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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希望從文學風格的角度──保爾．穆杭 (1888-1976) 留給日本文學史最大的印

象之一，再探日本新感覺派和上海新感覺派對穆杭的接受。首先，本文疏理日本文化界

如何接受和討論穆杭的文學風格，特別是穆杭作品的日文主要譯者堀口大學 (1892-1981) 

的評論。過程中，本文嘗試結合法國對此問題的研究，從而加深文學風格中意象問題的

理論層次。接著，本文以日本新感覺派的代表人物橫光利一 (1898-1947) 和上海新感覺

派的代表人物劉吶鷗 (1905-1940) 為重點，看前者如何運用「印象手法的文體」，後者

如何運用「力學的意象形式」來回應穆杭的文學風格。最後，本文希望從理論層面去討

論文學風格與現代主義之關係，從而帶出日本及上海新感覺派於文學風格上的嘗試，對

現代主義的發展有何意義。 

關鍵詞：日本新感覺派，上海新感覺派，橫光利一，劉吶鷗，保爾．穆杭，文

學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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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日本詩人及翻譯家堀口大學 (1892-1981) 1922年於《明星》雜誌上發表了法國

作家保爾．穆杭 (Paul Morand, 1888-1976) 的〈北歐之夜〉(“La Nuit Nordique”) 的

日文翻譯，雖然這篇翻譯只有原文的一半，但這半篇翻譯就揭開了日本 1920 及

1930 年代翻譯穆杭作品潮流之序幕。在這個潮流中，堀口大學擔當了極其重要的

角色，他除了「包辦」穆杭作品大部分的日文翻譯外（見本文附錄），還在穆杭的

《夜開》(Ouvert la Nuit, 1922) 譯者序中，以「感覺的邏輯」來評論穆杭的作品。

他說道： 

ポオル・モオランの文章は人を驚かせる。何故であるか？理由は至極

簡単である。それは鋭敏な感受性と観察力を持ったこの新文章家が事

物を在来の文章の中にはかつて試みられなかった新しい關係によって

結びつけるからである。在来の文章の中にあっては、事物の關係はす

べて「理性の論理」で結びつけられていたのである。然るにポオル・

モオランは「理性の論理」に代えるに「感覺の論理」を以てした。 

（保爾．穆杭的作品令人震驚。為甚麼呢？理由極其簡單。他有敏銳的

感受性和觀察力，這位新的名作家於作品中，嘗試用一種新的關係把事

物連結起來，這種方法是前人沒有嘗試過的。一般作品中，事物的關係

靠「理性的邏輯」來維繫。然而，在穆杭的作品中，「理性的邏輯」就

讓了位給「感覺的邏輯」。）1 

堀口大學認為穆杭的作品中，事物之間的關係由「感覺的邏輯」來連繫，而非「理

性的邏輯」。然後，他引用穆杭〈匈牙利之夜〉(“La Nuit Hongroise”) 其中一個意

象來說明這種「感覺的邏輯」： 

                                                 

1 日文原文見堀口大學著，安藤元雄、飯島耕一、窪田般彌、平田文也編輯，《堀口大學全集》第 8

卷（東京：小沢書店，1986），〈譯者の言葉〉，頁 220。中文翻譯由筆者譯出。筆者按：所有日

文引文中的漢字，皆盡量沿用參考書目原文中的漢字，如果引用書目沒有把日語漢字改為現代日

語漢字，本文也會跟從引文的用法。及，如果筆者沒有列出日文和法文原文的中文翻譯出處，即

表示該處翻譯由筆者譯出。下文的處理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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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の開いた口の中へ、咽喉の奧までダリヤの花が一輪とびこんだ。花

合戰。花園が空中にで浮ん消えた。 

（一枝大麗花走進我的張開的口中一直到我的咽喉。花底戰。一個花園

在空間經過。）2 

他認為這兩行半的句子，文字簡短而風格華麗，令人感到「唐突」的同時，也是敘

述者真實的觀察和直觀的感受。3 

自這個評論後，穆杭與「感覺」二字之關係變得密不可分。1920 年代的其他

評論家，如千葉龜雄  (1878-1935)、生田長江  (1882-1936)、伊藤永之介  (1903-

1959) 等，當他們提及穆杭時，也多從「感覺」的角度來評論。例如千葉龜雄在

《世紀》雜誌上發表的〈新感覺派的誕生〉一文，就把穆杭和以《文藝時代》為中

心的新進作家群，即後來的日本新感覺派，同時納入「新技巧派」、「新感覺的藝

術」。4 即使是對穆杭和日本新感覺派評價不高的生田長江，於〈寄與文壇的新時

代〉一文中，也從「感官主義」、「感覺主義」的角度來批評穆杭。5 甚至，中學

及大學階段於日本留學的劉吶鷗 (1905-1940) ──後來成為上海新感覺派的創立人

之一，當他在日本首次接受穆杭，閱讀穆杭作品的日文翻譯時，也以「新感覺」這

個詞來形容穆杭的詩歌：「晚上把モラン詩集唸完，難字多，粗而不滑，雖然現代

色很濃，可是並不深，只多了幾個新感覺的字。」6 

這些評論除了承襲堀口大學「感覺的邏輯」的觀點外，他們還進一步闡述了這

個邏輯之構成，乃是因為穆杭的文學技巧。例如，他們部分認為，穆杭喜歡使用直

                                                 

2 中文翻譯見保爾．穆杭著，戴望舒譯，《天女玉麗》（上海：上海尚志書屋，1929），〈匈牙利

之夜〉，頁 96。法文原文：“Un dahlia entra dans ma bouche ouverte jusqu’au gosier. Bataille de fleurs. 

Un jardin passait dans l’air.” Paul Morand, “La Nuit Hongroise,” in Nouvelles Complètes, t.1, édition 

présentée, établie et annotée par Michel Collomb (Paris: Gallimard-Pléiade, 1992), p. 150.  
3 堀口大學，《堀口大學全集》第 8 卷，〈譯者の言葉〉，頁 220。 
4 千葉龜雄，〈新感覺派の誕生〉，收入平野謙、小田切秀雄、山本健吉編，《現代日本文学

論争史》上卷（東京：未來社，1956），頁 194-195。 
5 生田長江批評穆杭的作品露骨，與江戶末期的色情文學相似。而且，他認為《夜開》方法上的創

新，不過是對直喻、擬人、啟發性暗示的濫用，如果讀者了解俳句的手法，《枕草紙》和西鶴故

事的表達方式，就不會覺得《夜開》的文學技巧有何值得驚嘆之處。他又認為穆杭的「感覺主

義」是一種「低級官感」，只追求頹敗的感官享受。生田長江，〈文壇の新時代に與う〉，收入

平野謙等編，《現代日本文学論争史》上卷，頁 216-220。 
6 劉吶鷗著，彭小妍、黃英哲編譯，《劉吶鷗全集：日記集（下）》（臺南：臺南縣文化局，

2001），頁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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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擬人、聯想的暗示等文學技巧，使其作品有一種「感覺主義」的質感。7 或

者，他們認為聯想法、直喻和分截法等文學技巧構成了穆杭作品中的「言語感

覺」。8 由此可見，穆杭留給日本現代文學史最大的印象，是他和日本新感覺派的

「影響─接受」關係，尤其是他那些使用了直喻、擬人法、聯想、分截法等文學技

巧而構成的「感覺的邏輯」。這個印象，與法國和英語世界對穆杭的研究角度有點

不同。雖然後者同樣關注穆杭的文學技巧，9 但他們也會討論穆杭筆下的女性形

象、10 都市書寫、11 穆杭與外國的關係、12 穆杭的現代性、13 穆杭的政治選擇

等。14 然而，因著堀口大學一開始奠定的「感覺的邏輯」的說法，和與穆杭有

「影響─接受」關係的新感覺派捲入大正文壇形式和內容之論爭的緣故，1920 年

代的日本文化界提及穆杭時，大多集中於他的文學技巧，15 間中涉及他如何批評

                                                 

7 生田長江雖然批評穆杭的作品露骨，但他同時指出穆杭喜歡使用直喻、擬人、聯想的暗示等文學

技巧，令其作品每每有「拔萃」之句，有「俳句細部的表現」。生田長江，〈文壇の新時代に與

う〉，收入平野謙等編，《現代日本文学論争史》上卷，頁 216-220。這個說法影響了其後的日本

現代文學史觀點，如臼井吉見的《大正文学史》就引用了生田長江的評論，來闡述穆杭的文學特

色。臼井吉見還以生田長江為例子，來說明與穆杭有「影響─接受」關係的日本新感覺派受到怎

樣的批評。臼井吉見，《大正文学史》（東京：筑摩書房，1963），頁 222。 
8 千葉宣一，《現代文学の比較文学的硏究：モダーニズムの史的動態》（東京：八木書店，

1978），頁 156-157。 
9 Theodore-Toulon Beck, “A Study of Style and Imagery in the Early Prose Works of Paul Morand,” Ph.D. 

Dissertation (Louisian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1961); P. Peel, “The Prose Fiction of Paul Morand,” 

Ph.D. Dissertation (Scotland: CNAA Teesside Polytechnic, 1990). 
10 Aram Tavaroli, “L’Image de la Femme dans les Nouvelles de Paul Morand,” Ph.D. Dissertation (Paris: 

Université de Paris III, Sorbonne-Nouvelle, 2001). 
11 Maria Bonou, “L’Image des Balkans dans l’Œuvre Littéraire de Paul Morand,” Ph.D. Dissertation 

(Montpellier: Université Paul Valery, Université de Montpellier III, 1992); Kim Young-Sook, “Paul 

Morand et les Portraits de Ville,” Ph.D. Dissertation (Paris: Université de Paris III, Sorbonne-Nouvelle, 

2001). 
12 Charlette Boulay, “Paul Morand et l’Espagne,” Ph.D. Dissertation (Toulouse: Université de Toulouse - Le 

Mirail, Toulouse II, 1991); C. M. H. Garnier, “Paul Morand et l’Angleterre,” MA Thesis (Cantebury: 

University of Kent, 1991); Catherine Louise Gillot, “La France au Miroir de l’Amérique dans les Années 

1920 (Morand, Duhamel),”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98). 
13 Stéphane Sarkany, Paul Morand et le Cosmopolitisme Littéraire suivi de Trois Entretiens Inédits avec 

l’Écrivain (Paris: Klincksieck, 1968); Bruno Thibault, L’Allure de Morand: Du Modernisme au 

Pétainisme (Birmingham, Ala.: Summa Publications, 1992), pp. 10-41; Catherine Douzou, Paul Morand: 

Nouvelliste (Paris: H. Champion, 2003), pp. 37-63. 
14 Bruno Thibault, L’Allure de Morand: Du Modernisme au Pétainisme, pp. 83-92.  
15 《現代日本文学論争史》中，編者收了十篇關於「新感覺派．既成文壇論爭」的文章，其中四篇

曾提及穆杭的名字。它們分別是：千葉龜雄的〈新感覺派の誕生〉、生田長江的〈文壇の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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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一戰後的都市文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道德敗壞等。16 

