的時間設定，是在兩次戰爭之間：從中日事變到大東亞

戰爭。 

從陰暗的中國事變到明朗的大東亞戰爭 

清輝剛回國時，清輝與友人談論買地種姜的事業時，提及世界形勢“暗雲低

迷”。“在大陸有冀察政權成為問題，在歐洲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活躍。然而，

清輝在東京看過二二六事件，所以相信日本必會走向要走的路去。”這段話真是

足夠暗，“清輝”以“生活問題”緊要無從關心政治；而張文環的關心就在此曖



昧體現著“低迷”。“支那事變”（中日事變，盧溝橋事變）發生了，日本走向

了“要走的路”。對日本殖民地的臺灣知識者，何況曾經以具有民族意識和反帝

意識的左翼思想的“臺灣藝術研究會”進入文學世界的張文環，如何不是“陰

暗”的戰爭。小說近尾聲處，則是大東亞戰爭的爆發。“對美英宣戰的大詔核下

了”，一年來享受著農園的忙碌的清輝，“感到身體內一種熱氣沸騰”，“戰爭，

這一次就是真正的戰爭啊……鴉片戰爭，黑船……長久被英美帝國主義侵略過來

的東洋，這一次真的站起來了。” 

中國遭遇的鴉片戰爭，與日本遭遇的黑船，同為英美帝國主義侵略的開端，

在此同仇敵愾的“大東亞”意識下，日本侵略中國的性質轉變了——這一掩耳盜

鈴、轉移注意力的邏輯，果然對殖民地臺灣人發生作用嗎？寫於 1944 年的這篇

《土地的香味》，以此作為光明的尾巴。但小說又多了一筆：阿鶯打電話到農園，

說：“終於變成大東亞戰爭啦”，清輝回：“你的牛會漲價啦”。 

 1942 年 11 月，張文環和龍瑛宗作為殖民地臺灣的代表，到東京參加第一屆

“大東亞文學者會議”，會後，日本文學報國會、情報課特地組織了一場“大東

亞戰爭和東京留學生的動向”座談會，召集了九名東京的臺灣留學生，請張文環

和龍瑛宗主持。從“在東京體驗大東亞戰爭的各位的心情”開始，學生說：“這

回內地和臺灣會向同一個方向邁進，比起先前支那事變發生時，那種孤單寂寞，

陰暗的感覺大不相同，雖然無法說出具體的意味。”張文環表示贊同，“確實不

錯。先前支那事變發生的時候，就是有那麼一種茫茫然地，非常陰暗的心情，可

是，大東亞戰爭勃發，卻又近似明朗的感覺，王兄這麼說實在很有意思。”他又

為學生的發言做解：“（支那事變）興起了臺灣和內地的關聯將要被切斷的疑問，

而由於這回的大東亞戰爭，一切的疑問都消逝無蹤了。覺得日本畢竟是擁有開戰

的本錢的，剛剛王兄所意指的不只是在精神上和內地非常的相通，而且內地人跟

我們的結合也會越來越形緊密。這點，在現今的臺灣的文化運動上也漸漸地顯現

出來了。” 發表在《臺灣時報》上的會議記錄，便把這一段用了“陰暗的中國

事變·明朗的大東亞戰爭”的小標題。6 

對照起來，《土地的香味》毋寧是想要把座談會中不能明言的東西用小說寫

出來。然而這種故意失去邏輯的言語方式，在一甲子後來看，雖有了後見之明，

卻丟失了那言語現場漂浮的“人氣”，仍然是隱晦歧義的。但至少這裡展示了，

無論在明或暗的脈絡裡，兩次戰爭對殖民地臺灣人，的確召喚起不同的感覺：1937

年，日本是在侵略自己曾經孺慕的漢文化母國；臺灣人與有恥焉；大東亞戰爭，

矛頭指向“列強”英美，事實是日本好像重新和漢文化站在了一起。從侵略者變

成解放者。不管這個轉換有多勉強，它帶給殖民地臺灣知識份子某種扭曲的、難

言的慰安，卻又似乎是真確的。 

正是在這一點上，來理解張文環在《土地的香味》、《雲之中》中，悄然展現

的“明朗”。他與戰爭是不發生真正關聯的，因而這種“明朗”幾乎帶有某種自

我安慰的、烏托邦的性質。他擁護的不是戰爭，而是戰爭打開的一個幻想的空間。 

 

二、呂赫若：以文學克服黑暗 

 

1、《風頭水尾》：是戰場，不是田園 

1945 年，呂赫若被派遣參觀的地方是台中州下謝慶農場，之後他寫了小說

                                                        
6
 原载《台湾时报》，1942 年 12 月号。收于《张文环全集·卷 7》。 

 



