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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竹內好是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奠基者。近十年來，竹內好在中國學界

成為研究熱點，主要聚焦於其魯迅研究與對東亞思想文化的看法。本文通過重新

閱讀其論著，從「中國」、「現代」和「文學」這三個方面探討竹內好研究中國現代

文學的方法與意義，闡述其學術思想。竹內好透過中、日兩國作家作為國民精神

的轉喻性修辭，引發他對兩國特別是「中國」現代性問題的省思。與此同時，他對

「現代」的看法強調主體對歷史的介入，否定進化和線性發展的歷史觀，為歷史賦

予了當下感和能動性。竹內好將「文學」詮釋為不斷自我生成的運動，重新定義了

文學的本質，為文學與政治、內緣與外緣建立了重要橋樑。本文指出「中國」、

「現代」和「文學」這三者在竹內好那裏緊密呼應聯繫，互相闡釋發明，最終指向國

族、歷史和主體這三個重要命題，具有濃厚的現實關懷。

關鍵詞：竹內好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日本　現代性　主體性

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中國現代文學在短暫的歷史中經幾輩前賢學者的

努力，其內涵和外延不斷轉換和擴充。不止於作家和作品研究，中國現代文

學研究一直致力建立嶄新的理論方法和跨學科的視野，外國學者尤樹其功，

其中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自成體系，值得重視。本文的討論對象竹內好

（1910-1977）便是戰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最重要的日本學者，其獨特的研究方

法和視野，在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至今未有減褪。

竹內好，日本長野人，1934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支那文學科，與同窗

武田泰淳等發起組織中國文學研究會，並出版《中國文學月報》。1937年盧溝

橋事變後，竹內好曾留學北京兩年。1943年底，竹內好應徵入伍，作為日軍

侵華時期的文化兵到了湖南。戰後竹內好執教於東京多所大學，其中在東京

國族．歷史．主體
——論竹內好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 盧敏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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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學術論文 都立大學人文學部任教授八年

（1953-1960），主要從事中國現代

文學的研究、著述和翻譯1。竹

內好畢生最重要的業績為魯迅研

究，被視為日本魯迅研究與中國

現代文學研究的奠基人，但其研

究並不以對象本身為真正的工作

目標，而是以此作為媒介致力於

日本的文化思想建設。

與他晚年和身後近半世紀以

來的寂寞冷落形成鮮明對照，竹

內好在進入2000年後始重新受到

中國、日本和世界關注，不但其

著作被陸續翻譯成中文出版2，

有關竹內好的國際研討會更先 

後在德、中、日、美召開3。在

二十世紀冷戰過後全球化的歷史

語境中，學界對竹內好的關注和

此前判然有別：過往研究者對竹內好的關注主要集中於他的魯迅研究4，如

今則轉移到對中日關係、日美關係、東亞思想文化史等問題的討論，關注的

層面由內緣走向外緣，從文學走向更宏大的政治、歷史、文化等向度5。

2005年可說是「竹內好年」。隨着收錄了《魯迅》、〈何謂近代——以日本

與中國為例〉等論著的《近代的超克》的出版，中國學界的竹內好研究在這一年

開始不斷升溫。2005年9月25日，《讀書》雜誌舉辦關於竹內好的座談會6；

12月，上海大學召開「魯迅與竹內好」學術研討會。是年，竹內好研究者孫歌

出版了專著《竹內好的悖論》。以上有關竹內好的學術討論很大程度上轉向了

文化思想和國際關係的範疇，觸及到如何理解和處理日本侵略戰爭，乃至如

何處理中日關係等現實問題。換言之，此時期的竹內好研究已不再局限於魯

迅和文學，而是被賦予了更多貼近政治現實和「非文學」的內容。

事實上，竹內好從魯迅所引申的中國論的魅力和特色，絕非限於文學，

而在於其濃厚的現實關懷和指涉，但另一位日本的中國學學者丸山昇指出其

中亦不無陷阱：由於中國在竹內好的論述中並非目的而是方法，是為了進行

強烈的日本批判而設定的對立面或「他者」，故倘若竹內好對日本的批判稍稍

偏離要點，就該問題描述的中國圖像和中國現實的偏離便十分明顯7。延伸

到目前的竹內好研究中，此一「陷阱」便容易讓研究者落入主觀演繹或斷章取

義的危險，離本尊愈來愈遠。故此，重讀竹內好是回應現時研究狀況最基本

也最迫切的做法。

在竹內好那裏，「學術」和「現實」兩者緊密連繫，如何在兩者的論述間取得

平衡並互相發明，是竹內好研究的重要課題，亦是理解竹內好學術思想的關

竹內好被視為日本魯迅研究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奠基人。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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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在魯迅研究以外，本文更關注的是竹內好作為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奠基者的身份。筆者認為，討論竹內好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最直接的方法

