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郁达夫的《沉沦》 吉屋地理考（土）

又

同年前的2009年，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有着太多也得纪念的 El子。人们首先':1'1会：~fu

的是“五四运动”九十邱年，那…]I被认为是：扣留近代史的发端：能在11郎的那一批文化

入中，与汇1可…价1士仁＼，始二点飞己的辞旧f

头角的作家之一的郁达犬，也就是于1919年的暑期，

习再赴东京，并于离年之后，推出了｛创i：惊世骇｛谷之｛乍一一－ «i元；的，

端期的第一S且强烈不谐王丹音，留下一个个令后人1fJkJz主也说不尽的文学运题。

九十余年，将进一个1日：纪的岁月。

：便是在I：达夫生前身后，出子｛应的身i位及文学创作的特纠二

对f也的或5运或贬或3笨或浅辛1，丰I＇研究、 。其rp,

国始沓的就是作者出tH刘比之作，

。在总体ftt：达犬研究的著作或i部主中，有关 «m时的的研究就占了相当

大的lLWtlc

《剖沦》的写作背景，是日本的名古屋。而结合名古屋的地理因素，对《沉沦》进？于考

察研究的，除了哥本的稳rt"f'flf!二以外，还不是很多。只要j毛ill作品抒细菌渎，就不难发现，

绝非可有可无。并且，作为…个切涉文坛的文学7罚三，在~

达夫在名古屋那闷，生活｛伺金与文学活动者fl十分丰富，并不只是单…报向。因此，本文试器

以《沉郎的地理因素对小削二人公的影响为生剿，辅之以名古层时期写作tf.Jlf:l｛／；二诗，

本文扛算分四部分：

一、有关 《沉沦专’的先有研究

…、《沉沦》中地理环接对＿：：）：：入公的心理器咱

二、《沉沦》一一名古理地理实况按证

107 



ITT!、名古部llH期的i日体诗与《沉沦》

篇幅有限，在本文的“上”里，只能就前两个问题略作论述。摇下的，则留待“下”

文再作继结。

一、有关“名古屋与《沉沦》”的先行研究

在自己的追踪论述展开之前，我必须做的第一｛牛事，是将到目前为止，前人所做的有关

调查研究工作，｛故…个简要阐述。这一方面是为了 friJ.[l:t前的耕耘者们农出自己的敬；窜，因为

没有前人的的工作，主坦克在想做的事情几乎毫无可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对自己的懒惰

