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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田漢 (1898-1968) 曾於東京留學六年，這段旅日經歷是其往後文學生涯中極為重要

的起點，其間他最常流連和熱愛的地方便是咖啡店，其二十年代不同文類的作品如新

詩、小說、散文、話劇、電影和文論作品等，均不約而同以咖啡店為場景。這些作品既

可作為田漢生平資料的線索，亦可追尋其二十年代的文藝觀與創作軌跡。本文先考察日

本大正時期東京的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與田漢之關係，接著探討田漢與創造社同人在咖

啡店的文藝互動，往後以「咖啡店」、「革命藝術家」和「新女性」三個不同角度分別

論述《咖啡店之一夜》和《到民間去》兩個重要的影劇作品。藉著對以上議題的分析，

本文希望歸結到對田漢創作歷程和中國現代性問題的重新思考。 

關鍵詞：田漢，咖啡店，世界主義，國際主義，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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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現代性」(modernity) 是源自西方的概念，自東亞在十九世紀被西方打開國

門，現代性便進入生活結構和日常經驗等各個方面，導致整個社會出現翻天覆地的

變化。中國的現代性問題尤其複雜，不但經過西方列強的洗禮，還經過日本的中

介，以及革命後的俄國等各種影響，呈現出混雜迂迴的圖景。一代留學生在中國現

代性的追尋和創建道路上留下重要足跡，他們把外國經驗的種子引進中國，植根於

中國土壤，使之開出別樣花苗，成為普羅大眾趨之若鶩的新品果實。 

田漢是現代中國的一個重要人物，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作詞人身分而為人

熟悉，亦是中國現代戲劇和電影的奠基人。他出生於清末維新政變，在日本留學並

作為「五四」追求個人自由的一代，到三十年代起投身左翼陣營，爾後於文革中逝

世，其生命跨度象徵性地囊括了整個中國現代史。事實上，田漢是橫跨文學、戲

劇、電影、戲曲、音樂、美術、出版、教育、政治運動等眾多文化領域，並在各個

領域都留下獨特印記的文化人，然而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田漢研究長期未受足夠

的重視。作為研究個案，田漢實為中國現代性提出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作家的異

國經驗如何影響了其文學創作、世界觀照與對於各種議題的思考？西方現代性如何

通過日本混雜迂迴地進入中國，進而落地生根和發展？中國「五四」一代知識分子

（尤其多曾為留日學生）何以大多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之際轉向左翼？解答田漢

生命中的這些問題，實際上能為中國現代性提供極具啟示的參考。 

田漢曾於東京留學六年 (1916-1922)，這段旅日經歷是其往後文學生涯中極為

重要的起點。伊藤虎丸曾從日本思想史的角度，把中國留日學生概括為兩種典型，

認為魯迅 (1881-1936)、周作人 (1885-1967) 兄弟代表了明治精神，而創造社作家

則是「大正時期『都市文化』的產物」。1 田漢曾參與創造社的草創階段，而他和

郭沫若 (1892-1978)、郁達夫 (1896-1945)、成仿吾 (1897-1984) 等重要的創造社作

家均在大正時期 (1912-1926) 留學日本。大正時期被譽為日本邁向現代化之始，是

日本史上最西化的時代，有「大正摩登」、「大正浪漫」等美名。日本自明治維新

後遷都江戶，以當時全世界最繁華的都會巴黎作為建設東京的效法對象；日俄戰爭

                                                 

1 伊藤虎丸著，白木石譯，〈創造社和日本文學〉，收入伊藤虎丸著，孫猛等譯，《魯迅、創造社

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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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戰後造就日本經濟起飛，在龐大的資本主義消費市場推動下，東京更成為東方

最繁華的都市代表。與此同時，大正時期亦有「大正民主」之稱，當時個人解放與

新理念的盛行，加上出版行業的蓬勃，使東京集結多家報社與出版社，以及成為民

主運動、無政府主義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和女性運動等革命行動的集中地。大正時

代的東京因此是非常複雜多樣的國際都市，它既體現以資本主義和消費文化主導的

世界主義 (cosmopolitanism) 特徵，同時又體現以社會和政治運動主導的國際主義 

(internationalism) 內涵。以上兩種視野缺一不可，因此大正時期的東京都會實際上

同時具備左與右、文化與政治、物質與思想、頹廢與革命等不同面向的混雜與互

動，體現了一種雙重的現代性。回歸歷史現場，這兩種現代性在十九至二十世紀的

多個不同時空中，均曾有過短暫的交融共存、互不對立矛盾的時期──從大正時代

的日本東京，可上溯到其模仿對象拿破崙三世 (Napoléon III, 1808-1873) 時期的法

國巴黎，並下溯到另一東亞大都會民國年間的中國上海。本文的論述建基於對這兩

種都市現代性的同時肯定和並存，由世界／國際主義的複雜辯證關係展開對中國現

代性問題的探討。本文的第一部分便先從田漢二十年代初期的新詩入手，探討在他

筆下的大正東京，如何同時展現了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的雙重現代性特徵，並從田

漢的在日活動指出他對以上兩者的同時參與。 

在芸芸都市空間中，咖啡店可說最能體現雙重現代性的共置並存：它既是滿足

食色慾望的消閒場所，同時也是策劃政治革命的文化沙龍；它既是頹廢作家借酒消

愁的私人場所，同時也是革命文人縱橫論政的公共空間。在留日作家之中，田漢與

咖啡店的關係可謂最為密切，他曾反覆提及自己最常流連和熱愛的地方便是咖啡

店，而其二十年代不同文類的作品如新詩、小說、散文、話劇、電影和文論作品

等，均不約而同以咖啡店作為場景。這些作品既呈現出田漢二十年代生命的側影，

亦可從中追尋他的文藝觀與創作發展。本文第二部分便以田漢二十年代的自述中所

談及的咖啡店經驗為例，連繫他與創造社同人的文藝互動，折射當時留日文人共同

的文學趣味、浪漫主義的文學內涵，乃至他們當時關注的議題。最後，本文在第三

部分以田漢的《咖啡店之一夜》(1922) 和《到民間去》(1926) 這兩個同以咖啡店

為背景的重要影劇作品為例，並以「咖啡店」、「革命藝術家」和「新女性」三個

不同角度作為切入點，探討田漢創作在二十年代的轉變軌跡。藉著對以上議題的分

析，本文希望重新理解田漢的創作生命，並為中國現代性問題提供另一角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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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田漢與大正東京：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雙重現代性 

在早期創造社成員之中，田漢可能是最珍視留學東京的都市經驗的一位。近年

論者逐漸關注創造社作家和田漢的東京經驗，2 田漢在寫於留日期間的日記《薔薇

之路》，以及回國多時以後所寫的自傳式小說〈上海〉中，均曾深情地述說這段難

忘美好的都市體驗，記錄當時如何乘坐開通不久的市營市內電車到神田上法文課，3 

或者用很短時間跑到牛込神樂坂看電影和逛夜市等。4 此外，在新詩此一形式面世

不久的二十年代初，田漢便已在異國發表了多首作品，其中名為《江戶之春》的組

詩，顧名思義地記錄了他在東京各種新鮮的都市體驗，如〈浴場的舞蹈〉、〈東都

春雨曲〉、〈秋葉庵飲冰〉等詩作的題目便已反映一二。5 更重要的是，這些詩作

流露了田漢對都市經驗的觀感。〈銀座聞尺八〉一詩以東京都內最為繁華的中心銀

座為背景，最能體現田漢對東京的都市經驗的複雜感受： 

強烈的光線，／鴆毒的色彩！／車水馬龍，／人山人海！ 

迎公子的高襟，／送美人的束髮。／這銀座街頭，／哪來那一聲聲的尺八？ 

像敗殘者的慨慷，／像遲暮者的嗚咽──／在那噪雜的交響樂中間，／

獨淒然而欲絕。 

咳！辜負你的悲歌，／奈遊足之難留。／試訴與中天的寒月，／和京橋

                                                 

2 有關創造社作家的東京體驗與其文學創作關係的研究，參見童曉薇，《日本影響下的創造社文學

之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 33-78。有關田漢的東京體驗與其文學創作關係

的研究，參見小谷一郎著，小松嵐譯，〈田漢與日本——以在日時的田漢及其與日本作家的交流

為中心〉，收入小谷一郎、劉平編，《田漢在日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頁 459-

549；Liang Luo, The Avant-Garde and the Popular in Modern China: Tian Han and the Intersection of 