大概是從他對「中國」、「現代」和「文學」這三個關鍵詞的論述談起。這三個看

似可顧名思義的基本概念，在竹內好的演繹下，其內涵卻是與一般用法和理

解相去甚遠：「中國」和「現代」兩個概念牽涉到竹內好重要的國族觀和歷史

觀，而對「文學」的看法則聯繫到其深具主體性的哲學思想。換言之，透過對

這三個核心概念的探討，我們不但可以了解竹內好文學研究的重點，更可以

梳理出其學術體系的史學和哲學維度。三個概念的生成其實均與當時日本的

歷史語境有密切關係，可見竹內好之學術與現實的連繫；三者環環緊扣，體

現了竹內好思想邏輯的精密和統一。

在本文各節標題上，筆者套用竹內好「作為⋯⋯的⋯⋯」（⋯としての⋯）

的著名語式8，分為「作為外國文學的『中國』現代文學」、「作為歷史觀的『現

代』」和「作為獨一無二的『文學』」三個部分。藉着對竹內好的重新閱讀，本文

希望為竹內好的學術體系構建一個較為完整的圖景，並重新反思中國現代文

學研究的深層意義。

一　作為外國文學的「中國」現代文學

「中國」是甚麼？一般而言，「中國」一詞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僅為地域、

民族、語言或文化的指稱，和日常所見的「日本文學」、「西方文學」、「世界

文學」等並無二致，其意義似是不辯自明。然而，作為一位研究中國現代文

學的外國學者，竹內好具有極為強烈的個人和國族主體意識，積極探詢中國

研究之於日本的終極意義。本節以「外國文學」此一較少為人注意的角度，

闡述竹內好如何以「中國」作為方法。在竹內好那裏，「中國」成為日本審視

自身的方法和問題意識，而「中國現代文學」作為學科，則既是否定日本固

有的支那學和漢學的立足點，也為「外國文學」此一學科賦予了積極的現實

意義。

在竹內好的論著中，處處可見他對「國籍的問題意識」的強調。現今學界

每每要求學者具備「國際性」或「國際視野」，以此作為衡量學問高下和價值的

標準。何謂「國際性」？「國家」作為與「國際」相對的觀念，兩者是否不可相容？

竹內好〈給年輕朋友的信——對歷史學家的要求〉（原題為〈無國籍的問題意識〉）

一文即討論「國際」與「國籍」之間的悖論關係，在文章開首他提出了一個疑問：

「為了變革而認識和為了認識而認識，難道不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嗎？」9 

竹內好訝異於一些從事外國研究的日本學者能做出「不亞於」研究對象國的學

術成果，但這對他而言並非殊可堪慰的事，反而顯示當中「沒有一絲一毫基於

當今日本人立場的問題意識」bk。竹內好批評這種做法只是「為了認識而認

識」，喪失了本國立場的問題意識，與生活和民眾毫不相干，這種東西談不上

是「學問」，而是墮落為經院派的「學術」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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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學術論文 相對而言，竹內好追求的是「為了變革而認識」、具有本國立場的問題意

