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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達夫自我放逐南洋的神話

── 浪漫文人／抗日英雄／商人／烈士 ？

⊙ 夏 菁

 

一 自我放逐南洋炎荒的抉擇

（一）自我放逐的含義

從歷史事件來看，放逐(exile)應該包含兩種形式，即流放和流亡。前者是一種被動的狀態，

因為政治的原因而受到驅逐貶放到蠻荒邊遠地區的懲罰。後者則是一種主動的姿態，自動撤

離中心地帶，從凡俗的生活中解放出來，獲得身心的自由狀態。這種放逐不一定要離開家園

和土地，主要特徵是精神上的放逐，在一種隱喻的放逐環境中，把自己與某種文化的特權、

榮譽、關係疏遠，成為身在其中的局外人。薩依德（Edward. W Said) 認為知識份子的流亡

接近這種形式，在《知識份子論》1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中，他對知識

份子的特徵作了較詳細的描述。在薩依德看來，知識份子天性就是放逐者，是走向邊緣的

人，「知識份子的主要責任就是從壓力中尋找相當的獨立」2。因為流亡這種狀態把知識份子

從權力中心疏離出來，成為自在安適的邊緣的人，所以，處在邊緣的人就像旅行家、探險

家，具有好奇和發現新事物的精神，他們「對任何事情都不視為理所當然」3。但這並不意味

著放逐的人與先前的經驗、知識完全割斷，而是處於兩者之間的狀態（state of in-

betweenness)。這種「之間」的狀態使放逐者在看問題時具有「雙重視野」(double

perspective)，即「流亡者同時以拋在背後的事物以及此時此地的情況這兩種方式看待事

情」4。因為放逐者把自己邊緣化(marginal)，不接受習慣文化的馴服(undomesticated)，所

以在思考問題時就如同旅人，很容易對事物作出反應，並以不可預料的、創新的眼光對事物

進行解讀。

總之，簡要地說，所謂自我放逐，就是人們（通常是指知識份子）主動把自己從尋常的、習

慣的生活中解放出來，成為邊緣人。

（二）郁達夫式的自我放逐

我之所以要對郁達夫的自我放逐作特別界定，是因為上述的描述不能完全準確說明郁達夫的

放逐特徵，郁達夫的放逐是有其獨特性，獨特在於其文化、其個人氣質。郁達夫經歷了新舊

社會的轉型期，因而具有傳統與現代文化的雙重特點。在傳統方面，他像舊式文人：多愁善



感，懷才不遇，喜怒無常，飲酒嫖妓追求名士風範；另一方面，他又是個現代知識份子：張

揚個性，珍視自由，看重孤獨。郁達夫身上的新舊特點，使他在入世與出世、社會與個人之