Performance and Polit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4), pp. 23-59. 
3 田漢，《薔薇之路》（上海：泰東圖書局，1922），後收入田漢著，《田漢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田漢全集》第 20 卷（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頁 226、232、247。本文引用田

漢作品皆引自《田漢全集》，後不另作說明。 
4 田漢，〈上海〉，《申報．藝術界》（上海），1927 年 10 月 16 日至 12 月 3 日、《南國》，1.1, 

3, 4（上海：1929），後收入《田漢全集》第 13 卷，頁 11-12；田漢，《田漢全集》第 20 卷，

《薔薇之路》，頁 228-230。 
5 田漢，《江戶之春》組詩，《少年中國》，4.1, 2（上海：1923），後收入《田漢全集》第 11卷，

頁 36-37、47-48、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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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長流。6 

燈紅酒綠、肩摩轂擊、華衣麗服的公子美人固然吸引，令人流連忘返；然而在此鬧

市之中，卻有一名遺世獨立的音樂家吹奏著日本傳統樂器尺八，無人問津。此詩透

露了田漢眼中都市的兩極形象，它既是新奇亮麗、光彩眩人，同時卻又冷面無情，

棄傳統和貧窮於不顧，然而這正是都市的一體兩面。在此詩中，田漢流露出他對現

代文明的熱切嚮往，但同時又對傳統藝術和自然風物不無眷戀，展現了他對繁華都

市既迎又拒的複雜取態。 

儘管詩人熱愛都市正面的華美，但同時亦憎惡都市背後的醜陋。〈一個日本勞

動家〉（原名〈竹葉〉）以詩人所目睹的東京春日町沿線陸軍炮兵工場的一個失業

工人為主角，他躺在工場的階級邊上吞聲痛哭；與此同時，鬧市中人來人往忙著過

年，電車空窿窿地來回往返，炮兵工場內依舊劈哩啪啦地打個不住，無人理會他的

死活。7 這首詩具體地表現了當時田漢的社會主義傾向，儘管田漢在 1930 年發表

〈我們的自己批判〉才正式轉向左翼，8 但實際上此一思想傾向早在留日時期已有

跡可循，而這與他的東京都市經驗無法脫離關係。 

另一首詩作〈漂泊的舞蹈家〉當中的主人公原為皇室的鋼琴家和舞蹈家，俄國

革命後從聖彼德堡漂泊到西伯利亞，爾後又漂泊到日本，並打算到東京。在詩的前

面，田漢引《朝日新聞》紀事介紹此事的原委，而在詩中則大談他對俄國革命的看

法，以及民眾藝術的立場。詩中最耐人尋味的是最後一句赫然寫道「第二俄都的東

京府」，9 可見當時的東京與俄國在革命運動上的連繫，以及東京作為國際革命運

動聖地的另一重角色。以本文往後將會提到的，田漢曾關注的俄國盲詩人、無政府

主義和世界語者愛羅先珂 (Vasil Eroshenko, 1889-1952) 為例，他在離開俄國後便

長期以東京作為活動中心，與日本的革命作家秋田雨雀  (1883-1962)、片上伸 

(1884-1928)、神近市子 (1888-1981) 等人交往，並曾到暹羅、緬甸、印度、中國等

                                                 

6 田漢，〈銀座聞尺八〉，《江戶之春》組詩，《少年中國》，4.1（上海：1923），後收入《田漢

全集》第 11卷，頁 42-43。 
7 田漢，〈竹葉〉，《少年中國》，1.9（上海：1920），後稍作文字改動，易題為〈一個日本勞動

家〉，重載於《少年中國》，2.2（上海：1920），後收入《田漢全集》第 11卷，頁 9-10。 
8 田漢，〈我們的自己批判──《我們的藝術運動之理論與實際》上篇〉，《南國》，2.1（上海：

1930），後收入《田漢全集》第 15卷，頁 80-186。 
9 田漢，〈漂泊的舞蹈家〉，《時事新報．學燈》（上海）， 1920 年 4 月 27 日，後收入《田漢全

集》第 11卷，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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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進行政治宣傳活動，10 可見東京作為國際革命者逃避政治迫害的避難所的角色。 

田漢留日期間，亦曾參與以東京為中心的國際主義運動，當時他以少年中國學

會代表的身分，參與日本重要政治組織帝大新人會，曾跟新人會會員、日後的著名

社會學者新明正道 (1898-1984) 一起在大崎的煉鐵廠作過演說。11 田漢又曾以少

年中國學會代表的身分參與可思母俱樂部 (Cosmo Club) 的活動，此會以東京為總

部，本身之名字即顯示了世界（國際）主義意涵，其創會宗旨在於「使人類除去國

民的憎惡及人種的偏見達本然互助之生活」，12 成員為來自日本、韓國、中國等

不同國家的革命者，可見當時的東京在推動國際革命運動方面的重要地位。 

田漢對法國文化的熱衷，以及回國後選擇在上海長期定居，實際上皆為東京都

市經驗的延續。從第二帝國時期的巴黎、到大正時期的東京、到民國時期的上海，

當中體現了當時世界上最繁華三大都市的文化傳播軌跡。三城之間所共有的世界／

國際主義內涵，既體現在經濟條件，亦體現於政治革命運動上。此外，受到當時俄

國革命風潮的影響，法、俄、日、中四國之間的複雜關係，在上世紀都市文化和世

界革命史的研究中實有待重視並進一步深化。 

三、咖啡店與浪漫主義：田漢與創造社同人的文藝互動 

在各種都市空間中，咖啡店可說是最具代表的公共空間，既富有政治和文化意

涵，亦最能體現現代都市的生活方式。13 田漢的咖啡店經驗，不但體現了以上的

現代性特質，而且亦最能體現他對大正時期東京都市文化的熱情和看法。在《銀色

的夢》中，田漢談到日本人對現代都會生活象徵的看法，該節以「咖啡店／汽車／

電影戲」為題，以咖啡店排在首位，無形中暗示咖啡店在田漢異國都會生活經驗的

重要性。14 除了與妻子易漱瑜 (1903-1925) 和兩名朋友曾同到位於銀座、鄰近慶

應大學的著名咖啡店 Café Paulista喝咖啡，15 田漢與留學日本的郁達夫、郭沫若以

                                                 

10 有關愛羅先珂的行誼，可參考藤井省三，《エロシェンコの都市物語：1920 年代東京．上海．北

京》（東京：みすず書房，1989）。 
11 小谷一郎，〈田漢與日本──以在日時的田漢及其與日本作家的交流為中心〉，頁 498。 
12 松尾尊兌，〈コスモ倶楽部小史〉，《京都橘女子大學研究紀要》，26（京都：2000），頁 54。 
13 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0），頁 22。 
14 田漢，《銀色的夢》（上海：良友圖書印刷，1928），後收入《田漢全集》第 18卷，頁 34。 
15 田漢，《田漢全集》第 20 卷，《薔薇之路》，頁 237。Café Paulista 為日本第一代巴西移民水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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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期創造社成員李初梨 (1900-1994) 的結誼，均與咖啡店有關。由於田漢在創造

社成立不久後，即因與成仿吾的齟齬而脫離創造社另組南國社，田漢在歷來的創造

社研究中只佔極少篇幅。這些記載了田漢、創造社同人與咖啡店三者互動的作品，

非但是研究創造社草創階段的重要資料，更是從側面對創造社的浪漫主義補充了重

要的一筆。 

在李歐梵的《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創造社兩位重要作家郁達夫和郭

沫若成為專章討論的對象。李歐梵強調西方浪漫主義文學與創造社作家的關係，如

列出《創造周報》和《創造日》兩本雜誌所介紹的西方文學和哲學長達二十人的主

要人物名單，認為創造社同人對這些外國作家（其中包括下文將提及的《黃面誌》

(The Yellow Book) 同人）的譯介，反映出一種明顯的浪漫觀點。此外，李歐梵從作

家的個人生活和政治取態論述其中的浪漫面向，如郁達夫的酗酒、與王映霞 

(1908-2000) 的愛情生活，以及郭沫若熱情地歸附馬克思主義的幌子背後所暗藏的

浪漫精神等。16 以上所提及的外國文學、個人生活和政治取態因素，都可在東京

咖啡店中創造社作家的文藝互動找到對應，不但是考察田漢早期作品的一個特別的

切入點，亦可見都市空間與創造社同人之間的關係。 

在小說〈上海〉中，田漢以化名方式交代他和郁達夫首次見面的經過。田漢的

小說為數不多，且具有濃厚的自我指涉性質，可作為生平材料的參考。當時田漢居

於舅父易象 (1881-1920) 遇害前的住處小石川區茗荷谷町，17 郁達夫恰好居於田

漢近鄰的「改盛館」，由於郁達夫 1919 年末始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故兩人

的結識當為 1920 年前後。兩人因同是郭沫若之友而一見如故，「由小泉八雲談到

Ernest Dowson，由 Dowson的生涯談到法國的頹唐派，由頹唐派詩人的醇酒婦人的

行動，談到近代咖啡店的情調」。18  

從田漢和郁達夫的討論線索可見，兩人由西方文學連繫到對咖啡店的共同熱

                                                 

