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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大陆》是作家韩雪野于 1939年 6月 4 日至 9月 24日期间发表在《国民新报》上的一

部长篇日语小说。小说以 1932 年伪满洲国建立初期为背景，刻画了两条故事主线。一条是

两名日本青年小山和小林梦想在满洲偏僻地区建设人民共同体社会，在开发金矿的过程中遭

遇马贼袭击与绑架，后在满人赵集五和他女儿赵玛丽的帮助下转危为安；另一条是日本人小

山（殖民者）与满人玛丽（被殖民者）两人超越身份鸿沟与帝国主义排外意识的结合。连载

《大陆》的《国民新报》作为《每日申报》的姊妹刊，是每日申报社于 1943年 4月 3 日创

刊的一本日文周报。所载文章的作者既有朝鲜人，也有日本人
①
；而读者群大多是朝鲜的知

识分子阶层和在朝鲜生活的日本人。
②
 

从以上《大陆》的创作年代、故事背景、发表刊物、写作语种等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发

现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1939年日本关东军在我国东北施行治安肃正计划，伪满“治安”基本趋于稳定。

同年，日本的对华政策也由武力扩张转变为外交提携，极力主张“东亚协同体论”；而 1932

年是马贼、贼匪、反日义勇军、中国共产主义者、朝鲜共产主义者等各股势力在满洲各地积

极开展抗日独立运动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关东军正如火如荼进行剿匪的时期。因此，韩雪

野为何会在 1939年创作一个发生在 1932年，也就是伪满洲国成立初期的故事？ 

第二，韩雪野创作《大陆》之时，日本尚未强制日语写作。因此，使用日语创作并刊登

在日文报刊上可以说是韩雪野有意而为之。学者金在湧认为，韩雪野此举是想把伪满洲国的

荒谬暴露给潜在的读者层——日本人。
③
对此，金允植持不同观点。韩雪野曾于 1937年在日

本国内的文学期刊《文学案内》上发表了自己创作的日文作品——《白色开垦地》。
④
金允植

以此为例，认为这是韩雪野基于其自身日语写作能力的个人选择，并将其评价为日据时期双

语写作的第 4形式。
⑤
 

第三，韩雪野是否希望在满洲实现以各民族真正平等为前提的五族协和？ 

目前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呈现多视角、多维度、多层面的特点，已有较为丰硕的成

果积累。发掘出《大陆》并把它介绍到学界的金在湧教授对小说的反抗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韩雪野在揭露和批判伪满洲国“五族协和”思想虚伪性的同时，还试图克服民族中心主

                                                             
① 金在湧，《新发现的韩雪野小说<大陆>与满洲认识》，《历史批评》63 辑，历史问题研究所，2003，252 页。 
② 上文中，金在湧推测《国民新报》以在朝日本人为首要读者。由此可以推断，朝鲜的知识分子阶层在日

据时期也是日文小说的读者群之一。 
③ 金在湧，上文，261-262 页。 
④ 除此之外，韩雪野还在 1927 年 1 月的《满洲日日新闻》上发表了日文作品《合宿所之夜》、《初恋》等。

这说明韩雪野的日文写作水平非常流利。 
⑤ 金允植，《双语写作的第 4 形式——韩雪野论》，《20 世纪韩国作家论》，首尔大学出版社，2004,69-131

页。 



义。
①
张成奎

②
、高明徹

③
、徐荣裀

④
、李京在

⑤
则主张《大陆》是在帝国话语的框架之内，制

造与帝国意识形态相悖的话题，由此进行批判。其中，徐荣裀把关注点投向小说中的贼匪，

指出“韩雪野的《大陆》旨在强调满洲既不会轻易被征服，也不会轻易被意识形态化”
⑥
；

尹大錫认为韩雪野之所以把小说的时代背景设定在 1932 年伪满洲国成立初期，是为了参与

并改造以东亚协同体伦、东亚联盟论为代表的东亚新秩序论。
⑦
李镇京认为韩雪野“借力”

日本所谓的“东亚新秩序论”，采取了迂回的写作策略。他还在文中强调，《大陆》通过描写

日本人的“满人化”以及满人的“去满人化”，打破了国民身份界限，发出了朝鲜人的声音。
⑧
徐荣裀也从下级主体发言方式的角度，对既是《大陆》中未知的“他者”又是伪满洲国内

被殖民地人民的下级主体——朝鲜人的说话方式进行了考察。
⑨
与肯定《大陆》抵抗意义的

见解不同，金成京
⑩
与徐景石

11
指责韩雪野对于日帝所谓的“东亚协同体论”以及满洲空间因

此改变的可能性存有幻想，认为小说带有明显的亲日色彩。而孙有庆则是对小说中设想建设

人民自治共同体的日本进步青年小山和小林提出了两点质疑：一是两人在马贼问题上与日本

关东军立场完全一致，二是两人对于剿匪队残酷屠杀满人的行为毫无批判意识。由此对《大

陆》的抵抗意义持保留态度。
12
 

以上来看，争论的焦点在于韩雪野是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落入殖民主义的逻辑圈套？还是