識，對生存有所詰問，這才是他心目中具有終極意義和精神的「學問」。在

此，竹內好點出他對學問的兩大要求：一是「國籍性」；二是「生存的追問」，

而兩者的共通點均在於對「主體」的追求。竹內好的這個立場自然與他對日本

漢學和支那學的否定密切相關，他認為漢學和支那學同樣作為中國研究，缺

乏日本作為主體的「國籍的問題意識」，沒有發揮外國研究之於本國研究的動

能，因此是脫離生活，並缺乏人生熱情、開放和論爭的精神，這樣的學術是

靜止的、絕對的、畏懼變化的，呈現出「自我」和「他者」之間井水不犯河水的

關係。

正是出於對漢學和支那學的否定立場，竹內好在1934年創立中國文學研

究會，建立起獨立於漢學和支那學之外的「中國現代文學」。在〈《中國文學》

的廢刊與我〉一文中，竹內好詳細地談到他在對待作為外國文學的中國文學時

所採取的態度和立場bm：

以自我保存為前提，因而預設研究對象的存在，這種外國文學的研究態

度⋯⋯失去了意義。對於歷史的創造者而言，世界應該在內部自行催生

出來，不應該是從外面被強加的。外國文學必須內在於日本文學。使外

國文學內在於日本文學的行為，就是超越日本文學、超越外國文學、不

斷把新的自我推向世界文學的行為。反過來說，把外國文學作為外國文

學來處理，會使外國文學變得無可理解。為了理解外國文學，必須超越

外國文學。必須超越自我和他者的關係。不能滿足於單純的說明，自己

必須變成自己說明的對象。為使自己變成自己所說明的對象，自己必須

首先不再是自己。日本文學只有通過否定日本文學本身，才能使得外國

文學存活於自己的內部。這才是終極意義上的理解。亦即，外國文學研

究必須被轉換為日本文學的自我否定。

這段文字極為自覺和精要地說明竹內好對待外國文學的態度，整段文字的重

點在於「超越自我和他者的關係」。在竹內好的不同文章中，其核心思想往往

體現於在「自我」與「他者」之間反覆來回建立論述，甚至往往是透過「他者」去

述說「自我」。由於終極目的不在「他者」，故「把外國文學作為外國文學來處

理」對本國是毫無意義的，也失去理解的可能；由於終極目的在於「自我」，故

「外國文學必須內在於日本文學」，而這個行為最終可達致「超越日本文學、超

越外國文學、不斷把新的自我推向世界文學」。在這裏，「他者」之於「自我」並

非對立或仿效的對象，因此這種關係是「超越自我和他者的關係」，透過「他

者」的述說，最終是希望成就「在內部自行催生」而非「從外面被強加的」新的

「自我」，在對照「他者」而進行自我否定、自我更新的過程中，使「他者」存活

於「自我」的內部。

這段文字的表述容或複雜，卻是竹內好的悖論式思想的重要核心。若我

們參照竹內好如何進行比較文學的論述，即可明白當中的運作邏輯。一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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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運用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目的是為了探尋外國文學如何影響本國作

家，或本國作家如何接受外國文學，亦即影響研究或接受研究，目的是了解

兩國文學之間互相溝通交流的情況。研究者主要是細緻地比對作品在文字、

結構、主題等方面的異同，從而得出兩者之間如何影響參照的結論。然而若

回置於竹內好對「主體」的思考脈絡，則可知他是反對這種做法的，他並不關

心這些技術性的具體問題，而是力圖把握住作家或作品的精神，更強調兩者

之間的不同，並由此引申到更為寬廣的問題。竹內好在不同地方談到魯迅與

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島崎藤村、高村光太郎等日本重要作家，但論述焦

點既非影響與接受問題，亦非作品的相似性，而是作家的本質：

　　⋯⋯魯迅和漱石在氣質和天分上有很相似的地方。⋯⋯假定天分一

樣的話，我以為魯迅的痛苦更為深刻，並且還可以導出《阿Q正傳》文學

的世界性。兩個人都是不曾帶着作為作家的自覺出發的，而是從人的生

活的基礎出發，這一點也是共通的。漱石對面向自己內部的作家有着深

刻的自覺，並獲得了成功。魯迅則選擇了不可能成功的方向上的道路，

殺了自身內部的作家。對漱石幸福的事，對魯迅則是不幸。在這一點

上，毋寧說魯迅和想要繼承漱石的芥川相近。⋯⋯漱石的人道主義和魯

迅的人道主義是異質的東西。而且，從中也引出兩者幽默的不同。⋯⋯

除漱石的作品以外，魯迅並不看重日本文學，這是事實。但說受到影響，

我以為有點言過其實。我覺得兩個人沒有類似點。⋯⋯魯迅的幽默是本

質的，比漱石更接近果戈理。這和漱石的幽默與梅列笛斯及哲斯脫敦

〔George Meredith及Gilbert Chesterton，均為英國作家〕相近一樣bn。

　　島崎藤村從《破戒》走向《東方之門》，卻沒能從《東方之門》再走向《破

戒》。⋯⋯唱出「我面前無路可走」時的高村光太郎曾站到了與寫出「地上

本沒有路」的魯迅同樣的起點上。然而魯迅披荊斬棘鮮血淋漓地徑直走向

前去，高村則向右轉，沿着那個方向邁出了自己的步子bo。

和一般評論迥異，竹內好認為魯迅和夏目漱石只是在氣質和天分上有相

似的地方，至於說受到夏目漱石的影響則是「言過其實」，甚至認為兩人的文

學沒有類似點。雖然兩人都是「不曾帶着作為作家的自覺出發的，而是從人的

生活的基礎出發」的作家，亦同樣富有人道主義和幽默感，但竹內好指出兩人

被視為相似的《阿Q正傳》和《哥兒》之間的分別：象徵中國國民性的阿Q是從

魯迅身上被抽取出來的，既是魯迅所憎惡、也是魯迅所摯愛的，這樣的人物

的創造方法是果戈理（Nikolai Gogol）式的，這樣的作家只有在面對「絕望」、

為了「抵抗」的閉塞社會中才會產生；相對而言，《哥兒》中的主人公哥兒呼 

喚和接受眾人的同情，它是青春的文學，內裏並沒有魯迅的「絕望」。由此竹

內好引申魯迅和夏目漱石之間決定性的分別：「與其說是作為作家的天性上的

差異，不如說是產生作家的社會環境的差異。」bp他認為夏目漱石乃至整個 

日本文學由於日本社會的開放，無法感應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的「不幸」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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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學術論文 運，但這種「幸運」亦從而導致日本文學未能獲得如《阿Q正傳》般的世界性高