龍為了替巴西政府推銷咖啡豆而開的咖啡店，由於價錢較為便宜，顧客層相對年輕，包括鄰近的

慶應大學的學生、投稿到位於對面的時事新報社的年輕文人、初期的電影圈人士等，而二樓更設

有女賓部，吸引不少著名女性聚在這裡高談闊論。星田宏司，《黎明期における日本珈琲店史》

（東京：いなほ書房，2003）。 
16 李歐梵著，王宏志等譯，《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頁 94-

106、199-209。 
17 田漢於 1916 年至 1921 年間居於舅父易象的工作地點「小石川區茗荷谷町 96 湖南省經理所」，和

表妹易漱瑜結婚至回國期間，則遷到「東京府下戶塚町字諏訪 82 月印精舍」居住。小谷一郎，

〈田漢と日本（一）──「近代」との出会い〉，《日本アジア研究》，1（埼玉：2004），頁

87-103。 
18 田漢，《田漢全集》第 13卷，〈上海〉，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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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日本小說家小泉八雲 (Patrick Lafcadio Hearn, 1850-1904) 是愛爾蘭人，在東京

大學擔任英國文學教授，於是兩人的話題轉移到英國文學，尤其是郁達夫崇拜的英

國著名頹廢派詩人道森 (Ernest Dowson, 1867-1900) 身上。道森是英國十九世紀末

重要文學刊物《黃面誌》的一員，著名詩作〈辛娜拉〉(Cynara) 的寫成源於他對

住在倫敦的波蘭籍咖啡店女侍美思 (Missie) 的單戀，而郁達夫小說〈銀灰色的

死〉故事主人公對年輕女侍失戀的主題正是取材於此。19 由於《黃面誌》同人與

當時法國的醇酒婦人運動和頹廢文學關係密切，於是兩人從英法的頹廢文學談到

「近代咖啡店的情調」。由此可見，田漢和郁達夫對咖啡店的迷戀並非純粹來自咖

啡店本身，背後還有著對外國文學的熟悉和想像作為支持。「到咖啡店」的行為，

是對曾經棲息其中的西方文學大師的憧憬、嚮往，甚至模仿，咖啡店賦予了他們對

藝術家身分的自我認同，於是，中國留學生在東京的咖啡店中想像自己成為流連巴

黎咖啡店的著名作家的複影。20  

值得一提的是，郁達夫和田漢雖同樣鍾情英法頹廢派文學，但兩人的接受情況

存在著一些差異，這可從往後的事態發展中看出。在以上引文之後，田漢記述自己

和郁達夫因談到咖啡店而覺腹中空虛，到附近一家賣牛肉鍋的酒館晚膳，郁達夫在

此遇到了一個熟悉的女堂倌，兩人的態度由此迥異，前者「從來膽小面嫩不敢唐突

女人，就在這模擬性欲的對象之前，都覺得有些怕難為情」，但後者「竟敢同她坐

在一道，竟敢拿她的手，竟敢理她的頭」，甚至做出猥褻的舉動，這令「善良」的

田漢感到非常「顫栗」和「震駭」。21 田漢由此指出二人文學觀的徹底不同，雖

然「頹唐派的心情，克翰〔田漢化名〕曾於近代詩中接觸過；變態性欲的描寫，他

曾由谷崎潤一郎的饒太郎一類的小說感過些秘密的歡愉」，但對文學的認同卻無法

在行動上達成一致，因此「在藝術上……你〔指郁達夫〕在拼命表示你的淫惡，我

在拼命表示我的清純」，然而田漢認為這是自己的「不長進」，因為他「不該這樣

地矯情，這樣地不聽本能的命令」，甚至表示「假如你是個偽惡者，我才真是個偽

善者。我寫了許多腳本，但我從不肯把我自己的姿態寫出來，我總是寫人家的事，

雖說其中也未嘗不可以看出我自己的一鱗半爪」，但又自辯這是因為「我所負的一

                                                 

19 郁達夫，〈銀灰色的死〉，《時事新報．學燈》（上海），1921 年 7 月 7 日至 9 月 13 日，後收入

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 1 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頁 18-32。本文引用版本

為《郁達夫全集》。 
20 正如田漢在 1920 年到福岡拜訪郭沫若，兩人曾在太宰府公園仿照歌德和席勒的銅像並肩合照，亦

是以兩位西方文學巨人自期。 
21 田漢，《田漢全集》第 13卷，〈上海〉，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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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責任比你們重，我所受的苦自然要比你們多，而自由卻比你們少」，自己並非不

想「寫真的自己」，奈何受到道德因素的約束而難以創作出同類作品。22  

若把田漢對咖啡店女侍的描寫拿來對比，將更能看到田漢和郁達夫在創作觀上

的分別。在田漢最早描寫咖啡店女侍的詩作〈珈琲店之一角〉中，田漢只以短短幾

句勾畫女侍的容貌談吐：「流青的瞳，／櫻紅的口，／墨黑的髮，／雪白的手，／

白手殷勤斟綠酒。／青紅黑白能幾時？／綠酒盈杯君莫辭！」23 在此詩中，田漢

塑造了一個體貼入微的佳人形象，詩的首五句狀寫其美貌，最後兩句則為直接引

語，是女侍向客人殷勤勸酒的話：活在這不分青紅皂白的濁世，不如暫圖疏狂一醉

吧！這和郁達夫筆下的女招待非常不同，女侍非但不帶任何情色的誘惑意味，相反

具有崇高的女神形象，能拯救陷於現實泥沼的男性。論者認為郁達夫的藝術觀偏向

於「肉」和頹廢，而田漢則傾向於「靈」和唯美，兩人對女性的態度其實正與其藝

術觀一致。 

另一方面，田漢在日期間亦與創造社後期成員李初梨關係密切。李初梨在

1927 年加入創造社，但兩人早在 1920 年就已認識，李初梨更在田漢的介紹下加入

少年中國學會，從中可見創造社或留日文人之間人際網絡的錯綜複雜。兩人的交誼

亦與咖啡店有密切關係，他們經常在東京本鄉或神樂坂一帶的咖啡店中熱辯哀歌，

展現了「熱烈沉鬱的丰姿」，24 其中田漢的詩作〈喝呀，初梨！〉是 1920 年 10

月 31 日晚和李初梨同飲於住處附近的小石川 Coffee Lily 時寫的。25 全詩分成三

節，結構基本相同，以葡萄酒的色香味反襯人生的無奈，並向對方勸酒：「葡萄酒

的色，像血一樣的紅啊！／我們這幾年全然過的蒼白色的生活，喝幾杯散散寒吧！

／初梨，喝呀！喝呀！你不喝，不辜負這樣紅的血嗎？」第二、三節分別把以上第

一節的「色」換成「香」和「味」，「血」換成「肉」和「人生」，以及把「蒼白

色的生活」換成「乾枯的理智的束縛」和「二十多年的中間也嘗了不少的酸苦」。

詩中流露出感傷主義的情緒，以及當時中國留學生寄居異國的苦悶心情。當時田漢

和易漱瑜爆發衝突，而李初梨亦徘徊於接受父母之命的婚姻以助家庭擺脫財政危

                                                 

22 同前引，頁 16-17。 
23 田漢，〈珈琲店之一角〉，《江戶之春》組詩，《少年中國》，4.1（上海：1923），後收入《田

漢全集》第 11卷，頁 44。 
24 田漢，〈《田漢戲曲集》第一集自序〉，《田漢戲曲集》第 1 集（上海：現代書局，1933），後

收入《田漢全集》第 16卷，頁 331。 
25 田漢，〈喝呀，初梨！〉，《平民》，63（上海：1921），後收入《田漢全集》第 11 卷，頁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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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抑或服膺時下流行的自由戀愛精神但背棄家庭責任的兩難抉擇。26 因此，對