《風頭水尾》，發表於《臺灣時報》（1945 年 5 月）。 

“風頭水尾”與“雲中”，同樣是增產報國的後方戰場，這兩個空間隱含的

角色意義，卻大為不同。在張文環筆下，“雲中”生活雖貧苦卻美好，素樸山林

與新鮮空氣是相對於都市的喧囂和污濁，而非作為生產戰場，感動和啟悟了阿秀

對未來的期待。而在呂赫若筆下，自然環境惡劣的海邊，處於“風頭水尾”的最

差的農耕地，對山裡來的農夫徐華來說，是個真正的戰場。小說描寫徐華走在堤

防上，“由於正面迎接海風，他緊按住似乎要被吹走的褲子。揚起白色浪頭，以

堤防為目標，蜂擁而至的海浪，與青翠的耕地相形之下，更令人驚於與海作戰、

開墾的危險性。覺得海很恐怖，自己即將被海壓倒的壓迫感……”於是小說似乎

全部圍繞于表現海邊農夫，特別是農園的負責人洪天福，帶領農人與海頑強作戰

的精神，徐華在此感召之下，褪去恐懼，以“喜悅”之心投入戰鬥……這自然是

回應“決戰”精神的書寫，然而細品其中有些異樣的東西。一是“一百多位佃

農，輕易就被吸引到將近六百甲步、寬廣的農園。”而且多數是山裡的農夫，適

應海邊的苦和寂寞非常不易。戰爭生產體制帶來的困苦，或是呂赫若有意不言的

背景。二是“師傅”洪天福的形象，一方面讚美這個“每年有數十萬元的生產總

量，自家用轎車可以擁有兩三輛的身價”的富豪，卻和農夫一樣穿著短褲，裸身

工作——恰似皇民奉公會台中州支部事務局長遠山景一在增產報國的座談會上

所講的“日本第一的大地主本間先生，雖然持有幾萬甲的廣大土地，但是沒有穿

過木棉以外的衣服，且每天熱心地巡視耕作地”7；一方面，農夫們和洪天福的

關係，又分明是似近實遠、畏多於敬，暗示了不平等與隔膜的關係。夜裡徐華宴

請農夫們的描寫，在其樂融融之中埋藏的生硬與不安，也構成這個奉公作品的暗

中自我解構。 

施淑以之為左翼知識份子“透過勞動改造，在‘皇民’的偽裝下，努力朝向

‘人民’轉化的心靈秘史”；呂正惠《殉道者》一文，也將此文與稍早發表的《山

川草木》放在一起比較，認為後者塑造的因父親突然亡故而放棄東京學習聲樂、

做“臺灣的崔成喜”夢想的簡氏寶蓮，帶著年幼的弟妹到山中耕作，“在勞動和

大自然中找到她可以掌握的真實的生命”，其面對無法逃避的現實命運的“堅

忍”精神，力量遠超洪天福和徐華們。兩文都指出了呂赫若在皇民文學壓力下的

曲折抵抗，以及“勞動”、“自然”、“農夫”，對於此時期知識份子在戰爭壓

力下尋求出路/回歸的意義。張文環與呂赫若都在各自的散文、日記中多次表白：

自己畢竟是個鄉下人。然而，寶蓮的“山裡”，阿秀的“雲中”，清輝的“農

園”，又分明都自知其烏托邦性質，其實無法自外於政治壓力與生活艱困的。寶

蓮在山裡的耕作，雖讓她從嬌小姐變成健康、堅忍的農夫，但她種出的是“營養

不良”的糧食，若非舅舅幫助，並不夠養活弟妹們；有舅舅照顧弟妹，仍不肯回

東京完成藝術之夢的寶蓮，對著山和樹的永恆、靜穆反思：在藝術和學問中打轉

的“我們”，“像患了夜遊症的人”。她如此“狂妄”反思，又說真心話是“住

在這兒也是很寂寞的！”換言之，田園是不得已、實際歸不得之歸處。做個遠離

違心話語與喧囂都市的農夫，可能是張文環的夢想，卻不是呂赫若的夢想，他的

選擇是在戰場苦鬥，如徐華與恐怖的海風、海浪和鹽化的惡劣土壤苦鬥——文學

是呂赫若的戰場。 

 

2 從東京到臺灣，寂寞與戰鬥 

呂赫若東京時期的日記，頻頻“被寂寞的情緒籠罩”。理解其寂寞，應包含

                                                        
7 《责任生产值与增产座谈会》，原载《台湾时报》1944 年 9 月号。《张文环全集·卷七》P228。 



了許多個人生活、文學追求及思想意識的層面。身為殖民地有覺悟的文學者，那

些能言與不能言的，都在“寂寞”一詞包蘊。 

一，呂赫若 1940 年才負笈東京，拖家帶口，學習聲樂，而東京的氛圍和個

體環境，已經不是 1930 年代張文環留學時那樣，有著為思想鼓動而形成的青年

團體，通過成立研究會（臺灣藝術研究會）、辦雜誌（《福爾摩沙》）來展開一場

雖在海外，卻與臺灣緊密相連的文化運動。呂赫若一邊學習聲樂，一邊為生計故

加入東京寶塚劇團演出，沒有文學同道和思想撞擊的生活，是“寂寞”的。這時

期呂赫若寫的小說，一般寄給張文環的《臺灣文學》，來自張和臺灣親友的信，

是生活中極大的慰安。“文環說，三四年內不要回台，好好用功吧。當然是那樣

囉。要拼命努力，要寫作，好好幹一番吧！……對人生總感覺有點寂寥。吾人畢

竟沒有藝術則活不下去。”（1942 年 2 月 8 日）” 