間不能做到幹練灑脫，而似小女人之態。在我看來，郁達夫的自我放逐，不似安適、自在，

而似傷感、頹廢。頹廢像一個擋劍牌，是在他被社會放逐後使出的招數，正如郭沫若所說

的：「愈不得志愈想偽裝頹唐。」5雖然很多批評者認為郁達夫頹廢感傷是受了西方思潮的影

響，但我認它主要是中國舊文人式的，西方的浪漫思潮只是給郁達夫宣洩這種情緒提供了難

得的機遇。以他的〈零餘者〉為例作簡要說明，〈零餘者〉實際上是馬志遠的「天淨紗」的

擴寫，「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這些

意象在〈零餘者〉中清晰可見，而所謂「零餘人」就是那個仕途失意的「斷腸人」，因為其

才不為社會所用、理想不能實現而感傷悲吟。郁達夫的痛苦是現世的，而鮮少對人的生存處

境作形而上的哲學思考。我們在郁達夫的感傷行旅中，隨處可見他對時政的批評，以及有意

和無意流露出的無法施展抱負和理想的痛苦。

事實上，郁達夫的失落痛苦是他那個時代知識份子共有的體驗。舊時的文人，讀書就意味著

攀向政治仕途，「學而優則仕」、科舉選拔制度使讀書人合法走向社會政治中心，可

是，1905年科舉制度被廢除，中國近現代知識份子再也不能憑讀書途徑掌控權力，施展理想

抱負。正如李歐梵教授所言，「中國知識份子，有史以來第一次集體感受到與政治社會的疏

離（alienation)」6。郁達夫曾在一文中對現代知識份子的「失勢」作了這樣的痛苦的表

述7：

自去年冬天以來，我的情懷，只是憂鬱的連續。我抱了絕大的希望想到俄國去作勞動者

的想頭，也曾有過，但是在北京被哥哥拉住了。我抱了虛無的的觀念，在揚子江邊，徘

徊求死的事情也有過，但是柔順無智的我女人，勸我終止了。清明節那一天送女人回到

了浙江，我想於月明之夜，吃一個醉飽，圖一個痛快的自殺，但是幾個朋友，又互相牽

連的教我等一等。我等了半年，現在的心裏，還是苦悶得和半年前一樣。

活在世上，總要做些事情，但是被高等教育割勢後的我這零餘者，教我能夠做些甚麼？

「活在世上，總要做些事情」的想法，可說是困擾了郁達夫一生，也是他那個時代中國知識

份子普遍關注的問題。從梁啟超到魯迅等中國近現代知識份子，可說就在一直尋找著如何為

國家、為社會「做些事情」，他們強調文學的政治功能、社會價值，很大程度上是在尋找一

條影響權力中心的途徑，藉以實現其政治的、社會的理想。

但是，郁達夫畢竟是在新文學空氣中成長起來的現代作家，他的苦悶也具有時代特徵，他筆

下的自我形象：反壓抑，反束縛、張個性，就是現代思想的產物。

總之，郁達夫身上的新舊特點，造成了他深刻的精神矛盾，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所培育出的

