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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娜拉： 

左翼文化走廊上蕭紅的性別話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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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摘  要 

本文基於「東亞左翼文化走廊」之研究假設，關注 1934 年底至 1937 年間在即將潰

滅的走廊西端之上海文壇，東北流亡作家發揮過何種影響？在「滿洲國─上海」跨域文

藝現象中，魯迅 (1881-1936) 對蕭軍 (1907-1988)、蕭紅 (1911-1942) 的提掖，如何使

「東北流亡作家」形成一種文化象徵？其次，蕭紅由東北封建家庭與滿洲國殖民政權的

兩次出走，如何演繹了一位「出走娜拉」？最後，探討蕭紅與其他東北流亡作家的流亡

話語的差異，觀察她為「哈爾濱─上海」走廊所注入的話語資源，以及在「上海─東

京」走廊上，與日本進步分子鹿地亙  (1903-1982)、小田嶽夫  (1900-1979)、矢崎彈 

(1906-1946) 等人進行的跨文化實踐。 

關鍵詞：蕭紅，魯迅，左翼文化走廊，東北流亡作家，娜拉，楊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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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東北流亡作家」或「東北作家群」一詞形成於滿洲事變後，相對於「滿洲

國」現地作家而存在，是東北淪亡特殊時空下的現象。這個群體深刻影響了民族淪

亡議題的書寫，使其成為 1930、1940 年代中國文壇的主流話語。它既是中國現代

文學史上一個群體，也是一種文化表徵，它的出現與二蕭投奔魯迅 (1881-1936) 一

事密切相關。魯迅與二蕭相互激發使「流亡」以文本形式發展為一種象徵，並透過

東北作家在上海的群聚效應發揮意識形態力量，結果「流亡性」不僅成為上海文壇

也成為左翼文化走廊上的一種敘事及論述資源。 

筆者基於「東亞左翼文化走廊」之研究假設，關注 1934年 11月二蕭抵達上海

至 1937 年 9 月兩人撤往武漢前，在即將潰滅的走廊西端之上海文壇，以流亡作家

身分發揮過何種影響？在「滿洲國─上海」的跨域文藝現象中，二蕭作為關鍵人

物，經常連成共同符號，實際又極為不同。本文將以蕭紅 (1911-1942) 為焦點，探

索三點：第一，《八月的鄉村》、《生死場》的出版如何使「東北流亡作家」成為

上海文壇的一個事件，魯迅的評價在這個過程中起了怎樣的作用？第二，蕭紅透過

自傳體敘事演繹一位從東北出走的娜拉，出走的娜拉穿越了東北封建家庭與滿洲國

殖民政權的重重藩籬，在她的兩重出走中，「父權下的出走」與「國族性的淪亡」

如何同時被體驗？第三，蕭紅的娜拉話語與其它作家的淪亡論述呈現如何不同的精

神立場，她為「哈爾濱─上海走廊」注入怎樣的話語思維？在「上海─東京走廊」

上，她與蕭軍 (1907-1988) 如何被譯介，又曾與胡風 (1902-1985)、王統照 (1897-

1957)、內山丸造 (1885-1959)、鹿地亙 (1903-1982)、小田嶽夫 (1900-1979)、矢崎

彈 (1906-1946)、五城康雄 (1902-1944)、賴貴富 (1904-?)、楊逵 (1905-1985)、王

白淵 (1902-1965) 等人，嘗試過哪些跨文化實踐？ 

二、奴隸的反抗：流亡作家與上海的接點 

1934 年 10 月，魯迅收到蕭軍、蕭紅來信，此時流亡青島的二蕭已山窮水盡，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0.3-1936 年春）亦因國民黨連年圍剿陷入低谷。魯迅的覆

信促使二蕭奔赴上海，左聯也因二蕭引來的東北作家及地域文藝開啟新氣象。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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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完成於青島流亡期間的《八月的鄉村》和《麥場》（《生死場》原名）十分重

視，親事校對、題序、推薦並張羅出版。1 這傳奇的相遇、「奴隸叢書」的發行、

二蕭以魯門弟子一舉成名，甚至以中國新進作家名義被介紹到日本和美國的經緯，

往往被當作文學史美談帶過。本文則希望從三○年代中期上海文壇（特別是左聯）

為何「接觸東北」、「敘述東北」、「認識東北」之角度及其影響，思考其深層意

義。畢竟，魯迅在喚起知識界重視東北問題方面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而借助流亡

作家正是他介入東北議題的方法之一。 

魯迅把東北變成了上海的需要和經驗，其方法可從他對二蕭的推薦中略窺一

二。魯迅在《八月的鄉村》序文中提到他見過「幾種說述關於東三省被佔的事情的

小說。這《八月的鄉村》，即是很好的一部。」好在哪裡呢？他從金元入侵、南宋

頹靡、明代黨獄、清代異族高壓統治後，國人「莫談國事」之風積重難返談起，痛

批東三省被占後關內的偏安心態。他指出，「要征服中國民族，必須征服中國民族

的心」，並以「心的征服，先要中國人自己代辦」，批判麻木敗北者與漢奸走狗。

魯迅讚揚《八月的鄉村》是燭照「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面卻是荒淫與無

恥」的諍言。魯迅還把它與法捷耶夫 (Alexander Alexandrovich Fadeyev, 1901-1956) 

的《毀滅》(Razgrom, 1927) 並比，認為它：「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

未來，死路和活路。凡有人心的讀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2  

魯迅這段評價將國民性批判、救亡話語和左翼革命話語熔鑄為一。法捷耶夫為

俄國作家，共產黨員。1927 年出版的小說《毀滅》，以俄國內戰 (1917-1922) 為

題材，敘述紅、白軍與日本干涉軍之間的戰事，1931 年由魯迅譯介到中國。魯迅

借《毀滅》作暗喻，讚揚了蕭軍的左翼思想與革命文學。  

蕭紅《生死場》關注的是東北封建社會中農民素來的生與死，以及東北淪亡帶

來的更大規模死亡。魯迅〈序言〉同樣對二蕭在中共滿洲省委哈爾濱左翼革命文學

活動中的經歷隻字未提，略過蕭紅離開東北前發表的三十幾篇體現階級鬥爭觀念的

作品，3 對《生死場》的評價也只有「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

                                                 

1 1935 年 8 月，蕭軍描寫九一八後人民革命軍在磐石一帶和日軍、偽滿軍交戰經過的《八月的鄉

村》（上海：容光書局，1935）率先付梓，由魯迅偽裝合法的奴隸社與容光書局自費出版，胡風

主編，繼葉紫《豐收》之後，為「奴隸叢書」之二。6 月，《麥場》遭檢查委員會擱置半年後不許

可發行，魯迅轉而介紹鄭振鐸的文學社，因「作品弱」退回，又託胡風接洽良友公司的《婦女生

活》仍無望，10 月乃交容光書局出版，胡風改名為《生死場》（上海：容光書局，1935），成為

「奴隸叢書」之三。 
2 魯迅，〈序〉，收入蕭軍，《蕭軍全集》第 1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頁 32。 
3 平石淑子，《蕭紅研究──その生涯と作品世界》（東京：汲古書院，2008），頁 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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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

新鮮」幾句。4 魯迅寫於 1935 年 11 月中日關係緊張之際的這篇序文，以日益加深

的淪亡危機為重點，將 1935 年 11 月謠言蜂起、居民遷逃的閘北，勾連 1932 年一

二八事變的閘北，對照淞滬戰火中閘北難民抱頭鼠竄，相距四、五里的英租界卻一

片太平，最後更遠推九一八事變時超乎上海人想像的哈爾濱慘況。魯迅以這種方式

推薦《生死場》，他指出帝國主義分裂中國，國人被隔絕於租界、殖民地，他盼望

這種麻木的「奴隸的心」還能被擾動，「那麼，我們還決不是奴才。」5 

魯迅指望二蕭作品對奴性發揮擾動力，兩序貫穿同一個從異族入侵反省國民性

的邏輯。他認為救亡須先救心，翻轉奴隸的心才能翻轉奴隸的命運。非惟魯迅，向

來關注東北與臺灣問題的胡風，6 亦設法把東北人的遭遇納入上海人的感覺。在

《生死場》〈讀後記〉中，他肯定蕭紅以「女性的纖細感覺」與「非女性的雄邁胸

襟」，藉農民小說處理民族戰爭議題，並特別肯定兩點：首先，是小說中農民對家

畜「真實而又質樸」的愛，媲美蕭洛霍夫 (Mikhail Aleksandrovich Sholokhov, 1905-

1984)《被開墾了的處女地》(Podnyataya tselina, 1932-1960)。其次，是淪亡後「這

些蟻子一樣的愚夫愚婦們就悲壯地站上了神聖的民族戰爭底前線」，他們是「真實

的受難的中國農民，是真實的野生的奮起。」7 胡風在蕭紅作品裡洞察到一種新的

話語風格、新的民間力量，故一再使用「真實」來形容滿洲現地感與黎民求生意志

對他的衝擊，並認為「野生的真實性」是閱讀東北、認識東北的必要情緒。 

胡風、魯迅盼望臺灣殖民的悲哀、哈爾濱再殖民的慘狀，能為十里洋場醍醐灌

頂，成為殖民奴性的一劑解藥。他們對二蕭作品的推薦文，隨後被許多雜誌徵引或

引申。譬如，來自北京的讀者「吳江」寫道：「我們都是生活在這血膻味濃化的北

方的小民，我們的記憶當然不會凍結；東北的痛事是深深地烙印在我們的心頭。自

然，我們更希望每個人的心頭都有這樣深刻的烙印，『生死場』便是我們所需要的

一個灼熱的烙子。」8《清華週刊》如此推薦《生死場》：「我們今天聽不見一點

東北弟兄的消息，有多少血和肉，都悄沒聲音的軋成了塵土，蕭紅搶著用快鏡攝下

                                                 

4 魯迅，〈序言〉，收入蕭紅，《蕭紅全集》上冊（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1），頁 54-55。 
5 同前引，頁 55。 
6 1935 年 6 月臺灣小說首次經由胡風譯介到中國。楊逵〈送報伕〉在中國的登場雖在左翼文壇進

行，卻以世界弱小民族文學作包裝；雖關注臺灣，實則亦希望作為東北抗日救亡論述的參照資

源。柳書琴，〈〈送報伕〉在中國：《山靈：朝鮮臺灣短篇集》與楊逵小說的接受〉，《臺灣文

學學報》，29（臺北：2016），頁 1-38。 
7 胡風，〈讀後記〉，收入蕭紅，《蕭紅全集》上冊，頁 145-147。 
8 吳江，〈生死場〉，《新潮》，1.2（北京：1936），頁 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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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片段，看起來有點血跡模糊，卻深深的印在我們的心頭了。」9 上海讀者「力