二，1930 年代臺灣青年在東京的文化活動與左翼思想緊密相關，內含強烈

的基於反殖民的弱小民族意識，雖遭監禁整肅，“左翼”在其時的日本是時代強

音；1940 年呂赫若到東京，日本的左翼文學運動早已經歷潰散、“轉向”，是

年成立的“大政翼贊會”，將文壇納入軍國體制。1942 年，日本軍隊在中國大

陸和南洋攻城陷地，東京街上不時就熱鬧起來的慶祝活動，對呂赫若意味著什麼

呢？出生于地主之家，青年期家庭敗落，其左翼思想和殖民地民族的自覺，最初

應是受堂姐夫林寶煙（日本法政大學畢業，1930 年代為“臺灣赤色救援會”豐

原地區的委員，常在社口廟口演講）影響；發表于日本《文學評論》的成名作《牛

車》（1935），21 歲即對臺灣農村破敗背後的社會動因和經濟結構有著深刻的認

識，或得益於此。在東京呂赫若日記中提及閱讀的雜誌，如《中央公論》、《改造》，

令其同聲相應的評論家如小田切秀雄，文學家如石川啄木，無不是以進步或左翼

思想知名。那麼“慶祝攻陷新加坡之日。全市淹沒在‘太陽旗’的旗海裡。市街

遊行真是熱鬧！大家都滿懷著戰勝之喜。”（1942 年 2 月 18 日）呂赫若果然是

在“大家”之中同喜的嗎？ 

 一個月前的另一則日記或許更令人疑惑：“文環來信。得知他對銃後小說

（後方小說）的熱情。歸根究底，描寫生活，朝著國家政策的方向去闡釋它，乃

是我們這些沒有直接參與戰鬥者的文學方向吧。”（ 1942 年 1 月 16 日） 

有意思的是，呂赫若使用的日式日記本，一本包含三年。在 1 月 16 日這頁，

第一框是 1942 年的，第二框是 1943 年的——此時呂赫若已經回到臺灣，投身以

《臺灣文學》雜誌為基礎的文學、演劇等運動——第二框內，如此寫著： 

“昨晚派出所送來傳喚書，所以早上去公會堂，一看，原來是志願兵的事。

以員警力量強迫人家志願什麼的，實在是文化國家的恥辱。總之我覺得是種吊兒

郎當的做法。在此終究感到文化運動的必要性了。” 

呂赫若對於其文學使命與時代關係的認知，顯然遠非以銃後小說回應國策這

麼簡單。這個留待下文分析其作品時再論。單看在東京，即使是要寫“銃後小

說”，在遠離臺灣的土地上，如何“描寫生活”呢？ 

“為鬱悶之感所俘虜。想寫出個優秀的作品卻寫不出來的狀態。這樣的話，

在東京也是寂寞”（1942 年 3 月 8 日）“今天是寂寞的一天，非常寂寞，太過寂

寞而覺得悲傷了。什麼事也沒做。到底是怎麼啦？！究竟在東京是為了什麼呢？

在東京到底有什麼獲益呢？”（1942 年 3 月 17 日）這大約是最齧咬一個視文學

為生命的寫作者的寂寞。 

三，東京之于一個文學者的魅力的幻滅或暗淡的寂寞。“東京呀！你不可思

議的魅力之存在於空想之中，現實卻很無謂。”（1942 年 4 月 10 日） 



“買新創刊的雜誌《演劇》，多謬論。拿自個本身的，特別是老來的心境對

文化性的事物說三道四的，到底該不該？現今日本的文化不是被青年們，而是被

老一輩的人把持著，實在可悲。日本文學沒有指望。難道真是肺病？死非所懼，

唯恐沒有可以傳世之作。”（1942 年 4 月 3 日） 

東京魅力的喪失，看來也是多方面的，基於現代都市文化，基於思想氛圍，

還是基於能夠在此吸收世界文藝滋養的開放性，並不分明。但似乎更重要的，還

伴隨著一個在“舞臺演出/演劇”和文學創作之間的抉擇，雖然到東京來是以學

習聲樂的名義，並且參加著日本劇場的演出，但真正對他具有“行動”意味的，

是文學。就戲劇活動而言，寫劇本的熱情也遠大於歌唱。 

他大量觀賞日本的戲劇演出，購買《近代戲劇集》這樣包含歐美戲劇的大部

頭系列書籍，動手創作劇本，好的構思一個接一個，還立志把《紅樓夢》改編成

戲劇。“要創作戲劇。很想為臺灣的戲劇運動做些貢獻。”“以戲劇為專門吧！

因為自己現在就在劇場工作著，格外有利。”（1942 年 3 月 28 日） 

“還是非回臺灣不可。身體虛弱，而且再留在東寶也是一籌莫展。舞臺經驗

到此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要買很多書帶回去。”（1942 年 4 月 6 日） 