基於以上觀察，本文希望從文學風格的角度──穆杭留給日本文學史最大的印

象之一，再探日本新感覺派和上海新感覺派對穆杭的接受。這個再探，其實與現時

學界的研究局限有一定關係。因為雖然穆杭和日本、上海新感覺派的「影響─接

受」關係已是日本和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定調，然而，綜觀現時研究，筆者認

為尚有可以補充的地方。 

穆杭的作品由堀口大學翻譯而傳入日本，然後經由於日本留學的劉吶鷗介紹再

傳至上海。以劉吶鷗為中心的上海新感覺派，一方面從日本文化界間接受到穆杭的

影響，另一方面，他們直接閱讀穆杭作品的法文原文，甚至從原文把穆杭的作品翻

譯為中文。這個雙軌的「思想旅程」(travel of ideas) 本身是一個很有趣的文學現

象。而在 1920 年代，堀口大學用「感覺的邏輯」來理解穆杭的文學風格，其後日

本文化界多次辯論穆杭的文學形式。同時，作為上海新感覺派代表人物的劉吶鷗，

他初次在日本閱讀穆杭的作品時，是透過日本翻譯及日本新感覺派的視野來接受穆

杭的，所以他從「新感覺」這種文學風格的角度來評價穆杭的詩歌。故此，雖然已

有論者從接受的角度，援引穆杭作品的法文原文及法國本土對穆杭的研究，再把三

者：穆杭、日本新感覺派、上海新感覺派，放在一起研究，17 但是迄今未見論者

                                                 

に與う〉和〈序にもう少し新しく〉、伊藤永之介的〈生田長江氏に酬ゆその他（抄）〉。〈新

感覺派の誕生〉認為穆杭的「新感覺藝術」，在法國甚至在日本也有不少「禮讚者」，而千葉推

測，國際上對穆杭的新感覺藝術的禮讚者越來越多，這對日本新感覺派的誕生肯定有某種啟發作

用。千葉龜雄，〈新感覺派の誕生〉，收入平野謙等編，《現代日本文学論争史》上卷，頁 193-

196；生田長江的兩篇文章則對穆杭的文學技巧是否創新，新感覺派和穆杭所代表的感覺派能否開

拓文壇的新時代表示懷疑。生田長江，〈文壇の新時代に與ふ〉、〈序にもう少し新しく〉，收

入平野謙等編，《現代日本文学論争史》上卷，頁 214-222、231-238；伊藤永之介主要回應生田

長江對新感覺派和穆杭的批評，他不認同後者把穆杭的感覺描寫歸為「低級官感」、「非藝術的

劣等感覺」。伊藤永之介，〈生田長江氏に酬ゆその他（抄）〉，收入平野謙等編，《現代日本文

学論争史》上卷，頁 239-240。 
16 中村還一的〈新感覚派及びモオランの『夜ひらく』に就て〉詳細地分析了新感覺派的論爭過程

和重點，包括穆杭如何批判歐洲一戰後的都市文明和資本主義下的道德敗壞。中村還一，〈新感

覚派及びモオランの『夜ひらく』に就て〉，收入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会編，《横光利一と新

感覚派》（東京：有精堂，1980），頁 227-238。 
17 在新感覺派的研究中，論者一般會提及穆杭、日本新感覺派和上海新感覺派的關係，英文材料如

Leo Ou-fan Lee（李歐梵）,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

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Shih Shu-mei（史書美）,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中文材料如彭小妍，《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一九三○年代上海、東京及巴黎的浪

蕩子、漫遊者與譯者》（臺北：聯經出版，2012），頁 53-176；陳碩文，《上海三十年代都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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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感覺的邏輯」的概念切入這個議題。如果我們能夠從「感覺的邏輯」的概念和

穆杭初次傳入日本時的語境出發，再檢視日本新感覺派和上海新感覺派對穆杭的接

受，我們或許可以更理解兩個流派在文學風格上的嘗試。 

針對此項不足，本文希望以再探為主題，先疏理日本文化界如何接受、討論穆

杭的文學風格，特別是堀口大學的評論。過程中，本文嘗試結合法國對此問題的研

究，從而加深文學風格中意象問題的理論層次。接著，本文以日本新感覺派的代表

人物橫光利一 (1898-1947) 和上海新感覺派的代表人物劉吶鷗為重點，看前者如何

運用「印象手法的文體」，18 後者如何運用「力學的意象形式」19 去回應穆杭的

文學風格。最後，本文希望從理論層面去討論文學風格與現代主義之關係，從而帶

出日本及上海新感覺派在文學風格上的嘗試，對現代主義的發展有何意義。 

二、日本對穆杭文學風格之接受 

就如本文開始所言，堀口大學於《夜開》譯者序中，首先以「感覺的邏輯」為

穆杭的文學風格定下基調。當中，他提出了兩個重點。第一，他引用穆杭〈匈牙利

之夜〉中大麗花的花香彌漫著公園：「一枝大麗花走進我的張開的口中一直到我的

咽喉。花底戰。一個花園在空間經過」，20 這個用視覺去表達嗅覺的意象，來指

                                                 

藝中的巴黎情調 (1927-193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文學

敘事中的巴黎情調與都會文化〉，頁 204-219；日文材料如李征，《日本と中国の新感覚派文学運

動に関する比較文学的研究 1920-1940》（筑波：筑波大学文芸．言語研究科文学博士論文，

1998）；錢曉波，《日本と中国の新感覚派文学に関する比較研究：ポール．モーラン、横光利

一、劉吶鷗、穆時英を中心に》（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3）。當中彭小妍和陳碩文嘗

試引用穆杭的法文原文，來分析穆杭和劉吶鷗與上海新感覺派的關係。彭小妍一書的第一章和第

二章，把劉吶鷗定義為浪蕩子，然後從浪蕩子美學的概念，探討上海及日本新感覺派作家的關

連，及與穆杭之淵源。而陳碩文則用較多筆墨，分析劉吶鷗如何在遣詞造句、小說情節和人物塑

造等方面受穆杭影響。 
18 「印象手法的文體」出自日本學者伊藤整為《横光利一集》寫的〈解說〉，他認為橫光利一〈頭

與腹〉的第一句：「白天。特別快車滿載著乘客全速奔馳。沿線的小站像一塊塊石頭被抹殺了」，

帶有穆杭「飛躍的印象手法的文體」（飛躍的な印象手法の文體）的特徵。關於這點，下文會有

詳細討論。 
19 「力學的意象形式」出自渡辺和雄〈「新感覚派論」：世界認識の転換〉一文，渡辺引用橫光利

一的言論──物象運動與文學運動的融合（物象の運動と文学の運動の融合を），認為新感覺派

作品的文字就是力動的表現（力動的な表現とは）和力學的表現（力学的表現）。本文借用了渡

辺和雄的術語來分析劉吶鷗的文學風格。關於這點，下文會有詳細討論。 
20 保爾．穆杭，《天女玉麗》，〈匈牙利之夜〉，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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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穆杭的意象就是要令人感到「唐突」。唐突的意思是令人感到震驚，但令人震驚

的同時，這個意象卻是敘述者真實的觀察和直觀的感受。布魯諾．蒂博 (Bruno 

Thibault) 在《穆杭的氣質：從現代主義到貝當主義》(L’Allure de Morand: Du 

Modernisme au Pétainisme) 中也有類似的說法。他認為穆杭的意象經常不能用邏輯

或常理去分析，它們不是為了美感、格調或為了展現常識，它們更多是為了讓讀者

感到震驚，就如堀口所說的令人感到「唐突」一樣。例如《夜閉》(Fermé la Nuit, 

1923) 的〈波托菲諾庫爾娒之夜〉(“La Nuit de Portofino Kulm”) 裡，敘述者在義大

利里維耶拉的一個小村莊散步時，看到窄長的天空在房子之間「延伸」(s’allonger) 

著，從煙囪噴出來的樹木狀的煙「框著」(encadrer) 天空，然後太陽「擊打」

(frapper) 一個玻璃窗，再「摔倒」(s’abattre) 在詩人的鐵床前。21 整段擬人法的描

述皆建基於一個視覺性的、直觀印象的邏輯，而作者向讀者展現的，是一系列「真

實的假象」和「視覺與顏色的幻覺」。22 除〈波托菲諾庫爾娒之夜〉這段文字

外，於〈六日競走之夜〉(“La Nuit des Six-Jours”) 中，那些令人震驚的句子也比比

皆是，如「水在橋的軛下折疊著」、23「細長的笛聲切斷了長天」、24「一個十噸

的沉默降了下來」25 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意象對故事的整體結構沒有重大

的意義，換言之，它們並沒有幫助推動情節發展。反之，由於這些意象的數目眾多

──就如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1922) 批評的那樣，26 它們反而打斷了故

事原本流暢的敘述節奏，強逼讀者停下來，和敘述者一同觀察這些文學的幻覺。 

總括來說，這些意象之所以令人震驚，首先是因為它們新穎，甚至怪誕。它們

不按常理來描述世界，不追求智性地複製感知，甚至不追求「真」──用波特萊爾 

                                                 

21 法文原文：“Je voyais s’allonger entre les maisons un ciel étroit, qu’encadraient des fumées arborescentes 

qui poussaient hors de ces cheminées vénitiennes pareilles à des pots de fleurs. Le soleil frappait une vitre 

en face et, décontenancé par ce premier choc, venait par ricochet s’abattre sur le lit de fer du poète.” Paul 

Morand, “La Nuit de Portofino Kulm,” in Nouvelles Complètes, t.1, p. 206. 
22 Bruno Thibault, L’Allure de Morand: Du Modernisme au Pétainisme, p. 21. 
23 法文原文：“L’eau plie sous le joug Du pont.” Paul Morand, “La Nuit des Six-Jours,” in Nouvelles 

Complètes, t.1, p. 139. 中文翻譯見：保爾．穆杭，《天女玉麗》，〈六日競走之夜〉，頁 58。 
24 法文原文：“Des sifflets effilés coupèrent le ciel.” Paul Morand, “La Nuit des Six-Jours,” in Nouvelles 

Complètes, t.1, p. 139. 中文翻譯見：保爾．穆杭，《天女玉麗》，〈六日競走之夜〉，頁 59。 
25 法文原文：“Un silence de dix tonnes tombait.” Paul Morand, “La Nuit des Six-Jours,” in Nouvelles 

Complètes, t.1, p. 143. 中文翻譯見：保爾．穆杭，《天女玉麗》，〈六日競走之夜〉，頁 66。 
26 法文原文：“Le seul reproche que je serais tenté d’adresser à Morand, c’est qu’il a quelquefois des images 

autres que des images inévitables. Or, tous les à-peu-près d’images ne comptent pas.” Marcel Proust, 

“Préface de Tendres Stocks,” in Paul Morand, Nouvelles Complètes, t.1,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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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 的用語，這些都是資產階級的品味。27 這些意象向

讀者展示的是一系列「真實的假象」和「視覺與顏色的幻覺」，所以它們其實介乎

真與假之間──既不是傳統文學眼中的「真實」，也不完全是虛幻的假象。那它們

是甚麼呢？它們是世界的另一個面向，是敘述者把他第一眼看到的，未被理性馴服

的畫面描畫出來的影像。所以確切來說，它們是敘述者用直觀的角度來觀看世界時

所呈現出來的畫面。 

這些意象令人震驚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它們數目龐大。在穆杭早期的作品

裡，人物和場景的描述幾乎全部由意象構成，如〈羅馬之夜〉(“La Nuit Romaine”) 

中，對女主角伊薩培爾和她的母親的形容，就大部分由意象構成： 

Elle avait une tête minuscule…Dès les épaules, elle se divisait instantanément en 

deux jambes maigres et pointues en forme de compas, s’avançant en piquant 

les pavés. Elle portait à la cheville droite un pesant anneau de favorite 

toucouleur en cuivre sculpté qui la faisait boiter. 

（她〔按：女主角伊薩培爾〕有一個極小的頭……從肩膀起，她就立刻

分為兩條又瘦又尖的腿，就像圓規一樣，走起路來儘向鋪石上刺。在她

右腳踝上帶著一個嬖人性的很重的閃色雕銅環，這又使她跛了腳。）28 

C’était une petite femme excessivement conservée par le lait de concombres et 

l’égoïsme, les rides du visage nouées derrière l’oreille, la poitrine ensemencée 

d’un rang de fausses perles…. 