在日本殖民政策的框架体系内对日帝进行批判？但不可忽视的是，即使是肯定《大陆》反抗

意义的研究，也是权且以韩雪野接受日本帝国话语为前提的。换言之，这些研究认为“韩雪

野对宣扬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五族协和’是持赞同态度的”。
13
那么，韩雪野果真向往在伪满

洲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五族协和”并建立“东亚协同体”吗？他对日本在伪满实施的殖民

统治政策又是否有条件地同意？在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大陆”，也就是“满洲”，溯其

根本就是满人的土地，中国的领土。那么在韩雪野看来，若各民族之间能够实现真正平等，

在日本通过武装侵略占领的中国土地——“满洲”大陆上，日本标榜的所谓“五族协和”、

“东亚协同体”是否存在实现的可能性？简单来说，韩雪野对于日本初期的对满政策是否抱

有幻想？除此之外，亲日与国际主义者之间存在何种差异？赞同并支持日本青年理想的赵集

五和他的女儿赵玛丽，是亲日派还是国际主义者？韩雪野曾在随笔《北国纪行》中对间岛共

产党事件进行了详细地描述，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对满洲地区社会主义者的抗日运动非常了

                                                             
① 金在湧，《新发现的韩雪野小说<大陆>与满洲认识》，《历史批评》63 辑，历史问题研究所，2003。 
② 张成奎，《日帝末期卡普作家的满洲形象化研究》，《韩国现代文学研究》21 辑，2007.4。 
③ 高明徹，《作为东亚反殖民主义抵抗的日帝末期“满洲叙事”——以李泰俊<农军>与韩雪野<大陆>为例》，

《韩国文学论丛》49 辑，2008。 
④ 徐荣裀，《满洲叙事与反殖民的想象共同体——以李箕永、韩雪野的满洲叙事为例》，《我们语言文字》46

辑，2009。 
⑤ 李京在，《韩雪野与满洲》，《语文研究》44（2），2016.6。 
⑥ 徐荣裀，上文，338 页。 
⑦ 尹大錫，《20 世纪 40 年代“国民文学”研究》，首尔大学博士论文，2006。 
⑧ 李镇京，《殖民地人民无发言权？：“东亚新秩序论”与朝鲜的知识分子》，《社会与历史》71 辑，韩国社

会史学会，2006。 
⑨ 徐荣裀，《满洲叙事与（后）殖民的他者》，《语文学》108辑，2010、 
⑩ 金成京，《种族他者意识的阴影》，《民族文学史研究》24 辑，2004。 
11 徐景石，《卡普作家的日文小说研究》，《我们语言文学》29，我们语言文学学会，2003。 

   徐景石，《伪满洲国纪行文学研究》，《语文学》86 辑，2004。 
12 孙有庆，《满洲开拓叙事中体现的哀悼的政治学》，《现代小说研究》42 辑，现代小说学会，2009。 
13 徐荣裀，《满洲叙事与反殖民的想象共同体——以李箕永、韩雪野的满洲叙事为例》，《我们语言文字》

46 辑，2009，348 页。 



解。但在《大陆》中刻画抗日势力时，他又为何只提及了张学良义勇军和反满马贼？另外，

《大陆》中出现的朝鲜人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韩雪野的《大陆》对满洲的朝鲜移民来说，

是否具特殊意义？对于以上问题，本文将依次进行解答。 

 

 

2. 大陆真正的主人：满人 

 

在小说《大陆》中，韩雪野着重笔墨突出了满人赵集五的形象。面对小山父亲的绑

架事件，连拥有金钱和绝对权力的日本关东军都计无所出①，却多亏与马贼头领王快大

是世交的赵集五出面协商，得以圆满解决。若不是赵集五，小山和他的父亲根本无法生

还，而小山和小林两位充满激情的日本青年在贼匪和间谍面前也只能束手就擒。赵集五

在伪满洲国既不是官吏也不是军人，他所拥有的影响力和威望来源于其长久以来在满洲

积累的人际关系，而这要追溯到伪满洲国成立之前。由此可见，“满洲的主人既不是把

满洲视作开拓对象的小山和小林，也不是在伪满洲国拥有强大权力的关东军，而是赵集

五、王快大等一直以来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满人”。②赵集五虽对小山和小林两位日本青

年的理想表达出善意，但他对此又果真完全认同吗？并且，在满洲偏远地区建立各民族

共同体的这个理想，依靠的不是国家而是自由移民，凭借的不是军队、大资本而是人民

群众的力量。严格来说，它本身就与伪满洲国的“建国”历史背道而驰，无法共存。那

么，若要这个理想实现，伪满洲国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而在伪满洲国内，日本人和满

人又应该处于怎么样的位置？ 

 

“我打算将来买些田地或是荒地。当然，这需要在自由移民的精神指导下努力实现，

而不是依靠国家的力量。” 

“这真是个好想法。但满洲这个地方与您国家的情况不同……” 