生」則指出，「哈爾濱的村莊，對於我們南方人是生疏的，但也是最被我們所關心

的。因為那裡的村莊，本來也是我國的領土，其中的人民，也可算是我們的『同

胞』。」10「丞彥」讚許二蕭作品是「中國文壇新近的最偉大的收穫」、「國防文

學的傑作」，他認為失陷已五年的東北人究竟怎樣活著、對敵人有何意識和行動，

「這些問題，都不是我們『關內』的人所想像得出的，然而我們對它都很關心，很

希望得到具體的答覆或事實的報告。」11 

從華北到長沙各地讀者的回響顯示，地理上越靠近東北的讀者越休戚與共，華

中、華東讀者對東北問題則感陌生，華南少有回應。筆者發現，魯迅等人標舉民族

主義而非左翼文學的推薦策略是成功的，讀者們多半將這兩部小說當作紀實性文

學、報導文學閱讀。不過，作品的報導性、抗議性被標籤化後，流亡作家與上海左

翼文壇的扞格也擴大了。 

《八月的鄉村》出版次年 3月，蕭軍遭到張春橋 (1917-2005) 匿名批判。張響

應國防文學口號，指責蕭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以致技巧未熟、「人民革

命軍進攻一個鄉村以後的情況就不夠真實」。12 為此魯迅寫了〈三月的租界〉回

擊這種地域主義以及對東北問題的無知。13 在這場左翼文壇內部路線之爭中，值

得注意的是蕭軍作品成為 1936 年「兩個口號」論爭戰場之一；以及，隨著流亡文

學的真實性問題而來的，對流亡作家私生活和人格的窺探和檢驗。同樣匿名批評的

〈田軍蕭紅的滑稽故事〉，14 批評二蕭有左翼幼稚病，並揭露《八月的鄉村》奪

自舒羣 (1913-1989) 的構想；天津的通俗雜誌《時代生活》則暗示二蕭、舒羣間有

三角關係。15 關內文壇對流亡文學日益要求「真實性」，甚至追問「誰的真實

                                                 

9 石，〈生死場〉，《清華週刊》，44.1（北京：1936），頁 88-89。其餘回響尚有同年濤在《新

潮》1.2 期發表的〈關於『生死場』〉，以及夏夢在《孤鶩月刊》第 5 期發表的〈關於「生死

場」〉。 
10 力生，〈介紹「生死場」〉，《婦女生活》，2.1（上海：1936），頁 147-151。 
11 丞彥，〈「生死場」讀後記〉，《中學生文藝》，2.2（上海：1936），頁 7-12。 
12 狄克（張春橋），〈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大晚報．火炬．星期文壇》（上海），1936 年 3

月 15 日，第 5 版。 
13 魯迅寫道：「他們的回『祖國』，如果是做隨員，當然沒有人會說話，如果是剿匪，那當然更沒

有人會說話，但他們竟不過來出版了《八月的鄉村》。這就和文壇發生了關係。」魯迅，〈三月

的租界〉，收入蕭軍，《蕭軍全集》第 1冊，頁 33。 
14 轉來，〈田軍蕭紅的滑稽故事〉，《黃流》，3.6（北京：1937），頁 69-71。《電聲》、《咖啡

味》等其它通俗雜誌對二蕭感情的炒作亦不少，在此略去。 
15 〈田軍終於沒有了解蕭紅，舒羣一舉一動都被監視〉，《時代生活》，5.4-5（天津：19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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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一事，正是流亡文學標籤化後引發的反彈之一。 

進入九○年代，《生死場》的序文成為從女性身體體驗解構民族主義文學批評

的劉禾之檢討案例。她認為：受到魯迅等人影響，「這部作品的接受與評價，一直

受民族國家話語的宰制，這種宰制試圖抹煞蕭紅對於民族主義的曖昧態度」。透過

與著重社會圖景描繪的《八月的鄉村》比較，她指出蕭紅對於民族國家的關切明顯

次於女性問題。16 

劉禾顛覆了男性中心的民族國家話語對作品意義的壓制，使《生死場》中的女

性話語與生存意識重新被看見。除此之外，我們從「中國娜拉」的形象建構史觀

察，魯迅對蕭紅女性書寫的淡化立場也明顯可見。娜拉論述隨著易卜生劇作進入中

國之初，就與「西方娜拉」以已婚女子為訴求、不強調出走不同。「第一代中國娜

拉」由男性菁英塑造，刻板定型在出走、反傳統等五四現代性的概念上；1930 年

代以後，法西斯主義、國民政府新生活運動及社會上對摩登女性的反感，導致母德

復興、傀儡回家等復古思維出現。17 包括蕭紅在內的三○年代女性主義者，正是

在抵抗男性娜拉論述和娜拉回家論述之拉鋸下，介入「第二代中國娜拉」的定義過

程。1935 年甚至有「娜拉年」之稱。從年初飾演娜拉的女教師遭革職之「南京娜

拉事件」，到 3月阮玲玉在三八國際婦女節自殺引發的「上海新女性風波」，刺激

了《出走後的娜拉》、《自由神》、《娜拉》等戲劇，至年中即上演六千餘次，上

海《時事新報》也製作「新上海娜拉專輯」。18 娜拉既是魯迅和蕭紅不可能忽略

的關鍵字，那麼為何魯迅刻意模糊這一位東北來的娜拉呢？ 

筆者認為，倘使劉禾指出魯迅對蕭紅女性文學特質刻意漠視，意在證明《生死

場》在民族主義上的不足；那麼，張春橋對於蕭軍作品真實性的懷疑，則在批評

《八月的鄉村》在民族或階級話語上的過剩。比起女性書寫特質，魯迅更欲淡化的

是蕭紅的左翼文學特質，對蕭軍的浪漫化毛病也緘默不語。劉禾從魯迅所言出發，

提出魯迅對讀者視野的牽制與遮蔽；我們則可以從魯迅的不言，推測他希望讀者聚

                                                 

15。此外，5卷 2 期上也有以〈蕭紅一怒走東京〉為題的花邊新聞報導。 
16 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北京：三聯書店，

2002），頁 287、295-296。 
17 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 (1900s-1930s)》（臺北：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頁 116-130。西方娜拉論述重視家庭「內」的婚姻與家庭問題、

反省夫妻相處之道、愛情、婦女職業與兩性關係；中國援用方式則泛指「離開父親與丈夫家庭的

女子」為娜拉，五四時期中上階級女學生、未婚女子的出走，二○年代後出現的女性勞工的出

走，都以未婚女子離開父家為大宗。 
18 同前引，頁 328-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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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於東北問題，以及他為扶持二蕭所作的細心考量。魯迅正是洞察了蕭紅在女性和

階級話語方面獨樹一幟，在登場之際才設法避免她被相關話語標籤化或吞沒。 

從文學的出版可知，流亡作家的登場須符應上海的需要，在魯迅的判斷裡當時

上海讀者普遍的關注首先是民族主義式的。東北經驗與上海現實的連帶，要從歷史

和版圖進行連結，也要訴諸租界淪陷的危機感，殖民地都市間的特殊處境與相似危

機，魯迅將之視為上海讀者對東北作家的接觸點。因此，民族主義不是魯迅的最終

立場和批評位置，毋寧說是他審酌了國民黨的文化壓迫及關內人感受後，為東北作

家標定的一個安全且易接受的文化位置。魯迅的庇護固然使流亡作家倖存下來，卻

也使其弱小形象固定化；他以民族主義話語催生了這個群體，中原意識及男性中心

主義卻客體化了他們。張春橋「非真實性」的指摘，就是針對將東北社會本質主義

化和把抗日戰爭浪漫化的作法，而這個質疑也有助於我們思考，擅長宏大敘事的蕭

軍和偏好私語言的蕭紅在演繹流亡性時的根本差異。相較於《八月的鄉村》對東北

義勇軍全景、線性、高亢的描述，《生死場》採用更多內省化、碎片式、日常性的

敘事，然而卻更有民族感和真實感。 

三、東北來的娜拉：蕭紅的性別化流亡話語 

蕭紅擅長從小人物視野再現農民生活，到上海後這種特質拓展到自我書寫上，

她與蕭軍在哈爾濱的異議者生活成為報導現場。本節欲觀察蕭紅如何透過女性心

眼，運用出走、飢餓、反暴力、流亡愁苦等系列符碼，塑造「流亡的娜拉」，並以

此回返魯迅個性啟蒙與女性自主議題，使東北流亡話語提升至國民性省思的層次。 

眾所周知，蕭紅是一位有「覺悟的思想，反抗的行動」的娜拉。景宋（許廣

平，1898-1968）曾提到她在北平女師大附中就讀時受新思潮影響，之後「效娜拉

的出走！從父親的懷抱走向新天地，不少奇形五花八門的形形色色的天地，使娜拉

張皇失措，經濟一點也沒有。」19 蕭紅第一次從封建家庭出走是為爭取中學受教

機會，第二次違抗父命婚姻則與家庭徹底決裂。幾乎所有的生平研究，都會細數蕭

紅叛父離家、抗婚飄浪的經過，卻鮮少將這位第二代娜拉被滿洲國政府壓迫淪為

「流亡的娜拉」的另一面，連貫起來思考。筆者認為，蕭紅是第二代娜拉中，跟隨

左翼男性知識分子們戰鬥，透過批判統治階級道德性與世界觀，從反霸權角度進行

                                                 

19 景宋，〈追憶蕭紅〉，收入王觀泉編，《懷念蕭紅》（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頁 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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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拉形象重塑工程的重要旗手。從五四到五卅，從九一八到七七，中國娜拉在革命

語境中被淘洗鍛煉，個人主義的娜拉變成民族國家與無產階級的娜拉。蕭紅以其文

學作品體現中國娜拉論述的蛻變，更以其流亡身體為這個蛻變史增加實踐反思的維

度。 

蕭紅對自身娜拉軌跡的回顧，始於哈爾濱時期，卻成熟於流亡上海之後。借鑑

戴錦華有關中國現代婦女文學的研究推斷，上海時期是蕭紅從「非主體」過渡到

「主體」的關鍵時期。20 1933 年蕭紅第一次出走，從呼蘭時期的父權所屬物變為

男性客體（蕭軍之妻），這階段從哈爾濱持續到青島時期。此時儘管獲得人身自

由，發表創作也參加進步文化活動，但是生計與社交活動都依附蕭軍。1934 年蕭

紅的第二次出走，是與哈爾濱、青島的訣別。進入上海後，由於魯迅的平等接納，

作家身分與社會脈絡的強化，21 開始進入「非主體」建構階段。1935 年 12 月《生

死場》、1936 年 8 月《商市街》、1936 年 11 月《橋》、1937 年 5 月《牛車上》

接踵出版，使她快速積累文化資本與人際網絡。1936年後二蕭協議分居，7月蕭紅

赴日，次年 1 月返國。兩人分合不定，蕭紅開始利用媒體透露私人感情，3 月以組

詩《沙粒》將兩人感情破裂消息公諸於世，7 月又將交往對象李潔吾的來信加按語

發表於雜誌。公共身分的強化，加速了她非主體期的結束，最後與蕭軍分手完成了

第三次的出走。 

約莫 1937 年春季，蕭紅的主體性已確立。8 月中旬，隻身援救淞滬事變後受

困的鹿地亙夫婦；同月受邀參與胡風發起的抗日救亡雜誌籌備會，提議以《七月》

為刊名獲得採納，會中並邂逅第二任丈夫端木蕻良 (1912-1996)。上海時期是蕭紅

定義主體的時期，那麼性別建構過程與她的創作有怎樣的關係呢？ 

1934 年 12 月《生死場》送審這一年，儘管蕭紅精勤於散文，但是 1935 年的

「悄吟」依舊沒沒無聞。她被上海文壇接受，必須到年底使用「蕭紅」之名出版

《生死場》以後。悄吟在滬的初啼之作，是 1935 年 1 月發表的散文〈小六〉，之

後 3 到 5 月密集完成散文集《商市街》，6 到 8 月發表〈餓〉、〈祖父死了的時

候〉、〈三個無聊的人〉，翌春又發表〈初冬〉、〈訪問〉、〈廣告員的夢想〉、

〈索非亞的愁苦〉等散文和小說。22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她大量寫出以第一人稱

                                                 