文人趣味與現實的矛盾，以及個人與社會的矛盾。郁達夫的精神矛盾，使他既不能超然物外

做一個隱士，也不能幹練勇敢做個戰士。我認為，郁達夫式的自我放逐，至少包含兩個層

次。首先，它是中國舊式文人式的：在仕途失意後走向邊緣，借酒和女人排憂解愁，以忘懷

現實；其次，它也極具現代色彩：表現自我、反叛束縛、張揚個性、強調自由、權利以及個

體生命的孤獨。因此郁達夫式的自我放逐，不太同於西方式的精神流浪，是在珍重自由中又

包含著不能丟棄的社會責任感。

二 自我放逐南洋之因



在1938年底，郁達夫懷著遺世炎荒的落漠心情接受了新加坡《星洲日報》社長胡昌耀的邀

請，從此踏上了人生遙遙無期的旅程。郁達夫雖然被認為是一個浪漫派的頹廢作家，但在中

國抗戰正激烈的時期出走南洋，不僅在當時，就是在後來，人們對他南渡之原因各有猜測：

有人認為郁達夫南渡帶有官方使命，到南洋去作海外宣傳8；更多人認為郁達夫出走南洋是為

了挽救他與王映霞破裂的關係，在陌生的地方開始新的生活9；也有人認為郁達夫放逐南洋，

是因為國民黨政府的迫害10；還有人認為郁達夫到南洋，是因為浪漫詩人的幻想11等等。這些

說法都無不有根據。確實，郁達夫在南渡前的婚姻狀況、寫作狀態、政治待遇以及其周際關

係，都會是他自我放逐南洋的因素，當然南洋在郁達夫心中的印象和幻想也是他南渡原因之

一。

（一）在放逐中癒合家庭

郁達夫在來南洋前的幾年時間，可說是他一生中最沮喪、最感困惑的時期。在婚姻方面，郁

達夫要算是一個失敗者。他與原配夫人及王映霞之間的三角關係，則是婚姻痛苦的本質所

在。郁達夫在1920年奉母命從日本回家與一個農村姑娘結婚，這段婚姻雖然在婚前缺乏了解

和愛情，但婚後，他們也能相濡以沫，過著正常的夫妻生活，可是在1927年初，他在老朋友

孫百鋼家邂逅當時杭州美女王映霞，被其美貌打動，並陷入情網，不能自拔。從郁達夫的性

情來看，當年追逐王映霞，應是真情所動。郁達夫本是一個浪漫文人，對女人有著真切的喜

愛，尤其是美麗的女人。他（《沉淪》中的主人公）曾宣誓12：

知識我也不要，名譽我也不要，我只要一個能安慰我體諒我的「心」。一副白熱的心

腸！從這副心腸裏生出來的同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愛情！

若有一個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王映霞那「豐肥的體質和澄美的瞳人」，當然給郁達夫帶來驚豔和振奮，他也確實一度從頹

廢中奮發起來，過了幾年「富春江上神仙侶」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長，他受不了日常生活的

單調、滯悶，家庭的束縛，一次又一次離家出走。他多變怪異的性格讓王映霞捉摸不定，夫

妻生活蒙上陰影。而且，郁達夫雖然與原配離婚，可並未辦理法律手續，前夫人還是住在郁

達夫在富陽的老家，郁達夫甚至有時在與王映霞生氣後還回到老家與原配團聚。這當然大大

傷害了王的自尊心，使王映霞總覺得郁達夫是把他當小妾看待。郁王對婚姻的不同理解，最

終導致二人感情破裂。郁達夫對婚姻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舊式文人的，他迷戀、追逐王映

霞，是以男人愉悅的眼光，而鮮少從人的平等意義的角度去理解她。他不習慣家庭生活，就

離家出走，尋找家庭以外的新鮮刺激，但王又是一個受過現代教育的新女性，與郁達夫的看

法和行為當然會發生抵牾與衝突。郁達夫在夫妻關係最緊張時攜妻來新加坡，也許確實有些

是為了緩和二人關係的考慮，在新的地方重新開始。在〈毀家詩記〉中他似乎說到南渡的原

因：「縱傾錢塘潮水，奇羞難洗。欲返江東無面目，曳尾塗中當死」。所謂「奇羞」，據郁

達夫註釋，大概在1937年8、9月左右，他不在家，浙江教育廳廳長許紹棣乘他與王不和之

機，在一次飯後，王失身於他。郁達夫感到「奇羞難洗，欲返江東無面目」，於是投奔南

洋，「若能終老炎荒，更係本願」。他也寫過這樣沉痛的詩句13：



投荒大似屈原遊，

不是逍遙范蠡舟， 

忍淚報君君莫笑，

新營生壙在星洲。

當然，在星洲新營生壙，結合當時的歷史情景，會有多種解釋，但希望彌合夫妻感情間隔，

破鏡重圓也在情理之中。郁達夫從迷戀、到瘋狂追逐王映霞，最後到自暴「家醜」，可以說

只有郁達夫這樣氣質的人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二）在放逐中啟動創作力

作為一個作家，郁達夫當然應是以不斷創作立足於世。但是1930年後，「他的作品不像以前

那樣暢銷了」14。1932年5月，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出版，可發行不到兩月即遭到查封，