度，竹內好甚至斷言：「和魯迅的絕望相比，日本戰後作家的絕望是多麼無聊、

虛偽！」bq

至於島崎藤村和高村光太郎，因同樣在「面前無路可走」這個主題上與魯

迅站在相同的起點而被納入魯迅研究的視野，但竹內好指出，島崎藤村晚年

的作品《東方之門》不復存在早期作品《破戒》中所突顯的這個主題，高村光太

郎則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支持戰爭和日本政府，顯示了「向右轉」而非「披

荊斬棘鮮血淋漓地徑直走向前去」的姿態，因而也無法和魯迅同日而語。

竹內好這番褒揚魯迅而批評日本現代作家的評論，與他的中國論和日本

論並無二致，其中作家明顯是國民精神的轉喻性修辭。因此，竹內好對魯迅

和日本作家如何看待外國文學（主要為俄國和東歐文學）的分析更為耐人尋

味，因為當中體現了竹內好如何看待中、日兩國對西方現代化的接受。以下

通過對竹內好《魯迅雜記 I》中〈魯迅與二葉亭〉和〈娜拉與中國——魯迅的婦

女解放論〉兩文的分析對此作出闡述：

　　我的印象是：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有兩重性，即抵抗歐洲的方面和

接受歐洲的方面。⋯⋯例如，屠格湼夫和迦爾洵幾乎是相反的，魯迅選

擇了迦爾洵。當然，他也翻譯安特萊夫的作品，但在這個時候，他不是

從安特萊夫所具有的近代主義中，而是從斯拉夫的東西中把握了它。⋯⋯

二葉亭〔日本小說家二葉亭四迷〕翻譯屠格湼夫和迦爾洵兩人的作品。他

並沒有魯迅那樣的選擇意識br。

　　一般來說，中國文學從最初出發的時候，就一貫保持着人道主義的

色彩，那是在接受外國文學方面清晰呈現出來的，不像日本那樣無所選

擇；而且不喜歡拉丁系統的圓滿、完整的文學，而歡迎東歐、北歐的反

抗文學bs。

在以上引文中，竹內好透過分析中、日兩國對外國文學的譯介情況，更明顯

地揭露出中、日兩國文學的分歧：前者是自覺的、抵抗的、與弱者共感的；

後者是無意識的、放棄抵抗的、仰望強者的。顯然，這個看法早已遠超文學

評論的層面，而是深入到對中、日兩國國家精神的分析，最終歸結到竹內好

在〈何謂近代〉中著名的東亞現代化論述，亦即中國的「回心」型文化和日本的

「轉向」型文化之上bt。

換言之，從外國文學的角度分析魯迅，目的並不在闡明魯迅的文學淵

源，而是作為方法引向對中國和日本本質的論述。在此可見，竹內好如何有

意識地展開其獨特的「中國現代文學」論述：從「文學」分析出發，把問題引向

作家與國家精神的關係（「中國」和「日本」），以及作家（或國家）對待「現代」

的態度。

從比較文學的方法而論，竹內好捨棄了一般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影響或接

受研究這個暗含文化程度高低的價值判斷的比較框架，而是把魯迅或中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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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放在與日本文學平等的位置上（亦即共同作為「東亞」的一份子）來比較。建