他們來說，咖啡店既是縱橫辯論的場所，也是逃離現實的避風港。 

此外，郭沫若於 1921 年 6 月到東京探訪田漢，田漢起初邀請郭沫若同到銀座

領略咖啡店情調，但後來因囊空如洗而作罷。田漢作《咖啡店之一夜》發表於郭沫

若邀他參與的創造社機關刊物《創造季刊》創刊號上，某程度上就是出於對郭沫若

的補償，讓他可以在劇本中對銀座咖啡店的情調領略一番。27 相比起留學九州福

岡的郭沫若，留學東京的田漢諸人擁有更為切身的都市經驗，在世界視野上站得更

為前沿，令東京以外的日本留學生為之艷羨。因此，東京咖啡店經驗對創造社文人

來說或許更是一種文化領先的姿態，作為一種個人形象的塑造，日後創造社文人在

上海的咖啡店經驗，某程度上亦是東京生活文化的延續。 

以上從田漢的作品出發，考察了咖啡店與創造社同人浪漫主義文學的連繫。咖

啡店的法國文化傳統，連繫到創造社同人對西方頹廢派和浪漫主義文學的熱衷，從

中可見當時中國留學生如何透過東京想像歐洲，並把濃厚的異國情調帶回上海。在

咖啡店的浪漫氛圍下，創造社同人展開對文學、戀愛、社會等種種討論，創造社

「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主張和浪漫精神，與咖啡店文化可謂一以貫之。對咖啡店

的熱愛流連，更為創造社同人建立文化前沿的高蹈形象，以才子風流或波希米亞人

的形象馳騁上海文壇，把浪漫風尚進一步建立在個人氣質和形象之上。同時，法國

的革命種子亦埋藏在創造社文人的浪漫精神之中，引領其從個人革命延伸至政治革

命，乃至二十年代後期對俄國革命的轉向，這點會在下文中再作闡述。 

四、咖啡店：都市景觀下的頹廢與革命 

《咖啡店之一夜》是中國現代文學中最早出現的描寫咖啡店及其生活內容的戲

                                                 

26 田漢曾向郭沫若提及，「我的知友某君因一種家庭問題，父親為之定婚，我友人若不從父命與之

結婚則他家或因是而破產，從父命而結婚則對手的女子為他所不能滿意的，此後一生幸福不可因

此而喪失。犧牲乎？拒絕乎？正義乎？人情乎？某君因此經過長時的煩悶，而卒拒絕了！」田

漢，〈致郭沫若的信〉（1920 年 3 月 29 日），原收入田壽昌、宗白華、郭沫若，《三葉集》（上

海：亞東圖書館，1920），後收入《田漢全集》第 14 卷，頁 144。小谷一郎指出「我的知友某

君」毫無疑問就是李初梨。小谷一郎，〈田漢與日本──以在日時的田漢及其與日本作家的交流

為中心〉，頁 505。 
27 董健，《田漢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122-12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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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作品，當中不少細節來自田漢在日本咖啡店的文化體驗，28 體現了都市生活的

跨文化現代性。《到民間去》（又名《V Narod》和《墳頭之舞》）29 則是田漢最

早以咖啡店為場景的電影作品，此片是田漢在南國電影劇社時期第一部自編自導的

電影，雖然拍畢的底片被日本攝影師帶到日本下落不明，遺失了最重要的拍攝成

果，但現存資料仍足以從文本分析的角度研究此一作品。可以斷言，《到民間去》

實為《咖啡店之一夜》的變奏：30 和《咖啡店之一夜》一樣，《到民間去》同樣

以咖啡店為重要場景，人物方面亦同樣為兩名男主角環繞一名女主角（林澤奇、李

乾卿、白秋英／郭其昌、張秋白、盧美玉），而兩部作品中的女主角同樣是咖啡店

女侍。本節將以這兩部影劇作品為中心，討論田漢創作中咖啡店的空間意涵和文本

內的其他重要議題，乃至田漢創作的發展軌跡。 

(一)咖啡店的空間意涵 

《咖啡店之一夜》可說是〈喝呀，初梨！〉的舞臺化，31 然而戲劇較諸新詩

自能裝載更為豐富的內容。從劇本的最初談起，《咖啡店之一夜》中舞臺布置的指

示便已把咖啡店的細節刻劃得纖毫畢現，即使相比起一般話劇劇本，亦是相當罕見

的細緻書寫： 

                                                 

28 相比起把《咖啡店之一夜》歸入老上海咖啡店的歷史脈絡，本文更贊同日本學者小谷一郎的主

張，認為《咖啡店之一夜》的場景原型為東京。小谷一郎，〈田漢與日本——以在日時的田漢及

其與日本作家的交流為中心〉，頁 505。除了小谷一郎對劇中語言的分析，本文認為劇本創作時間

和劇中細節亦有助釐清劇中咖啡店與大正東京的關係：根據《咖啡店之一夜》最初發表的場域

《創造季刊》創刊號（1922 年 5 月）的劇後記，此劇最早寫成於 1921 年底，劇本亦指示時間為

「1920 年初冬」，當時田漢仍在東京留學。此外，白秋英提及李乾卿「你說你明年四月到這邊大

學來讀書」，每年四月開學是日本的大學學制，可見當時劇中人物身處的地方是日本。雖然劇中

提及上海，但其實那是李乾卿父親遷居後的所在地，而每當談及劇中人物現處之地時，作者往往

以「本處」、「這邊」等詞蒙混過去。劇中場景的模糊性，體現了此作品的世界主義特徵。 
29 “V Narod”，俄語 в нар од 的音譯，意為民眾。由於電影以郭其昌和盧美玉在張秋白的墳上跳舞作

結，並特赴杭州和蘇曼殊墓拍攝有關外景，故此片又名《墳頭之舞》。故事大綱可參考電影本

事。田漢，《到民間去》，《醒獅周報．南國特刊》，23, 24（上海：1926），後收入《田漢全

集》第 10卷，頁 9-17。 
30 田漢把話劇改寫成電影早有先例，《到民間去》以前，田漢曾把話劇《梵珴嶙與薔薇》改寫成

《翠艷親王》的電影本事。 
31 據田漢自述，《咖啡店之一夜》中男主角林澤奇的模特兒為李初梨，而鄭湘荃則為自己。田漢，

《田漢全集》第 16 卷，〈《田漢戲曲集》第一集自序〉，頁 331；田漢，〈創作經驗談〉，原收

入魯迅等著，《創作的經驗》（上海：天馬書店，1933），後收入《田漢全集》第 16 卷，頁

347。此外，兩作同為介乎 1920 年至 1922 年間的作品，寫作時間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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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的小咖啡店，正面有置飲器等之臺，中嵌大鏡。稍前有櫃，臺上置

咖啡、牛乳等暖罐，及杯盤等，臺左並有大花瓶。正面置物臺之右方，

則為通廚房及內室之門，障以布簾。室前方於三分之一地方，以屏風縱

斷為二，其比例為左二右一。右方置一圓桌，上置熱帶植物之盆栽。桌

子對屏風那面，置小沙發一。餘則置一二腕椅。左方置大沙發。橫置兩

長方桌子，副以腕椅。室中於適當地方，陳列菊花，瓦斯燈下，黃白爭

艷。兩壁上掛油畫及廣告畫。壁塗以綠色。左前方開一推掩自在之門。

時為初冬之夜，左室一桌，有數人高談暢飲。盆中獸炭，燃得正好。侍

女白秋英方為一客斟酒。32 

以上所列的物品：「咖啡、牛乳等暖罐」、「杯盤」、「大鏡」、「大花

瓶」、「布簾」、「屏風」、「圓桌」、「熱帶植物之盆栽」、「小沙發」、「腕

椅」、「大沙發」、「長方桌子」、「瓦斯燈」、「油畫」、「廣告畫」等，都是

富於異國情調的舶來品，體現了咖啡店作為西方物質文化精緻縮影的世界主義和現

代性特徵。然而，咖啡店同時製造了一個與現實世界兩相隔絕的幻境，例如飲客甲

在這裡感到「在這一種芳烈的空氣中間，觀賞不盡的人生」；33 而林澤奇到這裡

則是為了尋求酒精的安慰，忘卻父母指定婚姻的壓力，於是，咖啡店同時也是理想

化、虛構化了的浪漫空間。茅盾 (1896-1981) 批評劇中林澤奇的悲哀「與其說是國

內一般青年的悲哀的心境，不如說是書本子上法國頹廢派青年的悲哀的心境」，34 

可謂洞察了這部作品的跨文化背景。 

在田漢的細意安排下，劇中細節同樣充滿大正東京的異國情調和都市質感：劇

中出現過的飲料不只咖啡和紅茶，飲客甲、乙、丙和林澤奇喝的是威士忌和葡萄酒

（店主還有提到啤酒）。林澤奇不只喝酒，還用英文向白秋英點了一份歐陸小食

ham and eggs。李乾卿的出現，是晚上十點鐘附近劇場散戲，他和未婚妻順道到咖

啡店喝咖啡和討論劇情。李乾卿提出不能和白秋英結婚的理由之一，是咖啡店就在

大學旁邊，同學經常光顧咖啡店，輕易就能知道白秋英的身分；事實上白秋英的工

作性質與其說是咖啡店女侍，倒更像是陪酒女郎，故李乾卿以顧及面子和家聲為口

                                                 