赵老人冷静地思索着。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无论满人、日本人还是朝鲜人，大家求生的本能都是一

样的。我从小在满洲生活，周围有很多满人和朝鲜人，我可以自信地说，我对这片土地

非常了解。” 

“哦，原来如此，怪不得您满语说得这么好。太好了！在外国这才是最大的资本。

你需要了解它并在那里生活，尽可能成为那个国家的人。”③（划横线部分作者注） 

 

日本青年小林设想在不借助国家力量的前提下，在满洲实现人民共同体建设。但与

小林的激动兴奋相反，赵集五只是冷静地回答：“但满洲这个地方与您国家的情况不

同……”这句回答其实暗含好几层含义。从表面来看，赵集五只是指出了一个常识性问

题——满洲与日本内地在治安、文化、风土人情等方面截然不同，但后面省略的话实在

                                                             
① 徐荣裀，上文，338 页。 
② 徐荣裀，上文，338 页。 
③ 韩雪野，《大陆》，《国民新报》，1939.6.4-9.24。引文摘自金在湧等编，《殖民主义与非合作的抵抗》，亦乐

出版社，2003，20 页。  



耐人寻味。思考的角度不同，省略的内容也不同，可以是“不会这么轻易的”，也可以

是“不可能遂你心意的”。但无论哪个，都是在暗示“满洲不是您们国家”。为了说服冷

静且固执的赵集五，小林表明自己从小在满洲生活，周围有很多满人和朝鲜人，自信对

满洲非常了解。这里，小林在刻意与日本人保持距离，同时着重强调自己对满洲、对满

人如何了解。此举表明，为了在满洲与满人实现沟通，日本人必须放弃日本人的身份，

融入到满洲当地，实现满人化。面对小林的劝说，赵集五首先称赞了小林的满语能力，

并正面回答说：“在外国这才是最大的资本。你只有了解它并在那里生活过，才有可能

成为那个国家的人。”这句话乍听起来十分普通，只是表达小林说得一口流利的满语，

对在满洲生活十分有帮助。但细究 1932 年或 1939 年当时日本与伪满洲国之间，以及

伪满洲国内部日系与满系之间的关系，这个发言可谓相当大胆。首先，赵集五在面对小

山和小林两名日本青年时一直称呼“满洲”为“外国”。而在当时伪满洲国的日本移民

中，能有多少人认为伪满洲国不是日本的殖民地，而是与日本对等的一个“外国”？反

过来，又有多少满人会认为伪满洲国之于日本不是被殖民地，①而是一个对等的 “外

国”？赵集五的这个大胆称谓，使得日本帝国与伪满洲国之间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②彻

底土崩瓦解。接着，赵集五教导小林要先了解外国，尽可能成为那个国家的人。也就是

说，在 1932 年或者 1939 年的满洲，一位满人劝说一位渴望在此实现理想的日本青年去

了解满洲、成为“满人”。在国际交流遵循平等互信原则的今天，这些话极其合乎常理，

但在当时的伪满洲国却是相当革新大胆的。最终，赵集五答应帮助小山和小林。由此可

见，韩雪野强调日本人只有学习满语才能在伪满洲国生存，是为了表明在伪满洲国，相

较于日语而言，满语更为重要。不仅如此，日本人小林也认为只有先学习满语，才能了

解满洲并在满洲好好生活下去，因此他劝说小山：“你以后也要好好学习满语”。而且，

来满洲开拓市场的日本财阀五岛经理也跟随玛丽学习满语。可以说，《大陆》中处处洋

溢着满语学习的热潮。反观朝鲜，1938 年日本颁布了第三期《朝鲜教育令》，实行朝鲜

语抹杀政策，要求废止朝鲜语教育。如此看来，韩雪野强调满语的重要性是有其深意的。 

综上所述，韩雪野主张满人才是大陆的主人，即满洲真正的主人。无论日本人怀揣

怎样的理想，若想在满洲实现，前提是要说好满语、了解满洲、成为满人。概括言之，

在满洲拥有主导权的是满人，而非日本人。无论日本想在满洲实现何种理想、何种目标，

必须以独立自主、平等互信为前提，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得到满人的同意和许可，而不

像伪满建国那样是通过武装侵略的方式。也就是说，韩雪野诉求的不是国家军事实力，

而是国家间的平等交流和对话。但是，韩雪野也清楚他所提倡的日本与伪满洲国之间、

伪满洲国内部日系与满系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当时的伪满洲国根本无法实现。因为它与

日本建立伪满政权的初衷背道而驰，而且日系与满系之间的关系不会是和谐、合作，只

会是背叛、怀疑和互相监督。 

 

                                                             
① 伪满洲国政权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政权。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伪满洲国与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和

台湾存在明显区别。 
② 日本政府“特意设立接待委员会，并以隆重礼节欢迎溥仪”，却“在仪式上特意凸显伪满洲国皇帝与日本

天皇的差别。”韩锡政·任城模，《双向国家与文化：伪满洲国版传统的创造，1932~1938》，《韩国社会学》

35 卷 3 号，185 页。 



“听说，今天头道沟举行了马贼向日满军投诚的仪式，之后接到前往夹皮沟驻屯的

命令就出发了。” 

