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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丹青的〈旅日中國學者的雙語

困惑〉1（以下簡稱〈雙語困惑〉） 一文，

觸發了筆者對「用外語寫作」這一文化

現象的思考。不言而喻，這思考中積

澱R筆者作為一位留日中國人的個人

體驗，但這種個人體驗應當具有普遍

性。

一　留日者的尷尬

甲午戰爭失敗後的1896年，中國

人開始留學日本。這意味R留學伊

始，他們就必須作為戰敗國的子民，

承受日本人帶有侮辱性的、居高臨下

的目光。因此，早期留日學生去上野

公園遊玩，也會有日本兒童追R喊「豬

尾奴」2。這種對中國人的蔑視通過新

聞媒體表達出來，成為來自日本知識

界的聲音，於是，陳天華在1905年12月

8日為抗議日本人的侮辱、為警醒國

人而蹈海自殺。

大約是因為這個頭開得太「晦

氣」，所以自此以後，中國留日學生的

際遇與命運實在讓人「不知說甚麼

好」。姑舉幾例。向愷然，清末民初兩

次留學日本，結果在其開中國留學生

文學先河的長篇巨著《留東外史》中，

將日本罵作「賣淫國」，將日本人稱作

「日本小鬼兒」。日本入侵中國後，他給

自家養的一條狗取名「甲板」（Japan），

不僅自己投身抗日戰爭，並且送兒子

去當空軍，要和兒子一起在空中、地

面與日本人進行「立體作戰」3。幾乎

與向愷然同時留學日本的周作人，娶

日本女性為妻，熱心向中國介紹日本

文化，幾乎成為中國第一知日文人，

結果是日本人使他不清不白地成了「漢

奸」。郭沫若，留學日本並與護士小姐

佐藤富子結婚生子，結果蘆溝橋槍聲

一響，他投筆請纓、別婦拋雛，穿R

睡衣從市川的住所逃出，回國抗日去

了。郁達夫，留學日本，在日本寫出

名作《沉淪》，頗受日人敬重，但在抗

戰開始不久，他卻寫出了〈日本的娼婦

與文士〉4那樣尖刻、激烈的文章。抗

戰勝利時他遠在南洋的蘇門答臘，卻

未能逃脫日本的魔掌，他被活活掐死

了！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這位天才作家

的雙腳該是如何痛苦地抽搐⋯⋯。留

日中國人與日本的關係實在不應當是

這個樣子，但又確確實實是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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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批評與回應 上面這些事實，應當能夠提醒我