基於魯迅作為中國作家此一前提，他與夏目漱石等日本作家同樣面臨國家處

於現代化的相近背景並接觸外來文化，竹內好由此推論出兩者態度上的差異

是本國文化本質的體現。對於外國文學的迎拒，竹內好和一般比較文學學者

截然不同，他「只是否定那種想要從外部強加給日本文化某些東西的意識」和

「憎惡那種旁觀的態度」的經院派做法ck，認為這是把知識客觀化、絕對化和

脫離現實，批評以國別界定研究對象的學院方式已失掉研究有效性。相對而

言，竹內好更關注「抵抗」此一問題，透過論述魯迅的內在選擇，他痛切批評

日本文學只懂放眼西方而不懂反躬自身，此一獨特的論調並非刻意美化中國

或把中國文學抬高到較日本文學更優越的位置上，而是希望藉着言說「他者」

來警醒「自我」，與其沉迷於向外攫取，不如回溯自身。

從以上分析，可見國族的問題意識在竹內好的學術思想當中的重要性，

既落實到他的外國文學研究中，亦歸結到國家精神的現實意義之上。

二　作為歷史觀的「現代」

「現代」（或其日文同義詞「近代」）是甚麼？「現代性」問題自1990年代成

為中外學界的研究熱點，至今相關論述仍不斷推陳出新。目前學界切入「現代

性」問題的思路，多考慮以下因素：民族國家的抬頭、資本主義的興起、工業

革命和城市化、科學技術和精神的重視、啟蒙思想的出現、大眾媒體的激增

等，這些特徵與十五世紀中期以來西方歷史的進程相仿。毋庸諱言，「現代」

一詞有其西方淵源，而中國和日本皆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被西方強行打開

國門，始對世界格局和版圖有了重新的認識和想像，因此迎來了兩國的「現

代」。自此，中、日兩國在現代化問題上或進或退，造成兩國國力之間的巨大

逆轉，催生了日本的軍國主義——日本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相繼勝利

後，對外擴張野心日增，演變為涵括東亞和南洋的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

最後以美國介入和天皇投降告終。戰敗的屈辱對日本知識份子造成莫大震

撼，此後日本的現代化問題成為竹內好畢生的思想主軸。

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主張全盤西化，以「脫亞入歐」作為目標，迅速投身

西方陣營。一般史論皆視之為日本現代化之路的徹底成功，並以中國洋務運

動和戊戌變法的失敗作為對比。竹內好在他的名文〈何謂近代〉和著名演講〈作

為方法的亞細亞〉中卻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日本對西方全盤接納、毫不猶豫

的立場，導致其現代性反不及頑固保守、不斷回望遲疑，因而在改革之路上

寸步難行的中國。這個觀點某程度上來自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cl，

但竹內好對此另有獨特詮釋。他認為，「抵抗的歷史便是近代化的歷史，不經

過抵抗的近代化之路是不存在的」cm。從本源來看，歐洲的所謂「現代化」正是

建基於「抵抗」而完成：歐洲的現代來自於自由資本的發生、獨立平等的個體

人格的建立，這種對自我的重新認識和解放，正是建基於對過去封建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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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個環節：主體在歷史中把自我相對化，在自我否定中重新獲得自我確

立的契機。

為了進一步確立自我，歐洲在抵抗過去的封建社會以後，更必須自我擴

張，以完成整個現代化進程，因此其入侵東洋是必然的。歐洲的擴張，衍生出

東洋的抵抗，兩者之間互相爭持。由於「現代」是由歐洲定義的，在將東洋納

入世界史的過程中，歐洲確認了自己的勝利，東洋則在同樣的過程中確認了自

己的失敗，而這失敗正是抵抗的結果，抵抗的持續則造成失敗感的不斷持續。

在這個過程中，歐洲一步步前進，東洋則一步步後退，這個後退是伴隨着抵抗

和失敗感的，而這種前進和後退則被歐洲解釋為世界史的進步、理性的勝利。

從西洋衍生而來的「東洋」，其現代化之路注定波折重重，因為需要付出雙重

的抵抗：對於失敗的抵抗，以及對不承認失敗或者忘卻失敗的抵抗；也即是

對理性的抵抗，以及對於不承認理性之勝利的抵抗。另一方面，這種「前進—

後退」的運動正好說明，所謂「先進」與「後進／落後」、「成功」與「失敗」的概念

並非絕對或無限延展的，而只是存在於歷史上某個瞬間的一種相對判斷。

「瞬間」是竹內好歷史觀中的關鍵詞：「歷史並非空虛的時間形式。如果沒

有無數為了自我確立而進行的殊死搏鬥的瞬間，不僅會失掉自我，而且也將

失掉歷史。」cn「所謂瞬間，與其說意味着作為極限狀態的不具有延伸的歷史

上之一點，不如說是歷史從那裏湧現的點（而不是歷史的擴展）。」co一方面，

竹內好認為歷史並非線性發展的時間長河，並非一成不變，亦不是連續的。

由此，竹內好否定了由低到高的進化歷史觀，遑論先進與落後的區分；另一

方面，歷史的存在由主體所賦予，只有當主體介入歷史，歷史才可能產生。

歷史產生於主體在極限狀態下為了自我確立而進行殊死搏鬥的無數個時刻之

中，以可能性的狀態存在於主體所作的每一個判斷、決定和行動之中，因

此，歷史不存在於過去或未來的想像之中，歷史即為當下。

由上可見，竹內好對「現代」的看法取決於他對主體和歷史的重視，「現代

性」並非作為被給予的東西來接受或追求的，而是在抵抗和拒絕外界乃至自我

否定中自內而發地誕生；換言之，主體在對待歷史時直面自覺和積極介入的

態度才是現代性的核心，現代性的精神在於自我確立。所謂「抵抗的歷史便是

近代化的歷史」，因為抵抗的過程是一種不斷超越自我、產生自覺意識、具有

精神意義的主體運動。由此出發，竹內好對東亞現代化作出其獨特闡釋。他

着意強調中國近代對西洋的不斷抵抗，由於各種通向進步的出路都被封閉，

使中國在這種極端的狀態下產生出內生性動力，從劇烈的自我否定中浴火重

生，建立其「現代」。

相對而言，日本從來沒有經歷中國（或魯迅）的「痛苦」與「不幸」，卻因此

注定與「現代」無緣。日本素來被認為擅長於複製先進文化，或對較己優秀的

文化有某種情意結，竹內好稱這種文化結構為一種「優等生文化」；從明治時

期開始則表現為熱衷於捨舊求新，勤勉學習西方新事物。竹內好對這種文化

結構持負面態度，認為這樣仿如跑道外的看客般，僅是透過旁觀的眼光觀察

誰勝誰敗。這種觀察得出來的結論「正確」得有如照相機，卻是因為本身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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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比賽奮力奔跑之故。沿用上文所提及竹內好對歷史的看法，這種態度既