“太危险了，像马贼这种轻易背叛别人的人，实在不值得信任。” 

“尽管如此，也不能将他们赶尽杀绝。可以的话把他们收编到军队，名义上说是警

备军，实际上是把他们当做招抚贼匪的样本。当然得严密监视他们。” 

“马贼也和以前不一样，现在都很为难。” 

“是啊，所以一直在主动投诚。如果他们真心归顺，就能分得衣服和粮食。看到那

边马背上驮载的东西了吗？” 

“这些人真奇怪，放着这么好的土地不要……” 

墙子一直远远地望着他们。①（划横线部分作者注） 

 

小林和小山妹妹增子之间的对话，直截了当地反映出当时伪满洲国内日本人对马贼

的两面态度：一方面希望马贼投诚，一方面又认为即使他们投诚也并不值得信任。而且，

把投诚的马贼收编入伪满军队并非出自真心，名义上说是警备军，实际上是把他们当做

招抚贼匪的样本，进行严密监视。对投诚的马贼不信任，反过来也使得他们不可能真心

归顺，还会再次叛变，或者与马贼勾结，或者重新成为马贼。但需要注意的是话者的身

份。增子是财阀的女儿、关东军将领的妹妹，和小林一样，热切盼望依靠人民群众的力

量在满洲建设民族共同体。而这样一位日本人少女对马贼的看法，正代表了当时日本人

看待马贼的普遍态度。而对于马贼的不信任，也使得在满洲拥有绝对权力的日本人陷入

孤立无援的处境。而这种不信任不只存在于日本人与马贼之间，也存在于日本人与伪满

军之间。剿匪的伪满军士兵说：“虽然我们善于射击，但面对昨天还是伙伴、今天却变

成敌人的人，我们实在无法把枪口瞄准他们。”在日本通过武装侵略建立的伪满洲国，

日本人和满人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合作。因为对满人来说，日本人始终无法摆脱外来侵

略者的标签。 

况且，“这些人真奇怪，放着这么好的土地不要……”这句话，与“侵略”、“武力”、

“军人”等字眼相去甚远。但却因为是纯真的日本少女墙子的无意识流露，才更具冲击

力。日帝在伪满洲国颁布《土地征用令》，日本移民可以无偿或低价占领中国农民的土

地，中国人或因被驱赶或因愤慨当了马贼。两者在立场上分歧明显，根本不存在合作的

可能性。 

以上，我们可以明确韩雪野在《大陆》中并不赞同日本所谓的“五族协和”和“东

亚协同体”。 他认为，若想在中国人的领土——大陆上实现五族协和、创建东亚协同体，

在民族平等的前提之上，至少应求得大陆主人——中国人的同意和许可。这表明，韩雪

野意识到了“转向”社会主义者的局限性，即在“东亚协同体论”的话语框架内思考国

家和民族问题，继而对东亚协同体的提出依据产生了质疑。韩雪野主张大陆的主人是满

人，只有获得他们的同意和许可，日本人才能在满洲实现协和、实现他们的理想。但同

时他也清楚，在日本通过武装侵略建立起来的伪满洲国，这种想法根本无法实现。因此，

他并没有在帝国主义话语框架内对帝国意识形态进行批判，而是彻底否定了帝国话语本

                                                             
① 摘自金在湧等编，《殖民主义与非合作的抵抗》，亦乐出版社，2003，72-73 页。 



身，否定了伪满洲国。 

至此，对于既是伪满洲国军人吴营长的顾问，又是吉林省实业局长朋友的赵集五，

他的真实身份还未揭开。事实上，赵集五曾是袁世凯的健儿，在当时中央政界也小有名

气，袁世凯死后便回到家乡担任吉林省议员。因此，赵集五应该不是企图复辟清朝的亲

日派。而且他隐退回乡是因为不满张作霖和张学良的军阀暴政。如果从现行的平等国际

关系来看，赵集五也许就是韩雪野理想中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3. 大陆的他者：毫无立足之地的朝鲜人 

 

在韩雪野的小说《大陆》中，主人公是满人和日本人，朝鲜人只是作为远离叙事主

线的小人物登场。此前关于《大陆》的研究中，朝鲜人形象并未引起学者的注意。①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殖民地朝鲜刮起了一股满洲热潮，②各家媒体争相刊登有关满洲的报

道、纪行文等。在韩国近代文学史上，以满洲为背景创作的作品在 1939 年以后大量涌

现。1939 年 5 月，朝鲜人移民也被纳入日本国策移民，满洲对朝鲜人来说由抽象变的

现实。与韩雪野发表《大陆》几乎同一时期，李箕永、李泰俊等也发表了与满洲相关的

小说，主人公都是在满洲开垦定居的朝鲜农民。相较而言，韩雪野对朝鲜及朝鲜人漠不

关心的态度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是非常罕见的。 

随着日本对满洲正式实施开发建设以及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满洲被殖民地朝鲜的

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赋予了多重含义。从经济上来看，满洲成为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从政治上来看，满洲则成为一个具有自治可能性的空间。这时期，“去满洲”就是“去