同年12月，郁達夫將它易名為《饒了她》出版，但當局還是將之查禁。1934年，他開始為林

語堂的雜誌《論語》寫稿，隨後開始寫自傳片斷，回憶往事，寫作靈感明顯趨向枯竭。耐人

尋味的是，這段時間，郁達夫過著從未有過的安逸生活。1933年，郁達夫決定離開上海，準

備在杭州長期住下去，於是在杭州城東建造了一座住所。按郁達夫的原計劃，本來只是打算

搭一間簡陋的茅屋，便於他隱居寫作。不料卻建成了一幢十分洋派的建築物，但郁達夫還是

將它命名為「風雨茅廬」，可見郁達夫對隱居、自由生活的嚮往。郁達夫也確實在西子湖畔

過了一段時期的湖光山色、醇酒美人的平靜生活，卻很少有創作的衝動15：

在家吃點精緻的菜，喝點芳醇的酒，睡睡午覺，看看閒書……總之懶得動。而每次喝

酒，每次獨坐的時候，只是想著計畫著的，卻是一間潔淨的小小的住宅，和這住宅周圍

的點綴與鋪陳。

郁達夫似乎要被閒適的日常生活腐蝕了，他往常愛流浪在外的性格慢慢消退，正如他在〈住

所的話〉一文中坦率透露16：

從前很喜歡旅行，並且特別喜歡向沒有火車、飛機、輪船等近代化交通利器的偏僻地方

去旅行……到了地曠人稀的地方，你可以高歌低唱，袒裼裸裎，把社會上虛偽的禮節，

謹嚴的態度，一齊洗去……這一種好遊旅，喜漂泊的性情，近年來漸漸地減了。

郁達夫意識到安逸對創作的殺傷力，他開始尋找新的創作活力。郁達夫1938底南渡，是否意

味著他要重新開始漂泊流浪，喚回他漸在枯竭的創作靈感呢？根據姚楠在一篇文章中所

言17：

他在1938年曾與郭沫若先生定下了復興創造社的計劃，初步打算出一個文藝雜誌。達夫

先生希望能在星洲實現，後來果然在1939年6月1日創辦了《星洲文藝》，同《星洲日報

半月刊》合在一起……這個刊物請郭老題字，也含有兩人合作復興創造社之意。

但不如所願，除初到新家坡時寫的〈檳城三宿記〉和〈麻六甲遊記〉外，郁達夫的創作大不

如前，只是寫些政論、雜文以及舊體詩。

（三）無奈放逐



郁達夫創作在日落西下的時候，同時在精神上也接連受到打擊，除了小說遭到當局封禁外，

由於他個性獨立不依，雖然在1930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但因為他「決不願負擔一

個空名，而不去做實際的事務」而自動辭職。1930年1月16日，「左聯」召開會議，將郁達夫

開除，在當日會議六項決議中，第六條就寫著「肅清一切投機和反動分子──並當場開除郁

達夫」18。對於「左聯」的這個決定，郁達夫表面上似乎不以為然，但他多少會受到打擊。

正如郭沫若所說：「達夫在暴露自我這一方面雖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來的攻擊上卻非

常脆弱。」191937年郁達夫遭受到他一生中最大的精神危機，這就是所謂王映霞「紅杏出

牆」之事。儘管這事沒有根據，但郁達夫多疑、善於幻想，彷彿就像真的。郁達夫在〈回憶

魯迅〉一文中沉痛地說：「我因不聽他（指魯迅-─引者注）的忠告，終於搬到杭州去住了，

結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黨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20。這位黨部的先生指的就是

國民黨要人許紹棣，當時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這件事在郁達夫方面，似乎受到國民黨的壓