“從東寶辭職。拍電報回故鄉。今後專事文學、文學！”（1942 年 4 月 7

日） 

專事文學，怎樣專事，怎樣的文學呢？ 

“讀《中央公論》二月號，小田切秀雄的文藝時評《間隙的克服》一文很能

與自己的創作態度起著共鳴。自己的創作態度畢竟沒錯。”（1942 年 2 月 8 日） 

“——探索現實上應被否定的事物之根源，而且徹底加以描寫，以資真正去

克服它的這種文學裡頭才能感受到美。 

——正因為有希望光明而厭惡黑暗的、不易止息的希求之心，所以希望文學

從根底徹底描寫黑暗，以達到克服黑暗。”（1942 年 2 月 28 日） 

東京時期的呂赫若，從日記中看，一方面像典型的文藝青年，才華，感傷，

自我期許，進步理想，時時衝撞生命。一方面對文學的認知，並非高蹈華麗，而

是努力要與自己的土地情感、文化血脈連接的，是真正面對艱難現實、具有戰鬥

性的。因此，“寂寞”于他，其實包含著強烈的激情和行動意志。 

1942 年 5 月，呂赫若攜妻子回到臺灣。幾乎是立刻就投入了以《臺灣文學》

雜誌為核心的、包含了寫作、辦雜誌、演劇各種形式的殖民地“文化運動”。此

後的日記中也曾出現“寂寞”一詞，旋之被要振奮面對的現實卷去——回到臺

灣，他是站在了以文學“克服黑暗”的一線戰場。 

1942-1943 年之間，呂赫若寫下的《財子壽》、《廟庭》、《月夜》、《風水》、《闔

家平安》都鮮明體現了他表現臺灣人在社會變遷中的命運的自覺。1943 年 5 月

“糞現實主義”論爭發生時，西川滿、葉石濤直接針對張文環、呂赫若的作品，

稱只會寫“虐待繼子”、“家庭的葛藤”之類本島陋俗，張文環寫的是“回不來

的世界”，呂赫若的“像鄉下上演的新劇”。8 

性格激烈而以文學信念和才華自負的呂赫若，在日記中稱西川滿是文學陰謀

家。而在“世外民”和楊逵回擊“糞現實主義”的文章裡，都代張文環、呂赫若

闡明了現實主義之於殖民地寫作的意涵。“它是從對自己生活的反省以及對將來

懷抱希望這一點出發的，這些作品描寫了臺灣家庭的葛藤，因為這些現象都是處

於過渡期的當代臺灣社會的最根本問題”。“如果現實是臭的就除去其惡臭；是

                                                        
8 叶石涛：《给世外民的公开信》，原载《兴南新闻》1943 年 5 月 17 日。曾健民译为中文，刊于《喑哑的论

争》，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 1999 年秋季卷，p132. 