（這是一個過分地被胡瓜水和唯我主義所保養著的矮小婦人〔按：女主

角的母親〕，臉上的皺紋在耳朵後面連成一氣，胸前種植著一串人造

珠……。）29 

從引文可見，對伊薩培爾和她的母親的形容，除了「一個極小的頭」和「矮小婦

                                                 

27 Charles Baudelaire, Curiosités Esthétiques (Paris: M. Levy, 1868), pp. 257-258. 
28 法文原文見 Paul Morand, “La Nuit Romaine,” in Nouvelles Complètes, t.1, p. 129. 中文翻譯見：保

爾．穆朗著，戴望舒譯，〈羅馬之夜〉，收入戴望舒選譯，《法蘭西現代短篇集》（上海：天馬

書店，1934），頁 64。 
29 法文原文見 Paul Morand, “La Nuit Romaine,” in Nouvelles Complètes, t.1, p. 126. 中文翻譯見：保

爾．穆朗，〈羅馬之夜〉，頁 57。筆者按：「胸前種植著一串人造珠」這句，戴望舒的譯文譯為

「胸前掛著一串人造珠」，但筆者認為戴望舒的譯文取消了原文的擬人效果。所以正文所引譯文

中，筆者對戴之譯文有所修改。這個問題，筆者將在下文有詳細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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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這兩句陳述句外，其他的形容皆是用了明喻、暗示和擬人手法的意象，如「像

圓規一樣的腿」、「臉上的皺紋在耳朵後面連成一氣」、「胸前種植著一串人造

珠」等。這些描述在作品裡佔了很大的比重，反之，故事情節就顯得相對簡單，基

本上都是男性敘述者在不同的國度遇上不同的異域女子。因此，這些由意象構成的

描述，在敘述者與被敘述對象之間製造了一份張力。為甚麼呢？因為在敘述者描述

故事的過程中，綿密的意象持續地噴發著，直線的敘述節奏被打斷，情節不斷延

後。甚至到了最後，敘述者一般透過理性地敘述情節這個舉措來建立的敘述權威也

被延後。敘述者與被敘述對象之間，敘述 (narration) 與描述 (description) 之間，

互相角力，以致小說留給讀者最大的印象，是一個由一串串令人迷惑而震驚的意象

所構成的場景。讀者此時或者會陷入一個兩難的局面：那些難以用理性邏輯去解釋

的意象，卻是敘述者最真實、最直觀的觀察。那麼，讀者需要的或許不是理性的邏

輯，而是另外一種邏輯──「感覺的邏輯」。 

堀口大學除了認為穆杭的意象令人感到「唐突」外，他還提出穆杭用「感覺的

邏輯」把事物連接起來，令句子的前半部分和後半部分產生微妙的關係。這樣的文

學風格或許令讀者感到疲勞，感到難以理解。但他認為，這不是作者的問題，而是

讀者需要一種新的閱讀契約，需要敏捷而銳利的觀察力，才能體會作者的細緻描

寫。30 從上文所引的〈匈牙利之夜〉、〈羅馬之夜〉、〈六日競走之夜〉和〈波

托菲諾庫爾娒之夜〉等例子來看，穆杭的確在兩個物件，即兩個符號之間製造了一

種微妙的關係。如例子中提及的物件：大麗花和咽喉、花園和空氣、31 太陽和玻

璃窗、陽光和詩人的鐵床、笛聲和長天等，它們在比喻系統中其實並沒有特別緊密

的關係。然而，穆杭用一個充滿力量的動詞，硬把兩組關係並不緊密的符號連在一

起，構成「大麗花走進咽喉」、「花園在空氣經過」、「太陽擊打玻璃窗」、「陽

光摔倒詩人的床前」、「笛聲切斷長天」等意象。於是，動詞前後的兩個物件或符

號就產生了一種微妙的關係。 

此等作法，有點像超現實主義 (le surréalisme) 要求重審舊有的比喻系統，重

審陳舊的符號關係的意念一樣。超現實主義者安德烈．布烈頓  (André Breton, 

1896-1966) 在《超現實主義宣言》(Manifestes du Surréalisme) 中，引用皮埃爾．勒

偉迪 (Pierre Reverdy, 1889-1960) 的句子，說假如兩組現實 (la réalité) 的關係越

遠，意象的力量就越大。所以他提倡寫詩時，把兩組異質的、關係甚遠的名詞並置

                                                 

30 堀口大學，《堀口大學全集》第 8 卷，〈譯者の言葉〉，頁 220。 
31 戴望舒的中文翻譯把法文 l’air這個字譯成空間，其實譯成空氣更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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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使之產生一種語言磨擦的效果。32 從這個角度來看，超現實主義詩歌中的

意象，不是為了再現世界，它的目的甚至是為了廢除意象的指涉功能，從而激發語

言的可能性和讀者的想像力。穆杭初入法國文壇時，雖然也曾受過前衛藝術風潮所

影響，但他想做的不完全是這種嘗試，因為他句子中所用的兩組名詞，不是完全沒

有關係的兩組符號，例如「大麗花走進咽喉」和「花園在空氣經過」這兩個意象，

使用的是嗅覺和視覺的通感效果。所以，穆杭想做的，或許是如布魯諾．蒂博所

言，把意象推向矛盾的極致，33「一個十噸的沉默降了下來」就是明顯的例子。又

或者，他想做的是如堀口所言，「嘗試用一種新的關係把事物連結起來」。 

堀口除了在譯者序中提出這兩個觀點外，他在翻譯穆杭作品時，也使用其譯者

的「春秋筆法」，令穆杭作品中的比喻和意象更突出、更風格化。例如，他會在某

些意象和比喻中多加了一些原文沒有的描寫，從而使這些意象和比喻更「令人震

驚」。以〈羅馬之夜〉中女主角母親的形象為例： 

[La femme] les rides du visage nouées derrière l’oreille, la poitrine ensemencée 

d’un rang de fausses perles....34 

かの女は 顔の皺を片づけて 皆あっめて 耳の後で 結んで置いた。か

の女の胸には人造真珠の首環の一列が蒔いたやうに散らばってゐた。35 

〔婦人〕臉上的皺紋在耳朵後面連成一氣，胸前掛一串人造珠……。36 

法文原文中，女主角母親胸前「種植著」(ensemencer) 一串人造珍珠。戴望舒的中

文翻譯用意譯的方式，取消了「種植」的擬人效果，簡單地譯成「胸前掛一串人造

珠」。但日文翻譯就譯成珍珠「像種植似的散落」（蒔いたやうに散らばってゐ

た），換言之，譯者把「種植」這個擬人法變成比喻，並多加了散落這個動詞來加

強人造珍珠點綴胸前的視覺效果。又例如〈六日競走之夜〉描述選手們競爭激烈的

情況這個例子： 

                                                 

32 André Breton, Manifestes du Surréalisme (Paris: Folio, 1985), p. 31. 
33 Bruno Thibault, L’Allure de Morand: Du Modernisme au Pétainisme, p. 24. 
34 Paul Morand, “La Nuit Romaine,” in Nouvelles Complètes, t.1, p. 126. 
35 堀口大學，《堀口大學全集》第 8 卷，〈羅馬の夜〉，頁 270。 
36 保爾．穆朗，〈羅馬之夜〉，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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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l’emballage, ils s’abattirent sur la prime comme des carpes sur un quignon.37  

決勝線に近づくと競争者は麩のまはりに集まる鯉のやうにかたまって

互に先を爭って雪崩れこんだ。38 

在終點，〔選手〕像鯉魚撲到麵包片上去一樣地……撲到那優獎上去。39 

法文原文中，敘述者把選手們衝線之前，猛撲向勝利的表現形容成像鯉魚們撲向一

塊麵包似的。中文翻譯算是忠於原著，但譯者戴望舒把「猛撲」(s’abattre) 這個動

詞簡單地譯成「撲到」，這個選字不能說是錯，但它卻減弱了選手之間那種競爭的

氣氛。相反，日本譯者堀口再一次多加了自己的描述，使整個意象的比喻效果更突

出。他首先把鯉魚們譯成「聚集的鯉魚」（集まる鯉），然後多加了「互相爭先恐

後」（互に先を）這個詞語來形容猛撲的動作。 

由「胸前種植著人造珍珠」，變成「人造珍珠種植似的散落於胸前」；由「選

手們像鯉魚們猛撲向一塊麵包似的」，變成「選手們像聚集的鯉魚，爭先恐後地猛

撲向一塊麵包似的」，這兩個「不忠實」的翻譯均顯示出，堀口為了令穆杭意象和

比喻的視覺效果更突出，更有「感覺的邏輯」，他便在原文上多加了一些描述。而

這兩個例子並不是孤例，於堀口的翻譯中，為了突出穆杭的文學風格而多加描述的

情況，比比皆是。40 

堀口對穆杭的評價，是日本文化界如何接受穆杭的文學風格的主要討論材料，

因為堀口是穆杭作品的主要翻譯者。而且，堀口翻譯穆杭的《夜開》前，曾在巴黎

與穆杭會面，穆杭還因而為日譯本寫了一個特別的序。其後，堀口在日本參加關於

海外文學的座談會時，多次被問及關於穆杭的問題，41 儼然一個穆杭在日本的代

言人。以上幾點，令堀口在這方面樹立了一定的權威。事實上，自他的評論後，無

論是穆杭的「禮讚者」──日本新感覺派，或批評穆杭的人，如生田長江，都不能

                                                 

37 Paul Morand, “La Nuit des Six-Jours,” in Nouvelles Complètes, t.1, p. 140. 
38 堀口大學，《堀口大學全集》第 8 卷，〈六日競走の夜〉，頁 285。 
39 保爾．穆杭，《天女玉麗》，〈六日競走之夜〉，頁 61。 
40 關於堀口大學對穆杭的翻譯，比較詳細的討論請參見 Choi-kit Sabrina Yeung, “La Comparaison des 

Traductions Japonaise et Chinoise de Paul Morand pendant les Années 1920 et 1930,” Meta: Journal des 

Traducteurs/ Meta:Translators’ Journal, 61.2 (2016), pp. 369-395. 
41 1932 年 8 月號的《新潮》雜誌召開了一個「關於日本文學和海外文學的交流」座談會。座談會

上，被邀請的嘉賓都是 1920 年代有名的文評家，如千葉龜雄、木村毅、米川正夫、飯島正、中村

武羅夫、堀口大學等。座談會中，堀口多次被問及關於穆杭的問題，如穆杭與現代主義的關係，

穆杭對日本文學的影響等。請參考千葉宣一著，葉渭渠編選，唐月梅等譯，《日本現代主義的比

較文學硏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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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過「感覺的邏輯」的觀點。 