20 戴錦華將女性主體的成長分為物體、客體、非主體和主體四個階段，並指出非主體期為最具挑戰

性的階段。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社，2004），頁 1-43。 
21 景宋，〈憶蕭紅〉、〈追憶蕭紅〉，收入王觀泉編，《懷念蕭紅》，頁 47-51、53。 
22 1935 年 6 月在《文學》4.6 期發表〈餓〉；7 月在《大同報．大同俱樂部》發表〈祖父死了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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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述生活片段，將情節導向內心披露與倫理思辯的自傳體散文。1936 年 8 月《商

市街》出版後次月再版，三個月後又推出另一部散文小說集《橋》，23 可見這些

作品十分受歡迎。  

1936 年 11 月《橋》出版時，蕭紅已名滿上海。此刻她重新收錄在長春《大同

報》、哈爾濱《國際協報》上的青澀之作，24 值得我們玩味。更重要的是，《商

市街》和《橋》中的自我書寫，多數寫於浪跡上海的最初兩年，與蕭紅女性意識發

展的非主體期正好重疊。這些篇帙短小的自傳體散文，以「我」的視角捕捉日常生

活，跳躍，瑣細，重視內心描寫，篇篇都是異議者的流亡證言。依時序可見其娜拉

意識萌露於短篇小說〈鍍金的學說〉(1934.6)，至中篇小說〈手〉(1936.4) 鋒芒畢

露。蕭紅不斷從「流亡新女性」的角度質疑主流倫理，在上海櫥窗中現身說法，向

讀者展示一位活脫脫「從東北走出的娜拉」。 

流亡的異端，流浪的女作家，是怎樣一種娜拉？從東北出走的娜拉如何因父權

殖民壓迫而艱困，如何在艱困中洞察霸權文化，又如何提出批判敘事？蕭紅借助自

傳體散文，記述了「滿洲國」流亡新女性建立主體的斑斑血淚。在〈初冬〉

(1936.1)、〈餓〉(1935.6)、〈破落之街〉(1933.12)、〈他去追求職業〉(1936.8) 這

些描寫離家初期境遇的散文中，蕭紅首先以飢餓書寫銘刻對性別身分的重審和倫理

思考。 

〈初冬〉描寫「我」離家後第一個初冬，偶遇上學途中青春活躍的弟弟之情

景。弟弟勸道：「那麼飄流著，就這樣飄流著？」，「我真耽心你這個女浪人」；

「我」則兩次答道：「那樣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願意受和我站在兩極端

的父親的豢養」。「我」意識到女兒之身使我與同胞兄弟的命運南轅北轍，但弟弟

何嘗不是父權制度下的弱者？「我」也意識到「女浪人」已與周圍「安閒而幸福」

的人們、甚至「全人類」越來越遠了。然而儘管出走的代價是成為家的他者和社會

邊緣人，「我」還是拒絕親情召喚，轉身離開。25  

                                                 

候〉；1936 年在《生活知識》1.7 期發表〈初冬〉；同年 4 月開始，撰寫〈手〉、〈紅的果

園〉、〈王四的故事〉、〈牛車上〉等牽涉左翼啟蒙或抗日題材的小說。 
23 1936 年，《商市街》和《橋》由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24 這些在蕭軍、方未艾、舒羣等人鼓勵下作品包括：1933 年 12 月在《大同報．夜哨》發表的〈煩擾

的一日〉、1934 年 3 月在《國際協報．國際公園》陸續發表的〈夏夜〉、〈離去〉和〈蹲在洋車

上〉等。 
25 蕭紅，《蕭紅全集》下冊，〈初冬〉，頁 93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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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餓〉、〈破落之街〉、〈他去追求職業〉描寫「我」和「郎華／平」，一對

左翼愛侶，因身為反滿異端承受的貧困折磨與道德危機。餓，成為「我們」每日生

活的重心，生活節奏、念頭、知覺、道德感、價值觀都環繞著餓打轉。〈餓〉，袒

露知識女性面對餓的情景：黎明時刻掛在旅舍過道他人房門口的列巴引誘著

「我」，催促「我」去偷。最後一瞬「我」因羞恥心退回，但飢日如年，「桌子可

以吃嗎？草褥子可以吃嗎？」，「我坐在小屋，像餓在籠中的雞一般，只想閤起眼

睛來靜著，默著，但又不是睡。」幸好昔日美術老師來訪，使「我」暫免於飢餓，

但他不要「我」與人同居的勸告又刺痛少女的心。蕭紅以各種幻覺、感官、意識

流、對比和反襯，赤裸表現理性和夢想被飢餓大軍踩在腳底時的狼狽掙扎。「我」

在內心辯解著：「在『偷』這一刻，郎華也是我的敵人；假若我有母親，母親也是

敵人」、「街車喚醒了我，馬蹄嗒嗒、車輪吱吱地響過去。我抱緊胸膛，把頭也掛

到胸口，向我自己心說：我餓呀！不是『偷』呀！」26 餓，讓「我」明白許多

事。娜拉出走後，幸福家族遠了、學習生涯遠了、藝術的夢碎了，童貞不值錢，最

後能守的只剩「不是偷」而已。 

〈破落之街〉回憶窮到連一條鞋帶也沒有的「我」和「平」，去和一群「不像

人」、「豬玀」、「污濁的群」一起喝粥的往事。「我們」連天餓著，導致「我」

無法思考、無用於世、無時無刻不在病中，所剩零錢只夠到貧民窟小店裹腹。「我

們同別的一些人一樣，不講衛生體面，我覺得女人必須不應該和一些下流人同桌吃

飯，然而我是吃了。走出飯館門時，我很痛苦，好像快要哭出來，可是我什麼人都

不能抱怨。平他每次吃完飯都要問我：『吃飽沒有？』我說：『飽了！』其實仍有

些不飽。」走進貧民窟尋找吃食，小姐的自尊心受傷了，價值觀搖搖欲墜。「這破

落之街我們一年沒有到過了，我們的生活技術比他們高，和他們不同，我們是從水

泥中向外爬。可是他們永遠留在那裡，那裡淹沒著他們的一生，也淹沒著他們的子

子孫孫，但是這要淹沒到什麼時代呢？」「我」於是知道，自從所屬階級出走後便

淪落為一條狗；「我們」雖暫時爬出，但體內已漸漸長出了不像人的東西。「我們

也是一條狗，和別的狗一樣沒有心肝。我們從水泥中自己向外爬，忘記別人，忘記

別人。」27 蕭紅注視餓在體內的橫行，覺察革命者自主選擇的餓如何照樣使人幾

乎失去理性及所信仰的一切。28 

                                                 

26 同前引，〈餓〉，頁 916-919。 
27 同前引，〈破落之街〉，頁 899-901。 
28 《商市街》中取材於左翼文化運動的作品，譬如〈牽牛坊〉、〈冊子〉、〈劇團〉、〈白面

孔〉、〈門前的黑影〉、〈最後一個星期〉等，和這些飢餓書寫為當時二蕭生活中的一體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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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擾的一日〉(1933.12)，以獨身女性視角審視家庭中的階級與性別關係，並

因看清「家為女性囚籠」，對成為資產階級女性一員絕望，而堅定了不斷出走、再

出走的決心。29〈過夜〉(1936.11) 收錄於《橋》，描述只剩幾個銅錢的「我」，在

幾乎斃倒街頭的雪夜受一對遊民母女收留，從中對下等人求生之「道」的觀察和思

索。「我」準備離開時，婦人一邊怨怪「金鈴子這丫頭還不中用」、「再過兩年我

就好了。管他長得貓樣狗樣，可是她倒底是中用了」，一邊向「我」索求回報。

「我」打算給她套鞋時發現被偷，老婦這才流淚說出昨夜責打小金鈴子的理由：

「我告訴她偷，是到外面去偷。看見過嗎？回家來偷。我說我要用雪把她活

埋……。」30「我」看見屋裡唯一有光的瞬間，流民有道德嗎？但這是道德嗎？

不，蕭紅認為，那是鼠的倫理，鼠的道德。 

〈過夜〉是典型的蕭紅自傳體散文，介於散文和小說之間，以感官驅動故事，

快節奏故事與直觀內心描寫交織，反映出走者的飄零無依，以及在混亂精神狀態下

越發地對人性生活的渴盼。「我」恨浪人的命運，更恨逃無可逃的遍地家暴，母親

對女兒的性剝削等。暗夜行路的娜拉受盡煎熬，認罪回家？拋下道德賣身，抑或自

殺吧？不，終究「我」又熬過兩個夜。任不肖動物占住親戚空屋無理要求過夜資，

任腐朽的女同胞剝奪自己最後維生衣物。領略女女相食，「我」再次出走了，小說

末尾這麼寫著： 

兩天沒有見到太陽，在這屋裡，我覺得狹窄和陰暗，好像和老鼠住在一

起了。假如走出去，外面又是「夜」。但一點也不怕懼，走出去了！我

把單衫從身上褪了下來。我說：「去當，去賣，都是不值錢的。」這次

我是用夏季裡穿的通孔的鞋子去接觸著雪地。31 

褪去最後的女女鎖鏈，大智勇者誕生了。在女性高自殺率與自殺文藝充斥的

1930 年代，娜拉緊裹單衣再次推門而出。娜拉的出走，不是一天完成，一次完

成、向外完成的──蕭紅寫出魯迅沒說的事。娜拉不是過街老鼠，如果倖存的代價

要以啖飲下一代女性膏血換來，那不如誓死如歸吧！過夜，過了這夜，「我」明白

沒有比女女壓迫更陰沈，沒有比內心的夜更黑，心裡的窮更窮。終於！娜拉跨過了

                                                 

29 蕭紅，《蕭紅全集》下冊，〈煩擾的一日〉，頁 895-898。 
30 同前引，〈過夜〉，頁 933-937。《橋》另收錄〈煩擾的一日〉、〈破落之街〉、〈訪問〉、〈索