32 田漢，《田漢全集》第 1卷，《咖啡店之一夜》，頁 101-102。 
33 同前引，頁 104、111。 
34 損，〈《創造》給我的印象〉，《時事新報．文學旬刊》，38（上海：1922），後收入茅盾著，

《茅盾全集》編輯委員會主編，《茅盾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第 18 卷，頁

203。本文引用版本為《茅盾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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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向白秋英退婚。 

如果《咖啡店之一夜》中的咖啡店是都市的縮影，劇中則微妙地展現了作者對

都市文化的態度。咖啡店的眾生相突顯了城鄉之間的落差，乃至作者對都市的批

評。飲客甲自言：「可是我很愛這一種咖啡店裡的風味。白姑娘你要曉得你伯伯這

幾年也頹廢起來了。咳，與其說頹廢，不如說生活欲望沸騰起來了。所以淡巴菰也

吸起來了；威士忌也喝起來了；性欲的對象也尋起來了。比起在清化鎮當教員的時

代，自己也覺得像兩個人似的。」35 自投身都市後，飲客甲由昔日講求律己律人

的教師變成今日流連於咖啡店頹廢生活的消費者，遇到同鄉故人白秋英才對自己目

前的生活有所反省。李乾卿對白秋英的愛情變化也展示了城鄉之間的落差：昔日兩

人在鄉間識於微時，兩小無猜，連林澤奇看了李乾卿寫給白秋英的信後都深信李乾

卿愛情之堅定；但當李乾卿進城後，卻拋棄昔日盟誓，與富家女訂婚，甚至學他的

父親那樣「做起情書的買賣」。36 都市中資本主義的消費與物質交換，正如白秋

英對咖啡店本質上的認識那樣，「除開金錢和飲料的交換，和由這兩種交換所生的

人工的談笑之外，別沒有甚麼可看的人生」。37 在這個買賣場裡，服務者和消費

者的關係僅是人生逆旅的過客，在這「荒涼的沙漠」，難以奢求人們「互相愛撫，

互相慰憐」。正因身處異國的冷漠都市，故鄉的人情物事才顯得加倍的可貴，連一

個不相識的同鄉（飲客甲）和國人（林澤奇）也變得格外親切起來，可以相濡以

沫。由此可見，《咖啡店之一夜》對咖啡店的細緻描寫雖透露田漢對咖啡店的熱愛

之情，但人物在其中的各種隔閡或欲親近而不得卻也令人聯想到他對都市文化的懷

疑態度。 

至於《到民間去》，據田漢自述，此電影分別受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俄國民粹

派的「到民間去」運動、日本詩人石川啄木 (1886-1912) 的詩作和武者小路實篤 

(1885-1976) 的「新村運動」感召而寫成。38 由於《到民間去》的構思時間與《咖

啡店之一夜》的寫作時間非常接近，39 可以視為田漢受到日、俄兩國社會主義運

                                                 

35 田漢，《田漢全集》第 1卷，《咖啡店之一夜》，頁 105-106。 
36 同前引，頁 122。 
37 同前引，頁 111。 
38 同前引，第 15 卷，〈我們的自己批判〉，頁 88-92。據小谷一郎的考證，石川啄木的詩作為〈無

休止的議論之後〉（寫於 1911 年 6 月），此詩曾刊載於新人會機關刊物《民主》（「デモクラシ

ィ」）1919 年 4 月至 5 月號，田漢很可能因同新人會的關係而接觸到這首詩。小谷一郎，〈田漢

與日本──以在日時的田漢及其與日本作家的交流為中心〉，頁 495-496。 
39 田漢在 1928 年的《銀色的夢》提到自己讀石川啄木的詩是「七年前在東京」的時候，即《到民間

去》的構思最早始於 1921 年。《創造季刊》劇後記《咖啡店之一夜》於 1921 年 12 月完稿，而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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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影響，希望重寫《咖啡店之一夜》。〈我們的自己批判〉交代了田漢當時的想法： 

愛寫戲曲的我，心裡略略描畫著一種戲曲的場面，即小小的咖啡店中有

一班意氣如雲的青年相聚而痛論社會改造之大業。……金樽綠酒之旁，

則有綺年玉貌的女侍者圓睜其大而黑的眼睛貪聽他們的議論。聽後引酒

一杯，啟朱唇，發皓齒，預祝他們的成功。美人情重，他們不能無所

動，亦不能無所爭，爭而得之者幸福可想。但人生之路，荊棘多於薔

薇。他們中間立志堅定者或終能達到目的，奏理想實現的凱歌。亦必有

以刺戟過深和誘惑過大日趨反動，以致言行一反於師友之所預期的。於

是 Venus 乃不能不變更其賞與，人間的悲喜劇由是而成。──這不過當

時一種朦朧的想像。40 

同樣是小小的咖啡店，對飲客而言，他們卻不再受人生和戀愛問題所困擾，而

是關心「社會改造之大業」的家國大事，咖啡店從傾吐心事的私人空間變為文化沙

龍的公共空間，甚至是革命生成的最初場所。對女侍而言，咖啡店是白秋英看清情

人醜陋面孔的愛情幻滅之地，但對於盧美玉卻是尋覓金玉良緣、追求美滿愛情的場

所。從《咖啡店之一夜》到《到民間去》，咖啡店空間意涵之改變反映出作品主題

的變調，從頹廢轉為革命，從感傷轉為激昂。 

然而到了《到民間去》的後半段，田漢捨棄了咖啡店的室內景，換成了以杭州

和蘇曼殊墓等農村風光為中心的外景。背景空間的置換，更進一步體現了田漢的思

想轉變：為了實踐社會革命的理想，青年們不得不離開咖啡店，走到民間，走到農

村。倘若《咖啡店之一夜》暗示了田漢對城鄉價值的尊抑褒貶，《到民間去》則更

為明顯地揭露出二十年代中期田漢對都市文明的捨棄和對農村質樸的嚮往。這個轉

變體現了田漢對東京和上海之間的看法落差。田漢的舊友、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 

(1886-1965) 在 1926 年訪華，41 田漢在上海舉辦文酒消寒會歡迎他，會上為他翻

譯的是郭沫若。谷崎潤一郎〈上海交遊記〉一文紀錄了某晚三人在谷崎的旅館「一

品香」的談話，其中田漢和郭沫若發表了對中國城鄉問題的看法： 

                                                 

健認為田漢動筆寫《咖啡店之一夜》是在 1921 年 10 月之後。董健，《田漢評傳》，頁 137。 
40 田漢，《田漢全集》第 15卷，〈我們的自己批判〉，頁 88。 
41 有關谷崎潤一郎之在華活動，可參考西原大輔著，趙怡譯，《谷崎潤一郎與東方主義：大正日本

的中國幻想》（北京：中華書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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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雖是個殷盛的都會，但握著富力與實權的是外國人。年年租界奢侈

之風波及農村，蠹毒地方淳樸的人心。農民們種田不夠生活，但購買欲

卻被刺戟，結果更加貧窮。我們故鄉的田園荒廢，農業衰敗，這都是外

國人的經濟侵略的結果。42 

由於中國的現實，田漢身處於上海都會卻也無法對更為普遍的農村問題視若無睹，

而且田漢更看出了上海的繁榮實則掌握於外國人手中，以及都市發展對於農村所連

帶的負面影響。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和日俄的社會主義風潮驅使他把視野從都市轉向