生田長江在〈寄與文壇的新時代〉一文中，先引錄《夜開》的幾句句子，如

〈羅馬之夜〉中「〔狗〕伸出一條青色的舌子，像喫過了桑子或是自來水筆一

樣」，42 然後說：「《夜開》的作者很喜歡使用直喻、擬人、聯想的暗示。詩、

詩劇、散文詩的作品都使用差不多的技巧……。」43 他認為穆杭在《夜開》中使

用了多種文學技巧來構成一些「拔粹」的句子，這些句子有詩的特質，有俳句般的

「細部的表現」。但他同時認為，這些句子對小說的整體布局只起了點綴作用，當

中的感覺主義也只是「生硬的、卑劣的，乃至頹敗的感覺主義」，44 所以不能肩

負起開拓文壇新時代的責任。生田對穆杭句子的看法與法國的穆杭研究專家凱瑟

琳．都蘇 (Catherine Douzou) 於《穆杭：小說家》(Paul Morand: Nouvelliste) 中的

說法相似，後者也說過穆杭的文字至今仍為讀者留下一個散文詩的印象。而且，她

認為穆杭作品中使用的技巧，如省略法、名詞並置、個人習慣語、大量不尋常的比

喻等，讀者需要高度專注才能理解。45 這一點，其實又回到堀口所提出的，讀者

在看穆杭作品時需要一份新的閱讀契約的觀點上。 

總括來說，堀口大學以「感覺的邏輯」為日本文化界如何接受穆杭的文學風格

定下基調，而所謂「感覺的邏輯」有兩個重點：其一，穆杭的意象是為了令人感到

震驚，但令人震驚的同時，這些意象也是敘述者真實的觀察和直觀的感受；其二，

穆杭用「感覺的邏輯」把事物連接起來，令句子的前半部分和後半部分產生微妙的

關係。另一方面，對穆杭評價不高的生田長江則認為穆杭某些句子有詩的特質，但

對小說的整體布局作用不大。筆者在下文，將以日本新感覺派的代表人物橫光利

一，和上海新感覺派的代表人物劉吶鷗為中心，看兩者如何在自己的小說上，用

「印象手法的文體」和「力學的意象形式」來回應穆杭的文學風格，從而見出兩者

在文學風格上的新嘗試。 

                                                 

42 中文翻譯見保爾．穆朗，〈羅馬之夜〉，頁 57。法文原文：“Un chien les accabla d’aboiements puis 

revint, tendant une langue bleue, d’avoir mangé des mûres ou des stylographes.” Paul Morand, “La Nuit 

Romaine,” in Nouvelles Complètes, t.1, p. 126. 日文譯本：「桑の實か萬年筆を食べたような真蒼な

舌をだらりと垂れて。」引自生田長江，〈文壇の新時代に與う〉，收入平野謙等編，《現代日

本文学論争史》上卷，頁 218。 
43 日文原文：「『夜ひらく』の作者は甚だ好んで直喻や、擬人や、聯想的暗示を用いてゐる。詩

や、詩劇や、散文詩的作品の於て、さうした技巧の大に用ゐられるといふのは……。」生田長

江，〈文壇の新時代に與う〉，收入平野謙等編，《現代日本文学論争史》上卷，頁 218。 
44 同前引，頁 218-220。 
45 Catherine Douzou, Paul Morand: Nouvelliste,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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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象手法的文體」──橫光對穆杭文學風格的接受與回應 

作為日本新感覺派的代表人物，橫光利一對穆杭的接受程度現時尚有爭議之

處。為《橫光利一集》寫〈解說〉的伊藤整 (1905-1969) 認為，穆杭的《夜開》對

《文藝時代》的年輕作家群，即日本新感覺派的成員，有重大影響，而橫光〈頭與

腹〉的名句「沿線的小站像一塊塊石頭被抹殺了」明顯帶有穆杭作品的特徵。46 

伊藤整較橫光利一晚出生七年，他們可以算是同代人。但當日本學界 1980 年代開

始重構 1920 年代的現代主義思潮時，其中一名學者千葉宣一則認為，從橫光的

《太陽》、《碑文》、《敵人》等早期作品來看，橫光的作品早在《夜開》被介紹

到日本之前，已具有某些新感覺的元素。不過，穆杭作品的文學技巧，對橫光新感

覺時代文體之確立，的確起著催化劑的作用。47 大村梓也指出，新感覺派的機關

雜誌《文藝時代》一開始並沒有關於穆杭的介紹，但自從為新感覺派命名的千葉龜

雄指新感覺派成員的作品和穆杭的《夜開》有相似之處後，第六期的《文藝時代》

就開始提及穆杭的名字，而比較認真地分析穆杭的作品則在《文藝時代》的第九

期。48 言下之意，穆杭與新感覺派一開始的成立並沒有很直接的關係。那麼，橫

光與穆杭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呢？如果如千葉宣一所言，穆杭對橫光的影響，在於

刺激橫光，幫助他確立新感覺的風格，那橫光到底在哪些方面、在哪種程度上，對

穆杭的文學風格有所接受呢？我們嘗試以橫光幾篇新感覺風格確立時期的小說，49 

同時也是穆杭《夜開》出版後的作品，如〈頭與腹〉(1924)、〈拿破崙與疥癬〉

(1926)、〈朦朧的風〉(1927)，〈七樓的運動〉(1927) 和《上海》(1928) 為例，來
                                                 

46 伊藤整，〈解說〉，收入横光利一，《横光利一集》（東京：筑摩書房，1966），頁 427。中文翻

譯見橫光利一著，唐月梅譯，〈頭與腹〉，收入楊曉禹等編，《日本新感覺派作品選》（北京：

作家出版社，1988），頁 61。 
47 千葉宣一，《日本現代主義的比較文學硏究》，頁 144-145。 
48 Omura Azusa, “The Paradox of Modernism: Paul Morand and the Literature of Japanese Modernism,” 

Ph.D. Dissertation (Tokyo: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1), pp. 106-108. 
49 一般認為，《文藝時代》於大正十三年 (1924) 之創辦象徵著橫光利一新感覺時期的開始，而昭和

三年 (1928) 新感覺風格集大成之作《上海》之出版，就象徵著橫光從新感覺時期走向新心理主義

時期。所以，從 1924 年至 1928 年間的作品，論者一般認為是橫光新感覺時期的作品。當中包括

〈頭ならびに腹〉、〈静かなる羅列〉、〈花園の思想〉、〈盲腸〉、〈七階の運動〉、〈ナポ

レオンと田虫〉、《上海》等等。由於篇幅關係，本文就集中討論三篇曾被譯成中文的短篇小說

〈頭ならびに腹〉、〈ナポレオンと田虫〉、〈七階の運動〉，一篇還沒有被翻譯成中文的短篇

小說〈朦朧とした風〉，和長篇小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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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這些問題。 

(一)視覺的幻覺和直觀的感受 

〈頭與腹〉開首的句子「白天。特別快車滿載著乘客全速奔馳。沿線的小站像

一塊塊石頭被抹殺了」，50 被視為新感覺派的經典語言。伊藤整認為這個句子帶

有穆杭「飛躍的印象手法的文體」的特徵。51 所謂「印象手法的文體」，其實就

是堀口所言，敘述者把自己的真實感受和直觀印象紀錄下來的特徵。如穆杭〈六日

競走之夜〉中「水在橋的軛下折疊著」這個意象，折疊的其實不是水，而是承載水

的河道彎曲了，以致於有一種河水流動時是折疊著的錯覺。而敘述者就把河水折疊

這個第一印象直接記錄下來。〈頭與腹〉「沿線的小站像石頭一樣被抹殺了」的例

子中，橫光也用了明喻和「抹殺」這個動詞，把敘述者看到列車快速經過小站時的

印象和列車的速度表達出來。所以新感覺派重要成員片岡鐵兵 (1894-1944) 就認

為，橫光把特快列車、小站和作者自身的感覺，用「抹殺」一詞結合起來，令蘊含

在物質中的、作者的生命體驗和感覺，直接展現出來。52 

除了開首的句子外，橫光於〈頭與腹〉中也有其他句子用了類似的寫作手法。

例如，當列車因事故停下來時，車上的乘客紛紛站起來，離開座位去探問情況。橫

光就用借代法，用「無數的人頭，亂了位置，出來動搖」53 來表現車廂內的混亂

情況。當列車被逼停下來後，橫光把鏡頭拉遠一點，描述「一個不知名的簡陋的車

站孤零零地橫在原野上」。54 車站「橫在」原野上這個擬人法，與沿線小站被

「抹殺」有異曲同功之妙，兩者皆是用一個突兀的動詞來表達敘述者看到某個景象

時的直觀感受。因此，難怪 1920 年代的某些文學評論家，如千葉龜雄和伊藤整，

                                                 

50 日文原文：「真晝である。特別急行列車は滿員のまま全速力で馳けてゐた。沿線の小驛は石の

やうに默殺された。」横光利一，《定本横光利一全集》第 1 卷（東京：河出書房新社，

1981），頁 396。中文翻譯見橫光利一，〈頭與腹〉，收入楊曉禹等編，《日本新感覺派作品

選》，頁 61。 
51 伊藤整，〈解說〉，收入横光利一，《横光利一集》，頁 427。 
52 片岡鐵兵，〈若き読者に訴ふ〉，收入平野謙等編，《現代日本文学論争史》上卷，頁 199。 
53 日文原文：「無数の頭が位置を乱して動搖めき出した。」横光利一，《定本横光利一全集》第 1

卷，頁 398。唐月梅把這句翻譯成「無數的人頭鑽來穿去」，意思是對的，但筆者認為要把這句直

譯出來，才可以見到橫光的印象手法，所以此句由筆者譯出。唐月梅的翻譯，見橫光利一，〈頭

與腹〉，收入楊曉禹等編，《日本新感覺派作品選》，頁 62。 
54 日文原文：「野の中に名も知れぬ寒駅がぼんやりと横たはつてゐた。」横光利一，《定本横光

利一全集》第 1 卷，頁 398。中文翻譯見橫光利一，〈頭與腹〉，收入楊曉禹等編，《日本新感覺

派作品選》，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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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認為橫光的句子與穆杭的有相似之處。相似之處在於，敘述者描述物件時，被描

述的物件已直接地呈現出敘述者的直觀感受。就如上文所引的穆杭的其中一個意象

──「陽光摔倒在詩人的鐵床前」，敘述者不是用一系列的形容詞來形容陽光的熾

熱，而是用「摔倒」這個動詞來承載敘述者對陽光熾熱程度的印象，最後化輕為

重，變成「陽光摔倒在詩人的鐵床前」這個意象。又例如「一個十噸的沉默降了下

來」一句，敘述者用十噸這個數詞和降了下來 (tomber) 這個動詞來形容沉默的彌

漫，然後達至一個化虛為實的效果。 

〈頭與腹〉採用「印象手法」的例子比較零散，橫光兩年後的作品──〈拿破

崙與疥癬〉，其「印象手法」的運用就更明顯。和〈頭與腹〉一樣，〈拿破崙與疥

癬〉同樣在開首第一段便以印象手法的文體來吸引讀者的注意： 

ナポレオン・ボナパルトの腹は、チュイレリーの觀台の上で、折から

の虹と對戰するかのように張り合っていた。その剛壯な腹の頂点では、

コルシカ産の瑪瑙のブタンが巴里の半景を歪ませながな、幽かに妃の

指紋のために曇っていた。 

（拿破崙．波拿巴的肚皮，在秋列里的觀覽台上，像和目前起著的虹相

對抗的一樣，突出著。在那豪壯的肚腹的頂點上，珂爾西加產的瑪瑙扣

子歪捌著巴黎的半景，幽微地為后妃的指紋所模糊著。）55 

敘述者先取了一個特定的視角，然後從這個視角看出去，他看到的是拿破崙的肚皮

與天空的彩虹「對抗」（對戰する）著，他再仔細一點看，看到拿破崙衣服上扣子

的弧度，扭曲、歪捌了（歪む）巴黎的風景，而風景也被扣子上的人物指紋模糊了

（曇る）。雖然拿破崙是故事的主角，但敘述者在此段描述取消了主角和背景的層

級關係，背景不再單純地為主角服務。作者反而把主角釘在一個背景上，然後再現

了主角與背景貼在同一個畫面時所造成的視覺印象。這些印象──「肚皮和弓起的

彩虹對抗著」、「扣子歪捌了巴黎的半景」、「風景被指紋模糊了」，就如同穆杭

的意象一樣，是一系列「視覺上的幻覺」。 

同樣的手法繼續出現在這篇小說和其他小說，如〈朦朧的風〉和〈七樓的運

動〉之中。例如： 

                                                 