做活，去寻找希望”。③1939 年 7 月，《朝光》策划了一期“满洲问题”特辑，内容包括：

进军大陆问题与满洲和朝鲜的关联、当代的满洲热潮等。④ 

 

① 伪满洲国的建设能有今天的成效，离不开朝鲜农民的血泪和汗水。万宝山事件

是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之一，便可佐证这点。在日本扶植建立的伪满洲国内，我们朝

鲜人作为“国民”可以参与制定国策。日本帝国政府甚至颁布国策，奖励朝鲜人到伪

满洲国定居、开垦。对此，我们为何还踌躇不决？⑤ 

 

② 朝鲜内地的人们应当尽快正确认识到满洲的重要性。起码自己民族的系统——

鲜系不应对方兴未艾的伪满洲国漠不关心。尤其应该向知识分子展示我们鲜系的真实水

                                                             
① 以韩雪野《大陆》中在满朝鲜人为研究对象的著述有：徐荣裀的《满洲叙事与（后）殖民的他者们》和

金成京《种族他者意识的阴影》。徐荣裀关注的是在殖民地既是他者又是下级主体的朝鲜人，金成京则认为

这反映出了日本人的种族他者意识。 
② 20 世纪 30 年代后半期，刮起了一股满洲热潮。根据《每日申报》1939 年 3 月 26、27 日的报道，往返满

洲与朝鲜之间的列车每日搭载乘客约三万名。《涌入兴亚的人潮》，《每日申报》，1939.3.26；《兴亚之春，旅

客洪潮》，《每日申报》，1939.3.27。转引自尹大錫，上文，71 页。 
③ 咸大勋，《南北满洲踏遍记》，《朝光》，1937.7。 
④ 徐荣裀，上文，333 页。 
⑤ 李瑄根，《满洲与朝鲜》，《朝光》45 号，1939.7。 



平。① 

 

上述两段引文摘自 1939 年 7 月号《朝光》满洲特辑中刊载的李瑄根和李云谷的文

章。李瑄根强调朝鲜农民在对满洲进行开垦和建设过程中的付出与贡献，主张朝鲜人作

为伪满洲国国民，理应享有参与国家建设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依据日本国策，朝鲜人

也拥有进军大陆的权利；李云谷也同样认为，鲜系作为伪满洲国成员之一履行了应尽的

义务，同时呼吁朝鲜的知识分子展现出自己的风范。在当时的转向社会主义者阵营当中，

满洲也被视为能够争取朝鲜人权利的空间。抗日战争的爆发让社会主义者意识到，在当

前的国际形势下已无法实现朝鲜独立。但他们却在日本提出的“东亚协同体论”和“内

鲜一体论”中，发现了争取朝鲜人权利的希望。②伪满洲国标榜的五族协和尽管只是一

个虚伪的政治口号，但日本与朝鲜的左派知识分子仍对此抱有某种幻想。③他们主张在

满权利，包括消除歧视、解除限制、主张自治。④ 

殖民地朝鲜知识分子的这种满洲认识，在当时满洲再现小说中也有真实体现。李箕

永在《大地之子》中写道“我们的先辈是满洲水田开垦的先驱”。⑤他强调朝鲜移民在满

洲开垦水田的事实和功绩，并认为这是朝鲜民族共同体在伪满洲国存在的历史基础。

1937 年就已移居满洲的廉想涉，在在满朝鲜人作品选《春回大地》（1941 年 11 月 15 日，

满鲜日报社出版）以及安寿吉的个人创作集《北原》（1944 年 4 月，延吉艺文堂出版）

的序言中指出：通过水田开垦，建设农业满洲，凭借为农业满洲做出的贡献来获取朝鲜

人在满洲的地位。而满洲朝鲜人的开拓文学与农民文学则是垦农精神上的食粮和原动

力。⑥伪满洲国朝鲜系代表作家安寿吉则在其长篇小说《北乡谱》（1944 年，《满鲜日报》

连载）中，主张鲜系移垦农为满洲水田开垦事业做出了贡献，积极发展畜牧业，建设农

业满洲，并以此来获取伪满洲国国民资格的认同。⑦ 

但在韩雪野《大陆》中，朝鲜人对于伪满洲国虽然是“开垦荒凉之地的恩人”，⑧却

无法享有任何权利。并且，无论与日本人还是与满人都不具备平等对话的资格。小说中，

朝鲜人仅出场三次。其中，两次是在马贼袭击朝鲜人村落时，一次是失去家和亲人的朝

鲜人难民苦苦哀求回到祖国的场景。伪满洲国成立之前，朝鲜移民受尽了张作霖军阀的

残酷剥削；伪满洲国成立之后，又受到马贼的威胁与困扰。“在日军占领铁路的时代，

满洲偏僻地区的人民就如同站在电闪雷鸣中的枯树。突然出现的伪满洲国向国民许诺了

                                                             
① 李云谷，《鲜系——满洲生活断想》，《朝光》45 号，1939.7。 
② 洪钟玉，《抗日战争时期社会主义者的转向及其逻辑》，首尔大学国史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00，62-63