与迟到表~咿rt鬼的同时，表明；It'i论的意义：如果与前人如所做的工作完全…致，那也就失去

了此次尝试的根本价｛丘。前人们的先行研究既是应己工作之重要基醋，也是使丑础自性得以

市正的必要添了挠。

此项论述的主要依据，是吕本的《古［i达夫资料》。该《资料》最早作为“东京大学东洋

”的%5将于1969年10月正式闷i纹。后来子1973年、 1974年又出版了《郁

上、 Ff蹄。最后A是1989 、 1990年出版了《郁达夫资料总目录附年谱》上、

卡册。一本险主要以最后出版的《郁达犬资料总目录附年谱》提供的数据资料为依据，做一个

j泪如际足一足以i1r内好为汇1马心的日本1111！，、i文学研究会rt守主姿成员之一。日本最早的《沉沦》

日文译本，就是冈崎i究夫翻译，作为《现代支j]fl文学金奖》的第二卷出版的Io 内崎f空穴以

其对部达夫乃至挨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是Ill碍，在当时的研究者中独树一帜。

1947年8月，冈崎佐夫在当时的《中京新闻》上发表了题为《郁达夫和名古屋》的文章。

文章分上、下，分别载于8月3、 413第一版的“文化”栏。根据前述《能达夫资料总臼录附

年i常》（以下简称《总目录》），这是自本学者富反frrl:i左欠与名吉恩关系的第一篇文字。

这篇文章并不长。“上”、“下”加在…起也就二、三千字左右。除了向读者介绍《沉沦》

的主要情节，介绍了年轻的留学生在名古屋的足迹之外，最有价皑的，是作者剪根据小说的

描写，亲自前往实地一一现在的昭和区“大客”…带……所作的调查。小说中被描写得千

姿百态的诺大一片梅林，如同崎俊夫1946年左右去考察时，只看到寥寥几株古梅。文章最后，

向崎1?Z7i::如此说到：（《沉沦》的）笔法还很幼稚，并未达到周作人所称赞的水平。｛旦对其

中所充溢着的悲痛的弱小者意识，时至今日，我；ff]仍然无；却又仅一笑了之。不管怎样，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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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称为中！我新文学μ初期标识的作品诞生于名古屋这flj:JJL 是｛即引己昆的。

…是日本人玲牛国新文学

的认识。以竹内好为中心的旺才s:r:jigl］文学研究会，与以前的El本汉学界不同，对牛国的现代

文学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关注：c 付1

京新i可J» （名古自地方报）之前不久的5月，问崎｛麦夫刚刚完成了将部达犬的f书己作品《我的梦，

我的古平手》韶译成臼文的工作立。在书的《译后ic» r衫，

ft品里，充满了作为弱小民族的一员的悲哀和颓段。而这…切，在日本战败后的

才冲破心灵的堤坝， j}fJt!:'J:剧口的心头号……曾几何时，我ff］还是带着优者对劣

者的陆恼，｛项i沂郁达犬的她哭之声。现在看来，过去的认识撞得何等生分与疏远啊。

不正是我但自己，至少是1年轻时我们 i当己

的真实写的吗？所以我希望，不｛叉但是对f豁达穴， 我们都能做

很明显， i孕后i己和；在上这篇文章，观；含…i工基本相lliJ，代表了日本i拉后亲近rj=t国新文学的

一种学术报向。

是开启了对文学作品进？于实地考察的方法论的尝试。前部i兑过，这是在本是半

部G的与名古运实际关系的文章。主在亏冈di的受灾早在40年代年就去做实地调奈，

及fl姐说如并记录下一些IJJ,!劫拮患。小说小的梅林，到后部主残阳£服也无从1号壳，。人们只

自U人户：Jili均f交犬的文字拍给r.l:t ，去报见沧海桑田变化小曾经有过的那一个瞬间景象。每念及此，

今日的我们， 热爱牛匡！新文学的老一代日本研究者充满敬意。

吁，

冈峰授夫之后，继续；岗一工作的， 12 E3 《中部日本新i清·

夕刊》的“时恕”

文章伊始，近jfi去存始就说，正在日日本的“松江”这一士也名是经由小泉八云的文章而闻

名于ill：一样，名古屋这一城市由外国文学家之手而向国外介绍的，据｛臼开知，郁达夫是Jijt

一一个。在其出世之作《沉沦》里，；Ni写了自己八高时代的生洁和心境。

就具体列举了郁达炎在名古屋时的三处住所，和梅林的大概方位。近藤容古部主说，小i是中描

写的青年留学生的愤意与不卒，反映了中国国民战败后（这里指甲午战争）的…种感情，令

人同情号同时，小说中不时出现的对名古屋这…都市风物的描写，对名古屋入来说，读来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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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Jh轩品iii这篇文章很矩，却有非常重要的运义：部达夫在名古屋时的三处具体住所，在

1950年的这一时间段，首次被研究者确认并披露。因为文章篇幅有限，所以作者没有具体

说明是如扣J确认这些地点的。但以后的入们，茶水上都是以近藤春雄的这篇文章为主要依据，

展汗调查到远挂行核实的。

3 ，指叶昭二

韬口rB[l工与伊藤虎丸两位学者，作为日本最早开始收集郁达夫资料并汇编成书的主要操

作者而成为日本部达夫研究的重锁，巳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据屈亿，他们最早开始做有回左夫