55 日文原文見横光利一，《定本横光利一全集》第 2 卷，頁 208。中文翻譯見橫光利一著，高汝鴻

譯，〈拿破崙與疥癬〉，收入楊曉禹等編，《日本新感覺派作品選》，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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ナポレオンの唇は、間もなくセン・クルウの白い街道の遠景の上で、

皮肉な線を描き出した。 

（拿破崙的嘴唇瞬即在聖克魯的白色的街道之遠景上呈出了俏皮的輪

廓。）56 

ナポレオンの寝室では、寒水石の寝台が、ポルシャの鹿を浮かべた緋

緞帳に囲まれて彼の寝顔を捧げていた。 

（在拿破崙的寢室中，寒水石的寢台被波斯的鹿花緋色緞帳垂罩著，捧

著了拿破崙的睡容。）57 

セメント製アパートメント。 丘と丘とを塡充した義齒。ここは屋根だ

けがいつも平面の特權を受けてゐる。部屋と云ふ部屋は、いかに日光

が平等の影を與へるかと云ふことについて、説明してゐるやうなもの

である。 

（水泥建造的公寓。填充山與山之間的假牙。在這裡只有屋頂總是接受

平面的特權。所謂的房間，就是對光線如何將影子公平分配所進行的說

明。）58 

今日は昨日の続きである。エレベーターは吐瀉を続けた。 

（今天是昨天的連續。電梯繼續著它的吐瀉。）59 

人波は財布とナイフの中を奧へ奧へと流れて行く。 

（人波一重重地流向錢袋和刀子的裡面去。）60 

久慈は進行して来る紙幣の群れを摑みながら。 

（久慈捉著一群群進行過來的鈔票。）61 

從這些例子，我們或看到橫光把視覺的幻覺描述出來，如「拿破崙的嘴唇在街

道遠景上呈現出輪廓」、「緋色緞帳捧著拿破崙的睡容」，或把敘述者對物件的直

                                                 

56 日文原文見横光利一，《定本横光利一全集》第 2 卷，頁 209。中文翻譯見橫光利一，〈拿破崙與

疥癬〉，收入楊曉禹等編，《日本新感覺派作品選》，頁 184。 
57 日文原文見横光利一，《定本横光利一全集》第 2 卷，頁 215。中文翻譯見橫光利一，〈拿破崙與

疥癬〉，收入楊曉禹等編，《日本新感覺派作品選》，頁 189。 
58 日文原文見横光利一，《定本横光利一全集》第 2 卷，頁 421。此段翻譯由筆者譯出。 
59 日文原文見横光利一，《定本横光利一全集》第 2 卷，頁 447。中文翻譯見橫光利一著，劉吶鷗

譯，〈七樓的運動〉，收入劉吶鷗，《劉吶鷗小說全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頁 145。 
60 同前引。 
61 同前引。 



文學風格的回應──保爾．穆杭、橫光利一和劉吶鷗 

 
133

觀感受表達出來，「電梯繼續著它的吐瀉」、「久慈捉著一群群進行過來的鈔

票」。在〈朦朧的風〉中，敘述者甚至用一連串的象徵、比喻、暗示、陌生化等技

巧，去構成一組風景線式的景物描寫，如他先把公寓比喻成填充山與山之間的假

牙，再形容屋頂的平面是一種特權，然後重新定義房間──光線對影子的分配。這

三組意象並列一起，構成了橫光跳躍式的印象手法的文體。 

(二)漢字部件的表意功能與視覺印象 

在橫光的短篇小說中，這些採用了印象手法的意象，往往集中在文章最開首部

分，如上文提及的〈頭與腹〉、〈拿破崙與疥癬〉和〈七樓的運動〉的開頭。連新

感覺派的集大成之作《上海》，其開首也嘗試運用漢字獨有的結構──偏旁，來組

成一組與水相關的意象： 

満潮になると河は膨れて逆流した。火を消して蝟集しているモーター

ボートの首の波。舵の並列。抛り出された揚げ荷の山。……突堤に積

み上げられた樽の上で、苦力達が湿って来た。鈍重な波のまにまに、

破れた黒い帆が、傾いてぎしぎし動き出した。 

（滿潮時分，江水隆起，澎湃著，既而逆流。熄火之後猬集的摩托小艇

的頸項的波浪。舵並立的行列。被船拋出來的貨物的小山。……在防波

堤上堆積的酒桶上，苦力們的影子開始潮濕了。在鈍重的煙波間，破黑

的帆傾斜著，嘎吱嘎吱地動起來了。）62 

林少陽在〈新感覺派與橫光利一的語言唯物論〉一文中認為：「漢字的偏旁部首不

僅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形態素的一面，而且，在作為表意文字的一部分同時，有時

又兼具代表著某個或某類的表意文字的作用。如『浪』中的『氵』，即是構成表意

文字『浪』的一部分，同時又代表了與『水』有關的整一類的表意文字。所以漢字

的『意義成份』往往可以延伸至偏旁部首。」63 基於這個想法，林少陽認為《上

                                                 

62 日文原文見横光利一，《定本横光利一》第 3 卷，頁 3。中文翻譯見林少陽，《「文」與日本的現

代性》（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頁 128。橫光利一的《上海》有通行中文翻譯，由卞鐵

堅所譯。但筆者認為林少陽的譯本較好，所以雖然林氏沒有把整本《上海》譯出來，但筆者仍採

用林氏的版本。卞鐵堅的譯本，見橫光利一著，卞鐵堅譯，《上海》，收入葉渭渠主編，《橫光

利一文集：上海．寢園》（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頁 3。 
63 林少陽，《「文」與日本的現代性》，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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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一開頭便用了大量用水字偏旁的日語漢字，如「滿潮」、「河水」、「澎

湃」、「逆流」、「波浪」、「潮濕」等，來構成一組與水相關的意象，繼而令一

個陰濕的空間躍然紙上。這種作法，其實是嘗試把感覺和知覺的象徵主義擴及至文

字形相的表面。64 因此，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固然理解到這段文字是描寫岸邊潮

濕的夜晚，但作者的描述不限於這層意義，他還通過潮、流、河、波、濕等字的漢

字偏旁，向讀者暗示「水」這個根源性隱喻的存在。而且，作者再進一步利用

「水」的派生隱喻群，如澎湃（膨れる）、防波堤（突堤）、帆等字眼，製造出如

詩歌中循環往復 (refrain) 的效果。於是，每個句子是一個小的意象，而透過水這

個根源性的隱喻，整段文字便構成一個大的意象，給讀者留下一個與水相關的印

象，一個陰濕的文本空間。整個過程背後的原理，是建基於漢字特有的結構──漢

字偏旁的表意功能和視覺效果。 

林少陽的分析點出了橫光作品中漢字與文學風格之關係。日本學者高橋幸平在

〈橫光利一文體的模索──從新感覺派至新心理主義〉一文中，也有類似的觀點。

他用科學數據的方式，從文長、句長、漢字率、名詞率、動詞率等方面，來分析橫

光從新感覺風格轉變到新心理主義風格的特徵。在漢字率一項中，高橋認為橫光作

品中漢字率的使用 (28.3%) 雖然低於日本近現代作家的平均漢字率 (32.6%)，但他

在新感覺風格時期的作品的漢字率，平均較其新心理主義時期的作品的漢字率高。

而且，某幾篇被認為具有典型新感覺派語言風格的短篇小說，如〈頭與腹〉、〈花

園的思想〉等的漢字率，為眾作品之冠。65 

橫光自己也強烈意識到日語書寫體中漢字所扮演的角色，他在 1928年 11月的

《文藝時評》中說： 

既然一國有一國的文學，其形式論如果不以獨特的長處出現，文學就不

能發展。既然日本使用的是象形文字，它更應該產生獨特的形式論。在

這樣的情況下，我國最近也陸續出現了一些新的形式主義者。66 

橫光在此提及的「象形文字」，指的就是漢字，而「獨特的形式論」和「新的形式

                                                 

64 篠田浩一郎，《小説はいかに書かれたか：『破戒』から『死霊』まで》（東京：岩波書店，

1982），頁 135。 
65 高橋幸平，〈横光利一文体の模索──新感覚派から新心理主義へ〉，《横光利一研究》，6（京

都：2008），頁 62。 
66 日文原文見横光利一，《定本横光利一全集》第 13 卷，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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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者」，指的則是他自己的創作實驗。換言之，對橫光來說，漢字不僅像片假

名、平假名、羅馬字一樣，是日語的組成部分之一，它還可以介入文學的形式實

驗。另一篇被認為是新感覺風格「典型作」，同時大量使用漢字的作品──〈拿破

崙與疥癬〉，就正正說明了這種情況。在這篇作品中，名詞多用漢語，而且，大部

分擬人法句子中的主語也採用了漢字，而這些主語一般是一些抽象的概念，例如： 

ナポレオンの燦然たる榮光は その時から初まった。 

（拿破崙之燦然的榮光便是從那個時候開始。）67 

彼の肉體が毛布の中で自身の温度のために膨脹する。 

（他的肉體在毛毯之中由自己的體溫膨脹了起來。）68 

ナポレオンの爪は彼の強烈な意志のままに暴力を振って對抗した。 

（拿破崙的指爪聽從其強烈的意志挾著暴力與之對抗。）69 

ナポレオンの爪に猛烈な征服慾があればあるほど、田虫の戦闘力は紫

色を呈して強まった。 

（拿破崙的指爪越有猛烈的征服態，癬菌的戰鬥力呈著紫色越見加強起

來。）70 

全世界を震撼させたナポレオンの一個の意志は、全力を上げて、一枚

の紙のごとき田虫と共に格闘した。 

（把全世界震撼了的拿破崙的一個意志，舉其全力，和一片紙樣的疥癬

格鬥。）71 

此の蓋世不拔の一代の英氣は、またナポレオンの腹の田虫をいつまで

も癒す暇を與へなかった。  

（這蓋世不拔的一代的英氣也始終沒有給出餘暇來治癒拿破崙腹上的疥

癬。）72 

 

                                                 

67 日文原文見横光利一，《定本横光利一全集》第 2 卷，頁 210。中文翻譯見橫光利一，〈拿破崙與

疥癬〉，收入楊曉禹等編，《日本新感覺派作品選》，頁 184。 
68 日文原文見横光利一，《定本横光利一全集》第 2 卷，頁 211。中文翻譯見橫光利一，〈拿破崙與

疥癬〉，收入楊曉禹等編，《日本新感覺派作品選》，頁 186。 
69 同前引。 
70 同前引。 
71 同前引。 
72 同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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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紅の地圖のやうな怪物が口を開けて黙々と進んで來た。 