迫。

郁達夫在1938年前的幾年裏，可說是在各個方面都不太滿意。1936年雖到福建做「官」，但

只是一個閒職，而且工資也不能按月領取，工作了兩個月，卻只拿到一百元錢。郁達夫可說

是感到前途一片灰暗，正在他似乎也走投無路之際，1938年冬，他收到南洋《星洲日報》的

邀請，這無疑給他帶來了生機和希望。

（四）南洋之夢

郁達夫最後放逐南洋，除了以上的因素外，南洋在郁達夫心中的印象和幻想可能也是原因之

一。郁達夫本是一個富於幻想、浪漫的文人，而南洋在當時一般中國人心中具有神秘的印

象：她遍布黃金，許多去南洋的中國人都發大財而衣錦還鄉，這些美麗的傳說在民間影響很

大，再加上每逢中國政府或革命團體在南洋募捐，都會得到華僑的積極支援，使遠在國內的

人更加嚮往南洋。另外，在文人的作品的中，南洋神秘多彩，風景宜人：像徐志摩的散文

〈濃得化不開〉對熱帶光與色的描寫、老舍的小說《小坡的生日》對美麗花園的描寫，都很

有藝術感染力。早在1929年，郁達夫就有到南洋各地一遊的念頭。馬來西亞作家溫梓川當時

在上海暨南大學唸書，在汪靜之家結識了郁達夫，後來他曾抄了幾首以描寫南洋風光為題材

的舊體詩請教郁達夫，詩中的榴鏈、娘惹等字眼吸引了郁達夫，在問明白了意思後，大感興

趣地說：「啊！南洋這地，有意思極了，真是有機會非去走走不可。」當時汪靜之卻給他潑

冷水說：「像我們這種人老遠跑到南洋去發不了財，實在沒有意思！」郁達夫卻不以為然，

並且說：「斯蒂文生的晚年就是在太平洋的一個小島上渡過的，他在那裏就寫了不少非常有

意義的作品。」雖然郁達夫與汪靜之對話的焦點不在一個層面上，可也透露出郁達夫當時對

南洋帶有甚麼樣的印象與幻想了。

郁達夫在隱住杭州期間就曾想入非非地買過獎券，幻想發意外之財21，以擺脫家庭經濟困

境。他當年到南洋也不能說沒有發財之盼。後來隱居蘇門答臘，自願承當酒店老闆，也許可

能說明這點。

三 放逐南洋的神話

（一）棄絕浪漫的抗日政論



從郁達夫到南洋後所發表的作品來看，他已不能再被稱為一位作家。郁達夫到新加坡一個非

常明確的職業是編報人。他主編過《星洲日報》四種副刊：《晨星》、《繁星》、《文藝》

和《教育》。此外他還兼編《星檳日報星期刊》的《文藝》雙月刊、《星洲十年》，《星洲

日報半月刊》的《星洲文藝》欄，以及英國情報部出版的《華僑週報》。由於當時特定的政

治氣候，這些刊物幾乎成了宣傳抗戰的陣地，如提高群眾的抗敵意識、激發民眾的抗敵熱情

以及提高民眾的政治認識和覺悟等等。

郁達夫因為編報之關係，常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根據姚夢桐仔細的考證，郁達夫在新加坡

期間寫的文章共計462篇，其中政論就佔104篇22。內容主要是與抗戰有關的時事評論：揭露

日本的侵略野心、呼籲民主國家要緊密合作，為平等、自由和光明而戰，強調所有華人團結

一致，抗日到底。如〈戰後敵我的文藝比較〉、〈抗戰兩年來的軍事〉、〈抗戰兩年來敵我

之經濟與政治〉等文章。這些政論文章雖然帶有明顯的作者性格特徵，即以激情色彩感染讀

者，而不求論證周密、嚴謹，但即使是文藝評論，也帶有很濃厚的政論色彩。他曾在一篇文

章中就直言不諱地強調文學與政治、與大眾的關係23：

在政治飛躍的時代，太高的純藝術是趕不上時代的，……以後的文藝，與政治及大眾，

更須發生密切的關係才行。文藝假使過於獨善，不與大眾及現實政治發生關係的時候，

則象牙之塔，終於會變成古墓。

在〈戰時文藝作品的題材與形式等〉一文中，他也指出文藝須有時代氣息，並提及作品的政

治作用：「個人的戀愛，個人的生死，以及個人的感情的起伏，在這一個大時代裏，當然再

也喚不起大眾的注意來了。」24

寫到這兒，我們看到在郁達夫身上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他曾在30年代為了堅持作品表現個人

主義而講了這麼一句名言：「我不是一個戰士，只是一個作家。」為此還引起一場風波以至

後來被「左聯」開除。而此時，他似乎把這句話顛倒過來說：「我不是一個作家，而是一個

戰士。」郁達夫的轉變是驚人的，也是自然的。在〈悼胞兄曼陀〉一文中，郁達夫曾對胞兄

曼陀被日偽殺害一事遲遲不作反應的原因作了這樣的說明25：

實因這一次的敵寇來侵，殉國殉職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對於個人的情感，似乎不便誇

張，執著，當是事實上的主因。反過來說，就是個人主義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裏，漸