页。 
③ 洪钟玉，上文。 
④ 裴珠英，《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满洲看殖民地知识分子的欲望及身份认同性》，《韩国学报》112 辑，56

页。 
⑤ 李箕永著·李相庆编，《大地之子》，韩国亦乐出版社，2016，259 页。 
⑥ 李海英，《日帝末期满洲的民族想象及其文学实践》，《统一之后的融合性․复合性统一研究》（2017 建国大

学统一研究网络事业团主办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2017.5.12，232 页。 
⑦ 李海英，《伪满洲国“鲜”系文学建设与安寿吉》，《韩国文学的跨语际符码——“满洲”》（中国海洋大学

海外韩国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组编，中国海洋大学“海大韩国研究”丛书 07），昭明出版社，2014 年，223

页。 
⑧ 韩雪野，《大陆》，亦乐出版社，2003，63 页。 



新的春天，却因叛军和贼匪的出现在各地掀起了血雨腥风。”①这段描写，与安寿吉在满

时期小说中所描绘在满朝鲜移民的安定生活截然相反。 

但为什么马贼只袭击朝鲜人村庄呢？《大陆》中马贼袭击朝鲜人家的场面，以及节

节败退的马贼穿上朝鲜人衣服逃跑的场面，反映出朝鲜人在伪满洲国始终摆脱不了日本

人或日本人走狗的身份。遭到马贼袭击的三道沟街市西半部是中国人家，东半部是朝鲜

人家。“朝鲜人家是在死胡同的尽头”，“但不知为何中国人家却安然无事”。②马贼刚袭

击没多久，伪满洲国的公安队和陆军队就举着白旗赶来。军队外的中国人与马贼串通一

气，不仅躲过了炮弹洗礼，还与马贼一起哄抢。虽然马贼袭击了“朝鲜人家和领事馆警

察”，但他们的目标是谁显而易见。在朝鲜人家与中国人家的交界地带，四处都是着白

衣的尸体，朝鲜人的房子已被烧得面目全非。中国人则在这里围起了一堵隔离墙，防止

大火蔓延。但是随着日本警察的反击，中国人家也被点燃。中国人俘虏用手在交界地带

腾出一块宽敞的空间，阻止火苗蔓延。大多数马贼都悄悄偷了朝鲜人的衣服换上。“他

们听到日军来了的消息，在从朝鲜人那抢来的东西中抽出了几件衣服穿上，假扮成朝鲜

人。”③虽然只是一句简单地描写，却直截了当地反映出当时朝鲜人在伪满洲国内的地位

和身份。不仅如此，日本人小林还安慰朝鲜人：“中国人家的东西都是你们的了”。在伪

满洲国，朝鲜人无可避免地与日本人捆绑在一起，这是伪满洲国的性质所决定的，对朝

鲜人来说既是灾难，也是他们的宿命。尹大锡指出，对于日本人、朝鲜人以及满人三者

之间的关系，其他作家主张“日本人：朝鲜人=朝鲜人：满洲人”，韩雪野却认为“日本

人：朝鲜人=日本人：满洲人”。他在小说中未把朝鲜人设定为主人公，而是与日本人捆

绑在一起，并不强调他们的主体性。因为，“对当时的朝鲜人来说，就算主张他们的主

体性，也逃脱不掉被划入日本人的命运”。④ 

那么在伪满洲国，朝鲜人对日本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小林认为“只是想把涌入

到荒凉大陆的血和生命充分利用在这片土地上”，而这也代表了伪满洲国内日本人对朝

鲜人的普遍看法。朝鲜人终究是日本人用来在伪满洲国开垦荒地的工具和垫脚石。“就

算死，也想死在祖国的大地上”，“但是就算现在死了，他们也回不到祖国。”韩雪野借

朝鲜人民会书记之口，表明了朝鲜人在伪满洲国所处的境遇与状况。换言之，《大陆》

想要传达的是朝鲜人“左右两难的处境”。 

那么，韩雪野又为何在《大陆》中刻画了在伪满洲国毫无立足之地的朝鲜人的形象？

这是因为，与先接受“五族协和”、“东亚协同体论”等帝国话语，再在此框架之内批判

其虚伪性的其他作家不同，韩雪野始终否认伪满洲国存在的合理性。他认为，在依靠日

本武装侵略建立起来的伪满洲国，朝鲜人对满洲人来说只是日本人的走狗，对日本人来

说也不过是他们用来实现侵略中国的工具，朝鲜人在伪满洲国毫无立足之地。并且，他

坚持满洲人才是大陆真正的主人。对此，安寿吉至少主张朝鲜人通过水田开垦和民族协

和来获得伪满洲国的国民资格。但这也是以承认伪满洲国存在为前提的，因此也不可能

实现。在日本通过武装侵略建立的伪满洲国，朝鲜人的身份是日本新民。对满人来说，

                                                             
① 韩雪野，《大陆》，上书，66 页。 
② 韩雪野，《大陆》，上书，34 页。 
③ 韩雪野，《大陆》，上书，38 页。 
④ 尹大錫，上文，100 页。 



他们是抢夺土地的敌人，两者间自始至终不可能存在合作。当安寿吉在《枭首》中写到

“伪满洲国土地的主人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朝鲜农民，而是这些被枭首的满人贼匪”时，