资料的搜集工作，是缘于1957年10月在名古患大学召开的日本中留学会的年会上前野里彬

先生的介绍与建议。 1958年12月，二人自费发行的誉写！夜间世。这就是1969年第一版《郁

达夫资料》的雏形。 1966＇.年，稻111-nB二第一篇个人研究成果《郁文拾遗Y发表，主要内容

是搜集考查圣郁达灾留学时期的IIJ体诗作。这样的工作持续了较i乏时间，前后共有七篇左右

的论文。 liI到1973年，他才发表了iE而考察《沉沦》的第…篇论文：《（沉沦）考证初稿》，！。

1982年，以这些文章为主要内容的州地夫……他的青春与诗：篇》由东方书店出版5，成为

《郁达炎传……他的诗、爱1311构之后，日本出版的第二音i可弘达夫传记作品6。

1-11吕立的这辑们m胎）考证羽毛胁，是到五七阶段为止，对《泌的的地理考证最为具

IL内容颇为丰富的…篇。文章发农子之吕立谷大学论柴》第400、 401合刊号。全文

：（一），八高以前：（二），八高fl才代：（三），名古艇的地玉泉。

在1971年8月的…次实地调查中，稻n1-nL1二与伊藤虎丸（广岛大学副教授）、柴垣芳太

郎（龙谷大学教授）、及当地中京女子大学教授、名T!i/KiTIJ文化P!~·调查委员芥子JIH学治向枉，

实地考察作为《沉沦》作1W1舞台背景的往往踪迹。收获品大的，是稻n·j-Hfj二发现了前述近藤

制往文章中提到的郁达夫.'if1年住宿的一个具体所在。并在J 当年经营小旅舍的水村兼次的夫

人还键在，认出了韬Jlj'’带去照片上的九就是当年寄宿他家的留学生。在《（沉沦〉考证初稿》

的住释里，稻叶Hfl二连注出了门牌号码。时隔半个世纪以上，接去茫茫11日烟尘，居然能侈

大i每捞针般找到部达夫1日居，实在是功莫大；窝。

4, 

在为数不多的注重实地说查的研究者中，还有一位值得…挺的，是斋藤亮。

斋j臻完并不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更与中国文学无缘。他是名古屋市乱收F中央图书馆的资

深工作人员。在“名古屋乡土文化会”出版的杂志《乡土文化》第41卷第三 3号上，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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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达夫〈沉沦〉 （二〉》 时间是1986年

12月。

定义为“白夕i、黑人创作的极为稀有的‘名

古璋的小说？

于“名古E草地理”，对小i延中出现、稻nj－［础工的书中也有所涉及生fl并未充分展开之处，作出

了比较详尽的说明。比如，

？当前”前往筑港的电车、

有若望为翔实的说明。

都曾提到的“广克池”，以及从“神

州，啦！盯帧饵’玄脯，上部号 j垠各类资料，

以上，是对四位日本学人就小说假沦》与作家部达犬，而展开的与名古应有关的地理

调查与结论，所作的简略翁达。他们各臼所边好的工作，结论如何姑丑不论，起码有一碍，点是

值得我们……我是想说，我｛门中国人中从事！可梓工作的人们……重视并鸽’鉴的。

｛象始险》这样的名著，趁着时阔的消逝王丹：不是太久远，及时地抓取一些真实的第…手资

料，为后来人留下一些知豆’性的东西，其实是非常Z段也非常可贵的。历史的痕迹一旦消逝，

就再也无可寻觅了。工是，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自古以米就是见仁先智，没有定说。除了

评论r者主~Ji\上加军想象借助评论作品进行二削阶zj~ ， iJ.日这几位日本人一样实说性的考察，

xt"J工拓展我们的思维并进而摸索出不陀的路子，是否也具有其参考价能呢？

二、《i咒沦》中地理环境对主人公的心理影响

作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中留新文坛的特异存在，自从《沉沦》问ill：以来，对这一作

品的读僻、评论乃至1工争议就没有棕ili立。争议的焦点，有很大…部7油三中在±入公的性梅

特征方面。特别是，小说本身所具有的浓厚的自传色彩，又拉得人们很自然地将小说主人公

与作者相提并论，说长道短，不绝如缕。

提据作者自己一贯主张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的自叙传”理论，：；有文学作品《沉沦》