漸的減了，似乎在向民族國家的大範圍的情感一方面轉向。

把個人情感屈於民族情感，小我讓位於大我，這是中國歷代進步文人在面對外來入侵時都會

作出的自覺選擇，郁達夫埋葬個人小我，高揚民族大我，則正是與之一脈相承的。

我在前面說過郁達夫放逐邊緣，零餘感受，是因為他在現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無法施展

抱負和理想而作出的無奈招式。而在放逐南洋後，郁達夫埋葬小我的頹廢感傷，揮寫民族

「大我」情懷，就在於他找到了自己的社會位置。此時他身負眾望，負責主編文藝副刊，在

抗戰宣傳中舉足輕重。幾乎是一到新加坡就為抗戰在海外建立了一座文化中繼站，「把南洋

僑眾的文化，和祖國的文化來作一個有計劃的溝通。」26他的工作效率是非常驚人的。「他

每天伏案工作平均十小時以上，每天筆耕平均總在四千以上。除本身寫作和編務，還培育青

年作者。」27這樣的工作勁頭，真像一個戰士。郁達夫在放逐中發現了自己的位置，在邊緣

走向了中心，這就是郁達夫式的自我放逐。



（二）舊式文人生活

但郁達夫畢竟是郁達夫，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戰士。在新加坡期間，郁達夫舊習難改，舊派