（像淡紅地圖一樣的怪物，張著口默默地逼來。）73 

〈拿破崙與疥癬〉說拿破崙患上了疥癬，他與疥癬抗爭的意志越強，他對歐洲的征

服慾便越強。最後，拿破崙沒有征服疥癬，也沒有征服歐洲。小說裡，橫光用不少

擬人法的句子來描述拿破崙與疥癬的抗爭。例如上文所引的句子中，作者皆沒有以

拿破崙為句子的主語，而是用「榮光」、「意志」、「征服慾」、「蓋世不拔的一

代的英氣」為主語，就連疥癬，作者也以「戰鬥力」、「怪物」為主語來表示。這

樣做，固然可以比較全面地形容拿破崙和疥癬。另一方面，漢字與混合了假名的詞

不一樣，漢字是孤立語，它沒有語形變化，所以可以把字義表達的畫面凝定下來，

幫助製造一個視覺效果，從而把抽象的概念具體化、影像化。而且，漢字比較凝

練，令句子較少贅言，比較適合去製造一個直觀的印象。例如「拿破崙之燦然的榮

光便是從那個時候開始」這句，作者以「榮光」為主語，其形容動詞「燦然」與主

語一樣帶有「火」字這個漢字部件。讀者閱讀時，第一眼便有一個與火相關的直觀

印象。另外兩個在同一段落的例子：「他的肉體在毛毯之中由自己的體溫膨脹了起

來」，句子以「肉體」為主語，動詞「膨脹する」的漢字部分也是從肉字偏旁。另

一句「把全世界震撼了的拿破崙的一個意志，舉其全力，和一片紙樣的疥癬格鬥」

異曲同工，句子以「意志」為主語，作為修飾句的動詞「震撼させる」，與主語

「意志」一樣，也有「心」字這個部件。這種處理，與《上海》以水字偏旁構成一

組隱喻群的技巧一樣，都是利用漢字部件的表意功能來加強意象的整體效果及加深

意象的意義層次。 

穆杭擬人法的描述，建基於一個視覺性的、直觀印象的邏輯，橫光對印象手法

的處理，固然有採用視覺的幻覺這一點，「肚皮和弓起的彩虹對抗著」、「扣子歪

捌了巴黎的半景」便是很好的說明。但橫光別樹一格的地方在於，他進一步利用漢

字形相上的特點，來建立自己的印象手法的文體。這是作為印歐語系的穆杭所不能

想像的。因此，誠如千葉宣一所言，穆杭對橫光新感覺時代文體之確立，的確起著

催化劑的作用，但橫光自己對漢字與文學形式之關係的思考，令他在印象手法的文

體上走得更遠。 

橫光在形式創新上走的這一步，如果放在日本「言文一致運動」的脈絡裡，會

                                                 

73 日文原文見横光利一，《定本横光利一全集》第 2 卷，頁 219。中文翻譯見橫光利一，〈拿破崙與

疥癬〉，收入楊曉禹等編，《日本新感覺派作品選》，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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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見出他的獨特性。言文一致運動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其中一個重點，因為當時的日

常口語體（言）和文章的書寫體（文）相差甚大，這不利於思想普及，特別是歐美

新知識和思想的普及。於是幕末開始，有日本知識分子提倡言文一致，以達到語言

的現代化。後來，明治初年，日本作家二葉亭四迷 (1864-1909)、山田美妙 (1868-

1910)、尾崎紅葉 (1868-1903) 等，開始嘗試用言文一致體來創作小說，因而催生

了日本現代文學。然而，言文一致體的其中一個主張就是減少倚賴漢字，增加使用

假名，所以根據柄谷行人的說法：「日本的言文一致所蘊含的內容已經非常明

顯。……那就是對形象（漢字）的壓抑。」74 這種對形象的壓抑，其實是要確立

一種聲音中心主義的國家語言。 

如果說言文一致運動象徵著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歷史洪流的方向，那橫光利一

就是其中一個逆流的人。當橫光處於新感覺風格時期時，言文一致體經過眾多建制

機構，如報紙、教科書、政府公文等的多次嘗試和修訂，已成為新的國家語言，在

文學上的表現也趨於穩定和成熟。但在已有的語言條件下，承如上文所討論，橫光

在幾篇新感覺風格時期的作品中，嘗試發掘漢字在日文書寫體中的符號作用，以回

應穆杭的意象風格，這明顯與側重假名的言文一致運動有所不同。然而，讀者或許

會接著問，非漢字的日語名詞也可以有非常強烈的意象性，印歐語系的歐美現代文

學甚至產生了意象主義的文學思潮，為甚麼橫光會著眼於漢字在日文書寫體中的符

號作用呢？或者說，這種符號作用有何特別之處呢？ 

誠然，一個普通的意象同樣可以令讀者聯想到某個象徵或比喻，但它和感知的

顯現 (l’apparition du sensible)75 終是隔了一層，因為視覺永遠是直觀的優先模式。

根據烏能伯格  (Jean-Jacques Wunenburger) 於《意象的哲學》 (Philosophie des 

Images) 中的說法，視覺經驗總是優先的，它在接受者確認出一個符號再現之前，

已直接地讓我們意識到物件本身的存在。而且，它令我們可以在第一眼便為事物在

空間中的存在確立位置 (partes extra partes)，為存在 (l’être) 原本顯現的形態於世

界中定位。語音 (la verbalisation) 構成的普通意象固然可以超越聲音的層次，引領

讀者走向想像的境界，但語音構成的意象無可避免要屈從於說話／論述  (le 

discours) 的線性特質 (la linéarité du discours) 和符號的時間性 (la temporalité du 

signe)。76 因此，具有原始視覺經驗的意象，比較可以幫助主體在一個宏觀的視域

                                                 

74 柄谷行人著，趙京華譯，《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 62。 
75 Jean-Jacques Wunenburger, Philosophie des Imag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1), p. 19. 
76 Ibid., pp.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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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確立位置。 

橫光在其作品中，選擇了用漢字來表達某些擬人法句子中的主語，特別是那些

用抽象概念作為主語的句子。這個作法是利用了漢字是孤立語，沒有語形變化，可

以把字義表達的畫面凝定下來，幫助製造一個視覺效果的特點。但是橫光並沒有只

是倚賴漢字的象形／視覺特徵來進行他的形式實驗，否則他就會為了與富有聲音中

心主義色彩的日語假名劃清界線，而又反過來陷入了視覺中心論。他選擇了進一步

地利用漢字部件的表意功能，把意義部分延伸至漢字的偏旁部首和漢字部件，把感

覺和知覺的象徵主義擴及至文字形相的表面。於是，在語音構成的意象的句子中，

句子是意象的基本單位，詞語只能放在句子之中，才能成為指涉向另一個東西的符

號。但在橫光的例子中，漢字偏旁和漢字部件已然是意象的基本單位，因為它們已

具備一定程度的指涉功能。例如「ナポレオンの燦然たる榮光は」這個句子，就以

「火」這個部件所構成的字詞來組成主語和形容詞，再組成一個擬人法的句子，最

後組成一個與火相關的意象來烘托出拿破崙的偉大。由此可見，這些漢字部件，在

詞語和句子勾勒出一個意象之前，它們已然為讀者留下一個直觀的印象，或對讀者

暗示了某個隱喻的存在。這就如烏能伯格所說，它在讀者確認出一個符號再現之

前，已直接地讓我們意識到事物本身的存在。換言之，這個文字形相的象徵主義，

既加多了文本的意義層次，使文本產生濃密的符號性，同時構成了直觀印象之產生

條件。 

四、「力學的意象形式」──劉吶鷗對穆杭文學風格的接受 

劉吶鷗留學日本時，曾閱讀過穆杭的詩集和小說，從他當時對穆杭的評價：

「雖然現代色很濃，可是並不深，只多了幾個新感覺的字」，77 以及他回到上海

後，在眾多 1920年代對穆杭的評論文章中，選擇了把克雷彌爾 (Benjamin Crémieux, 

1888-1944) 的〈保爾．穆杭論〉(“Paul Morand”) 翻譯成中文的行為，可見出他是

受了日本文化界的影響來看穆杭。因為「新感覺」這個評價出自日本文化界，而克

雷彌爾的〈保爾．穆杭論〉也是首先被堀口大學翻譯成日文，並編為穆杭另一本代

表作《夜閉》的日譯本的序。因此，本文仍把劉吶鷗對穆杭的接受放在日本文化界

的框架中。 

                                                 

77 劉吶鷗，《劉吶鷗全集：日記集（下）》，頁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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堀口大學認為穆杭用「感覺的邏輯」把事物連接起來，從上文所引的例子來

看，穆杭的確用一個充滿力量的動詞把兩組關係並不緊密的符號連接起來。而特別

的是，動詞把這兩組符號之間的邏輯關係改變了，例如「太陽擊打玻璃窗」這個意

象，太陽穿過玻璃窗原本是一個視覺意象，但「擊打」一詞就把意象變成了一個動

覺意象。同理，「笛聲切斷長天」這個意象，笛聲原本是一個聲音意象，但「切

斷」一詞就把意象也變成了一個動覺意象。透過這種「力學的意象形式」──把其

他類型的意象轉化成一個動覺意象的形式，穆杭把句子的前部分與後部分連接成一

個個以動寫靜、化虛為實的意象。 

「力學的意象形式」一詞原本出自渡辺和雄的說法，他在〈「新感覺派論」

──世界認識的轉換〉一文中認為，新感覺派的文字如橫光的「白天。特別快車滿

載著乘客全速奔馳。沿線的小站像一塊塊石頭被抹殺了」，或「今天是昨天的繼

續。電梯繼續它的吐瀉」等句子，是一種「力動的表現」或「力學的表現」。78 

的確，橫光的句子雖短，但句子中的動詞如「抹殺」（默殺された）、「繼續」

（続きである）和「繼續吐瀉」（吐瀉を続けた），不僅把一個普通的場景轉化成

擬人句，更因為日文句子的特殊結構──動詞往往放在句子的最後，作者於是可以

用一個簡潔而充滿力量的動詞，在句子的最後一刻，把普通的場景轉化為一個令人

驚訝的意象。事實上，早在新感覺派理論發展初期，橫光利一已提出「文字運動」

應與「物象運動」融合一起，從而建立新感覺派的詩學的想法。他在《文藝時評》

中說：「新感覺派的詩學是為了更簡潔地進一步融合物象運動與文字運動。它是知

性的詩學，是從文字節制這一點出發的詩學。」79 簡潔而節制地利用文字的運動

來表達物象的運動，橫光的說法正好說出了「力學的意象形式」背後的精神。 

從日本到上海，透過日本文化界的視野來認識穆杭的劉吶鷗，其短篇小說結集

《都市風景線》裡，透過充滿氣勢的動詞來構成以動寫靜、化虛為實的意象也不

少，如「黃昏漸漸爬近身邊來」、80「近處一條燈光輝煌的街道……無限地直伸上

那黑暗的空中」、81「紫色的黃昏支配著場內」、82「電車、汽車、黃包車的奔流

                                                 

78 渡辺和雄，〈「新感覚派論」：世界認識の転換〉，《学芸国語国文学》，30（東京：1998），

頁 94。 
79 引文日文原文：「物象の運動と文学の運動の融合をより簡潔にせんがための智的ポエヂで、文

字の節制からしたポエヂである。」横光利一，《定本横光利一全集》第 13 卷，頁 161。 
80 劉吶鷗，《劉吶鷗小說全編》，〈遊戲〉，頁 5。 
81 同前引。 
82 同前引，〈流〉，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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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洗著街道」、83「午後的街頭是被閒靜浸透了的」、84「從鄰近櫛比的高樓的隙