農村，正如他筆下的咖啡店青年一樣，所感傷的不再只局限於自身問題，而是擴展

到國家政治。置身於咖啡店中，各種改革理論若不付諸行動，亦純屬空談高論，最

終必須要走出咖啡店「到民間去」，才能實踐箇中理想。 

田漢對咖啡店的向背，體現了當時知識分子對待革命的態度轉變。如汪暉所指

出，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曾經先後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和革命者的楷模。43 一方

面，這兩個革命模範的選擇印證了作為中介的日本對當時留日知識分子的影響，大

正時代的日本雖建立起留日學生對法國的嚮往，但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的日本

知識分子逐漸偏向俄國革命，很大程度上導致當時創造社、太陽社等留日文人的左

傾。另一方面，這也說明了田漢在〈我們的自己批判〉中何以著意強調需要背離

「Bourgeois 模仿的生活之沉酣」、「小資產階級的枝枝節節」和「波希米亞人」

的傾向，44 背後正是出於從法國革命過渡到俄國革命的思想認同。 

(二)俄國藝術家之角色形象 

在《咖啡店之一夜》和《到民間去》中，皆有「俄國藝術家」此一角色，而且

皆有現實人物為本。《咖啡店之一夜》中住在咖啡店隔壁彈吉他的俄國盲詩人可崙

斯奇先生影射愛羅先珂，而《到民間去》中「俄國小說家」此一角色則為蘇聯作家

皮涅克 (Boris Pilniak, 1894-1938) 在電影中現身說法的演出。兩個角色皆為後來加

入，可崙斯奇是田漢在《咖啡店之一夜》「改作第一稿」（1921 年 12 月）時新加

的角色，45 由於李初梨到熊本升讀高等學校預科後致函田漢，信中提到「俄國盲

                                                 

42 轉引自田漢，《田漢全集》第 15卷，〈我們的自己批判〉，頁 100。 
43 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 20 世紀的終結與 90 年代》（北京：三聯書店，2008），〈去政治

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 60 年代的消逝〉，頁 2。 
44 田漢，《田漢全集》第 15卷，〈我們的自己批判〉，頁 89、163。 
45 小谷一郎，〈田漢與日本——以在日時的田漢及其與日本作家的交流為中心〉，頁 509-510、51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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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葉綠聖柯君將之上海」，46 希望田漢飛檄上海友人予以便利，因此引發田漢

對愛羅先珂生平的興趣和感佩，甚至在寫作中的《咖啡店之一夜》中加入其角色，

可見田漢的少作與其身邊人事的密切關係。47 至於《到民間去》，皮涅克的加入

肇始於他的訪華，他在 1926 年 6 月中旬到達上海，但上海文壇對他頗為冷淡，只

有蔣光慈 (1901-1931) 和文學研究會曾出面歡迎招待他，田漢為此向上海文壇廣發

邀函，於 7 月 10 日在南國舞廳舉行場面盛大的歡迎文酒會，並在拍攝中的《到民

間去》中增補了皮涅克飾演的俄國小說家和蔣光慈飾演的陪客兼翻譯這兩個重要角

色，48 當中見證了中俄革命作家之間的友誼。兩作改動的巧合反映了田漢對俄國

作家和政治的興趣，乃至當時中、日、俄三國之間耐人尋味的關連。田漢是在留學

日本期間認識流亡中國的革命作家愛羅先珂，而與皮涅克的結緣則是由於其訪華，

之後皮涅克也到了日本，連繫上文提及的谷崎潤一郎之訪華，一方面呈現出田漢所

擁有的龐大的國際文化網絡，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上世紀二十年代三國文人之間錯綜

複雜的跨國性。 

愛羅先珂和皮涅克在田漢作品中的登場，體現了兩作之間的主題過渡。兩個俄

國作家角色皆以「革命藝術家」的理想人物角色出場，形象各有側重，而其出現由

隱至顯。在《咖啡店之一夜》中，可崙斯奇先生並無露面，但其所奏的吉他成為縈

繞全劇的背景音樂，對飲客甲、林澤奇和白秋英來說，吉他的聲音「就像久在異鄉

忽然聽得鄉親說話似的」、49 「光景他也想起家鄉來了吧」，50 結合當時愛羅先

珂流亡國外的背景，以及田漢的旅居異國，可崙斯奇此一角色可說是象徵著鄉愁。

可崙斯奇此一角色也代表了田漢當時所追求的藝術家形象，「藝術家的悲哀！人生

的行路難！」，51 此時田漢的藝術觀側重於人生中靈與肉的取捨問題。到了《到

                                                 

46 田漢，《田漢全集》第 20卷，《薔薇之路》，頁 237。 
47 除了男主角林澤奇的模特兒為李初梨，而鄭湘荃則為田漢自己外，小谷一郎並認為女主角白秋英

的藍本為田漢的表妹及妻子易漱瑜。小谷一郎，〈田漢與日本──以在日時的田漢及其與日本作

家的交流為中心〉，頁 508。董健則認為白秋英的角色藍本與田漢日記《薔薇之路》中所記載的當

時時事有關：一位俄國姑娘遠道來日本尋她昔日戀人（一日本軍官），被安排在一家咖啡店當女

招待，這與白秋英進城尋她昔日戀人而暫時服務於咖啡店一致。董健，《田漢評傳》，頁 139。 
48 張偉，《談影小集──中國現代影壇的塵封一隅》（臺北：秀威資訊，2009），〈1926 年田漢發

起的三次藝壇聚會〉、〈田漢與影片《到民間去》的來龍去脈〉，頁 29、91。 
49 田漢，《田漢全集》第 1卷，《咖啡店之一夜》，頁 106。 
50 同前引，頁 127。 
51 同前引。小谷一郎指出，「人生之行路難！藝術家的悲哀！」原為李初梨信中對愛羅先珂的描

述，田漢在《咖啡店之一夜》中也把它寫成是林澤奇的臺詞。小谷一郎，〈田漢與日本──以在

日時的田漢及其與日本作家的交流為中心〉，頁 516-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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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去》，「俄國作家」的角色站到前臺，成為中國青年們的精神導師和理想模範： 

這影片的開拍，從一大學旁的小咖啡店起，事件起於許多中國的大學生

在這咖啡店裡歡迎一俄國的革命詩人，由這個詩人述他遊歷東方的感

想。因為這些大學生向以改造中國為志願，他們有的主張由階級鬥爭到

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有的主張不由階級鬥爭直達到共產主義的所謂

「到民間去」的新村運動。但這個俄國詩人不加評騭，卻只鼓勵他們各

向目標邁進，引他們所共愛的女侍者美玉之手說： 

「你們誰真達了改造中國的目的的，便得這位姑娘！」52 

同樣是「革命藝術家」，《咖啡店之一夜》把焦點放在「藝術家」身上，而

《到民間去》則把焦點放在「革命」之上。此外，俄國作家此一角色同時擔當著女

性知音的角色，《咖啡店之一夜》中可崙斯奇的吉他樂聲呼應著白秋英對人生寂寞

的感慨，而《到民間去》中皮涅克的宣言則體貼到盧美玉希望覓得政治有為的熱血

青年作為自己終身伴侶的心事。在此，革命和戀愛兩個看似無關的元素得到拼合，

當中帶有二十年代末風行一時的「戀愛加革命」作品的「革命的羅曼蒂克」色彩。

由此，革命的浪漫面向在以咖啡店為背景的作品中得以展示，並帶有左翼國際主義

色彩。 

(三)咖啡店女侍與「新女性」 

咖啡店在日本是大正時期從歐洲引入的舶來品，女侍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

素。大正時代出現各種女性解放思潮的爭論，「新女性」開始抬頭，除了爭取戀愛

婚姻的自由，都市中各種女性職業得以開拓，亦意味著女性經濟得以獨立。與此同

時，女侍作為新興的服務性職業，其本質卻是以一種軟性的性慾形象和與客人間模

擬戀愛的方式迎合男性的性心理，前文提及田漢筆下郁達夫對待日本女侍的態度正

好說明此點，但這種性別關係自然受到女性主義者的詬病。「女侍」此名詞本身已

暗示了問題的複雜性：她應作為獨立的「女」性人格被看待，還是終歸是男性的

「侍」從和附庸？在《咖啡店之一夜》和《到民間去》中，田漢均著力建立咖啡店

女侍的豐富形象，而且她們均是以「新女性」的形象登場，當中對「新女性」似是

                                                 