黑暗的，即使只有一丁點光，也非盡力使其放出光明不可。對於人們背臉捂鼻的

糞便，也一定要看到它的價值，要看到它使稻米結實，使蔬菜肥大的效；要對它

寄予希望，珍愛它，活用它。”9在“糞現實主義”的論戰中，臺灣作家一方的

回應，既針對西川滿以“浪漫主義”、“日本文學傳統”責難臺灣作家為“糞現

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指控，也針對其背後“消極”、“沒有皇民意識”的政治指

控，其反應之犀利敏銳、論辯方式之生動機智，理解總結之扎實有力，在在令人

感喟戰鬥激發的能量，或許應該感謝西川滿等人的挑釁，給了臺灣文學一個理論

總結和昇華的機會。對呂赫若作品“克服黑暗”的現實主義的理解，代表了多數

臺灣作家對於殖民地文學路線的共識。而這一場論爭，也讓在 4 月中還“最近感

覺到大家合不來”的呂赫若，燃起臺灣作家互相愛護，“要團結”的熱情，“看

李石樵名片印有‘台陽展會會員’的頭銜，他愛他的同志、愛他的團體的至誠令

我感動。我們也印上‘臺灣文學編輯同仁’吧！——在今後的名片上。”（1942

年 5 月 14 日）10也感念在台的日本教授、日本友人的支援，以及，比以往更強烈

的“要寫出好的作品”、“文學總歸是作品”“要以極度的苦痛從事文學”的自

我激勵。 

有意味的是，呂赫若《闔家平安》之後發表的小說《石榴》、《玉蘭花》，卻

果然有所轉變，描寫起“情感之美”。日記為證，這一轉變在被西川滿攻擊之前

就醞釀了。“早上校訂自己的作品《闔家平安》。讀著讀著，不覺深深討厭起來，

覺得希望更具有感情的一面……覺得自己的文章欠缺柔軟性。”（1943 年 4 月

12 日）。而在此之前小說脫稿時，他曾寫下“自信此作是自己前所未有的、具前

進性的作品。”（1943 年 3 月 10 日） 

呂赫若是個對文學之美，之“有為”，有著高度自覺和追求的作家，對《闔

家平安》的自許和“討厭”，都是這一自覺之下的省視。《闔家平安》中，地主

范福星的破落，把一種深埋於民族根性裡的憊賴寫得驚心動魄。是否“欠缺柔軟

性”呢？這柔軟性，當是指的文學的敏銳省察的根底，是愛人。 

“找陳逸松，他向我要求：希望在文學上是更具有民族愛的作品。非常贊

同。”（1943 年 5 月 24 日） 

“我並不是不會寫以人的個性美為物件的小說。而是一直更想以社會為對

象，描寫人的命運的變遷。（1943 年 6 月 8 日）與其說是回應西川滿的指控，不

如說是回應東京大學的日本教授給他“多注意美”的建議，以及“工藤好美勸我

研究歷史哲學，必須認識政治與政策、時代與時局之間的差別。”（1943 年 7

月 1 日） 

於是有了描寫困苦處境下兄弟情感的《石榴》（《臺灣文學》三卷三號，1943

年 7 月）和描寫“日台親善”的《玉蘭花》（《臺灣文學》四卷一號，1943 年 12

月）。前者原擬名《血》，“《血》一題在當前局勢下太駭人，所以改為《流》。

對時局性的處理感到為難。”（1943 年 6 月 7 日）《石榴》的確會讓讀者陷入一

種失落時空、仿佛暗沉宿命的困惑。而《玉蘭花》在“時局”的處理上終於找到

一種高度藝術而有力的方式——小說看起來以“日台親善”的國策為旨，回憶孩

                                                        
9 伊东亮（杨逵）：《拥护“粪现实主义”》，原载《台湾文学》三卷三号，1943 年 7 月。曾健民译为中文，

刊于《喑哑的论争》，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 1999 年秋季卷，p138. 

 
10
因为以叛乱赤匪死于 1950 年代白色恐怖，吕赫若的家人心有余悸地烧毁了他的手稿和书籍，却有一本日

记，因为记载了孩子们的出生年月日，留了下来。迟至 2004 年方整理出版的《吕赫若日记》，是 1942 年-1944

年吕赫若个人和“决战”时期台湾文学的珍贵史料。在此也为本文倚赖的文本材料。 

 



提時代留學日本的叔父帶回來一個日本客人鈴木善兵衛，透過孩童的眼睛，描寫

一段臺灣家庭與日本人相處的因緣。叔叔逃家赴日留學的故事，把一個臺灣家族

的興起、人情倫理、殖民地風貌的變動娓娓帶入敘述，此後小孩子的“我”對日

本人鈴木善兵衛從恐懼到熱愛到離別的過程，寫得生趣盎然，處處留“意”——

日本作為殖民母國的可怕，臺灣作為殖民地的悲哀的暗影，被如此巧妙地鑲嵌在

這段宛如錯置的童話般的日台親善因緣中。愛哭、愛撒嬌、純真熱切的小孩子的

無辜目光，折射的是殖民地的深切痛楚。以小孩子的視角透視殖民堂皇政策後的

欺罔，在張文環的《重荷》、周金波的《尺的誕生》中都有成功的運用，而《玉

蘭花》以之為“克服黑暗”的方式時，把小孩子的敘述與臺灣傳統大家庭的風俗

倫理溫婉地結合，由此形成的抒情，吊詭地表現出一種極其複雜、豐厚的質地。

不必嘲諷，不必正話反說，而讓真相以默默流動的方式進入人心。因為是愛哭的

小孩子做主角，文本中滿溢眼淚，卻又始終感到一種剛健。可以說，這篇小說蘊

涵、形成了一種新的殖民地/弱小民族的書寫美學。“糞現實主義”之爭在這裡

顯示出微妙的影響是，呂赫若以創作回答了：寫美的事物，應該是怎樣的？ 

《玉蘭花》發表於 1943 年 12 月的《臺灣文學》，呂赫若編輯這期雜誌時，

已知道了這一文學陣地終不免於廢刊的命運。小說結尾，猛烈的風中，院子裡的

玉蘭花樹上，爬著幾個小孩子，遙望遠去的他們莫名所以喜愛的鈴木善兵衛，

“我”因為太小爬不高，只能聽著阿兄們愉快的議論，而愈發焦急。 

“讓我看！讓我看”我於是抱緊樹幹，哭了起來。 

“日台親善”與鈴木善兵衛隨風而逝，現實中的臺灣人，似乎始終爬在這

猛烈風中的、怎麼也爬不上去的玉蘭樹上，遙望殖民地母國的美麗說辭，不知何

去何從。 

 

3、《清秋》：本島知識階層的方向與批判 

1944 年，不只要親善，而且更多臺灣人接受徵召，要加入帝國“南進”的

隊伍了。呂赫若寫下小說《清秋》。 

看起來，這篇意圖“寫出本島知識階層的方向”的小說，與張文環的《土

地的香味》在動機與和某些元素上頗為對照呼應，但也正是在這些對照呼應之

處，顯示了呂赫若與張文環的文學棘之道的最終分歧。 

同樣是留學東京十年後，學醫的耀勳被祖父和父親召回臺灣，決定在家鄉

鎮上開業行醫。客觀上他有兩個困難：開業許可證，擔心鎮上已有的醫師，特別

是小兒科醫生的江有海，出於利益競爭暗中阻撓；開業的地方，為了建醫院，要

將出租給一對母子開小吃店的店鋪收回。這兩個客觀困難也造就耀勳的主觀猶

疑。鎮上醫師的狀態，讓他認為醫學在臺灣已淪落為賺錢工具，庸俗的商業，不

再是為人類福祉服務的科學。自己要開業，從傳統美德講是躬行孝道，在實際層

面卻與鎮上的庸醫並無分別。而母子二人在戰爭管制環境下，找不到可以再開業

的房屋，也讓耀勳感到“自責”。 

最後，因為國家的“南進”政策，這些困難意外地解決了：小吃店的黃金

明去當兵，母親依舅舅生活，開業的房子解決了；江有海則被徵召去南方從事醫

療服務，特地對耀勳託付“本莊人民的醫療服務”，而檢討自己之前阻撓其開業

的“污穢”。 

小說的結尾，耀勳宛如卸下包袱，而背負起另一個責任重擔：“南進”的

時代劇變，讓自己既達成工作崗位的職責，又盡了孝道，“不亦善哉”。“他不

禁撫腕仰望蒼穹。宛如內地的秋天、許久不曾有過這麼清澄的青空是那麼高聳，



薄薄的綿雲描繪出石階的形狀。” 