縫伸進來的一道斜直的陽光的觸手」、85「客人走後的辦事室裡是寂靜支配著

的」、86「前面街燈的光芒都被露水濕透了」87 等。驟眼看來，這些句子都是簡單

地運用了擬人法的句子。然而，劉吶鷗的這些句子，其實和穆杭的句子一樣，皆運

用一個有壓迫性的動詞，把氣氛、空間和難以實體化的物象，構成一個個化虛為實

的意象，例如「閒靜浸透街頭」、「寂靜支配辦事室」（氣氛）；「街道直伸上空

中」、「車子的奔流沖洗街道」（空間）；「黃昏支配場內」、「陽光伸進隙

縫」、「露水濕透街燈」（難以實體化的物象）。此外，劉吶鷗還和穆杭一樣，把

其他形式的意象如視覺意象、味覺意象、嗅覺意象、觸覺意象等，轉變成動覺意

象，以構成一個力學的意象形式。如「電車、汽車、黃包車的奔流沖洗著街道」一

句，車子行駛的景象原本是一個視覺意象，但因著「沖洗」這個動詞，這個意象就

變成了動覺意象。同理，「客人走後的辦事室裡是寂靜支配著」一句，客人走後的

辦公室原本是一個視覺意象或空間意象，但作者就以「支配」這個動詞來把視覺意

象或空間意象變成一個動覺意象，並因此顛倒了辦公室和寂靜的主客關係。 

傳統中國古典文學中也有不少以動寫靜的句子，如王維的「月出驚山鳥」，或

王藉的「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但相對於古典文學的比喻系統，劉吶鷗意象

中句子前部分和後部分的符號關係──街道與天空、車子與街道、街頭與閒靜、陽

光與隙縫、露水與街燈等，有某程度的革新，因為這些符號比較貼近現代生活的所

見所聞，與古典文學中黃昏要配人閒、秋菊，寂靜要配花落、山空等作法不同。然

而，如果拿劉吶鷗和穆杭作比較，劉吶鷗意象中句子前部分和後部分的符號關係則

不算很遠，如車子與街道、露水與街燈等，都是現代生活中常見的畫面。所以，從

這個角度來看，劉吶鷗並沒有如穆杭那般，把意象中符號之間的矛盾推向極致，以

換來更大的想像空間，或更微妙的符號關係。然而，再細讀劉吶鷗的句子所描述的

空間：晚上燈火明的街道、車水馬龍的街道、午後無人的街道、高樓間的隙縫、下

班後的辦公室、晚上有露水的街燈等，雖然它們全是城市裡每個人熟悉不過的場

景，但劉吶鷗就透過一些令人感到「唐突」的、充滿力量的動詞，把熟悉的城市場

景和另一組物件扣連起來。而且，在扣連過程中，兩個符號的邏輯關係改變了，那

                                                 

83 同前引，頁 25。 
84 同前引，〈熱情之骨〉，頁 31。 
85 同前引，〈禮儀與衛生〉，頁 48。 
86 同前引。 
87 同前引，〈殘留〉，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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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熟悉的場景因而變成一個令讀者震驚的意象。因此，劉吶鷗或許未如穆杭那般，

把兩個關係不緊密的名詞並置一起，使之產生一種語言的磨擦，但他也和穆杭一

樣，用一種「力學的意象形式」，為物件與物件，符號和符號之間創造了一種新的

關係、新的邏輯。熟悉的城市場景也因這種新關係、新邏輯而顯現出它的神奇 (le 

merveilleux)。 

如果把這些具有「力學的意象形式」的句子放在一個段落中，我們更能看出劉

吶鷗在文學風格的嘗試。如《都市風景線》其中一篇小說〈遊戲〉中的這一段： 

他凭著欄杆往外面望。黑的空中罩住一片生活的紅光。那些高高低

低的樓房，只露著不明瞭的輪廓，像海底的沙堆一樣，壘在他的眼底

下。近處一條燈光輝煌的街道，像一條大動脈一樣，貫串著這大都市的

中央，無限地直伸上那黑暗的空中。88 

這段描述就以「他」的眼光出發，記錄下「他」眼中的三個顏色與視覺的幻覺：

「黑的天空罩住紅光」、「樓房像沙堆，壘在他的眼底」、「街道直伸上空

中」。描述過程中，作者固然大量運用了比喻、象徵、擬人等文學技巧，如「生活

的紅光」、「高高低低的樓房像海底的沙堆」、「燈光輝煌的街道，像一條大動

脈」等。但比較特別的是，作者在每一個意象都使用了一個有壓迫性的動詞──

「罩住」、「壘在」、「直伸」，把「他」眼前的顏色意象和視覺意象轉化成動覺

意象，從而突出都市的動態，讓都市變得新奇且富有生命力。 

五、總結：文學風格與現代主義 

日本新感覺派和上海新感覺派與兩個國家的現代主義發展淵源甚深，美國的日

本學專家唐納德．基恩 (Donald Keene) 認為，研究日本現代主義文學的學者，於

小說範疇，一般會追溯至新感覺派。89 日本學者千葉宣一也持類似觀點，他認為

分析新感覺派論爭的發展，是研究日本現代主義文學整體面貌一個不可或缺的前

                                                 

88 同前引，〈遊戲〉，頁 5。 
89 Donald Keene, Dawn to the West: Japanese Literature of the Modern Era, vol. 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644.  



清  華  學  報 

 
142

題。90 在中國，嚴家炎於《新感覺派小說選》的前言裡也把上海新感覺派定性為

中國現代主義小說的開端。91 而在歐洲現代主義的發展脈絡中，現代主義與文學

風格的關係非常密切。現代主義其中一個發展面向，就是如何從純風格  (pure 

style)，走向純粹的風格 (purely style)。92 法國小說家福樓拜 (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 被視為現實主義走向現代主義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他在 1852 年寫信

給路易絲．科萊 (Louise Colet) 時，就提及自己希望寫一本純粹用風格的內在力量

去構成的書： 

Ce que je voudrais faire, c’est un livre sur rien, un livre sans attache extérieure, 

qui se tiendrait de lui-même par la force interne de son style, comme la terre 

sans être soutenue se tient en l’air, un livre qui n’aurait presque pas de sujet ou 

du moins où le sujet serait presque invisible, si cela se peut. 

（我想做的事，就是寫一本關於沒有的書，一本沒有外在關連，用其自

身的風格的內在力量去構成的一本書，就像土地凌空於空氣中，如果可

以，一本幾乎沒有主題內容，或至少，主題內容是幾乎不可見的書。）93 

這種想寫一本甚麼內容也沒有，只有風格自身呈現在讀者眼前的書的野心，其實是

現代主義藝術其中一個持續而有的衝動。自福樓拜提出絕對風格 (le style absolu) 

這個想法後，1880 年代的頹廢風格 (decadent style) 進一步壓抑所指 (signified)，

把目光投向美學的外在──風格。直到 1940 年代晚期現代主義時期，部分作品甚

至把現代性化約成一個純粹密封的世界，一個純粹的形式主義。94 

                                                 

90 千葉宣一，《現代文学の比較文学的硏究：モダーニズムの史的動態》，頁 150。 
91 嚴家炎在《新感覺派小說選》的前言中說：「真正在小說創作領域把現代主義方法向前推進並且

構成獨立的小說流派的，是二十年代末期至三十年代初期的劉吶鷗、施蟄存、穆時英等人──這

就是當時所稱的『新感覺派』。」嚴家炎編選，《新感覺派小說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5），頁 1-2。 
92 “…this study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sm from ‘pure’ style to what one could call ‘purely’ style. 

It argues that this dialectical transition is inherent to the aesthetics of modernism: in foregrounding its own 

stylistic surfaces, modernism flirts with a self-destructive narcissism. Where the cultivation of pure style 

becomes purely style….” Ben Hutchinson, Modernism and Styl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 2. 
93 Gustave Flaubert, Correspondance, t. II (Paris: L. Conard, 1926), p. 345. 
94 “Yet if Flaubert thus elides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as dismissing it as unimportant. This criticism 

comports, moreover…the hermetic self-regard of the so-called ‘decadent style’ …when style is polished to 

opacity, one can no longer look through it. Much of the work of Thomas Mann─from early texts such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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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日本和中國的現代主義發展與歐洲的情況截然不同。但是，如果我們以

歐洲為參照，那麼於日本和中國的例子中，現代主義與文學風格的關係是怎樣的

呢？確切地來說，日本和中國作家對穆杭文學風格的接受及回應，於現代主義的發

展中擔當了甚麼角色呢？ 

在日本，要回應這些問題，從而帶出日本新感覺派在文學風格上的嘗試對日本

現代主義發展的意義，就必須從二十世紀初期的日本文學史說起。二十世紀初至

1920 年代，在日本文壇佔主流位置的是自然主義小說及其變種私小說。日語裡，

自然一詞指的是一些真實的、自然而然的東西，包括個人的情感和慾望。第一個被

稱為自然主義作家的小杉天外就說：「自然就是自然，沒有善、惡、美、醜之

分。」95 而對日本自然主義作家來說，文學的任務就是要揭露「自然的真實」──

忠實地再現現實生活，把自己所經歷的生活原原本本地寫下來。用另一位自然主義

代表作家田山花袋 (1872-1930) 的用語，就是「把看到的、聽到的、觸摸到的現

實，描述出來。」96 田山花袋的說法其實承襲自法國自然主義作家左拉「如實地

複製生活」(la reproduction exacte de la vie) 的觀點。但是，當自然主義小說發展到

私小說這個階段時，「如實地複製生活」的信條就達到一個極致的地步，正如島崎

藤村所說： 

それには屋外で起った事を一切ぬきにして、すべてを屋内の光景にの

み限らうとした。台所から書き、玄関から書き、庭から書きして見た。

川の音の聞こえる部屋まで行って、はじめてその川のことを書いてみ

た。 

（而且對屋外發生的事一概不寫，想把一切僅限於屋內的情境。我試圖

從廚房寫起，從大門口寫起，從院子寫起，來到可以聽到河裡的流水聲

的房子裡，才寫這條河。）97 

                                                 

Tonio Kröger (1903) to late work such as Doctor Faustus (1947)─can be understood in these terms, as an 

attempt to negotiate between the aesthetic temptations of a pure formalism on the one hand….” Ben 

Hutchinson, Modernism and Style, p. 7.  
95 日文原文：「自然は自然である、善でも無い、悪でも無い、美でも無い、醜でも無い。」小杉天外、

小栗風葉、岡本綺堂、眞山靑果，《小杉天外．小栗風葉．岡本綺堂．眞山靑果集》（東京：筑

摩書房，1967），〈初姿〉，頁 63。 
96 日文原文：「たゞ見たまゝ聴いたまゝ触れたまゝの現実をさながらに描く。」田山花袋，《田

山花袋集》（東京：筑摩書房，1977），〈描写論〉，頁 393。  
97 日文原文見島崎藤村，《藤村全集》第 11 卷（東京：筑摩書房，1985），〈折にふれて〉，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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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作家只集中寫他們在家中看到的、聽到的、觸摸到的主觀經驗。超出他們

主觀經驗以外的東西，他們皆不寫。從這種真實觀出發，自然主義作家提倡平面描

述，揚棄文學技巧，因為作家在描述事情時，不能加進任何主觀的評論，也不能作

任何價值上的判斷，因此，作家在創作時要拒絕虛構，同時拒絕文學技巧。 

在揚棄文學技巧這個語境下，1920 年代初，堀口大學翻譯了穆杭的《夜

開》，並在譯者序中以「感覺的邏輯」來評價穆杭的文學風格，認為穆杭意象令人

震驚的同時，也把敘述者的真實感受和直觀印象記錄下來。他還說穆杭用「感覺的

邏輯」把事物連接起來，令句子的前半部分和後半部分產生微妙的關係，這個新的

文學邏輯使穆杭的文本創造了一個「感覺的世界」。為了突出穆杭的「感覺的邏

輯」，堀口大學在翻譯穆杭作品的意象和比喻時，甚至多加了一些原文沒有的描

述，令穆杭的意象和比喻更具修辭色彩，更風格化。以致於對穆杭整體評價不高的

生田長江，也指穆杭的某些句子有詩的特質，俳句般的細部表現。 

日本新感覺派代表作家橫光利一雖然在其早期作品，如〈日輪〉的某些句子中

帶有新感覺風格的傾向，然而，透過上文對〈頭與腹〉、〈拿破崙與疥癬〉、〈朦

朧的風〉、〈七樓的運動〉和《上海》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橫光因著穆杭的影響

而進一步確立了其新感覺風格。穆杭對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跳躍式的印象手法的

文體」。於這種文體中，主體和客體，或主角和背景的層級關係往往被取消，敘述

者捉住感覺在一剎那的拼發，然後把他第一眼看到的，未被理性所馴服的畫面描畫

出來，於是構成了「肚皮和弓起的彩虹對抗著」、「扣子歪捌了巴黎的半景」等視

覺上的幻覺。或者，作者用印象色彩濃厚的詞語來表達人物對物件的直觀感受，如

「電梯繼續它的吐瀉」、「久慈捉著一群群進行過來的鈔票」等。但橫光在模仿穆

杭的印象手法的基礎上，走得更遠。他利用漢字形相上的特點，即漢字部件的表意

功能和漢字語形上的特點，來進一步建立自己的印象手法的文體。這種作法，其實

是嘗試把感覺和知覺的象徵主義擴及至文字形相的表面，在詞語和句子勾勒出一個

意象之前，這些漢字部件已然為讀者留下一個直觀的印象，或對讀者暗示了某個隱

喻的存在。 

渡辺和雄用「世界認識的轉換」來理解這個從自然主義到新感覺派的轉變，他

認為兩個文學流派同樣用五官來接收外界的訊息，但自然主義作家就把這些訊息純

粹客觀地表達出來，構成了「外界─作家」這條直線的圖式。而新感覺派作家就在

外界與作家之間加上了感覺這個元素，構成了「外界─作家─表現」的圖式。在這

                                                 