們注意不同時代留日中國人的生存方

式與話語形式之間的內在聯繫。因為

〈雙語困惑〉一文提及的《日本經濟新

聞》上的文章，指出了魯迅、郭沫若那

一代留日中國人與新時期旅日中國人

的區別：「前者用中文表達，後者用日

語撰稿」云云。〈雙語困惑〉的作者毛丹

青對「日語撰稿」之「潛台詞」的閱讀是

敏銳的，但似乎還有更值得注意的問

題沒有被讀出來，那就是語言的選擇

對價值觀的影響。

二　說給誰聽與說甚麼

人的本質是語言，因此可以把

「人」定義為「語言的動物」。語言作為

一種歷史和文化的載體，塑造R人這

種動物的每個方面。日本人在對台灣

和舊滿洲殖民統治期間運用各種手段

推廣日語，甚至把日語定為「滿洲國」

的國語，實在是頗具「歷史眼光」的文

化陰謀。在這個意義上，母語就是「自

我」，用母語進行表達是人作為人的最

大自由。而且，母語無法逃避，試圖

逃避母語就像試圖在陽光下逃避自己

的影子。如果你明明是「生在新社會、

長在紅旗下」、普通話說得很標準，但

你為了表示自己的「東洋化」或「西洋

化」或「南洋化」，而刻意把漢語說得結

結巴巴，那麼你「一不小心」就會把漢

語說得很地道。

既然如此，選擇用外語來表達在

某種程度上就意味R對語言自由的放

棄、意味R話語權的被剝奪。在通常

情況下，人們在一定程度上放棄語言

的自由、用外語來表達，主要有兩個

目的：一是因為對方不懂ý述者的語

言，而ý述者為了表達自己，只有使

用對方能夠理解的語言。比如中國政

府召開新聞發布會自配英文翻譯，讓

不太熟悉漢語的各國記者領會新聞發

言人的發言，就屬於這一種。另一目

的是對傾聽者有所期待、試圖在傾聽

者那4實現自己的價值，所以只有用

對方的語言來表達。比如一個離開中

國來到歐美或日本的中國人，為了獲

得這個陌生世界的承認，便只有使用

這個社會共有的語言。於是，英語或

是日語就成為其進入歐美社會或日本

社會的第一條通道。所以，當某些旅

日中國人為在日華人的日文著述而「自

豪」的時候，毛丹青尖銳地指出：「他

們用日文著書大部分是為了滿足日本

的輿論需求，別無更深的理由」，確實

很有必要。

不過，為了在異國生存、實現自

己的價值而用外語著述，這一文化行

為還潛藏R更大的危險性，這就是價

值觀之獨立性的喪失。為了獲得對方

的承認而使用對方的語言，也不免屈

從甚至迎合對方的價值觀與趣味，ý

述者價值觀之獨立性由此受到威脅。

當ý述者價值觀之獨立性喪失殆盡的

時候，寫作便會流於「文化的諂媚」。

ý述者在這種「外語寫作活動」中的

「自我」變異與對傾聽者的諂媚，首先

表現在旅歐旅美華人的英文著述中。

在大陸引起反響的《妖魔化中國的背

後》5中，作者尖銳批評了鄭念的《上海

生與死》、張戎的《鴻》等華人英文暢銷

書對中國和中國人的「妖魔化」——比

「醜化」更可怕的「妖魔化」。該書指

出：

這些寫給美國讀者看的書，必須要照

顧到根本沒有經受過「文革」苦難的美

國人的趣味。換句話說，就是要把那

麼多的苦難和悲傷，寫成能夠賺取美

為了在異國生存、實

現自己的價值而用外

語著述，潛藏�價值

觀之獨立性的喪失。

這種「外語寫作活動」

中的「自我」變異與對

傾聽者的諂媚，首先

表現在旅歐旅美華人

的英文著述中。鄭念

的《上海生與死》、張

戎的《鴻》等華人英文

暢銷書，比「醜化」更

可怕地「妖魔化」了中

國和中國人。



語言的殖民地 137國讀者同情的眼淚和好奇心的感人故

事。結束時，更要讓讀者感受到一

點，就是「還是生活在美國幸運，美國

是多麼偉大啊」。

實際上，那種對西方社會近於自輕自