名士作風毫無收斂，「在公眾場合裏碰見女孩子，有時表現出親熱的樣子，有時也跟歌星一

起拍照」28，毫不顧及。據李向的文章29：

郁達夫那時被一批舊式文人包圍著，經常的去喝酒、打牌、玩樂。他本來就是一個風流

才子，這種逢場作戲的場合他是安之若素的，於是和紅舞女同坐黃包車招搖過市者有

之，和甚麼姐妹花左一個右一個合拍照相者有之，甚至帶著妻子兒子上「公館」（俱樂

部），當著他們面前和別人打情罵俏的怪事也做了出來。王映霞私下裏曾對友人說，郁

達夫在上海時雖也慣於冶遊，可也沒有像在新加坡時這樣胡鬧的。

王映霞後來在離婚啟事中說「（郁達夫）年來思想行動，浪漫腐化，不堪同居」的話，雖是

怨恨之言，卻也不是沒有根據的。

郁達夫當年在新馬引起圍攻，除了雙方看待問題的視角不一樣外，另一個也許是很重要的原

因，是新馬文藝者不滿郁達夫的名士氣質。本來他們對郁達夫的頹廢一面早有所聞，而郁達

夫在一到新馬後就被一批舊式文人包圍住，彼此做些唱和風雅之作，疏遠抗戰文藝工作，當

然會加重這不滿的情緒，如張楚琨在一文中就十分有針對性地指出30：

抗戰要求每一個文化人參加抗日統一戰線，因此即使是以頹廢文人著稱的郁達夫先生，

我們也希望他能夠本其熱情和正義感，動員他的筆和口，為民族服務，這便是郁先生到

新加坡來雖然聲稱是「慕南洋風光」，而南國文化青年們仍不減其熱誠希翼的原因。

郁達夫的名士作風，就他性格而言是極其自然的。正如後來樓適夷給郁達夫解圍的〈遙寄星

洲〉一文中所說的，郁達夫與魯迅、茅盾是不同的類型，不能用希望於魯迅、茅盾的去希望

於他。只有承認這點，才能理解郁達夫，才能理解郁達夫的頹廢與其放逐之間的關聯。在郁

達夫這裏，頹廢是一種生活形式，是承當脆弱的一種招架，所以郁達夫在自我放逐的途中，

往往會有頹廢的表現。

（三）幾個問題的論爭：邊緣人視角

我們已經知道：處在放逐中的人實際上是把自己從中心邊緣化，但這並不是完全割斷歷史，

放逐者在看待問題時常用過去的經驗和目前的情勢一起思考，所以常常帶著二元視角，即不

會以單一的立場看事物，每看到新土地上的事物，他自然會聯想舊地方的事物來比較思考，

並且這種思考常常可以是新的、不可預料的眼光。因為放逐者的思考狀態是流動的，不會墨

守成規。郁達夫在放逐南洋後，在如何看待中國與南洋之間問題上就具有這些特點。

郁達夫到南洋後不久，為在出席檳城的一個歡迎會上回答一些文藝青年的詢問而寫的〈幾個

問題〉，在1939年1月21日的《星洲日報》上發表。幾個問題包括：一、南來的文藝界，當提

出問題時，大抵都是把國內的問題全盤搬過來，這現象不知如何？二、南洋文藝，應該是南

洋文藝，不應該是上海或香港文藝。南洋這地方的固有性，就是地方性，應該怎樣使他發揚

光大，在文藝作品中表現出來。三、在南洋做啟蒙運動的問題。四、文藝大眾化，通俗化，

以及利用舊形式的問題31。



雙方就這幾個問題各表其態而引出一場爭論，最大的分歧在如何看待魯迅以及在南洋文藝的

地方色彩。這些問題在今天看來可能都不成為問題，可是在當時的歷史環境，許多人只把南

洋作為暫住之地，效忠的是中國。因此強調南洋本土化的問題就顯得特別艱難。表現在文學

創作方面，新馬作家幾乎把魯迅的寫作模式奉為圭臬，而忽視了本土性的表達。郁達夫認

為：「文藝，既是受社會、環境、人種等影響的產物，則文藝作品之中，應該有極強烈的地

方色彩，有很明顯的地方投影。」32所以，「生長在南洋的僑胞，受過南洋的教育」，所寫

的作品當然應具有「南洋的地方色彩」33。很明顯，郁達夫是在奉勸南洋文藝青年不要一味

模仿魯迅的雜文文風，而失去了個性以及南洋的地方性，因為在他看來，魯迅的文體和風格

只能是魯迅的，是屬於魯迅的那個社會、環境的產物。如果南洋文學青年不顧其本土性的表

達而盲從學習，那只是削足適履。郁達夫的觀點，在今天看來是非常客觀的，但在當時要打

破已成習慣的社會評判，自然是吃力而不討好之事。當然，郁達夫初來乍到，對南洋歷史還

不太熟悉，一時還很難服眾。事實上，正是因為他是「新客」，才有能力提出不同常規的見

解。因為郁達夫的邊緣人視角，看問題能越出常規和習慣而發表新奇的見解。也正因為邊緣

人視角，與南來其他中國作家相比，他對新馬文壇貢獻是最大的34。

（四）不只是商人

1942年2月，日軍攻佔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隨後新加坡淪陷。郁達夫和「抗日委員會」的部分