与作者郁达犬，在某种程度上等［r1］视之，原本也合乎情理，并无大碍。又由于作者自

初版的们说沦）自1树就说，“沉沦是描写着一个娟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部需

(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可一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一但

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所以，影响到不少后来的评论家侣，或多或少的以此为本，对小说

中的主人公做出自己的解读（直接反对“灵肉冲突说”的也大有人在，最早的当属成仿吾

的《〈沉沦）的评论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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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笔者发现，尽管多年来人们对于作拟在作品议论纷纷，林林总总，但｛脱存在着

一些被忽略的那素。而这些因素，作为小说中或作家自身经历中的客观存在，又绝非微不足

道。日本学者辛辛苦苦所做的实地调查，不正是也！从这接回索中，找寻一条理解作品、探访

作家心灵的通蹦出径吗？为了证明自己将姿过t行的探索’这些囱素的工作并非突发奇想，更非

无暗之举，我想先从作品入芋，抓取一些理论上的依据。

1. 主人公的心J:!I现在t格形成，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前面说过，自为作家白已有“病的l~f年的心理飞巧IJ年忧郁病”“现dt入的苦闷”之类

的定论在前，后米的读者、评论家们有意无；在ffi］受:!It：影响，各自做出臼己的i全释与评说。可

是人们以乎比较着鼓结论如何，有时又在兔'gl,、视了过程的:ill：架。这仍立程，不仅在小说中具体

存在，而且对生人公的心现变化A性格形成，有幸？举足轻重的影响。

首先让挠.1fJ走ill小说咛i兰主运巡一番吧。

小说挺四章，以ff!Jili副主法辛茹才：“他”…个人山东京前往“汉市”（名古屋）。于茹丘兴市时，

早晨五点钟的时候，天空渐渐儿的明亮起米。在了f：茹里向外…盟，他只见一线青

夭j圣战夜色包住在那里。探头出去…霄，…J丢l葱窑，笼？在着一！隔天然的图画，他心里

址：了一史上！ : 

“原来今天又是消秋的好天气，我的福分真可算不薄了了

部主囚的地后：

到学校近边的一家旅馆去一间，他…礼拜前头寄出的凡ftH于卒，早已经到在那里。

原来那一家人家是住过中国留学生的，所以主人待他也很殷勤。在那一家旅馆里住下

了之后，他觉得前途直到象有许多欢乐在那果给他的样子。 8

仅仅从这两段文字看，初到法市的“他”，分明是个清纯多感、对前途充满期待的向上

和人们印象中那个整日总眉不胶、郁郁于中怯怯子外的“青年忧部病”患者很难统…。

而这就是作者最初的“立此存照”。既是小说主入公的，也是他自己的。站在一个新的出发

即将走向…个新的未知世界时，他（们）曾经有过n号词欢快，曾经跃跃欲试，曾经怀

112 



施对未来的？药菇，而并不是从开始就找心协神的。至于后来百般在jJ缸，无法排解，最终走上

绝路，那是经历了一个民长的发展变化的过程。我dl'J如果只看结果，而忽视了过窍，至少也

是一种持i卖的疏漏。

2. 地照环境因亲对主人公心照变化所产生的摆在内；

E放在在上栩栩］强调，小归三入公的性格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那么，他部主…过程