賤的諂媚，正是以「用英文寫作」這個

事實為前提和起點的。他們的「話語王

國」淪為英語殖民地，他們在成為「英

語」的「順民」的同時，亦成為英語社會

價值體系的屈服者。

那麼，這種「外語寫作活動」中ý

述者的「自我變異」，在旅日中國人的

日文著述中是否存在？答案是肯定

的。〈雙語困惑〉一文提及的1995年9月

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之際，某旅日

中國人博士在《朝日新聞》上發表的所

謂〈中國也要自省〉的文章就是一例。

中國當然要反省，而且這種反省多年

來一直持續R。搞四個現代化、甚至

搞核試驗，都可以說是基於這種反

省、基於對「落後就要挨打」這一慘痛

歷史教訓的汲取。但是，這種「反省」

決不是作為曾經給亞洲社會帶來巨大

災難的日本所應當作的那種「反省」。

在抗戰勝利五十周年之際，作者將這

兩種反省相提並論，無疑是混淆了作

為「反省」之前提的完全不同的歷史事

實（加害與被害），並且迴避了歷史判

斷中的道德判斷。如果我們注意到

這篇文章是用日文寫的、而且是發

表在《朝日新聞》這種在日本社會具有

廣泛影響力的報紙上，那麼作者的

寫作動機就一目了然。毛丹青將其解

釋為「並無惡意，只希望中國能夠自

強」，未免流於簡單與善良，因為那篇

文章並不是寫給使用漢語的中國人看

的。

比某博士的文章更應引起注意

的，是沈潔博士的《「滿洲國」的社會事

業史》。該書是著者的博士論文，1996年

由京都的 書房出版後，引

起日中兩國學界的反響。1996年10月

27日，著者在東京的巢鴨社會教育會

館作了題為「《「滿洲國」的社會事業史》

寫作出版經過」的演講。著者說：「我

把在『滿洲國』實施的殖民地社會事業

區分為文化性社會事業和政治性社會

事業，從文化性社會事業的角度給民

間層次或者個人層次的救濟活動給予

適當評價。我覺得在至今尚未解決的

殖民地問題、日中戰爭問題中缺乏實

證的、冷靜的態度，沒有不僅追究過

去的歷史責任、而且面向未來的新觀

點」；「究竟應當怎樣把握歷史實象？

生活在『滿洲國』的人們的真象是怎樣

的？很久以來我苦於介紹這些問題的

反覆思索中。」這4無暇介紹那本厚三

百餘頁的專著，但讀者從著者上述自

白中，大致可以了解那本書的內容。

著者確實認真的考察了日本殖民主義

者在「滿洲國」實施的社會事業。據著

者說，已經有人批評該書是美化日本

殖民主義者的侵略行為6。筆者深有

同感。因為書中關於日本在「滿洲國」

實施醫療ê生事業等的介紹，使筆者

想起了1995年10月日本前總務廳長官

江藤隆美的發言——所謂「日本在統治

韓國期間為韓國建了釜山港、仁川港

和五千多所學校」。但由於韓國人強烈

抗議，江藤被迫辭職7。

筆者的專業並非歷史學，亦非社

會福利事業史，但從歷史常識出發，

筆者認為有兩個與《「滿洲國」社會事業

史》的邏輯起點密切相關的前提性問

題應當討論。第一，對於當年生活在

「滿洲國」的中國人來說，究竟在何種

程度上存在過正面意義上的「社會事

業」？楊靖宇、731部隊、萬寶山事件

等姑且不論，恰好在聽了沈博士的

在抗日戰爭勝利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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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批評與回應 講演一周後的11月3日，筆者在NHK