非亞的愁苦〉、〈手〉等篇。 
31 同前引，頁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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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的黑和心理的夜。 

三○年代，開始有新女性迴身向內，從家庭改革層面思考中國婦女問題。五四

時期由男性塑造的理想樂觀的娜拉形象，逐漸由女性闡述的日常審慎論述取代。蕭

紅的娜拉敘事除了自剖出走流亡經驗，也檢視家庭中的性別權力，被比對的他者，

除了〈初冬〉中的弟弟、《商市街》的愛侶「郎華／平」，甚至包括祖父。 

〈他去追求職業〉延續〈破落之街〉主題，取材於蕭紅與蕭軍婚後的生活，但

主體飢餓的描寫少了，轉為關照親密伴侶「郎華」的餓。觀察男性如何對抗餓、解

決餓，並把愛侶間餓到無奈相瞞、不擇手段謀錢療飢的悲哀描寫出來：「『小孩

子，餓壞了吧！』我說：『不餓。』我怎能呢！為了追求食物，他的衣服都結冰

了。過一會，他拿出二十元票子給我看。忽然使我痴呆了一刻，這是從哪裡來的

呢？」32 遲歸的郎華、租屋中異國女郎的高跟鞋聲、被男人挾著上樓的吉普賽妓

女，都暗示比郎華先一步進樓的外國姑娘掀開上襟對「我」大讚「我」的「XX」

漂亮一事，非比尋常。蕭紅透過女性依附者和男性謀生主面對自主選擇的飢餓時一

體同悲的困境，關注因流亡情境而惡化的家庭性別權力關係及道德課題。 

〈蹲在洋車上〉(1934.3)，是蕭紅在哈爾濱最後兩個月，反思自身階級惰性的

散文。文中首先以祖母上街等描述揭示蕭家資產階級的屬性，接著以「我」獨立不

馴、擅自進城迷路卻未受責罵等，鋪陳備受寵愛的童年。最後，當好心車伕因

「我」淘氣要求導致被「祖父猛力打了」，「『你為什麼打他呢？那是我自己願意

蹲著。』祖父把眼睛斜視一下：『有錢的孩子是不受什麼氣的。』」這一刻「我」

才發現原來自己是以資產階級孩子身分被疼愛，且這種愛以賤斥其它人群而存續，

隱藏著偏見和暴力。「所以後來，無論祖父對我怎樣疼愛，心裡總是生著隔膜」。

這是小娜拉的出走。小娜拉在蕭紅生命史地表的浮出，顯示其左翼女性主體的成

熟。出走與飄浪使蕭紅清楚，餓是非理性的；也使她知道欲與所屬階級告別、「變

成個沒有錢的孩子了」，需要和自己進行多少掙扎格鬥。33 

〈祖父死了的時候〉(1935.7)，描寫奔喪期間的覺悟。開篇便寫道，祖父是

「我」一生最重要的一個人，他死了「就把人間一切『愛』和『溫暖』帶得空空虛

虛」，此後「我」身邊將只剩下「兇殘的人了」。蕭紅批判家父長制度底下，僕

人、老人、孩子、女人遭受的暴力，以及同是弱者的後母與父親的共犯關係。透過

祖父停靈屍身的俯看，「我」真實感受到一代價值的消殞。對封建資產家庭之殘暴

                                                 

32 同前引，〈他去追求職業〉，頁 985-986。 
33 同前引，〈蹲在洋車上〉，頁 90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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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誓不兩立的「我」，決定「以後我必須不要家，到廣大的人群中去」。這一次娜

拉走向了大眾，左翼女性主義者呼之欲出。34 

克莉斯汀．哈里斯 (Kristine Harris) 指出，五卅以後從「性別論述」轉移到

「階級論述」為中國新女性論述最大的轉向；許慧琦也認為承載著中國人與時俱變

的現代性想像與性別認同的娜拉論述，無論是一○年代的出走、二○年代的出路、

三○年代的回家，都是「去性化」(desexualized) 的討論，未啟發基進女性主義的

主體意識與活動空間。35 筆者則認為，蕭紅案例將使以關內經驗和論述為中心的

這些觀察再次被商榷。 

綜上討論，蕭紅作品的真摯性，來自於她對以飢餓換來的娜拉新生活與新道德

忠誠不懈的追問和描述。無論是流連於失根的殖民都市曠野，或飢困在與蕭軍共棲

的左翼殘黨斗室，她的作品已別開生面擁有以下特徵：第一，對出走後的新階級與

性別身分的思索；第二，對「出走─流亡者」日常生活與精神困境的披露及倫理反

思；第三，對資產階級文化惰性、家庭暴力與新女性觀的質問；第四，對進步男性

他者慾望、行為與道德觀的觀察比對；第五，從個性覺醒到階級覺醒，從家庭、曠

野到群眾，不斷出走與再出走的決心。總之，從哈爾濱、青島到上海，蕭紅以「滿

洲國女異端」的自暴書寫，將東北娜拉寧向西天一步死，不回東土半步生，不妥協

於封建─殖民─法西斯體制的精神立場，進行了絕佳的文本化。這不是去性化的思

考，而是啟發了基進女性主義的主體意識與活動空間。 

四、左翼文化走廊上的二蕭：出版與流轉 

筆者在有關東亞左翼文化走廊的研究中，指出 1933年到 1937年，以東京與上

海為主幹，輔以東京向臺灣、朝鮮、滿洲國輻射等支幹，曾經形成一個通道式的文

化場域。36 在左翼文化走廊的活躍期，位於西端的上海情況如何呢？如前所述，

                                                 

34 同前引，〈祖父死了的時候〉，頁 927-929。 
35 Kristine Harris, “The New Woman Incident: Cinema, Scandal, and Spectacle in 1935 Shanghai,” in 

Sheldon Hsiao-peng Lu (ed.), 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 Identity, Nationhood, Gende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7), p. 288; 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 

(1900s-1930s)》，頁 354-355、380-381。 
36 柳書琴，〈左翼文化走廊與不轉向敘事：臺灣日語作家吳坤煌的詩歌與戲劇游擊〉，收入李承

機、李育霖主編，《「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中心，2015），頁 16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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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左翼文壇進入最後兩年時，東北流亡作家的加入引來民族淪亡議題，這個議題

以「奴隸的反抗」展現，形成圍繞在魯迅身邊的最後一批青年作家，魯迅積極想把

他們介紹給中國、甚至日本的文壇。東北作家群帶來新的文藝和論述資源，本節將

分兩部分探討蕭紅的娜拉流亡話語為「哈爾濱─上海走廊」注入怎樣的話語資源？

她與蕭軍又曾在「上海─東京走廊」上與日本／臺灣進步人士嘗試過哪些跨文化實

踐？ 

(一)哈爾濱─上海走廊 

研究東北流亡作家必須回歸一個基本問題，那就是逃離滿洲國的艱困處境，如

何迫使他們焦急尋找自我歸屬？昔日是哈爾濱左翼作家，今日以救亡文藝、國防文

學被標榜，而疾言厲色見證的滿洲現實又逐日成為遠方消息，究竟該如何面對這樣

的處境？蕭軍、蕭紅是最早將「流亡」之惡劣處境和離散創傷加以文本化的作家。

他們的作品不約而同地環繞流亡深化，具備一定的傳記性與互文性，而蕭紅帶有娜

拉視野的流亡話語與帶有流亡視野的娜拉故事，使流亡與出走交互建構，更開創了

與男作家不同的內涵與風格。 

對於東北作家而言，流亡上海與在哈爾濱時截然不同的是，必須同時面對個人

主題經營與集體東北作家形象的課題。1936 年 1 月在魯迅支持下，二蕭開始與胡

風、蕭軍、聶紺弩共同編輯《海燕》，第一期發行二千冊。創刊號上，蕭軍將他從

大連去青島船上遭遇日警盤查的危難經驗描寫出來；同期還登載了魯迅、胡風、志

賀直哉、高爾基的作品，以及蕭紅小說〈訪問〉、羅烽 (1909-1991)〈我是的貪婪

活著〉、〈馭者的鞭子〉兩首詩。在二蕭參與編輯的這份左翼文藝月刊上，東北流

亡作家逐漸形成共同話語，蕭軍尤占主導地位；與此同時，男女作家流亡話語的差

異也逐漸浮現。 

以〈大連丸上〉為例，蕭軍描寫「我」與「妻」向「祖國」奔逃途上截然不同

的境遇。「我」一上船就遭日警惡意盤查，在與「狗」（日警）唇槍舌戰、劍拔弩

張、幾近絕望之際，瞥見訊後的病妻靜默眺望艙外大海的背影，「我」因而沉著下

來，逃過一劫。37 充滿屈辱、憤慨與英雄主義氣息的這篇散文是兩人亡命生活的

紀實，卻顯示同一流亡歷史中兩性際遇與反應的差別，而蕭軍的陽剛氣象與蕭紅的

反暴力特質又恰是兩人文學風格的寫照。 

1935 年 5 月 2 日蕭軍將這段屈辱經驗記載下來，當它刊出於《海燕》時，兩

                                                 

37 田軍（蕭軍）， 〈大連丸上〉，《海燕》，1（上海：1936），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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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在上海文壇站穩腳步。自抵達上海驚魂甫定後，哈爾濱到青島那段艱困歲月遂

成為蕭軍、蕭紅首要的回望。對蕭軍而言，淪亡流亡的創傷逐漸轉為抵抗的徽章和

誓不臣倭、復土雪恥的決絕態度。創刊號上蕭軍另一首詩歌〈我家在滿洲〉，38

「我家在滿洲／我沒有了家」、「我沒有了家／我家在滿洲」，反覆痛陳的正是這

種翻轉向外的憤怒剛強。 

搭船逃離滿洲國的經驗，也多次迴旋在舒羣作品中。舒羣於青島期間完成、在

上海刊出後名震一時的小說〈沒有祖國的孩子〉，通過果里沙、果瓦列夫、果里三

位異國少年，隱喻中、蘇、鮮不同民族現況；小說最後展示「奴隸的反抗」、「少

年朝鮮站起來了」的高峰，同樣利用日警緝捕政治流亡者的青島港町來鋪陳。39 

小說〈難民〉以一波波貧民從滿洲國搭船逃亡的亂象為背景，描寫一對偷渡上船的

祖孫為保全活路，祖母上吊避免拖累孫女，閨女則委身男人的慘劇。40 散文〈故

鄉的消息〉記載兩則東北來訊：一是迫於形勢不告而別的流亡者，獲知被自己拋下

的家人在滿洲國生活無著後向中俄邊境流徒的消息；另一是常說「這奴隸的滋味我

算嚐夠了」的友人，因牽掛親人未及時逃出，結果被捕入哈爾濱監獄遭苦刑逼死的

噩耗。41 

蕭軍、舒羣的作品從大連─青島航路或哈爾濱─上海郵路，不斷傳遞滿洲國異

議者家破人亡的消息。除了作家之間充滿互文性的流民圖景之外，讀者還可以從這

些自傳性的故事、文末自署的撰文時間等，感受到作家的流亡現場；而這些因流亡

耽擱而過時刊出的文學，又儼然成為批判日本帝國主義的最好物證。流亡證言、現

地報導、青澀之作的過時逼真性和半熟作品的野性，為 1936 年高漲起來的國防文

學口號填入新鮮猛利的內容。東北文學的湧現顯示被納入上海文壇體制內的流亡作

家們，已意識到上海文壇的需要，並回望其凝視來進行自我再現。 

在「流亡」成為東北作家的文化資本及論述資源時，蕭紅反而較少描繪大場面

的社會流亡，她關注的是心理的戰場。這種內向性視野的形成，或許因為在她的生

命經驗中，出走與流亡先後降臨給造成她極大威脅。出走的道德、流亡的倫理，出

走和流亡到底為了什麼、又欲克復什麼，成為蕭紅流亡思索的核心。當中國新女性

                                                 