52 田漢，《田漢全集》第 15卷，〈我們的自己批判〉，頁 92。 



清  華  學  報 

 
682

而非的論述相當值得探討。 

小谷一郎早已指出，《咖啡店之一夜》的主題「或是試圖讓他〔田漢〕心目中

的『新女性』登場」。53 白秋英這個角色人如其名，仿如秋風裡的白薔薇般純潔

無瑕，54 甚至竟是整部《咖啡店之一夜》中唯一沒有遭受都市無情洗禮的人物。

以下白秋英的獨白，可圈可點： 

假令我看見我的兄弟在哪個咖啡店裡那樣地喝酒，那咖啡店的侍女坐在

旁邊含著笑靨一杯一杯地替他勸酒，我不知道會怎樣的恨她。於今我在

你的姊妹的眼中，就是這個可恨的咖啡侍女了！我也不知道做過多少次

這樣可恨的咖啡侍女。我每一想到這裡，恨不得即時離開這個店子。我

每一看見林先生這樣的少爺們，我總當他們是自己的兄弟一樣，想問問

他們的苦楚。無奈他們都沒有一個人，把我當他們的姊妹。只和我談一

些不相干的事。誰也不肯把他的真心掬給我看。至於那些輕薄的客人

們，只把我當作什麼模擬性欲的對象，有時候甚至還給我以不能堪的侮

辱，使我暗地裡不知道流過多少眼淚。55 

《咖啡店之一夜》中的白秋英，清醒地告訴我們有別於劇中幻境的咖啡店真實

情況，裡面有的是只會向客人賣笑斟酒的女侍，以及把女侍當作模擬性欲對象的輕

薄客人。56 然而，身處在這種令人可恨和感到侮辱的人事之中，白秋英仍沒有離

開咖啡店，為的是當中有著林澤奇這類客人可以真心出之、以兄弟視之。於是，白

秋英選擇當一個出塵不染的女侍，她令飲客甲反思今昔生活的對比、為林澤奇解除

煩憂，甚至李乾卿有負於她仍願意與他握手言和，57 儼然化身為男性的救贖者。

                                                 

53 小谷一郎，〈田漢與日本──以在日時的田漢及其與日本作家的交流為中心〉，頁 505。 
54 〈秋風裡的白薔薇〉為田漢作於 1921 年 10 月 21 日的詩作。田漢，〈秋風裡的白薔薇〉，《江戶

之春》組詩，《少年中國》，4.2（上海：1923），後收入《田漢全集》第 11卷，頁 50。 
55 田漢，《田漢全集》第 1卷，《咖啡店之一夜》，頁 110-111。 
56 田漢不諱言，咖啡店女侍和舞女一樣是「資產階級青年的模擬性欲的對象」，這樣寫並沒有甚麼

特別的不名譽。田漢，〈編輯後記〉，《南國》，1.3（上海：1929），後收入《田漢全集》第 15

卷，頁 205-206。 
57 三十年代，田漢對《咖啡店之一夜》進行了修改，把原劇本中的白秋英和李乾卿絕交後握手告

別，改為白秋英「冷然拒絕握手」；作者還在劇本的開頭時，借一酒客的臺詞「窮人的手和富人

的手始終是握不牢」點明這一思想。從中可見田漢從二十年代關注女性命運，到三十年代關注革

命議題的過渡。韓素玲，〈田漢早期劇作《咖啡店之一夜》版本記異〉，《首都師範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5（北京：2007），頁 13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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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漢在劇中有意把家貧未能就學的白秋英與大學生李乾卿作對比，雖然白秋英是一

名陪酒女郎，但她從事這個職業的初衷是希望攢錢讀書，好與青梅竹馬的李乾卿匹

配結褵；相反，李乾卿到城裡升學後卻背棄盟誓，甚至另結新歡。兩人人格的對比

在此表露無遺。在此，田漢建立了一個相當理想化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女性」形

象，她不但自食其力，忠貞愛情，出塵不染，甚至願意原宥所有對她作過傷害的男

性，俯視和普渡眾生。輕易可見，田漢在此刻意經營的女性的崇高形象，其實帶有

許多從男性意識出發的美好想像。 

與此同時，田漢亦無法掩飾這些所謂的「新女性」作為「侍」的一面。白秋英

雖是個具有獨立意識的女子，但亦不得不面對作為女侍的許多尷尬困窘之處，田漢

在劇中總是借助外力——咖啡店店主去側寫這不太為人注意的一面。咖啡店店主這

個角色表面上無關緊要，只在劇中稍稍露面三次，但每次他的出現便是把白秋英從

女性身分拉回女侍身分，逼使她放棄個人意志，回歸女侍本身聽命於男飲客的工作

本質。第一次店主出現時，白秋英正勸林澤奇不要喝威士忌這種烈酒，因為林澤奇

前一晚已喝得極醉，白秋英擔心他應付不來，但店主一句「秋英！客人要啤酒拿啤

酒，要威士忌拿威士忌。只管在那裡囉唆甚麼。」58 白秋英只得奉命遵從。第二

次店主出現時，李乾卿從外折返，此時的白秋英已對負心郎幾近死心，不欲與其交

談，店主一句「秋英！客人來了，怎麼不請坐！」59 逼使白秋英放棄自己是李乾

卿戀人的身分，而以女侍身分和他對談。第三次店主出現時，林澤奇已和鄭湘荃離

開，白秋英獨自聽著俄國盲詩人演奏的吉他，生出無限感慨，此時店主一句「秋

英！交賬！」60 打斷了她對個人身世的自憐，暗示白秋英安慰了不同的客人，但

諷刺的是最後卻沒有人能夠救贖和安慰她，她只是消費社會中一個卑微的服務員，

全劇亦由此結束。由此可見，店主每次現身的情景雖然突兀，卻在在提醒觀眾白秋

英的女侍身分根本上就是男性消費的誘惑者，而咖啡店只是提供「金錢和飲料的交

換」場所。女性的獨立張揚和女侍的屈從卑微，使得白秋英這個角色得到矛盾辯證

的深度，亦迫令觀眾追問咖啡店女侍作為「新女性」的可能性。不過，作者處處強

調她的獨立自覺，實則上也說明了作者認為女性對獨立意識的追求可以凌駕其本身

命運的樂觀態度。 

到了《到民間去》，女侍盧美玉的形象可說是建立在白秋英的藍本之上而又有

                                                 

58 田漢，《田漢全集》第 1卷，《咖啡店之一夜》，頁 108。 
59 同前引，頁 118。 
60 同前引，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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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推進。電影本事描述盧美玉：「美玉姿態優美，頭腦亦敏慧，常聽郭張等議論，

頗有所悟，其於郭張，愛郭之才，而服張之力。美玉之意，以為中國之將來，全賴

此輩青年真能追求其理想，能犧牲一切，以追求其理想，始為真正之勇士，而此勇

士又美玉女士理想之良人也。」61 盧美玉對待郭其昌和張秋白的態度，與白秋英

對待林澤奇的態度相當一致，都是希望能付託真心，但所謂「兩心相知」的本質只

是女性作為男性的聆聽者。至於不同之處，白秋英視林澤奇為兄弟，而盧美玉則視

郭、張為理想之良人；白秋英因咖啡店女侍的身分而被李乾卿嫌棄退婚，盧美玉卻

因咖啡店女侍的身分而成為一眾才俊青年夢寐以求的婚嫁對象。至此，所謂「新女

性」的形象其實更接近傳統才子佳人文學中的佳人想像。徘徊在郭其昌和張秋白之

間，盧美玉最初選擇了表面上勇於追求理想的張秋白作為伴侶，後來看清張秋白並

不如她的想像，且張秋白為了挽救工廠而與家裡為他許配的富家女結婚，盧美玉終

與表面懦弱但真正勇於追求「新村運動」理想的郭其昌結合。張秋白和郭其昌各自

代表性格和道德的強弱對社會改革運動的影響，兩人在不同方面皆有所闕失，唯獨

盧美玉卻是自始至終的清貞高潔，是「不斷地追求其理想中之真勇者而卒得之者

也」，62 可見《到民間去》仍然沿襲了女性崇拜式的描寫。不過，女性的崇高形

象，最終仍是作為男性的襯托，因為盧美玉的愛情選擇，說明了作者所認同的政治

主張。 

由上可見，田漢在咖啡店女侍的形象塑造中極力抗拒消費社會中被物化的商品

形象，反而刻意賦予其各種高尚氣質，既有著「新女性」的獨立意識，又有著傳統

佳人的慷慨矜持。於是，田漢筆下的咖啡店女侍可說是結合了傳統與現代、東方與

西方特質的理想女性形象。田漢對咖啡店女侍形象的處理，並不只反映了在他體內

流動著的傳統文學血液，又或論者所公認的在他作品中一貫具備的女性崇拜的傾

向，更反映了中國傳統價值的道德力量如何在他的筆下幻化為女性的靈與美，但也

很大程度上會被認為純屬男性知識分子的理想想像。 

從田漢的影劇作品中如何處理「咖啡店」、「藝術革命家」和「新女性」等議

題的對比，可見以下改變：咖啡店不再是消費都市中供人沉溺的賣醉之地，而是具

備革命性和政治動能的沙龍式公共空間；藝術革命家的角色形象從「藝術」過渡到

「革命」；女侍不只是賣弄身體或溫柔話語誘惑男性顧客消費，而是懂得欣賞英雄

豪傑，甚至成為和他們兩心相知的伴侶。至此，田漢筆下的咖啡店已與法國頹廢派

                                                 