已经是韩国光复之后的事情，距离伪满洲国时期已时隔久远。韩雪野试图通过从根源上

推翻当代满洲话语中对满洲的幻想与憧憬，把朝鲜人在满洲无立足之地的真实处境传达

给朝鲜的知识分子。 

 

 

4. 大陆的流浪儿：失去成为主人资格的张学良义勇军 

 

《大陆》中的抗日势力除马贼之外，还有秉持明确政治理念的张学良义勇军。张学

良的父亲张作霖是马贼出身，后成为掌控东北地区的奉系军阀。因利益摩擦，被日本关

东军设计炸死，即皇姑屯事件。随后，张学良继任东北军首领，带领东北军退回关内归

入蒋介石麾下。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张学良在北京提出“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的口号，

企图卷土重来。在新京、哈尔滨、奉天等地建立了各种间谍组织，向国际社会控诉伪满

洲国的不合理性，同时向东北各地派遣义勇军与日军对抗。但出乎意料的是，张学良一

系列的抗日救国运动遭到了韩雪野冷嘲热讽地批判。 

小说中，张学良麾下的间谍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的目的只是在于金钱，并非出自纯粹

的爱国之心。为了钱，他们不惜把重要的情报卖给敌人，或者把情报内容随意更改，而

且在接受任务之前首先讨价还价。 

 

“……若想生擒小山大尉，应当谋划一个万全之策，把正在四处通缉说得稍微夸张

一点。如果碰巧成功了，拿到的酬金说不定足够我们一生衣食无忧了。有钱的话，谁愿

意在这种危险的地方度日？真希望能从这件事上尽快收手，逃到哪怕国外去。” 

…… 

“结束了吗？辛苦了。得赶快汇报，不然东北义勇军的总指挥或他的部下会把功劳

和奖金都截胡了去也说不定。呵呵呵。不管怎么说，钱才是最重要的。”① 

 

这是张学良麾下的新京间谍头目柳伍乐与其手下的对话。柳伍乐深得张学良的信

任，负责所有的重大任务。在他们身上，我们看不到丝毫的爱国之心和对张学良起码的

忠心。他们的眼里只有金钱，为了奖金不惜夸大情报，还每天提心吊胆地害怕义勇军把

奖金抢走。他们以张学良的名义，给在满洲山区活动的张学良义勇军送去了绑架小林父

子的密函，却被联络员醉酒后不小心落在了赵玛丽的房间里。由此可以看出他们非常玩

忽职守。在满洲山区接到张学良密令后加入抗日的张学良义勇军也被金钱所牵制，比起

打架更重视论功上行。他们的动力不是抗日之心，不是爱国之情，而是金钱。深得张学

良信任、人称“北满拿破仑”的马占山也如同柳伍乐对钱的欲望非常强烈。 

不仅对张学良的手下，韩雪野对张学良本人的抗日救国方式也进行了批判。 

 

                                                             
① 韩雪野，《大陆》，上书，122 页。 



“不仅英美，国际联盟成员国都支持中国。张将军也和中央政府联合，向国际联

盟提出申诉。不管怎样，中国的命运取决于国际联盟。” 

英美的领事和公使这样一说，张将军立即喜笑颜开，还给了他们钱讨好他们。① 

 

在伪满洲国初期，张学良致力于与国际列强进行外交，希望借助国际联盟的力解决

决满洲问题。对此韩雪野进行了强烈批判，他认为，在强国中间满洲无法摆脱殖民地的

命运。 

 

“那个人最近在四处奔走。而且，无论美国领事还是外国的新闻记者，都对日本和

伪满洲国不利。德国之前已经答应向张将军提供军需品；在美国，以满洲铁路的铺设权

为抵押，获得了借款；英国……”② 

 

从上述柳伍乐的话中可以得知，张学良进行抗日救国的方式是通过向列强出售国家

主权，以获得列强的支持。这就意味着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同时，又落入其他列强国家

的殖民统治当中。照这样下去，根本无法在张学良身上看到抗日救国的希望。 

但是在北京企图收复满洲失地的张学良，以及他的父亲张作霖都是施行暴政的军

阀，用各种苛捐杂税压榨和剥削满洲善良的百姓，甚至对他们肆意掠夺。“张将军刚去

北京，就加大了对人民的剥削力度。供他和妻子娱乐的开支以及用于收买外国使节的庞

大资金，无疑就是这些百姓的血汗钱。因此，张将军进军中央使得满洲三千万人民的生

活更加水深火热。”如此看来，张学良想要找回的是怎样的满洲显而易见。因此韩雪野

指出，张学良收复满洲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满洲的百姓，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利和财富。原