38 田軍，〈我家在滿洲〉，《海燕》，1（上海：1936），頁 23。 
39 舒羣，〈沒有祖國的孩子〉，《文學》，6.5（上海：1936），頁 603-615；後收入舒羣，《沒有

祖國的孩子》（上海：生活書店，1936），頁 3-21。舒羣曾託人面呈魯迅未成，幸逢作家白薇轉

遞周揚，周揚、周立波等人給予高度評價而一作成名。 
40 舒羣，〈難民〉，《作家》，2.1（上海：1936），頁 138-152。 
41 舒羣，〈故鄉的消息〉，《中流》，1.6（上海：1936），頁 35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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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跳出封建家庭、卻又掉入「娜拉應否回家」的復古漩渦而載浮載沈之際，蕭紅

卻試圖把全球性的流亡娜拉現象引進中國人視域。娜拉的出走因國族淪亡備加險

惡，卻也因國族的虛弱激發更多性別主體與文化惰性的超克。蕭紅兩篇以猶太裔白

俄女性為鏡像的作品，便將女性主體建構與政治流亡連貫起來思考。 

〈訪問〉描述「我」訪友未遇，意外與朋友由俄羅斯飄泊來的猶太女房東共進

下午茶的經過。小說前半段，這位充滿魅力的女性一面優雅地端出方糖、咖啡、

茶、餅乾招待，一面暗示以花邊編織教學維生的她從未想長期羈留中國。當她憶起

「宮廷」時突然激動起來，咒罵眼前一切：「你見過嗎？這叫餅乾，這是什麼餅乾

呢？狗也怕不想吃這東西」，暴露出隸屬白俄群體一員之沒落貴族的憤恨。「我」

看她不住地回憶「俄羅斯」的光榮，明白她是流亡的囚徒、貴胄意識的受害者，

「我」同情她無可救藥的回返情結卻厭倦地想離開。42 

〈索非亞的愁苦〉與〈訪問〉相似，描寫「我」在哈爾濱時與猶太裔女教師索

非亞的一段友誼，以及對這位布爾什維克黨末裔的觀察。不同於前述的反革命者，

索非亞是在中國出生的高加索人。索非亞是「我」的俄文老師，超越種族與出生

地，認同蘇俄，常熱情地教「我」俄國歌舞。性情開朗活潑的她，卻在巴斯哈節

（逾越節）前病了，向「我」吐露望鄉之苦及「回國」計畫。「我」再訪未遇，她

已因肺病入院。透過巴斯哈節、索非亞父母的思鄉，可推知她是猶裔高加索人。蕭

紅將索非亞一家因少數群體之故，與猶太人及白俄同樣被視為窮黨，被摒斥於蘇聯

之外的流離之苦，以疾病為隱喻表現出來。當其母告訴「我」「窮黨回國是難的」

之後，「我」把糖果放下便匆匆離去。猶裔的民族之痛使「我」共鳴，高加索人被

新興蘇聯再次賤斥的流離失所，更刺痛了滿洲人「國中之國」的流亡者歇斯底里症

候。43 

在不同階級、群體與地域的猶太裔女性身上，離散與回返都如強迫症般不斷壓

抑卻無從制止。「我」透過哈爾濱猶太流亡者看見被革命者的精神困境，卻也透過

猶太裔高加索人看見新興紅色霸權造成的流離。流亡，對滿洲國作家而言，是半自

主選擇的積極存在，蕭紅為世上不一而足的流亡者同哀，卻企圖思辨反法西斯流亡

者不同於其他流亡者的精神立場是什麼。上述兩篇作品對流亡者階級／文化意識及

群體認同的反思，可以看出蕭紅對流亡精神的認識與反霸權和奴性超克有關。她認

                                                 

42 蕭紅，〈訪問〉，《海燕》，1（上海：1936），頁 14-18；後收入蕭紅，《蕭紅全集》上冊，頁

173-177。 
43 蕭紅，〈索非亞的愁苦〉，《大公報．文藝副刊》（天津），1936 年 4 月 10 日，第 125 期；後收

入蕭紅，《蕭紅全集》下冊，頁 948-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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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到，奴隸的反抗須從反抗霸權文化和內心奴性開始，拒絕當帝國、資本、父權、

創傷、乃至記憶與習氣的奴隸。小說〈手〉描寫的正是一位透過閱讀左翼小說自我

啟蒙，停止向資產階級女性學舌，終於重新神氣活現、找到社會歸屬的工人階級少

女的故事。44 

如前所述，《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的出版使東北作家名揚上海，也使他

們蒙上抵抗的奴隸、沒有祖國的孩子等從屬象徵，然而蕭紅卻以東北來的娜拉從民

族主義及壓迫抵抗等宏大敘事中解套。如果返國歸鄉不是為了終止流亡的根本原因

──權力與暴力，而是為延續資產階級的榮光，那麼流亡不會有克復的一天；如果

女性只是花邊似的附屬，消費者或消費性的存在，那麼娜拉應該堅持流亡。從「出

走的娜拉」到「流亡的娜拉」，蕭紅藉由「克復奴隸的心」在左翼陣營中開啟一套

性別／國民性啟蒙話語，而性別位置的樹立等於宣告她以五四新文學「救精神」傳

統的轉化，已推開男性左翼書寫別開生面。45 這對蕭紅個人藝術世界的完成或對

流亡作家集體形象的活化都是十分重要的。 

縱觀東北作家的南流圖景，1932 年 9 月孔羅蓀 (1912-1996) 走上海，1933 年

春塞克 (1906-1988) 經北平、青島赴滬。1934年 3月，舒羣逃往青島，6月羅烽被

捕，次年 6 月獲釋後與白朗 (1912-1994) 聯袂南逃。1934 年 6 月二蕭從哈爾濱經

大連搭船，渡渤海，抵青島，投靠舒羣，青島成為流亡作家第一個中轉地。8 月，

舒羣在青島參與的中共地下黨組織遭國民黨特務破壞被捕，11 月二蕭向上海走

避。1935 年 6、7 月間，出獄後短暫滯留煙台的舒羣南來。6 月羅烽、白朗由膠到

滬，短暫與二蕭共棲。1936 年又有姜椿芳、林珏、周玉蘭、陳涓、袁亞成、駱賓

基、端木蕻良等，新一批作家從東北、青島或北平徙來。最後，1937 年金人等人

抵達。46 8月上海淪陷後，作家們幾經聚散分合，再度向南北各路星散。 

1945 年以前，在飄零又飄零的境遇中搏鬥，東北流亡作家的作品和精神已成

為波動廣泛地域的文學現象。依據孫碩的歸納，第一波東北流亡作家以哈爾濱北滿

洲作家 1936-1937 年在上海的流亡聞名，這批作家在上海淪陷後，又輾轉向延安、

武漢、重慶、桂林、香港流亡，1942 年後形成「香港．桂林作家群」和「延安作

                                                 

44 蕭紅，〈手〉，《作家》，1.1（上海：1936），頁 123-142；後收入蕭紅，《蕭紅全集》上冊，

頁 211-225。 
45 1938 年，抗戰文學鼎盛之際，蕭紅曾表達「作家們寫作的出發點是對著人類的愚昧」之觀點，筆

者認為這種非主流觀點與其上海時期的娜拉書寫實踐有關。〈現時文藝活動與《七月》：座談會

記錄〉，《七月》，3.3（漢口：1938），頁 74-82。 
46 岡田英樹，《文学にみる「滿洲国」の位相》（東京：研文出版，2000），頁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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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群」兩支。第二波則以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滿洲國政治整肅強化後，東北

現地作家向華北流亡的現象為主。47 

《八月的鄉村》、《生死場》兩本小說，堪稱滿洲國─上海跨域文藝現象的啟

動劑。二蕭雖非最早書寫抗日主題的東北作家，但親歷淪亡的他們卻適時為中國文

壇提供需要，48 並成為某些滿洲國現地作家的精神座標。49 蕭紅到上海後曾兩次

寄稿回滿洲國：1935 年 7 月 28 日在長春《大同報．大同俱樂部》刊出〈祖父死了

的時候〉，1937 年 1 月 31 日又在大連《泰東日報．遼水週刊》登出〈提籃者〉，50 

描述娜拉生活的這些散文，都使用東北讀者熟悉的署名「悄吟」。二蕭到滬後轉危

為安的際遇，鼓舞了流亡青島的舒羣、于黑丁、蔡天心，北平的端木蕻良，原哈爾

濱作家群羅烽、白朗、金人、賽克、林珏、狄耕（張棣耕）、駱賓基、《大同報》

副刊主編孫陵等人南來，1936 年到 1937 年間完成了東北流亡作家在上海的群聚。

他們的小說密集出版於 1935 年後的幾年間，以二蕭代表作為始，以相似的題材與

風格體現了流亡作家群的崛起。51 

與此同時，1936 年 1 月二蕭參與編輯《海燕》；4 月起蕭軍投入另一份新刊

《作家》的編輯工作；1936 年 9 月紀念九一八事變五週年之際諸人刊印《東北作

家近作集》；52 同月，在《文學大眾》製作的「九一八五週年紀念特輯」中，舒

                                                 

47 孫碩，《東北流亡文學中民族意識與民間日常書寫關係的研究》（重慶：重慶師範大學中國現當

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頁 4。筆者認為，東北流亡文學屬於抗日文學的範疇，同時又融

匯於左翼文學和延安文學之中，若將華北流亡現象一併考慮，還應隸屬淪陷區文學之列。 
48 在上海求學的李輝英曾以短篇小說〈最後一課〉以及長篇小說《萬寶山》率先書寫淪亡之慟。