是喪失主體的，同時也是非歷史的。竹內好甚至斷言，日本這種優等生文化

所追求的所謂「進步」，實際上不過是奴隸的進步。這種獨特的看法，構成竹

內好著名的中國「回心」型和日本「轉向」型的東亞現代化論述cp。

竹內好由對歷史和主體的重視引申而來的對「現代」的看法，放到文學研

究著作《魯迅》中，成為對魯迅的嶄新詮釋。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代表性人

物，魯迅一直被其他研究者標榜為「進步主義者」、「優秀的啟蒙家」、「為消除

落後而拼命追趕歐洲的開明主義者」等角色cq，然而竹內好認為魯迅從來都不

是「先覺者」，而是一位「現役文學者」cr。在魯迅所經歷的中國現代文學的三

個重要階段：文學革命、革命文學和民族主義運動，他都不是走在最前的領

軍人物——《狂人日記》雖奠定了文學革命的里程碑，然而在他以前以理論摧

毀舊道德堡壘的卻有吳虞、周作人和陳獨秀；在「革命文學論戰」和「國防文學

論戰」中，魯迅均是作為與主流聲音敵對的少數者，儘管就結果而言他在兩次

事件中都是成就了團結統一。和其他研究者所指出的正好相反，魯迅在每次

新的運動中都比歷史落後一步。因此，竹內好指出魯迅身上「沒有思想進步這

種東西」cs，而是始終與歷史同在，「與其認為只有魯迅才始終正確，處在中

庸的位置，矯正着中國文壇的偏向，還不如認為魯迅和中國文壇共同搖擺更

接近真實」ct。正因如此，竹內好認為魯迅並非純粹意義上的啟蒙者，而是作

為終極意義的文學者（下詳）。此外，竹內好認為魯迅的出現具有改寫歷史的意

義，但最重要的原因並非其對白話小說的貢獻，而是使康有為、梁啟超、嚴

復、林紓、章炳麟、王國維這些孤立於歷史之外的先驅者和開拓者得以進入

歷史，使他們得到歷史性的評價dk。魯迅是作為「中間物」而存在的dl，他見

證了歷史的真實，並在與歷史的不斷搏鬥中使歷史得以重寫。

竹內好對東亞現代化的獨特看法，某程度上是為了回應其當時身處的歷

史環境，卻也展現了深刻的歷史穿透力，使我們對「現代」這個問題和其內涵

有了重新的想像。自晚清以來，國人汲汲追求政治制度、社會風俗、物質條

件等外在環境的去舊迎新，魯迅卻提出其棄醫從文的原由是，相比起國民體

格的提升，國民性的改造更值得他投放終身。表象的改變可能只是皮相的、

換湯不換藥，情況有如奴隸升格為奴隸主之後，也不代表社會結構會有所改

變，真正的變革應該具有從內而發的徹底性。以上看法體現了竹內好充滿主

體性的歷史哲學：在對主體價值的追求上，對中國的褒揚，實際上是對日本

民族獨立問題的當頭棒喝。這個立場可見於竹內好戰時支持太平洋戰爭，以

及戰後堅決反對簽訂《日美安保條約》的政治取態。

在對歷史真實的追求上，竹內好反對以進化論式的歷史框架裁決過去和

預言未來，是因為不希望把自己置於歷史的最高點，居高臨下地審視和評點

前人的一切，而無視前人在歷史進程中的各種選擇和決斷，結果得到的只是

事後孔明式的外在批判，導致歷史認識的概念化和意識形態化dm。這從竹內

好對自己戰時的立場不曾作過辯護可以看到。因此，對於「現代」，竹內好始

終重視當中的意識和精神如何落實到個體的層面dn，在他的著作中，可以充

分感受到背後這種強烈的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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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是甚麼？這是一個可以被無窮追問下去的問題，從其自有以來一