（相當於中國的中央電視台）看到了介

紹出生在舊滿洲的日本名演員森繁久

彌的專題節目：《遙遠的青春之地》。

從那個專題節目對曾經生活在「滿洲

國」的東北老人的採訪中，我得知日

本人在當年「滿洲國」的地位最高（所

謂「大太君」），朝鮮人次之（所謂「二

太君」），中國人則最低。沈博士專著

中的某些統計資料也證實了這一點。

有關中國人和日本人在「滿洲國」對殺

的慘劇，日本電視台也不只一次作過

介紹。第二，在日本國的國民作為

一個群體對中國進行侵略的時候——

滿洲開拓團本來是一種「國家行為」，

「民間層次或者個人層次的救濟活動」

如何從國家的侵略行為中區別出來？

意味R甚麼？歷史研究的目的並不是

尋找個別性而是尋找普遍性，把個人

完全等同於國家或者把個人從國家中

完全分離出來，同樣是歷史唯心主

義。

著者自云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

「把長期以來被中日兩國研究者置之不

顧的『敏感』課題發掘出來，在對歷史

事實進行疏理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解

明」8，但是，如果不是置身日本的社

會環境，如果不是以日本人讀者為對

象而用日語寫作，那麼這本書的寫作

和出版大概會是另一種情形9。

問題依然是「日文撰稿」。

其實與魯迅、郭沫若、郁達夫那

一代留日中國人相比，當前留日中國

人用日文著述，未必完全是喜劇——

雖然也未必是悲劇。向愷然大約不會

用日文寫《留東外史》，郁達夫大約不

會用日文寫〈日本的娼婦與文士〉，因

為那樣的話，他們便很難擁有自己的

「讀者」。這大概也是毛丹青所謂的「雙

語困境」之一種吧。

三　唱好「中國戲」

但是，對於毛丹青有關在日中國

人大唱「中國戲」的批評，我卻不以為

然。相反，我認為在日中國人應當大

唱中國戲，唱好中國戲。

對事物的認識可以分為三種類

型。一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自

知」，二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

「他知」。不過，這兩種「知」各有其局

限性。因此，第三種「入乎其內，出乎

其外」的「知」，可算是真正的「知」。在

中國出生、在中國成長、對「中國」有

切身體驗的中國人，當他們走出中國

並置身於新的社會環境與價值體系之

中，然後再回首看中國，應當是「恍然

大悟」或者「感慨良多」的。僅舉一例。

費孝通的名著《江村經濟》，似乎就是

著者留學時期在國外「唱中國戲」的成

果。「研究」與「研究對象」並不是一回

事，甚至可以說完全是兩回事，這是

因為「研究」（社會科學意義上的「研

究」）是持某種價值觀與「研究對象」進

行對話。正是由於研究中國問題的外

國學者持有其獨自的價值觀，他們的

研究才對中國學者富有啟發性。據筆

者所知，在日本大學專攻中國學（歷

史、哲學、文學等）的中國學生，常受

到日本人不友善的詢問：「中國人為甚

麼要到日本來學習中國學？」這無疑是

出於詢問者認識論上的幼稚。

從幫助日本人認識中國的角度

看，在日中國人「唱中國戲」也是有必

要的。在日本是否了解中國這一問題

上，我與毛丹青的看法不同：日本未

必了解中國。正像傑出的日本學者野

村浩一指出的：「日本近代史是在認識

中國這一問題上失敗的歷史，而且不

能說這種歷史已經結束。」bk政治家關

於戰爭問題的「失言」、釣魚島爭端、

與魯迅、郭沫若、郁

達夫那一代留日中國

人相比，當前留日中

國人用日文著述，未

必完全是喜劇——雖

然也未必是悲劇。向

愷然大約不會用日文

寫《留東外史》，郁達

夫大約不會用日文寫

〈日本的娼婦與文

士〉，因為那樣的話

他們便很難擁有自己

的「讀者」。



語言的殖民地 139遺留化學武器的處理、正在日本社

會蔓延的對中國人的歧視與仇視bl，

都不妨看作是這種「不了解」的表徵。

那麼，誰來向日本傳達中國？日本中

國學會的約兩千名會員正在辛勤地工

作R（中國人應當感謝他們），但那永

遠是一種「日本人表達」，被表達的是

一種「旁觀者清」的「知」。而且，如果

個別研究者對中國和中國人持有偏

見，那麼其偏見在日本社會的傳播只

能加深日本人對中國的誤解和蔑視。

比如有日本學者受美國人的影響而研

究中國的人種歧視思想，把西藏解放

稱作「以『解放』為名義的種族歧視」bm

（按照這種邏輯，西藏解放前的農奴制

將成為「人權制」）。因此，中國人在日

本唱中國戲，「現身說法」，用日語向

日本社會傳達「中國」，就是有必要

的。關鍵依然是「雙語困境」。如何在

使用別人的語言時保持「自我」的完整

性，不致讓自己的話語形式成為外語

（及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們）的殖民地，

進而把外語「工具化」，使外語成為自

己支配的「殖民地」⋯⋯這些問題。實

在值得深思。筆者有幸看到《留學生新

聞》等華文報刊都設了日文專頁，認真

向日本傳達R中國。這是可喜的現

象。朱建榮先生在電視專題節目中用

日語向日本人傳達中國人對兩岸關係

等問題的認識，也是很有必要的。

當然，筆者並不反對甚至贊成毛

丹青關於在日中國人應當唱「日本戲」

的主張。正像日本人常說的：中國與

日本是這樣近又是這樣遠。大約是因

為同樣是黃面孔、同樣使用漢字，這

兩個差異性很大的民族才那麼容易

誤解對方吧。看似「同文同種」，其

實性格各異。中國和日本太需要互

相了解。但中國人如何在日本唱「日本

戲」，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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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幫助日本人認識中

國的角度看，在日中

國人「唱中國戲」也是

有必要的。不然，誰

來向日本傳達中國？

但那永遠是一種「日

本人表達」，被表達

的是一種「旁觀者清」

的「知」。當然，筆者

也贊成毛丹青關於在

日中國人應當唱「日

本戲」的主張，但中

國人如何在日本唱

「日本戲」，則是另外

一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