的因素有哪些呢？ 人们的说法各种各样，侄儿子无一例外地忽视了我认为非常

重要的地理环境的时素。

地理环壤因京的影响在小说中其实是显而易见的。紧接着上因引爵的那出原文，就有这

样的话：

他的前途的希望，在第…天的晚上，就不得不被目前的实情嘲弄了。原来他的故里，

也是一个小小的市镇。到了东京之后，在人山人海的中问他虽然时常觉f聪明虫，然而东

京的都市生活，同他幼时前习雷均无十分部榻的地方。如今到了这Nr有的乡下之后，他

的旅馆，是一家孤立的人家， [l!l商并无邻舍，左首门外便是…条如发的大道，前后都

是韬臼，四面是一方池水，并且因为学校压没有开谍，别的学生还没有到来，这…闰

宽旷的旅馆里，只住了娃一个客人。白天｛到：还可以支吾过去，一到了晚上，他开窗一窍，

四面都是沉沉的黑谤，并且因庆市的附在是…大平原，所以望自即在天， [l!lffij并如!lhll举之处，

远远里有一点灯火，明灭无常，森然有些鬼气。天花板里，又有许多虫鼠，息架索落

的在那里争食。窗外有几株括锅，？拟WJ叶，咄咄的ll]倘不己，因为他住在工层楼上，

所以悟桐的叶战声，近在他的耳边。他觉得害怕起来，几乎要哭出来了。他对于都市

的怀乡病（Nostalgia）从未有比那…晚更甚的。

这一段文字，在装部小说中，都占有十分重耍的位置。它不仅如实地勾画出住所阳近的

环境、景色，而且生功地苦B见了一个对未来满怀皆摇的青年，突然之间体味到孤身一人被置

放于异国他乡陆生地时的严峻，遭受至1的最初的心理冲击。从第一天的“他觉得前途卖到象

有许多欢乐在那里等他的样子？一变而为“他觉得害怕起米，几乎要哭出来了。他对于都

市的怀乡病（:'lostalgia）从未有比那一晚更甚的t 一个近乎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而且，

形成这一心理冲击的自素，很明显，纯然就是来自地理环境方茵的，岂有他哉。当然，人们

也许会说，仅仅归为四周的荒凉与黑暗，因为夭花板的老眩，因为耳边的梧桐叶战，就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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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心理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那他原本的性格未免过于瞌弱了吧。这一点无须避讳。

但也只有立足于主人公所处的所有现实环境，特别是客观的地理环境中，我们对人物的理解

分析和评价，才有可能是更为陆近作品之真实从而是更具说服力的。

到目前为止，在众多有关《沉沦》的评说中，我个人认为，许子东先生1984年出版的《郁

达丸汩的是论述坚实有力、见解独特新颖、说服力较强的一部著述。其中的《郁达夫的小

说制作》一文中，对《册的一书的成因有其独自的见地：

特别是留臼的生活环境，更是他倾心文学的土壤。弱国子畏的地位，发展了他的

忧郁气质一一这是《沉沦》的感情准备：维新以后的日本的社会空气，使他特别容易

从反封建的意义上去接受西方学说一一这是《沉沦》的思想准备：他早年的诗词写作，

己被入誉为“行家”或“方家”一一这也是《沉沦》的艺术准备。...... 9 

应该说，不掏子…点，多方位±Ii!.迸出…访ll作品的感情准备、思想准备和艺术准备，在当

时（ 1984年）的学术氛围中不能不说是括Xl"tf之论了。然而，时至今日，我不茄在憾地想要指出，

《vi:r合》成书的诸多因素中，许子东和其他评论家的…样，忽视或者说遗漏了举足轻重

一一地理的因素。

；但隐隐，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它们是在什么？古况下，作用于小说的主人公或者是作家

本人，从I的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力的呢？ j吝就是下汪古想要探讨的一个问题了。

3. 地J:fil.环境因素能产生重姿影响的原自

箭婆说明的是，并非加百有的文学作品中，有关地理环挠描写的因素，都具有同样重要

的意义。 ff！恰恰棚子《阳台》中的地理环境摇骂，我认为，是不可轻轻刷：的。

首先，前面提到过， NT!HlP名古屋，是“他”独自一人留学的城市。近百年之前的“留学”

一词的真实含义，在当时国人心中，和现在意义上的理解，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比如说，同

为浙江省出身、比郁达…夫年氏的鲁迅，就是在家道败落、别无去路的？缸记下选择了宫费留学

的。而对于他母亲来说，儿子出国留学，实在离光宗耀祖、立身出世的男儿正道相去甚远。“所

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i夺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英落而且排