成員如胡愈之、王任叔等被迫撤離新加坡，幾經轉折，最後在印尼蘇門答臘省一座叫巴爺公

務的小鎮暫住下來。郁達夫開始蓄胡子，寫舊詩，抒發自己對戀人、故鄉的思戀，以及表達

抗戰的決心。郁達夫等一行人在巴爺公務，為了隱蔽身份，並解決生活問題，他們經營了一

個「趙豫記酒廠」35（寄賦復興、討伐仇敵之意）。這家酒廠名義上老闆是郁達夫，此時他

化名為趙廉，故酒廠叫「趙豫記酒廠」，但實際的管理人是張楚琨和胡愈之。郁達夫除了寫

舊體詩外，還必須給武吉丁憲兵隊當翻譯，但不拿憲兵隊的薪水。他總在尋找機會辭去這份

差事，但要擺脫憲兵隊是件不容易的事，因為他們很難找到像郁達夫這樣中文、日文、英

文、荷蘭語以及印尼語都懂的人，後來郁達夫想盡辦法弄壞自己的身體，證明得了肺病才得

以成功。郁達夫在作翻譯期間，由於職務的關係，保護了許多華僑和印尼人民。

因為有郁達夫與日本憲兵隊周旋，並不斷地送酒、送錢，日本憲兵隊很少來酒廠找麻煩。巴

爺公務看起來比較安全，因而許多文化界人士和從事抗日活動的青年，聚集到這個市鎮上來

避亂36。但要維持眾多人的生活，則顯然不夠。後來，他們想辦法開了肥皂廠和造紙廠，還

是由郁達夫當名義上的老闆，但因銷售不景氣，不久關閉。「趙豫記酒廠」也成了抗日人士

活動的中心，在郁達夫的掩護下建立秘密組織，開展抗日宣傳工作。據張楚琨記述37：

憑著郁達夫的掩護，我們在日本統治下，建立了一個秘密組織──「同仁社」。領導人

是胡愈之，參加者有沈茲九、汪金丁、邵宗漢、王任叔、吳柳斯、張企程、高雲覽和

我。每周在胡愈之的「椰廬」座談一次，主要是交換報上、收音機裏和耳聞的消息，分

析敵人的動態，討論聯軍反攻的可能性和時機……郁達夫沒有參加「同仁社」，我們沒

有讓他參加，不是不信任他，而是照顧他的境遇。參加這樣的地下組織使他不便，成為

負擔。但他都看在眼裏。

胡愈之在〈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一文裏對此也作了記述38：



為了政治認識的不相同，所以我們一些朋友在蘇門答臘建立秘密小組，展開華僑抗日宣

傳工作，研究印尼問題，都沒有讓達夫參與。達夫或者有些知道，也只當作不知道。

郁達夫沒有讓參加「同仁社」，我想，他當時寂寞孤獨的心情是可想而知。如果沒有郁達夫

的掩護，「同仁社」能夠順利展開活動嗎？郁達夫這時的痛苦，是他不願為日本人工作卻不

得不作，他想為朋友做事而實際上也做了許多事，卻被排斥在外，成為「同仁社」的邊緣

人。

四 備受爭議之死

1945年，郁達夫被日本憲兵殺害。許多人對他被害感到吊詭。夏志清評論說：「對一個既非

共產黨員又非極其愛國的作家來說，這無疑是個反諷的結局。」39一些正直的日本人不理

解，例如鈴木正夫先生，他在文章中悲痛地說：「郁達夫愛日本和日本人，他對日本和日本

人有獨到精深的了解，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卻在日本人手中慘遭橫死，連遺骸也不知下

落。」40那麼，與郁達夫在蘇門答臘一起生活過的共產黨人，又怎樣評說郁達夫被殺事件的

呢？他們普遍認為郁達夫是可以避免這個悲劇發生，但郁達夫的名士氣質害了他，暴露了自

己，最終被日本人殺害。王任叔在〈記郁達夫〉一文中就沉痛而又尖銳地指出41：

是的，達夫失蹤了！達夫是永遠失蹤了，我們還得咬緊牙關來說：願中國知識份子中

間，永遠不會再有達夫；新時代不需要有這樣人物出現了！作為我們的一面鏡子，我們

記住：我們的悲劇是應該收幕了的，早應該收幕了的。我寫下這，我要告訴我們青年一

代，達夫已經走完了名士的路，舊名士的路，新名士的路，他都為我們走完了。我們是

不應，而且也大可不必再走了。……我們之間，誰還不能洗淨達夫所具有的那一種氣質

呢？那麼就得從達夫的路，跳過去了！我們是不必為達夫悲哀的。

王任叔在對郁達夫被害原因的分析中包含的批評，一方面是因為郁達夫做過日本憲兵隊的翻

譯，他認為這是一個污點，而他最不滿就是郁達夫身上的那種名士氣質。對郁達夫之死的爭

議，其實也透視了人們對他的評價問題。他性格複雜多變，既新又舊；對政治既熱情又疏

離，對國家既熱愛又痛恨，人們很難用一把尺子衡量他。這也許就是邊緣人的悲劇命運。

郁達夫的死無疑帶有悲劇色彩，他一生孤獨、寂寞，就是死也是孤獨的，不被理解的。「他

愛朋友，而朋友出賣他、誣衊他。他愛同胞，而許多人不理解他。」42他一生為想要做點事

而苦惱，但一生卻處在社會邊緣。

1952年中國政府追認郁達夫為烈士。郁達夫一生政治生命不得意，對此榮譽，他在九泉之下

也許會感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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