61 田漢，《田漢全集》第 10卷，《到民間去》，頁 11-12。 
62 同前引，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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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漸行漸遠，逐漸靠攏俄國革命派，而此一歷程的重要性在於從國際性的文化運

動而非單純是國內政治的角度詮釋了田漢的「轉向」。 

五、總結 

失意的人跑到咖啡店裡喝自暴自棄的酒，是近代文學中常有的場面。但

也是極難討好的場面，因為這種所以失意的原因不深刻，酒喝起來便沒

有力量，酒杯旁沒有充分知道人生的 “suffering” 的女性，這酒喝起來便

沒有情味。無力量，無情味，便決不會有戲曲！63 

1926 年 11 月某夜，中國現代戲劇的兩位奠基人──田漢和歐陽予倩 (1889-

1962) 正在上海民新影片公司的拍攝現場，討論後者第一部自編自導的電影《三年

以後》。對於該片中男主角何毅夫因家庭矛盾離家出走，終日流連酒排（酒吧）借

酒消愁，結識了蕩女陳艷雲的一幕場景，田漢作了以上評語。「失意的人跑到咖啡

店裡喝自暴自棄的酒」，首句形容看起來似曾相識，因為它正是田漢一系列以咖啡

店為背景的作品中的重要場景。另一方面，田漢往後的評語雖讚賞《三年以後》的

以上場景「總算是很戲曲的」(dramatic)，但又指出「毅夫之頹廢，與艷雲之流

蕩，都不是發於人生觀的，僅為一種對於環境的反動，所以沒有十分近代的意

義」，64 這裡可以從反面去理解田漢藝術觀照中的「近代的意義」，亦即「現代

性」：65 頹廢流蕩（令人想起邵洵美 (1906-1968) 對「頹廢」(decadence) 的翻譯

「頹加蕩」）並非純粹建基於個人對逆境的逃避，而是出於發自自身的藝術追求。

此外，倘若我們把上述引文視為田漢早期的藝術宣言，引文中提到造就出「戲曲」

（戲劇）的兩大元素──主人公失意和自暴自棄，因而借酒消愁背後的深刻原因所

造就的「力量」，以及充分知道人生苦痛的女性在旁襯托所造成的「情味」，在田

                                                 

63 田漢，〈ABC 的會話〉，《文藝論集（下）》（上海：良友圖書印刷，1935），後收入《田漢全

集》第 18 卷，頁 1。文中模擬劇本對話，記述 A、B、C 三人的藝術見解，從對話細節可知 A、B

二人分別為歐陽予倩和田漢，C疑為唐槐秋。 
64 同前引，頁 2。 
65 日文中「近代」的意涵與中國的「現代」相近，其共通點皆為西潮席捲下改變本國的整個政治與

社會結構，相關論述如：竹內好著，李冬木等譯，《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聯書店，2005），

〈何謂近代──以日本與中國為例〉，頁 181-224。田漢的文章時以日語入文，故引文中的「近

代」和「近代文學」皆可視為中文中的「現代」和「現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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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的早期作品中都可找到對應，而且本身蘊含著重大意義：看似與西方頹廢派作家

相同的醇酒婦人運動，在田漢的視野中成為了需要強大道德力量作為支持的行為，

例如對個人理想的奮發和追求、對愛情和女性的珍視，乃至到最後演變成投身政治

革命的熱情。田漢對咖啡店和當中人物的理想化詮釋，某程度上正是他心目中的藝

術烏托邦。 

如同馬泰．卡林內斯庫 (Matei Calinescu) 在《現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所指

出，西方在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思潮以來出現兩種現代性的分裂，一是文明史階段的

現代性，即資產階級的現代性；一是作為美學概念的現代性，即導致先鋒派產生的

反資產階級的現代性。66 通過本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田漢以咖啡店為背景

的作品中，消費與先鋒、頹廢與革命同時發生，兩個看似對立矛盾的概念得以互相

並存，啟發我們對兩者之間辯證關係的深思。由此，田漢作為中國現代文學中浪漫

主義的代表作家，提供了一個極為耐人尋味的案例，把資產階級與左翼的兩種現代

性統攝糅合，使浪漫主義在純文藝的定義以外，增加了先鋒性與政治的向度。 

本文以田漢和咖啡店為研究對象，希望通過此一案例以小見大，重新思考目前

的作家研究、都市研究和中國現代性問題。首先，目前的田漢研究一般以 1930 年

為界，將他的創作歷程劃分為前、後期，把前期作品概括為藝術性，而後期作品則

為政治性。這個劃分某程度上建基於文藝／政治二元對立的前提，導致田漢研究呈

前後割裂之勢，實際上忽視了作家整體人生的內在連繫。因此，本文希望回歸歷史

現場，藉著日本研究和材料的引入，指出對當時作家而言文藝與政治之間本是互相

複雜辯證的觀點，這在留日作家來說其實相當普遍，故不能單從純文藝的角度分

析，否則將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由此，本文並不同意評論認為田漢的「轉向」為

對昔日文藝觀的急遽背離，相反地，本文認為這是原來狀態不斷延展的結果。藉

此，本文希望重新彌合作家的整個生命，並追尋中國的「五四」與三十年代之間的

內在連繫。此外，目前的都市研究一般只討論資本主義與消費文化的面向，本文提

出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之間的辯證和雙重現代性，原因是深感此前的論述框架實際

上是以西方現代性的觀點套進中、日這兩個相對於西方的後進國，可能會失掉許多

重要的線索和觀點，亦有削足適履之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撇除意識形態的顧

慮而重新討論當時俄國的影響和左翼國際主義，將更能還原歷史的全貌。建基於以

上兩個思考方向，本文希望提出中國現代性問題中尚有許多有待清理的線索，諸如

                                                 

66 馬泰．卡林內斯庫著，顧愛彬、李瑞華譯，《現代性的五副面孔：現代主義、先鋒派、頹廢、媚

俗藝術、後現代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頁 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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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政治、都市與革命、二十與三十年代、中國與國際文化的往還等，值得作更

進一步的探討。 

 

（責任校對：王淳容、孔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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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adence and Revolution in Café:  

On the Cosmopolitanism/Internationalism and  

Modernity of Tian Han’s Works in the 1920s 

Lo, Man-chi 

School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Executive Development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mcchilo@speed-polyu.edu.hk 

ABSTRACT 

Tian Han 田漢 (1898-1968) studied in Tokyo for six years, from 1916 to 1922. 

His sojourn in Japan became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his literary life. Cafés 

were his favorite and most-frequented places during this period. His various works in 

the 1920s, such as poems, novels, essays, stage plays, films, and literary critiques, all 

include scenes in cafés to a greater or lesser extent. These works can be the source for 

understanding both his artistic view and life in the 1920s. This paper first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of Tian Han to Tokyo’s cosmopolitan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Taisho Period 大正時期. It then investigates the literary interactions which took place 

in cafés between Tian Han and members of the Creation Society 創造社. Lastly, two 

of Tian Han’s most important stage plays and films, A Night at the Café 《咖啡店之

一夜》 and V Narod 《到民間去》, are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fé culture, 

Russian writers, and the “new women.”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this paper re-

evalua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ian Han’s literary life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modernity. 

Key words: Tian Han, cafés, cosmopolitanism, internationalism, modernity 

（收稿日期：2014. 7. 10；修正稿日期：2014. 10. 5；通過刊登日期：2014. 1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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