直存在，而又言人人殊。要解答這個看似抽象的問題，竹內好認為大概有兩

個方法：一、排他法，從判斷哪些不是文學來彰顯文學之所在do；二、言說

文學的核心價值，從而突現文學的本位。所謂「獨一無二」，既是對上述方法

的詮釋，也是竹內好對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期許dp。本節以《魯迅》為對象，闡

釋竹內好對「文學」的看法。

如上節所提及，竹內好認為魯迅是終極意義的文學者，這個結論可說是

《魯迅》立意之所歸：「從根本上來說，魯迅是個文學者。沒有誰更能像魯迅那

樣讓我來痛切地思考文學者這個詞的意義。」dq由於在引錄竹內好的文字時，

總是難以省略掉一些句子，因其往往從某一細小的起點一步一步就推向了深

廣的結論，因此這裏要先引錄一大段可說是竹內好對魯迅的總歸評價dr：

魯迅是文學者。首先是個文學者。他是啟蒙者，是學者，是政治家，但

正因為他是文學者，即正因為丟掉了這些，這些才會作為表象顯現出

來。他是教育者，宗教者，亦是因此之故。在他，是有着一種除了稱作

文學者以外無可稱呼的根本態度的。他似乎連小說都拋棄了。他的痛苦

之深，以至於深到無法把對象世界構築到小說和批評當中。《熱風》、《華

蓋集》以下的接連出版的雜感集，便是這痛苦的產物。它們有一大半是論

爭文字，正像《而已集》、《三閒集》、《二心集》、《偽自由書》、《南腔北調

集》、《準風月談》、《花邊文學》等題名的由來所顯示的那樣，這些集子在

本質上都是論爭集。他為表白痛苦而尋求論爭的對手。寫小說是出於痛

苦，論爭也是出於痛苦。小說裏吐不盡的苦，便在論爭裏尋找傾吐的地

方。在論爭中，他的對手遍及所有階層，亦遭受了來自所有階層的嘲

罵。若有人看不過，對他表示同情，他會對同情者的同情態度做出激烈

的反彈。這已到了類似偏執狂的程度，無可救藥了。但他所抗爭的，其

實卻並非對手，而是衝着他自身當中無論如何都無可排遣的痛苦而來

的。他把那痛苦從自己身上取出，放在對手身上，從而再對這被對象化

了的痛苦施加打擊。他的論爭就是這樣展開的。可以說，他是在和自己

孕育的「阿Q」搏鬥。因此，論爭在本質上是文學的。即，不是行為以外

的東西。作家在作品內所做的，他在作品之外做了。如同批評家構築起

批評的世界那樣，他通過論爭在世界之外構築了世界。他預知到了有個

影子將會折磨自己。這個影子曾從內面折磨過他，但現在又被對象化在

他的面前。與之戰鬥，在他那裏就是表現自我。於是他這樣做了。這是

勝過一切的、第一義的文學者之路。

從上文可見，竹內好是從「態度」去定義文學的，文學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

家之於作品，乃至人生的整個態度。這種態度首先是對非文學的其他東西的

關懷，但同時又是摒棄。魯迅雖因其對外在現實政治和社會的關懷而同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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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者、學者、政治家、教育者、宗教者，但他亦極力在文學中撇除這些東

西，絕不讓這些東西凌駕於文學之上。因此，魯迅的文學在本質上既非功利

主義、為人生的，也並非是為民族或是為愛國的，因為他從不以這些東西來

支撐自己的文學。正是由於這種對文學的態度，魯迅面對自身的矛盾，最終

無法繼續實踐小說創作，然而這正進一步說明魯迅是徹頭徹尾的文學者。由

此，竹內好以「無」來總括魯迅文學的核心，他指出魯迅總是以千言萬語來說

明話語的非存在，「文學是無用的」是魯迅的根本文學觀，但他卻為這無用的

文學消磨生命ds。竹內好對「無」的更著名的論述，是對魯迅的「絕望」的解

釋，魯迅是以滿腔熱情來看待黑暗，並產生絕望；對魯迅來說，只有絕望才

是真實，但不久絕望也不是真實，而是虛妄。對絕望感到絕望的人，只能成

為文學者，不以任何東西來支撐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歸於自己一

身，這便是魯迅的「無」的精粹dt。

相對於小說和評論，竹內好更重視論爭文章在魯迅文學中的位置，如上

所述，他認為魯迅的「論爭在本質上是文學的」，因為他所抗爭的並非他的對

手，而是自己，故論爭並非行動本身，而是他與異化到自己之外的非我之物

交鋒較量的文學舞台。魯迅從來洞悉論爭的對象不是政治本身，「一首詩嚇不

走孫傳芳」ek，文學對政治是無力的，然而這正是文學的「無用之用」，魯迅正

是「通過與政治的對決而獲得的文學的自覺」el。竹內好指出em：

文學對政治的無力，是由於文學自身異化了政治，並通過與政治的交鋒

才如此的。游離政治的，不是文學。文學在政治中找見自己的影子，又

把這影子破卻在政治裏，換句話說，就是自覺到無力，——文學走完這

一過程，才成為文學。政治是行動。因此與之交鋒的也應該是行動。文

學是行動，不是觀念。但這種行動，是通過對行動的異化才能成立的行

動。文學不在行動之外，而在行動之中，就像一個旋轉的球的軸心，是

集動於一身的極致的靜。沒有行動，便沒有文學的產生，但行動本身卻

並非文學。因為文學是「餘裕的產物」。產生文學的是政治。然而，文學

卻從政治中選擇出了自己。因此，革命會「變換文學的色彩」。政治與文

學的關係，不是從屬關係，不是相尅關係。迎合政治或白眼看政治的，

都不是文學。所謂真的文學，是把自己的影子破卻在政治裏的。可以

說，政治與文學的關係，是矛盾的自我同一關係。

竹內好稱魯迅的文學為「回心之軸」en，而文學本身「就像一個旋轉的球的

軸心，是集動於一身極致的靜」。文學的性質並不如政治本身是行動，但也不

是凝固不動的實體（如經院派的學術所認知的），而是不斷自我生成的運動。

而這種文學的誕生，則端賴於文學者的自覺eo：

使文學者成為可能的，是某種自覺。正像使宗教者成為可能的是對於罪

的自覺一樣，某種自覺是必要的。正像通過這種自覺，宗教者看到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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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學術論文 一樣，他使語言找到了自由。不再被語言所支配，而反過來處在支配語