《萬寶山》(1933) 被茅盾讚許為九一八事變後三部先驅性的「反日文學」之一。然而由於李當時

不在東北，依憑新聞記事寫作，且偏重農民樂天性的描寫，因此茅盾遺憾地表示：「作者沒有把

久在帝國主義武力控制與經濟侵略下的『東北』的特殊社會狀況很明顯地表達出來」，造成整體

小說的病根、錯誤和失敗。東方未明，〈「九一八」以後的反日文學：三部長篇小說〉，《文

學》，1.2（上海：1933），頁 340-346。 
49 譬如，山丁為紀念二蕭離哈爾濱四年，在《新青年》呼籲繼承二蕭意志時寫道：「蕭軍才是真正

的作家呢。他沒飯吃的時候就靠寫作來支撐」、「不管有沒有飯吃，都該走蕭軍的路」；又譬

如，陳隄、關沫南、王光逖等留在哈爾濱的左翼青年，也以接續流亡作家的未竟事業自我期許。

岡田英樹，《文学にみる「滿洲国」の位相》，頁 116-118。 
50 〈提籃者〉，原收於《商市街》，1937 年再刊於大連的《泰東日報．遼水週刊》。  
51 包括：端木蕻良《鴜鷺湖的憂鬱》、《大地的海》、《憎恨》，舒羣《沒有祖國的孩子》，羅烽

《第七個坑》、《呼蘭河邊》，白朗《伊瓦魯河畔》，駱賓基《邊陲線上》，李輝英《豐年》、

《山河集》，林珏《山村》，狄耕《白山黑水之間》，蔡天心《東北之谷》，孫陵《從東北來》

等。 
52 光明半月刊社編，《東北作家近作集》（上海：生活書店，1936）。本書收錄羅烽〈第七個

坑〉、宇飛〈土龍山〉、穆木天〈江村之夜〉、舒羣〈戰地〉、白朗〈淪陷前後〉、陳凝秋（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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羣、白朗、羅烽、辛勞、亞丁、田平等多位東北作家受邀寫作。53 1937 年 1 月蕭

軍、羅烽、舒羣等人又受聯華書局邀請發行《報告》半月刊，該刊重視報導文學和

地方通訊，尤以保持濃厚的東北地方色彩為標榜。54 1937 年 4 月二蕭、舒羣、白

朗、金人、楊朔、林玨等人以稿費集資，出版「夜哨文藝小叢書」，由上海科學圖

書公司發行；8 月白朗、金人為紀念在滿洲國遇害的戰友、詩人、黨員金劍嘯，透

過上海生活書局編輯紀念專號《興安嶺的風雪》，55 二蕭、舒羣、羅烽、白朗皆

參與撰文。 

總之，在「哈爾濱─上海走廊」上，二蕭吸引東北左翼作家南來，形成人員與

美學上的類聚，以及大量具報導性與現實性的作品實踐，結果不僅緩和了先前因理

念先行而引發的上海左翼文學創作爭議，56 也強化了東北作家群的公共性與文化

影響力。東北作家群成為左聯附屬的一個活躍新群體，流亡性逐漸形成一種意識形

態，隨著東北流亡文學而全國化、甚至回流到滿洲國。筆者認為，就這些意義而

言，二蕭在上海的登場堪稱 1935 年上海文壇的一個「事件」。蕭紅獲益於魯迅的

教導，站在「娜拉」與「革命者」的雙重角度，忠誠挖掘自己的性別真實與階級真

實。她不讓女性主體建構因家國論述與陽剛話語而秩序化、異化或神秘化；她選擇

自暴性的位置與抒情性的符號進行表述，結果反而從封建惰性及奴性意識等更大層

次，提出了對於戰爭與流亡問題的反闡釋。蕭紅以終結淪亡必先克復奴隸的心，為

左翼文化走廊樹立了至今猶值我們反思的話語資產。 

(二)上海─東京走廊 

1920 年代末期，中學時代的蕭紅已透過閱讀，汲取東亞左翼文化走廊上的跨

                                                 

克）《東路線上》、李輝英《參事官下鄉》、黑丁《九月的瀋陽》等八篇作品。 
53 「九一八五週年紀念特輯」，《文學大眾》，1.1（上海：1936），頁 1-84。此外，一些通俗雜誌

也提到「九一八五週年紀念特輯」，譬如：〈藝壇動態〉，《咖啡味》，1（青島：1936），頁

24。 
54 〈東北作家主編的雜誌〉，《通俗文化》，4.10（上海：1936），頁 11。 
55 巴萊、田軍、靳以等，《興安嶺的風雪》（上海：聯華書局，1937）。該書收錄田軍〈鄰居〉、

靳以〈花草的生長〉、林珏〈寄押犯〉、金三〈深淵下的哭聲〉、高潮〈奴隸隨筆〉、巴萊〈興

安嶺的風雪〉、西水〈山西民眾的經驗〉、達之〈華南的一個小村〉、陳毅〈罪民〉、辛勞〈在

黑暗中〉、白薇〈記家鄉〉、黎烈文〈高爾基在忒斯里〉、徐勵〈在門診間〉、艾羣〈軍中底中

秋〉等人作品。 
56 李長虹，《「東北作家群」小說的文化精神》（吉林：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7），頁 175。此

外，當時白里〈生死場〉一文也提到蕭紅用「寫出真實」的農民小說，使「農村描寫的公式主義

者們領出了一個去路」。白里，〈生死場〉，《讀書生活》，4.9（上海：1936），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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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思想資源。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1878-1968) 為對她影響最大的一位外國作

家，其代表作《屠場》(The Jung, 1925) 和《石炭王》(King Coal, 1925)，皆由郭沫

若 (1892-1978) 翻譯日文版而引進中國。蕭紅參加星星劇團時排練過辛氏劇本《居

住二樓的人》（《小偷》），曾在散文〈一九二九年底愚昧〉提到閱讀《屠場》譯

本獲得勇氣的往事；〈手〉的主人公也因《屠場》啟發了普羅階級女性意識。 

在與日本左翼作家的出版交流或實際接觸方面，二蕭不僅是流亡作家中的先

驅、也是東北作家中最早受日本文壇矚目者。蕭軍繼《八月的鄉村》之長篇力作

《第三代》經魯迅推薦、小田嶽夫翻譯後，在日本引起注意。1937 年 2、3 月《第

三代》由改造社出版第一、二卷，4 月快速再版，次年 6 月又納入「大陸文藝叢

書」發行。而早在 1936 年 5 月，繼胡風讚美蕭紅作品媲美蕭洛霍夫之後，尚在翻

譯中的小田已在《日本評論》〈最近支那藝術界的報告〉一文，稱許蕭軍為「中國

的蕭洛霍夫」。57 接著，從 1937 年 1 月到 8 月，小田嶽夫、武田泰淳、長野賢，

也紛紛在各文藝雜誌上給予高度評價。58 

1937 年 3 月在許廣平住處，蕭軍、蕭紅、胡風、鹿地夫婦會見日本小說家小

田嶽夫。小田曾翻譯茅盾小說《蝕》1936 年 8 月在日本出版，1937 年因《大魯迅

全集．兩地書》的翻譯問題前來請益許廣平，在上海停留一個月左右，曾為文記述

與許廣平見面的收穫，並對蕭紅留下「容貌還未脫掉孩子氣，顯得天真」之印

象。59《第三代》再版後，蕭軍在日本的知名度提高。1937 年 6 月號改造社出版的

《文藝》，依鹿地亙「促進中日進步作家友誼」的規劃，第一回便推出了蕭軍與中

野重治 (1902-1979) 往來信件，上海通俗雜誌亦對此事有所報導。60 蕭軍在信中

除了提出對中日文藝交流的一些看法，也介紹了 1936 年到 1937 年間《海燕》、

《作家》、《文季月刊》、《熱風》、《報告》、《文學》、《文叢》、《中

流》、《光明》等小型進步期刊的前仆後繼，並略提蕭紅和 1936 年以新人之姿出

                                                 

57 1936 年小田嶽夫在《日本評論》第 5 號，以〈最近の支那芸術界の報告〉一文提出這個評價。該

文後收入小田嶽夫，《支那人．文化．風景》（東京：竹村書房，1937），頁 192-193。  
58 譬如：小田嶽夫在《文藝春秋》15 卷 1 號（東京：1937）發表的〈生きる人〉；武田泰淳在《支

那》創刊號（東京：1937）發表的〈昭和十一年における中国文壇の展望〉；長野賢在《中國文

學月報》29 號（東京：1937）發表的〈蕭軍のヒューマニズム〉等評論，都肯定《第三代》在小

說議題以及促進日本理解中國問題現況上的重要性。 
59 小田嶽夫回憶錄《文學青年群像》，轉引自侯穎，〈蕭紅與日本友人〉，《長春教育學院學

報》，28.6（長春：2012），頁 4。 
60 〈東北作家之一：蕭軍與日本〉，《電聲》，6.27（上海：1937），頁 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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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於中國文壇的羅烽、端木蕻良、舒羣、白朗等東北作家。61 

蕭紅作品的日譯晚於蕭軍，主要透過鹿地亙。1936 年獲日本政府釋放不久的

左翼作家鹿地亙，偕同妻子池田幸子秘密取道青島，長期流亡上海，經內山完造 

(1885-1959) 介紹與魯迅成為至交，之後魯迅將個人作品的日譯工作委託他。同

年，透過魯迅引介，二蕭與鹿地夫婦結為好友。1937 年淞滬事變爆發後，鹿地夫

婦被中日雙方視為間諜，幸賴蕭紅覓得藏身之處並及時攜走日記、文章等抗日證

據，而躲過一劫。1937 年 8 月，鹿地夫婦短暫返日躲避戰火，期間積極促成由胡

風肩負重任之改造社《大魯迅全集》七卷的出版，亦把蕭紅小說〈馬房之夜〉

（《作家》1936 年 5 月號）翻譯到《文藝》1937 年 11 月號上。62 蕭紅作品日譯

以單篇為主，且出版時中日戰爭已爆發，左翼作品的交流頓減，因此知名度遠不如

蕭軍。 

針對七七事變爆發前一年日本文壇對中國文學的關心驟然升高之現象，近藤龍

哉認為原因有二：一、魯迅先生過世在日本知識界引發的震撼；二、日本媒體對中

日衝突升高後之中國動態的關注。在 1936 年中期左右開始的熱烈交流中，日本詩

人協會、東京詩人俱樂部重要成員五城康雄，透過作品翻譯與王統照、胡風等人建

立的交流；以及，《星座》雜誌編輯矢崎彈赴上海，與鹿地亙、胡風、茅盾、王統

照、二蕭、張天翼等人為期一個月的拜會，為最重要的接觸。其後，矢崎、五城攜

手，分別以在東京的《星座》雜誌、日本詩人協會、東京詩人俱樂部和上海王統照

主編的《文學》雜誌為窗口，建立交流。63 

五城康雄有上海旅居工作經驗，因不滿 1937 年 1 月《報知新聞》「文學家的

對中關心」特輯，於《星座》3 月號上發表〈日支文壇の交流を望む〉一文，批判

對於中國現狀偏頗膚淺的報導。該文隨即便由陳琳譯為〈對於中日文壇交流的希

望〉，刊載於 7月份上海發行的《文學》9卷 1號上。64 

矢崎彈 1937 年 5 月 14 日到 6 月 15 日的上海之旅，以密集拜訪中、日左翼人

士揭開序幕。抵達次日拜訪內山丸造、第四日拜訪《上海日日新聞》兒島博和《上

                                                 