論者多已意識到了這個“決戰小說”的多重聲音。如，所謂雄飛、南進，

無論對黃金明還是江有海，都不過是迫不得已，耀勳因此解決包袱，堪為國策的

諷刺。但我覺得其中更有意思，也是隱藏更深的，是呂赫若對“父親和祖父—耀

勳”所代表的臺灣兩代知識階級的反省。與張文環《土地的香味》比較，呂赫若

或許才是真的對本島知識階級來了個“總決算”。 

《清秋》中的祖父在耀勳和弟弟心中，“像神一樣”，“文秀才”的祖父，

寫有《支那（中國）詩人傳記》，年老而愈發有“親近自然的風流”，種植高雅

的白菊為樂。與耀勳飯間閒談，講的是“從前，即使是政治家，也要先從文章入

手。因為文章不只有助於教化世道人心，也是瞭解政治的最根本。”“蓋文章乃

經國大業不朽之盛事……”然而追述之中，祖父自身求的是科舉及第，殷殷期待

父親的也不過是“飛黃騰達”，到了耀勳兄弟時，“連祖父都勸他們朝醫藥方面

發展”。敘述有意歸之為“時代的影響力真令人瞠目。”但其實祖父對學問的態

度是不變的：終究是功利性的個人主義。沒能完成祖父“望子成龍”心願在莊公

所當會計的父親，勞苦工作送耀勳兄弟去日本學醫藥。十年後父祖二人催著耀勳

從東京回來在鎮上開業，所求亦不過“財富”與“光宗耀祖”。小說透過耀勳的

眼睛和口，極盡表達對祖父的學問、父親的辛苦的恭敬熱愛。然而在莊重到近乎

矯情的敘述的內層，卻又時時出現不諧和的音符。譬如小吃店的黃金明始終如一

對耀勳一家人的親切、明理、自尊，對照著父親在聽到寬限時日的懇求時的憤怒

失態。黃金明說“像我這樣沒有積蓄的貧窮人，只要一天停止生意，立刻就會斷

炊。”父親“胡亂反擊”道：“那是你的事吧。忘了我們的事也是大事，可真令

人傷腦筋啊。” 

因此，大不同於此前在《風水》、《玉蘭花》中描寫鄉村民俗與父祖親情，

發掘“我們自己風俗的優點”，以之抵抗殖民地現代化的壓力11。《清秋》中以耀

勳祖父代表的傳統文人，其學問文章，徒然在“時代的劇變中”成為社會價值墮

落的幫兇和一種虛矯的、自我滿足的門面。 

回頭看呂赫若對漢文化於臺灣人的意義，一直有著自覺。他時常購買日文的

中國古典文學書籍，日記中有如下記錄： 

晚上身體比較舒服一點，所以動手翻譯自去年以來處於放棄狀態的《紅樓

夢》。儘管費上十年功夫也行，一定要把這部傑作譯出來廣為流傳。這是自己作

為一個臺灣人的義務。（1942 年 3 月 14 日） 

去寶塚劇場看《蘭花扇》的彩排。孟薑女的戲劇化非由我們自己來做不可。

看到中國的文化那樣子被歪曲，是在令人難忍。（1942 年 5 月 1 日） 

“買了很多書，與中國有關的，我認為可以借由那些書來看臺灣生活。”