他认为，张学良原先不是大陆的主人，现在也不过是丧失了成为主人资格的大陆的流浪

儿。 

韩雪野对张学良抗日救国路线的犀利批判，是其作为卡普作家理念反省的结果，也

是其对卡普理念的一贯坚持。而金明植、安寿吉两人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金明植在

1931 年指出，与其通过中日两国反帝劳动人民的统一战线来解决在满朝鲜同胞问题，

不如向蒋介石要求建立满洲朝鲜人自治区。③安寿吉则在其中篇小说《水稻》中刻画了

国民党清廉官吏苏县长的形象。他没收朝鲜人的土地并且将朝鲜人赶出满洲，是为了防

止他们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借口和跳板。安寿吉认为，虽然苏县长给鹰峰屯的朝鲜移民

带来了诸多不便，但是从中国的国家立场来看，像苏县长这样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进步

人士，理应被提拔任用，对中国国民党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给予了客观积极的评价。

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大陆》发表的时间——1939 年。此时，日本关东军与伪满洲国

军队的治安肃正计划已取得一定成果：贼匪的数量已由 1932 年的最大值 30 万名减少至

数百名。而对于最后的抗日武装力量——东北抗日联军的追击，从 1939 年冬天韩满边

                                                             
① 韩雪野，《大陆》，上书，66 页。 
② 韩雪野，《大陆》，上书，57 页。 
③ 金明植，《关于在满朝鲜人问题的解决对策，驳朴一氏所说》，《批判》，1931.12。转引自裴珠英，《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满洲看殖民地知识分子的欲望及身份认同性》，《韩国学报》112 辑，54 页。 



境开始，目前已基本被歼灭。①此时，韩雪野开始分析反满抗日失败的原因，他将其归

咎于张学良及其部下的腐败与堕落，以及他们抗日救国的不纯动机。在此背景下，韩雪

野在 1933 年 10 月 24 日的《北国纪行》中，针对 1930 年间岛共产党事件提问：“都只

是朝鲜人吗？”“不知为何，现在正跟满人合作。如果不是满人，很难广范围做出大事

也不好躲藏。无论是武器还是炸弹，只有他才能对付。”“是啊，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吗？”

“偶尔也会有，但规模如此之大还是第一次。一下子打了四五座城市，大概有数千名吧。”

②做了详细的描述。因此，韩雪野虽然对满洲共产主义者的抗日运动十分了解，却未在

《大陆》中将共产主义者包括在抗日势力之内，看来是作者故意为之。 

 

 

5. 结论 

 

本文以韩雪野的长篇小说《大陆》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作者的现实认识，对“韩

雪野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日本提出的‘五族协和’、‘东亚协同体论’等帝国话语，并

在此框架内对帝国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提出质疑，并就相关问题作出了解答。从结论

来看，韩雪野从根本上否定了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的初衷，否定了日本的帝国话语。他认

为，若想在中国人的领土——大陆上实现五族协和、创建东亚协同体，在民族平等的前

提之上，还应求得大陆主人——中国人的同意和许可。这表明，韩雪野意识到了“转向”

社会主义者的局限性，即在“东亚协同体论”的话语框架内思考国家和民族问题，继而

对东亚协同体的提出依据产生了质疑。韩雪野主张大陆的主人是满洲的原住民，只有获

得他们的同意和许可，日本人才能在满洲实现协和、实现他们的理想。 

小说《大陆》中，韩雪野还刻画了在伪满洲国毫无立足之地的朝鲜人形象。与先接

受“五族协和”、“东亚协同体论”等帝国话语，再在此框架之内批判其虚伪性的其他作

家不同，韩雪野始终否认伪满洲国存在的合理性。他认为，在依靠日本武装侵略建立起

来的伪满洲国，朝鲜人对满洲人来说只是日本人的走狗，对日本人来说也不过是他们用

来实现侵略中国的工具，仅此而已。因此，朝鲜人在伪满洲国毫无立足之地。并且，他

坚持满洲人才是大陆真正的主人。 

至于张学良，他虽然创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但同时也是实施暴政，把三千万满洲

百姓推入绝境的罪魁祸首。因此在韩雪野看来，原先不是大陆主人的张学良，现在也只

不过是丧失了成为主人资格的大陆的流浪儿。不仅如此，韩雪野认为 1939 年前后张学

良义勇军部队的腐败、无能与堕落则是导致反满抗日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并指责张学

良军阀实施抗日救国的动机不纯。韩雪野的犀利批判，是其作为卡普作家理念反省的结

果，也是其对卡普理念的一贯坚持。也正因如此，在《大陆》中，韩雪野并未将共产主

义者包括在抗日势力之内。 

 

 

                                                             
① 韩锡政，《伪满洲国成立新解》，东亚大学出版社，2009，80 页。 
② 韩雪野，《北国纪行》，《20 世纪中国朝鲜族文学史料全集》第 14 卷，延边人民出版社，2013，2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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