言的位置上。可以說，他創造了自身的神。

這種自覺，在竹內好詮釋的魯迅中，包括對孤獨的自覺、對絕望的自覺、對

罪的自覺等ep，而這一切都歸根到對生活、真實的恪守：「魯迅是一個強烈的

生活者，是一個徹底到骨髓的文學者。」eq如前文所提及，魯迅的生命和歷史

共同搖擺，這使他沒有成為先覺者而成為「現役文學者」。此外，魯迅常常在

文章中虛構事件或說假話，但他的假話卻往往恪守真實，竹內好指出這是魯

迅區別於很多傾吐真實的俗流文學者的原由所在er。由此，竹內好把「文學

者」和「作家」作出嚴格區分，文學者具有遠比作家豐厚寬廣的心靈，而這正反

映文學中主體的重要性，也正是文學源源不息的所在。

竹內好在《魯迅》中呈現出獨一無二的魯迅，同時也訴說了獨一無二的「文

學」的內涵。文學是不受任何外在力量，諸如政治、民族、主義等功利因素所

駕馭的，它透過排除這些外力而彰顯自己；但文學也並非純粹的為藝術而藝

術、凝定不動的實體，在對主體的介入和對話中，它誕生於不斷的自我運動

之上。竹內好的文學研究內涵因此比一般的作家或作品研究遠為複雜，它既

包容其他因素或領域，同時又自外於這些東西之上，當中的正反辯證富有極

為強烈的哲學色彩。此外，這種關注現實同時獨立自覺的形象不但是作為文

學者的魯迅的金身，大概也是作為研究者的竹內好本人的投射：前者不苟同

於孜孜經營文章的流俗作家，正如後者不屑於困守象牙塔內經院派的學究。

四　總結

本文通過對竹內好的重新閱讀，從「中國」、「現代」和「文學」三個方面闡

述竹內好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首先，竹內好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建基於「外

國文學」的前提之上，但這既非把外來資源知識化的學院派做法，亦非只關注

文學源流的比較文學或影響研究，而是以國族作為問題意識，以「中國」此一

「他者」作為方法引發對日本的審視。通過細讀竹內好對中、日作家的比較，

本文指出竹內好如何從作品發掘作家本質的問題，並透過兩國作家作為國民

精神的轉喻性修辭，引發他對兩國現代性問題的省思，從而形成獨特而影響

深遠的外國文學研究和思考方法。

接着，本文分析竹內好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如何看待「現代」此一核心問

題，竹內好認為現代性並非被強行施予，而是透過「抵抗」此一過程奮力爭取

而得，由此推衍為否定進化和線性發展的歷史觀，強調主體對歷史的介入，

為歷史賦予了當下感和能動性。竹內好把現代劃分為西方與東亞兩個版圖，

並把東亞概括為中國與日本兩種對待西方的方式，並從兩國對西方現代性的

抵抗和接受衍生著名的「回心」和「轉向」說，而魯迅則是中國「回心」型文化的

代表，他與歷史共同搖擺，見證了歷史的真實，因此是一位「現役文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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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文通過竹內好的魯迅研究，指出他對「文學」的看法為中國現代文

學研究打開另一路向：有別於一般認為文學應排除政治和社會因素、只着重作

品的純文學觀點，竹內好則着力詮釋文學與其他因素之間既獨立又互相依存的

複雜關係，從作家主體去尋找和定義文學獨一無二的本質，因此，文學並非凝

固不動的實體，而是不斷自我生成的運動，由此為文學賦予生生不息的意義。

本文通過「中國」、「現代」和「文學」三個關鍵詞來分析竹內好的中國現代

文學研究，除了希望能較為系統化地呈現竹內好的學術思想之外，並意圖藉此

重新反思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深層意義。在竹內好的學術系統中，「中國」、

「現代」和「文學」這三個關鍵詞所指涉的時空坐標和學科本質最終指向國族、

歷史和主體這三個具有濃厚的現實關懷的重要命題，且三者之間緊密呼應聯

繫，互相闡釋發明。三個命題之間宏大卻不失細緻質感，原因在於從作家出發

以小見大，從「人」的角度展現了追求這些命題中過程的顛簸、複雜與價值。

由此，過去與現在從未嘗中斷，過去的世界仍與現在並存，文學研究同時折射

出作家與研究者的生命與心靈，在歷史的紛攘中伴隨我們繼續追尋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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