（1943 年 3 月 2 日） 

今天買了《詩經》、《楚辭》、《支那史研究》。研究中國非為學問而是我的義

務，是要知道自己。想寫回東洋、立足於東洋的自覺的作品。（1943 年 6 月 7 日） 

作為一個身為日本人的臺灣人，呂赫若在“東洋”的脈絡裡看漢文化，自己

是比日本人更懂得、更接近東洋的根底的。這毋寧是一種殖民地弱小民族的文化

驕傲。同樣張文環戰後的回憶總，亦有一種表達： 

“有一位高等刑事問我‘日本有皇族、貴族、士族、平民，你們臺灣人是只

有平民其他都沒有的，所以臺灣人是日本新平民，待遇少有相差有什麼不滿

                                                        
11 “试着读《台湾风俗志》。我们似乎遗忘了要去认识我们自己风俗的优点了，拯救她吧！”参见《吕赫若

日记》1942 年 3 月 6 日。 



呢？’我說‘你對東洋史是外行的。日本歷史一千六百年，中國歷史四千年，在

這四千年的歷史演變中，漢民族無論哪一姓，沒有做過皇帝便做過王，所以全體

的漢民族不像日本有什麼貴族不貴族。’他睜大眼睛說‘可是可以說大部分是文

盲的多呢？’‘不是文盲多少的問題，他們的血液中有帝王或王公的血統！”12 

然而在“決戰下的臺灣”，文學報國的巨大壓力下，呂赫若不像張文環在

《土地的香味》中那樣，繼續從舊文人“傳統”中尋求連接“現代”的動力，反

而轉身對自己所來自的階層做了更嚴厲的的省視。這是為什麼？ 

呂赫若寫《清秋》的動機如是：“想描寫當今的氣息，以明示本島知識份子

的動向”（1943 年 8 月 7 日）小說真正的重心誠然是“本島知識份子”耀勳，祖

父是作為其文化主體的一處來源（另一處是東京所受現代教育），被加以表現的。

然而正是這樣的血脈，讓耀勳回鄉準備開業時自然而然想的是：“前輩的醫生們

在蓋了醫院後，立刻積下巨富，所以自己不可能辦不到。不，辦得到！而且會成

果斐然，一定要光宗耀祖，讓父親安心。”13耀勳以祖父的風流學問貶斥自己所

受現代教育不過是“時事所趨的營利思想罷了”，沒想過祖父的文章經世、飛黃

騰達不過是不同時代的功利。在這樣的新舊思想孕育下的耀勳，實則是一個軟弱

的，猶豫的，有著虛偽的人道主義的小知識份子。去小吃店檢查時，面對貧窮的

老婆婆，對自己要扮演的逼對方騰出空間的“惡魔角色”感到後悔，但“立刻調

整思緒，這只不過是小小的感傷，為了大事也是莫可奈何的。他故意誇大地仰首

望著天花板。”老婆婆的哭泣帶給他的懊惱，與其說是同情，不如說是怕被別人

議論而丟面子。當耀勳勉勵自己如果拘泥於同情就是“廉價的人道主義”，那麼

此後面對黃金明找不到房子的困苦，去南方當兵為他讓出房子的“人情”，耀勳

片刻的自責，恰恰真的證明其“廉價的人道主義”了。小說末尾耀勳在明朗清秋

下，為“南進”給予他的忠孝兩全、道德與利益兩全而喜悅，而背後，是臺灣人

在南進政策下的生計無著。這是對決戰下臺灣另一面社會現實隱蔽而沉痛的揭

示。 

比較起張文環在《土地的香味》中作著“現代青年”的“總決算”，對清輝

時時語帶嘲諷而實則自我包容，呂赫若的諷刺毋寧是更嚴厲和深刻的。如果說張

文環的清輝在現代教育與傳統出身之間成就一個進退失據、時時茫然的小知識份

子，於是尋求“山上的農園”的桃花源，以及與舊文人這一“傳統”結合的思想

出路；那麼呂赫若在無情揭示了這一新舊雜交小知識份子的軟弱和偽善之後，連

帶揭示了臺灣舊文人傳統與新時代必然以“功利”結合，因而作為臺灣出路的不

可能。 

這是呂赫若以文學“克服黑暗”最冷峻的一種方式，超出了他在描寫農村家

族敗落時的冷峻。從這裡，顯露了呂赫若作為一個左翼知識份子的世界觀與時代

意識。日據時代能夠受高等教育、更無論出洋留學的臺灣人，多出身于地主或“實

業家”家庭，因受現代教育而接觸進步思想的，往往成為殖民地文化運動的推動

者，是為“本島知識階級”。臺灣文學中不乏知識階層的自我懺悔，卻幾乎未見

如《清秋》這般如此痛切揭示知識階層的“軟弱偽善”及其代表的時代動向的小

說。在左翼視角的判斷之外，這也得自呂赫若激烈的個性和文學觀念。 

“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傳記。有被現實那樣折磨而還是堅持到底的人？比起

他，我們的困苦簡直是騙小孩。然而，古往今來身為文學家的人在心情上都是相

同的。自己也是。我知道自己的心情也是屬於文學家的。文學終究是苦難的道路，

                                                        
12原载《台湾文艺》第 9 期，1965 年 10 月。《张文环全集·卷 7》P59。 
13 《清秋》，《吕赫若小说全集》P512。. 



是和夢想戰鬥的道路”（1943 年 7 月 27 日）。 

對困苦的態度，是與之纏鬥而絕不逃避的個性。對他而言，文學非但不是藝

術至上者逃避現實的浪漫趣味，不是對傷痛的自我戀棧和撫摸，也決不可敷衍。

在日記中，他曾對楊雲萍、龍瑛宗甚至張文環，都做過毫不客氣也毫無惡意的評

價，從中亦可看到他的文學與現實之觀念。 

三人一道去外雙溪拜訪楊雲萍。他住在半山腰，口若懸河，滔滔不休。雖感

佩其風流韻味與文學欲望，終不過是個老式學究而已。我無法同意他稍顯消極的

文學觀。（1943 年 1 月 10 日） 

有關龍瑛宗，則是“他膽子小，從事得起激烈的文學嗎？”（1943 年 5 月

11 日） 

龍瑛宗在光復後曾如此論及日據末期的臺灣作家處境： 

台灣人的作家們在決戰與皇民化的喧囂聲中，宛如京劇中的小丑般，鼻尖塗

白、動作滑稽地手舞足蹈。實際上，其內心在暗自哭泣吧。總覺得當時先天上本

來就失調的台灣文學被權力之手使勁絞殺。 14 

而呂赫若，早以其生命的消失和文學的留存，對這一哀景寫下了“我無法同

意”。 

 

三、決戰到光復：克服黑暗的文學之路的斷裂 

 