234。此段中文翻譯見中村新太郎著，卞立強、俊子譯，《日本近代文學史話》第 1 卷（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1986），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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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圖式中，作家把自己在認識外界過程中的感覺和悟性表現出來。故此，橫光利一

在文學風格上的新嘗試，不純然是指他採用了有別於自然主義的文學技巧，而是暗

示了他用另一種角度來領悟、觀照世界的現象。98 橫光利一在其新感覺風格確立

時期，曾發表〈春天乘馬車來〉(1925)、〈飛蛾無處不在〉(1925) 和〈花園的思

想〉(1927) 三篇短篇小說。這三篇作品的題材全出自他自己的親身經歷，論者一

般稱這三篇小說為「病妻物語」系列。由此可見，就作品題材和內容而言，橫光並

沒有完全和自然主義文學與私小說常見的題材割裂，割裂的其實是文學風格。例如

在〈朦朧的風〉中，他開首便把公寓比喻成填充山與山之間的假牙，再形容屋頂的

平面是一種特權，然後重新定義房間──光線對影子的分配。這種手法是一種印象

的語言，它取消了自然主義小說中常見的遠近法，然後把敘述者第一眼看到的印象

羅列出來，構成一種跳躍式的印象手法的文體。這就是渡辺和雄所言的「世界認識

的轉換」。換言之，以橫光利一為首的日本新感覺派，其文學風格的的轉變其實象

徵著現代主義對自然主義認識世界的方法的反叛。在一眾 1920 年代著名的法國作

家中，新感覺派的作家選擇了穆杭的文學風格，或者就是因為後者可以幫助他們進

一步確立這種認識世界的印象手法。 

日本新感覺派在文學風格上的嘗試使新感覺派和自然主義文學產生了一種「世

界認識的轉換」，繼而形成日本現代主義文學的開端。如果把橫光利用漢字形相上

的特點來建立自己的印象手法的嘗試，放在日本言文一致運動和新的國家語言之建

立的脈絡上，這或者可以提供一種新的，從語言意識的角度來重新認識東亞文學的

現代主義的可能性。99 橫光在《文藝時評》中曾說：「《文藝時代》的表現方法

不是『用口語寫作』，而是開始用『文章體』寫作。」100 用口語寫作指的是聲音

中心派，而文章體寫作指的是書寫體中心派。林少陽認為橫光對東亞現代主義的啟

發在於，在言文一致運動背後所暗示的聲音中心主義的語境下，橫光著眼於日文書

寫體中「意」的生成，關注漢字在書寫體中的符號作用。所以橫光在新感覺風格時

期利用漢字來做的形式實驗，既革新了以口語體「國語」寫作的日本近代小說的

「傳統」，101 同時提出了漢字如何可以利用自身的語言物質性，來回應西方現代

主義的想法。 

                                                 

98 渡辺和雄，〈「新感覚派論」：世界認識の転換〉，頁 92-93。 
99 林少陽，《「文」與日本的現代性》，頁 115。 
100 横光利一，《定本横光利一全集》第 13 卷，頁 159。轉引自林少陽，《「文」與日本的現代

性》，頁 119。 
101 林少陽，《「文」與日本的現代性》，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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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上海新感覺派對穆杭的接受很大程度受日本文化界和日本新感覺派影

響，如劉吶鷗在日本留學時用「新感覺」的角度來評價穆杭詩歌的風格，或其後他

和戴望舒翻譯穆杭作品時的翻譯策略等，都受日本所影響。然而，單就作品題材和

內容而言，其實上海新感覺派的作品，較日本新感覺派更接近穆杭的作品題材和內

容，如穆杭作品中常出現的摩登女性形象、世界主義、大都會靡爛生活的描寫等，

上海新感覺派的作品都有較多的涉獵。 

在文學風格這一點上，劉吶鷗則透過「力學的意象形式」來回應穆杭的文學風

格。例如在「電車、汽車、黃包車的奔流沖洗著街道」、「近處一條燈光輝煌的街

道……無限地直伸上那黑暗的空中」等句子中，劉吶鷗把其他形式的意象如視覺意

象、味覺意象、嗅覺意象、觸覺意象等，皆轉變成動覺意象，以構成一個力學的意

象形式。劉吶鷗或許未如穆杭那般，把意象的矛盾推向極致，但他也和穆杭一樣，

用這種「力學的意象形式」，為物件與物件，符號和符號之間創造了一種新的關

係，新的邏輯。 

這種表現方式，與學者張寅德的說法不謀而合。張寅德認為上海新感覺派的作

家以不同的方式，如片段化的敘事、用字詞的排列去模仿外在的城市空間等，再現

了現代都市的某些特徵，如碎片性的空間、存在的危機、感知的困惑等。張氏認為

這些與別不同的再現方式，使得上海新感覺派的作家於某些方面超越了五四時代建

立的，以歐洲十九世紀的小說為模仿對象的現代小說的傳統。102 因此，劉吶鷗以

「力學的意象形式」來回應穆杭的文學風格，從而造出他自身的文學風格的獨特之

處，的確為上海二、三十年代現代主義的再現方式提供了一些啟發。 

總括而言，作為兩個國家的現代主義小說的開端，日本新感覺派和上海新感覺

派在文學風格上的思考與嘗試，都使作家呈現出另一個觀看世界的視野。日本作家

橫光利一甚至嘗試走回傳統，借用漢字的形相特徵來回應現代主義的問題，但隨著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來臨，這些關於文學風格與現代主義的思考就戛然而止。雖然日

本和上海新感覺派從萌芽到衰落，歷時不過幾年時間，但這個從法國，經日本再到

中國的思想旅程，仍為我們帶來眾多思考方向，例如：同樣受穆杭影響的橫光利一

和劉吶鷗，他們對穆杭的接受有何異同之處；這些異同與中日歷史和社會脈絡的發

展有何關係；如何從兩人的異同之處，見出兩人對現代性和現代主義的不同思考；

                                                 

102 Zhang Yinde, “The Shanghai School: Westernised Urbanity and Scriptural Mimesis,” in Peng Hsiao-yen 

and Isabelle Rabut (eds.), Modern China and the West: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Mediation (Leide/ 

Boston: Brill, 2014), p.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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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把日本和上海新感覺派對穆杭的接受放在晚清以降，中國經由日本來接受

西方思想這個巨大的歷史語境時，上海新感覺派對穆杭的接受有何特別之處。這些

問題，仍有待其他研究者進一步思考。 

 

（責任校對：李奇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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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堀口大學 1920年代翻譯的穆杭作品
103

 

年分 標題 

1922 

（大正十一年） 

11月 

〈北歐之夜〉（北欧の夜，“La Nuit Nordique”），刊登在《明星》第二

卷第六期（這篇作品沒有譯全，大約只有上半部分的篇幅） 

1924 

（大正十三年） 

7月 15日 

《夜開》（夜ひらく，Ouvert la Nuit），東京：新潮社  

1925 

（大正十四年） 

6月 17日 

《夜閉》（夜閉ざす，Fermé la Nuit ），東京：新潮社 

6月 17日 

《路易斯和艾琳》（ルイスとイレーヌ，Lewis et Irène），東京：第一

書房 

7月 

〈戀愛小夜曲〉（恋慕流し，“Sérénade Cardiaque”），刊登在《明星》

第七卷第一期  

9月 

〈懶惰底波浪〉（ものぐさ病，“Vague de Paresse”），刊登在《明星》

第七卷第三期 

10月 

〈三面鏡〉（三面鏡，“La Glace à Trois Faces”），刊登在《女性》第八

卷第四期 

12月 

〈穆杭綺語〉（モラン綺語，“Beauty-Parlor”），刊登在《不同調》第

一卷第六期 

12月 19日 

《優雅的歐洲》（恋の欧羅巴，L’Europe Galante），東京：第一書房 

〈對抗夜的酒店〉（夜の対峙するホテル，“L’Hôtel Contre la Nuit”）、

〈在西邊的公園〉（西の公園で，“Au Parc de L’ouest”），刊登在

《明星》第七卷第五期 

1926 

（大正十五年， 

昭和一年） 

1月 

〈克拉麗絲〉（クラリス，“Clarisse”），刊登在《明星》第八卷第一期 

4月 

〈公眾浴場〉（公衆浴場，“Bains Publics”）、〈敬禮〉（敬礼，

“Révérence”），刊登在《明星》第八卷第四期 

〈公事〉（公事，“Business”），刊登在《文章往来》第一卷第四期  

 

                                                 

103 此年表參考了大村梓的論文：Omura Azusa, “The Paradox of Modernism: Paul Morand and the 

Literature of Japanese Modernism,” p.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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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 標題 

1927 

（昭和二年） 

10月 

〈德爾菲娜〉（デルフィーヌ，“Delphine”），刊登在《改造》第九卷

第十期（此篇小說為《溫柔貨》的其中一篇作品） 

1928 

（昭和三年） 

1月 5日 

《溫柔貨》（プルーストが，Tendres Stocks），東京：第一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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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ponse to Literary Style: 

On Paul Morand, Yokomitsu Riichi, and Liu Na’ou 

Choi-kit Sabrina Yeung 

French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La Sorbonne-Paris (Paris IV) 

walawalakit@hotmail.com 

ABSTRACT 

The literary style of Paul Morand (1888-1976) left a tremendous impression on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reception of Morand’s 

works by the Japanese and Shanghai Neo-Sensationalist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style. First, I review how the Japanese intellectuals received and discussed 

Morand’s styl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ommentaries of Horiguchi Daigaku 堀

口大學 (1892-1981), and I also examine the French intellectual reflection on this 

topic. Next, the article concentrates on Yokomitsu Riichi 橫光利一 (1898-1947),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Japanese Neo-Sensationalist School, and on Liu Na’ou 劉吶鷗 

(1905-1940), one of the key founders of the Shanghai Neo-Sensationalist School, to 

illustrate how the former employed an “impressionistic style”, while the latter used a 

“mechanical form of image”, to respond to Morand’s literary style. In conclusion, the 

article evaluat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literary styles of these writers and 

modernism and also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that the various literary attempts of the 

Japanese and Shanghai Neo-Sensationalist Schools had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sm 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Key words: Japanese Neo-Sensationalist School, Shanghai Neo-Sensationalist School, 

Yokomitsu Riichi, Liu Na’ou, Paul Morand, literary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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