61 蕭軍，〈蕭軍より中野重治に〉，收入張競、村田雄二郎編，《日中の 120 年文芸．評論作品選

3：侮中と抗日》（東京：岩波書店，2016），頁 71-78。 
62 蕭紅，〈記鹿地夫婦〉，《文藝陣地》，1.2（廣州：1938），頁 33-44；後收入《蕭紅全集》下

冊，頁 1088-1096。 
63 近藤龍哉，〈胡風と矢崎弾：日中戦争前夜における雑誌『星座』の試みを中心に〉，《東洋文

化研究所紀要》，151（東京：2007），頁 55-95。 
64 五城康雄，〈日支文壇の交流を望む〉，《星座》，3.3（東京：1937），頁 17-24；五城康雄著，

陳琳譯，〈對於中日文壇交流的希望〉，《文學》，9.1（上海：1937），頁 247-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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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每日新聞》河野櫻、第五日拜訪鹿地亙，之後經鹿地介紹拜訪胡風，5 月底會見

王統照洽談《星座》與《文學》的合作。矢崎與胡風曾會面三次，第二次（5月 23

日）於鹿地公寓初識蕭紅夫婦，對與豪爽不羈的蕭軍愉快的接觸留下不少記述，對

蕭紅則未多著墨。65 

6 月中旬矢崎返回東京後，積極在報紙雜誌上撰文鼓吹中日交流，66 並以《星

座》為平臺具體推動交流工作。1937 年 7 月號卷首，首先以〈日華文化的交流與

今後的星座〉為題標舉兩項交流內容：一、建立與《文學》雜誌的特約關係：A 雜

誌交換。B 好作品的相互介紹與翻譯。C 兩國文學交互報告。D 評論、作品尤為重

要。附記，王統照欣然答應為第八期撰寫專稿。二、《星座》上海特派員的設置：

在報導中國文學形勢、翻譯重要作品及與中國作家聯繫方面，已獲得賴貴富與日高

清麿瑳 (1906-1981) 欣然同意。67 接著，8 月號 (1937.8) 便刊出了上海作家的來

稿或譯稿，包括：王統照致矢崎的覆信（信中說明稍後寄送約稿，將著手翻譯五城

的文章，另隨信附寄交換刊物《文學》第 7 期）；胡風〈我的心境〉（〈私の気

持〉，呼籲日本左翼文壇提高對中國文學的關心）；魯迅〈病中通訊〉節選（胡風

編、譯者不詳）；郭沫若〈關於「物之哀」〉（五城康雄譯）。此外，另有《星

座》同人針對魯迅、茅盾及中國文學界的介紹四篇，以及「日華文化的交流」明信

片問答。 

在《星座》與《文學》的交流渠道中，魯迅的精神及影響是巨大的，而徐廣

平、內山、鹿地、胡風、茅盾、王統照、五城、矢崎等人無疑為靈魂人物， 

但是我們不能忽視二蕭和流亡文學議題在跨國網絡中的文化影響力和政治意

義。因為東北作家的作品在當時已成為「翻譯中國」、「理解中國進步輿論」的一

環。無論是蕭軍提出的東北抗日義勇軍，抑或蕭紅揭示的東北民間生活與農民的世

界觀，都被當作中國進步文學、東北人證言、認識滿洲國真相的重要文本。中日戰

爭加劇後，二蕭作品仍未間斷地被納入「中國現代小說傑作」、「苦悶的支那」等

選集，被譯介到日本出版。68 

                                                 

65 矢崎弾，〈上海日記抄〉，《星座》，3.7（東京：1937），頁 22-26。 
66 包括：1937 年 6 月 21 日在《朝日新聞》發表的〈中國與支那〉、6 月 25-29 日在《報知新聞》發

表的〈中國的新文學一瞥〉、 6 月 25 日在《三田文學》發表的〈和中國作家的會面──與茅盾、

張天翼的問答〉等。 
67 矢崎弾，〈日華文化的交流與今後的星座〉，《星座》，3.7（東京：1937），頁 7。 
68 譬如：小田嶽夫編譯的《同行者：支那現代小說三人傑作集》（東京：竹村書房，1938）收錄蕭

軍小說〈同行者〉、散文〈未完成的構圖〉，長野賢翻譯的〈手〉發表於《中國文學月報》第 58

期 (1940)，中山樵夫編譯的《苦悶する支那：現代作品の文学史》（東京：萬里閣，1941）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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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作家在左翼文化走廊中的角色與意義必須重估，而被遺忘的臺灣人也不可

或忘。這不只是因為在上海、東京或島內，都有臺灣作家參與東亞進步人士的交

流，更是因為他們也曾爭取與東北流亡作家接觸。譬如，與《上海日報》日高編輯

長共同擔任《星座》雜誌上海特派員，而與胡風、二蕭、內山、鹿地、矢崎、小田

等人有接觸的，便是臺灣人在東京的資深記者賴貴富。 

賴貴富，1926 年 8 月起任職東京朝日新聞社多年，筆名陳鈍也，與吳坤煌、

張文環等臺灣旅日作家熟識，長期訂閱、分析《上海新聞報》、《廣東群聲報》、

《青年界》、《申報週刊》、《新宇宙》（廣東）、《三民月刊》等中國報刊雜誌

及《上海日報》等日文報紙，是「文聯東京支部」裡少數活躍報導界、通曉中日局

勢，極富批判性的成員。依《特高月報》調查記錄，1936 年 12 月他辭職離日，進

「上海日本近代科學圖書館」工作，以館員身分作掩護，實則與共產主義者王白

淵、何連來等人同住，希望透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救國，解放臺灣及關東州失土。

1937 年以後，王、賴、何等人致力翻譯中國抗日情報狀，以筆名投稿《中央公

論》、《改造》、《日本評論》等刊物，事變爆發後活動尤為積極。8 月 19 日事

變擴大，圖書館封館，25 日賴氏隨僑民撤返東京避難，王白淵則攜妻避入法租

界。9 月 1 日賴貴富抵達東京後，赴臺灣新民報東京支社對吳三連支社長等幹部表

示中國資源豐富，長期抗日必定勝利，「臺灣民族」也將獲得解放。9 月 10 日被

逮捕，次年 4 月以「違反治安維持法」及「意圖遂行共產國際、日共、中共之目

的」等罪名遭提起公訴。賴貴富被捕次日，吳三連被捕。於此前後，王白淵也在上

海遭日警強行逮捕，遣送回臺服刑，直到 1943 年才獲釋。69 從這份特務警察檔案

可知，賴貴富與王白淵、何連來等人在上海扮演第一線的穿針引線工作，因此矢崎

彈訪日時他除了陪同參觀市區等，不排除更深的接觸。70 

在東京─上海走廊上，除了 1932 年後長期流亡、以上海為固定地點的王白

淵，以及奔走於「東京─上海」利用媒體網絡進行抗日宣傳的賴貴富兩種類型之

外，還有擅長利用「東京─臺灣」普羅文學議題與出版檢閱空隙，為殖民地問題爭

取發聲的楊逵所代表的第三種類型。 

筆者認為，《臺灣新文學》編輯楊逵 1937 年 6 月至 9 月的東京之旅與《星

                                                 

蕭紅小說〈紅的果園〉。 
69 柳書琴，《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臺北：聯經出版，2009），頁

357-358。 
70 1937 年 6 月 1 日矢崎記錄了賴貴富陪同在市內參觀，看到中國城市的猥雜、喧雜、不潔、中日會

戰說明圖，以及繪有蔣中正畫像的傳染病預防廣告等情景。矢崎弾，〈上海日記抄〉，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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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編輯矢崎彈的上海之行同等重要。此行楊逵密集拜會日本進士人士、洽談雜誌

合作計畫、博覽中日左翼新刊，也在日本雜誌上刊出多篇稿件，對中日進步文藝跨

國提攜的最新動向躍躍欲試。王惠珍也指出：1934 年 10 月在〈送報伕〉於《文學

評論》獲獎後便積極與該刊建立合作關係的楊逵，除了以臺灣作家身分介紹臺灣文

壇、譯介臺灣作品、暴露臺灣殖民統治問題之外，也透過轉引、轉載譯文至《臺灣

新文學》的方式，將《文學評論》的進步作品與思潮引入臺灣。胡風亦曾透過《文

學評論》讀到楊逵批評加拿大中國學院院長江亢虎在臺宣揚「文化復古」論述的文

章，並將部分內容直譯轉引到自己論稿〈存文〉，作為批判江亢虎在中國推動「存

文會」的資源。而楊逵和胡風同樣也在《星座》雜誌上，透過投稿而相互閱讀、間

接對話。71 

楊逵自從 1935 年 6 月〈送報伕〉被譯介到中國後，對中國文學的關心增加，

對東亞進步文藝交流的實踐也有更多擘劃，而剛從上海帶回新刺激的舊識矢崎彈就

是他積極洽商的對象。兩人此前在文藝上即有接觸，譬如：一、同樣關注對日本普

羅文學崩壞後企圖超越藝術派和普羅文學派的行動主義。1935 年矢崎開始在《行

動》雜誌上提倡法國知識分子的行動人道主義，同年 2 月、3 月楊逵也在該刊發表

〈時代の前進のために〉、〈行動主義の擁護〉兩文，並在《臺灣文藝》發表〈行

動主義檢討〉把它介紹到臺灣。72 二、楊逵文物中藏有矢崎彈手稿〈一九三四年

後の文壇を回顧する──長篇小說への憧憬と行動主義抬頭〉，73 以臺灣文藝聯盟

稿紙撰寫，總計二頁，時間不詳，疑為 1935 年底楊逵任《臺灣文藝》編輯時的邀

稿，惟不知何故兩誌上皆未刊出。三、1935 年 12 月《臺灣新文學》創刊號登載矢

崎「對臺灣的新文學的寄望」之明信片問答。針對「殖民地文學所應進之道路」，

他回答「殖民地政策批判的小說」；針對「對臺灣之編輯、作家及讀者之建言」，

他回答「將重心置於殖民地的歷史過程及其風俗史的小說」，與楊逵理念大致接

近。74 1937 年 7 月 7 日，楊逵在甫出獄的吳坤煌陪同下，75 首次出席「星座社」

                                                 

71 王惠珍，〈三○年代日本雜誌媒體與殖民地作家的關係：以臺灣／普羅作家楊逵為例〉，收入柳

書琴編，《東亞文學場：臺灣、朝鮮、滿洲的殖民主義與文化交涉》（新北：聯經出版，

2018），頁 384-386。 
72 有關兩人對行動主義的討論與介紹，參見白春燕，《普羅文學理論轉換期的驍將楊逵：1930 年代

臺日普羅文學思潮之越境交流》（臺北：秀威經典，2015），頁 78-80、123-144。 
73 本手稿承蒙黃惠禎教授指點，謹此致謝。 
74 矢崎弾等，〈台湾の新文学に所望する事〉，《臺灣新文學》，1（臺中：1935），頁 32-33。 
75 1936 年 9 月因日本官方取締中國左聯籌備中的新刊《ズドン》關係者而被捕入獄，至次年 6 月 3