斥的” 1＼鲁迅如此，郁达夫何尝不是如此。所以，仅仅是“出国”这个词语， t!P离开自巳

生于斯长子斯的故乡熟土，走向完全陌生世界的地理环境大变迁，就足以使那些学子们未曾

出门，先自在心头承受起“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的心理负担。初到日本，他是与兄嫂共居

于东京。繁华都市，亲人同在，即使身居国外，也还有所依托。只有当他只身来到名古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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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与他人不岗的心灵辞辛旺。“

人公的敏感纤织内 i走IC

的内函，

呆呆的有了好久，

枝小卒，

到“｛也” fl良髦，

他回转头来一看，

紫罗兰气患的和风，温i放徽的确到｛t[iJJF,苍归的插上来。在这滔幸Mt'..11手秋的世界里，在

这澄洁透明的以太中，

拌了。他好像是梦到了桃花源’垦的样子。

那黑贪午睡的样子。 II

在

这段描写，非’前典型地表现出在没有千B可外界也i素的干扰之 F，主人公的敏感内心对大

自然些攒动静的感受呼应a 民时，这也是主人公的一个重要，心思特缸。敏感纤绵如此，

丰富如此。 他的这…心坚持缸就决定了，

的，要比别人多得多丰富得多。 ff！［可时，

理冲击，他！开承受的心理负担，

还包括了一个人心理发展不成熟，

于早年菇民过程中的种种原因，使得他的心理乒晨，

，｛也［fr:i草受的，心

由

在地充满

梦幻的内心棚里，缺少对科技因素的预；如与阳才能力，不会像…个成年剪子那样熠熠对

那将发生的一切。这其实是…种极为可贵的诗人气质。但也正出为这诗人气琪，在到人也许

是做不足道的小事，通过他的心灵浓化苦苦来感受，却有可能放大、强化了许多倍，因而成为

极为强烈的挠击因素，使他受到自吝，使｛也颓唐，使她走向反菌。

结抬起来，我们能主人公，是个比别的任何人部：更为热爱人生热爱臼然，在，心理不设防

的状态下， H才如准备全身心地拥；但未来前青年。 nt丑：敞开脂怀：豆、安全身心；也投入全身心地拥

艳，又i胜其过于：部部寺，在…角、荷梦幻，所以，现实世界的科z种因素，包摇同居i地理环境的因素，

对他的冲击，就米f寻t'M

的地理环壤囱紊，才发挥了非同寻常的影瞬作用。间为日本留学生，鲁迅能够E留下难喝的学

；梗汤，能够面对冬日的蚊子用衣服装住脸部只留鼻孔呼吸从而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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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Jl在JlYJ.'/J一片黑暗中在天花板上的鼠帘异7和梧桐叫语中几乎放声大哭（当然，不可否认这里

有纪实与文学虚构的不同）。所以，鲁迅的研究者们大可不必去考证“芋梗汤”究为何物，

也不必去考iiE仙台为何冬无辜有蚊虫。因为他的处之泰然：阎部达犬的研究者们，却不应该

完全无视或忽视名古嚣的地理环境。因为，宛然一个看不见的登场人物，它处处左右着主人

公的性格与命运，发J穿着无可替代的角位作用。

在上述2必主中，我边只主要撵取了…、两个断j宁为例。其实，小说中类似的描写与表现

槌处可见，举不胜举。下一部分，主也就打算以小说的的节发展为线索，对名古璋的地理环境

i故一个简单的梳理和描述，从而向着探号，地理因素对小i归二人公所产2国在n向的研究自的部丘

一步。另外，还扛rr进一步以名古屋地理为基犁，跳出小民的视野，从部达夫写于此时期的

1日体诗中，从别一角度寻找作家的心灵发展切以夜，力国还E支出一个更为真实、立体的作家写

真。但这两部分，为篇幅所限，就留待“下” i百分f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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