張文環和呂赫若在“決戰”時期，在“皇民文學”的外殼下，不約而同進行

對臺灣知識階層的“總決算”和反省，其時他們大概都不會想到一年之間日本就

投降了，也未必想得到到投降之後臺灣的命運是回歸中國——他們的反省，是在

殖民地政治壓力最劇烈、要求文學者對自身做徹底“改造”的時刻，本能地、不

得不然地要對自身的來路和去向，做出思考。在這樣的文學中，也可以找到光復

後兩人道路抉擇、命運分殊的線索。 

日據時代末期，文藝家“在大東亞戰爭下越來越受重視”，被要求“必須以

文章報國”（《臺灣代表作家——文藝座談會》，《臺灣藝術》三卷一號，１９４

２年１１月），在日本左翼作家的普遍“轉向”對照下，殖民地臺灣作家的反應

毋寧是多樣和晦澀的。對於直接興起於皇民化浪潮的周金波，陳火泉等，順應國

策是其生存必要，即便如此全盤接受皇民化，在他們的小說中，仍有著想做皇民

而不得的猶疑和裂隙。如楊逵這樣有著國際主義色彩的左翼，始終是作為有思想

問題者被特高課員警關注，從 1937 年後以“首陽農場”種花到“決戰時期”再

度寫作、發表，他的抵抗意識毋寧是一以貫之，只是寫作更臻於技巧，他的決戰

小說《增產的背後》與呂赫若的《風頭水尾》頗有神似相通之處。張文環在東京

留學的 1930 年代，亦是在左翼思想影響下開始其文學活動，但從團體分化開始

就逐步轉向了一種溫和與“穩健”的文化抗爭路線。對大東亞戰爭的欺罔，不是

不清楚，然而仍期待著在此特殊時局，戰爭帶來的大開大合下，為臺灣文化和民

族問題都帶來一種更生契機。這就是《土地的香味》和《在雲中》中，對傳統的

新期待，對世外桃源的夢想的來源。也因此，張文環最好的作品，我認為，仍是

1942 年的《夜猿》與《閹雞》。光復後，張文環曾以為“我們輕鬆了，多士濟濟，

而且再也沒有民族問題來打擾我們。”15從鄉長之職，到競選縣議員，張文環在

                                                        
14龙瑛宗，《＜文艺台湾＞与＜台湾文学＞》原载《台湾近代史研究》第三期，一九八一年一月卅日，林至

洁译。 
15原载《台湾文艺》第 9 期，1965 年 10 月。《张文环全集·卷 7》P59。 



短暫的從政之路上，同他在決戰時期座談會上一樣，面對高壓的政權，發揮他穩

健的能力，竭力爭取一個“改善”與“民主進步”的可能。但即便這種議政，也

很快失去其空間。他往復於銀行、酒店管理等商業職務上終老。到了晚年提筆寫

作《滾地郎》（1974），卻已經是失去其歷史緊張感的懷舊言說。 

呂赫若作為 1942 年才從東京回臺灣的華橫溢的藝術家，他的創作中的戰鬥

性格，在其時或許並沒有被充分認知。而《清秋》中對知識階層的批判，對於今

日試圖碰觸那時代的文學者心靈的人來說，或許是一個鑰匙般的秘史。打開這一

秘史，就不難理解接下來的《山川草木》，我們看到的是曾為實業家之女而今為

農婦的寶蓮，雖只能種出“營養不良的稻子”，並為藝術之夢的放棄和山裡的生

活感到“寂寞”，卻在此困苦中堅持反省空喊藝術、學問時期的虛妄；然後，是

《風頭水尾》中，在自然條件最惡劣的開墾地，與海天鬥爭的農夫徐華。再接下

來，就是光復後的呂赫若自身的生命傳奇。 

光復初期的喜悅，學習用中文寫小說，毫無遮攔地寫出殖民地時代臺灣人的

心聲——呂赫若要開展的新的文學生命，很快就被國民黨統治的現實打破了。他

在“二二八”前後加入地下組織工作，1951 年在鹿窟武裝基地，背著沉重的發

報機在山上流動發報，死於毒蛇之口。這個匪諜檔案中身份為“臺北歌手”的文

學者，成就一個浪漫革命的傳奇，或者被認為同許多臺灣知識者那樣，因為見識

了國民黨的腐敗墮落，而別無選擇轉向共產黨。但細讀其戰爭末期的小說，特別

是最後幾篇在皇民文學外殼下對臺灣知識者的反省，早就為其後來的道路埋下了

線索，這是一個視文學為“苦難的道路，和夢想戰鬥的道路”的現實主義作家，

一個能夠“背叛自己的出身”的革命者，在無法拿筆的年代，拿起槍絕非衝動或

狂妄。 

戰爭末期的幾年間，呂赫若為臺灣新文學留下了包含了厚重歷史內容和高度

藝術價值的作品，也從這裡，產生了他“克服黑暗”的多向度的殖民地敘事美

學。無論如何，呂赫若是以文學實現他的不朽的，如同他對 26 歲就死去的社會

主義文學者石川啄木的感懷： 

“啄木的苦難生涯呀，是藝術家必走的命運。我們也不能不覺悟。但藝術家

直到後世猶然動人心弦者還是‘美’”。（1942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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