日獲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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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76 之後實際開啟合作。9 月，楊逵〈新日本主義への質言二三〉、〈綜合雜

誌に待望するもの〉兩文，登載於《星座》3 卷 9 號；同月他在《文藝首都》發表

的〈『第三代』及其它〉，也熱烈回應了《星座》8 月號上胡風〈我的心境〉一文。 

除了《星座》雜誌，楊逵也獲得《日本學藝新聞》、《文藝首都》同意，在誌

面上增設「臺灣新文學欄」。77 這個將雜誌暫停移往島外，化整為零、寄生於日

本刊物中的戰術，是楊逵的首創，也是臺灣進步刊物最後的搏鬥。雖然之後因日本

政府彈壓無法實現，但是楊逵個人卻實現了將《文學評論》、《星座》作為資訊交

換平臺，與中國左翼作家胡風等人透過「寫譯出版」接觸的構想。在希求與中國抗

日輿論及世界反戰／反法西斯運動連結的背景下，楊逵寫出臺灣文學史上第一篇對

東北作家的評論。 

〈《第三代》及其它〉，楊逵批判臺灣總督府的政策封鎖，鼓勵作家與藝術家

超越國界。楊逵批評旅行券、出版檢閱、廢漢文欄等惡策不斷加深中臺隔閡，而文

化界的新日本主義者又從內部威脅進步思想。接著，他以「超越國界的偉大藝術」

暗喻無產階級藝術運動，點出當時中日、中臺、中朝之間激勵人心的串連實踐。具

體舉出 1936 年 12 月郁達夫訪日返國途中取道臺灣所作的交流、1937 年 5 月石井

漠來臺的公演，1937 年 3 月小田嶽夫、5-6 月矢崎彈訪問上海、以及《星座》《文

藝》上王統照、蕭軍等人言論的刊載等指標性事件。之後又大段引述並贊同胡風

〈我的心境〉一文，呼籲日本作家放下紳士意識，投入中國、殖民地和日本無名作

家水深火熱的戰鬥。最後，曲筆批判滿洲國政府「馬賊」和臺灣總督府「土匪」的

污名論述，點出東北與臺灣相似的歷史命運，並對蕭軍剽悍的作品所傳達的東北人

「和欺凌者敵對的勢力」，表達高度共鳴。78 

楊逵對蕭軍的評論，廣泛參考了當時小田嶽夫、武田泰淳、長野賢、鹿地亙等

人的先行評論，可見其慎重。他聲援東北流亡作家，也藉東北作家突顯臺灣問題。

他對臺灣文化界如何被封鎖、突破封鎖的策略、媒介與網絡在哪裡，皆精勤審度調

查，並披露於東京文壇。在此我們看見，楊逵努力將臺灣文學上傳到左翼文化走

廊，將臺灣問題櫥窗化，搭上正值抬頭的中國、滿洲問題順風車，連結東亞批判性

                                                 

76 〈星座通訊〉，《星座》，3.8（東京：1937），頁 74。 
77 黃惠禎，《楊逵及其作品研究》（臺北：麥田出版，1994），頁 20-21。 
78 楊逵，〈『第三代』その他〉，《文藝首都》，5.9（東京：1937）；後收入彭小妍編，《楊逵全

集》第 9 卷（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1991），頁 551-562。黃惠禎針對此文也

有精采分析，參見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臺

北：秀威資訊，2009），頁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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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智謀。 

1937 年 8 月 18 日，矢崎以「違反治安維持法」嫌疑被捕，《特高外事月報》

記載其罪名為：「信奉共產主義，極力抨擊日本主義，與朝鮮……中國進行文化聯

繫，通過文化活動企圖宣傳、扶植共產主義思想，基於此意圖，發表反戰言論」。

根據黃惠禎的研究，同月客居東京的楊逵被捕，經《大勢新聞》主筆保釋後，為躲

避警察干涉，匿身於鶴見溫泉，將〈田園小景〉擴寫為〈模範村〉，經《文藝首

都》保高得藏介紹，交給改造社的《文藝》編輯部預定刊出，便於 9 月返臺。79 

然而，次月王白淵、賴貴富、吳三連陸續被捕，10 月日本爆發人民戰線大檢舉，

楊逵〈模範村〉遭退稿，刊物寄生計畫流產，中日進步人士交流中輟，諸多跨國、

跨媒體計畫皆胎死腹中。 

1937 年 9 月在上海獲悉矢崎彈被捕消息的胡風，在二蕭參與創刊的《七月》

雜誌上，痛批日本法西斯主義對進步人士的壓迫，80 翌年 2 月蕭紅也在臨汾撰文

懷念投入抗戰陣營的鹿地亙夫婦。只是，胡風、蕭紅和更多的進步作者和讀者或許

都不知曉，隨著左翼文化走廊潰滅而胎死腹中的跨域文藝結盟計畫，蒙難的非獨日

本作家、上海作家、東北流亡作家，更包括流轉在島內、東京和上海的臺灣作家。 

黑暗時代降臨了，但是在「上海─東京走廊」上，東北流亡作家為被滿洲國官

方文化輿論覆蓋的日本知識界，打開一條認識滿洲國現實的「中國途徑」和「東北

人觀點」；而逐漸與東北流亡作家凝成一體的魯迅系作家及左翼刊物，即是中、

日、臺進步人士最可貴的接觸區。楊逵和日本作家的媒體合作，與胡風的議題連

結，及對東北流亡作家的隔空致敬，都是左翼文化走廊上東亞作家相互翻譯的成

果。 

綜上所述，二蕭雖然同時在中國左翼作家譯介熱潮中被介紹到日本，不過蕭軍

比蕭紅更快也獲得更多的注意。流亡作家獲得日本文壇認識儘管只是個開始，但仍

有重要意義。翻譯二蕭，開啟東北流亡作家與日本進步作家對話的先聲，亦將以東

北問題切入的反法西斯運動推向跨國連結的高峰。在左翼文化走廊東端之東京，

《大魯迅全集》、茅盾等左翼作家作品及東北流亡文學的翻譯，堪稱左翼文化走廊

崩潰前東亞國際主義者之間最重要的交流。它反映當時日本進步輿論界對深度交流

迫切性的體認，以及不分國籍之進步人士對於法西斯主義與侵略戰爭的共同譴責抨

                                                 

79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 87。 
80 胡風，〈憶矢崎彈──向摧殘文化的野蠻日本政府抗議〉，《七月》，3（上海：1937），頁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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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 

蕭紅從性別和奴性角度闢出一條解殖話語的幽徑，在男性居於主位的左翼網絡

中，娜拉書寫並未獲得男性作家適切評價。然而，支持印度獨立、中國共產革命的

美國女權主義者、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Agnes Smedley, 1892-1950)，卻稱許

蕭紅是「在許多方面遠比美國女性先進的中國新女性」。81 1936 年 3 月，蕭紅透

過魯迅認識這位旅居中國的美國知名左派記者、作家，1941 年史氏返美時還託她

將《生死場》等作品致送辛克萊，並獲覆信和新書回贈。1941 年 9 月，史沫特萊

將《馬房之夜》英譯到美國《亞細亞》月刊上發表。蕭紅也曾為史沫特萊自傳體小

說《大地的女兒》(Daughter of Earth, 1928) 寫書評，讚美該書──「使人發抖那麼

真切」。82 這句話恰恰體現了蕭紅文學的核心，那就是──即便流亡到文壇或文學

史的曠野，野生的真實性，仍是娜拉不二的選擇。 

五、結論 

對中國淪亡的恐懼或對東北社會的他者想像，在三○年代中期後逐漸成為中國

左翼論述的一種資源，在此背景下東北流亡作家及其特殊地域風格的文藝，對上海

文壇具有多重意義。魯迅庇護最初的流亡作家，催發了流亡作家群體化，二蕭成為

反抗象徵，東北作家群成為最活躍的群體。蕭紅等人被上海文壇接受的過程，反映

了上海左翼作家營造東北想像的軌跡。由於《生死場》這部早期顛峰之作，抗日愛

國作家成為她乃至東北作家群的象徵；結果不僅《生死場》中的女性話語被遮蔽，

蕭紅其它作品也被《生死場》淹沒。在左翼男性先進為《生死場》背書時，似乎都

忘了「流亡的娜拉」更是蕭紅在中國文壇中獨一無二的主題，而上海正是其搖籃。 

透過蕭紅的娜拉流亡話語，我們看見魯迅如何開鑿其創作動能，蕭紅又如何獨

樹一幟發展自身話語特性，我們也明白了蕭紅的流亡反思與精神立場，及她和男作

家流亡話語的同一及歧異。作為一位遍嚐淪亡沒落的資產階級新女性，蕭紅流離到

下等人的社會，流徙於母土外的殖民地都市，流連在國防文學抗日敘事外圍，流放

於男性中心的左翼文學史邊陲，流亡經驗因此成為她書寫的動力與內觀人性倫理與

反霸權的契機。筆者認為，蕭紅以無可奈何的流轉女體追求克復淪亡的倫理，譜出

                                                 

81 史沫特萊著，江楓譯，《中國的戰歌》（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頁 530。 
82 蕭紅，〈『大地的女兒』與「動亂時代」〉，《七月》，7（漢口：1938），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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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上獨一無二的流亡娜拉敘事。蕭紅文學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既是暴露

更是宣揚中國第二代娜拉在曠野奮進的履跡。 

 

（責任校對：李育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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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a in Exile:  

Xiao Hong’s Gender Discourse in the Left-Wing Corridor 

Liu Shu-qin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wakenlily@yahoo.com.tw 

ABSTRACT 

Based on the idea of an “East Asia left-wing corridor,”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of Northeastern Chinese writers in exile on the left w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in Shanghai, the east end of the collapsing corridor, between the end of 1934 and 1937,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It investigates: How did Lu 

Xun’s 魯迅 (1881-1936) promotion of Xiao Jun 蕭軍 (1907-1988) and Xiao Hong 蕭

紅 (1911-1942) turn “Northeastern Chinese writers in exile” into a cultural symbol in 

the “Manchukuo-Shanghai” cross-border cultural phenomenon? In addition, how did 

Xiao Hong interpret the image of “Nora leaving home” when she left both her feudal 

family in Northeast China and the colonial regime of Manchukuo? Finally, the study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exile discourses between Xiao Hong and other 

Northeastern Chinese writers in exile, observes the discourse resources she injected 

into the “Harbin-Shanghai” corridor, and examines the cross-cultural practice 

conducted by Japanese activists Wataru Kaji (1903-1982), Dan Yazaki (1906-1946), 

and others in the “Shanghai-Tokyo” corridor. 

Key words: Xiao Hong 蕭紅 , Lu Xun 魯迅 , left-wing corridor, Northeastern 

Chinese writers in exile, Nora, Yang Kui 楊逵 

（收稿日期：2016. 12. 2；修正稿日期：2017. 5. 12；通過刊登日期：2017. 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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