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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帝下 韩国近代文学与冲绳 

金在湧 

1. 荒谬的出口；新体制论 

  朝鲜文人们于 1938 年 10 月武汉三镇沦陷后，开始了两极化道路的探索。一方，是完全

接纳日本殖民主义体制、主张成为日本实质上的臣民，虽然根据其内部的志向不同而存在一

定差异1，但基本上是拥护日本帝国主义、以内鲜一体为目标进行日语创作的文人们。另一

方面是不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地批判内鲜一体的文人们。后者坚信，虽然有时候

必须用到日语，但基本上应该用朝鲜语进行创作。因此，对日本帝国和前者的知识分子们力

荐的日语创作持批判性立场。1940 年 10 月提出了新体制论，地方文化论也被提倡，那些

批判日语创作的文人们企图积极利用这些言论。因为，将东南亚地区也纳入视野内的新体制

论，朝着保障各地区自立性的方向迈进，以此为据也可以期待朝鲜地区的特殊性和自立性得

到确保。 

  1936 年末以后，由南总督主导的内鲜一体论在武汉三镇沦陷后愈发强势，失去了抵抗据

点的批判性知识分子们，虽有些荒谬却从新体制论中找到了突破口。因为，在内鲜一体论中，

朝鲜性的部分无所依托，然而在新体制论的地方文化论中却有谋求朝鲜性的可能。因此，朝

鲜的知识阶级为了在新体制论确立后加以利用，开始了各方面的努力。杂志《朝光》说服了

大政翼赞会的文化部负责人岸田国士和朝鲜的朝鲜国民总力朝鲜联盟文化部负责人矢锅永

三郎，与作家林和、金史良进行对谈。林和、金史良对杂志社的“将新体制论所标榜的地方

文化论作为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新转机”这一企划产生了共鸣，积极的接受了对谈邀请。林和

与金史良在日渐强势的日语创作压力下拥护朝鲜语创作，他们想要利用这一局面使情势对自

己更加有利。 

  在朝鲜京城举行的林和与矢锅永三郎的对谈中，其核心问题是关于朝鲜语创作。1938 年

10 月武汉三镇沦陷后，日本文人们访问朝鲜的机会大幅增加。也有以访问朝鲜本身为目的

的旅行，但更多的是在访问满洲国和中国前线途中顺路前往京城。此时通过总督的日语机关

报《京城日报》的斡旋，使日朝文人展开座谈，在这样的座谈中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围绕日

语创作和朝鲜语创作的问题。日本作家以各种理由向朝鲜作家推荐日语创作，对此朝鲜作家

们的反应分为两类。对日本的内鲜一体方针持批判态度的文人们拒绝使用日语创作，赞同该

方针的人们则欣然接受。访问朝鲜的日本作家与朝鲜作家的对谈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1938

年 10 月的座谈会。京城日报社组织武汉三镇刚刚沦陷后前往中国的日本作家，与朝鲜作家

展开“朝鲜文化的将来与现在”座谈会，并在报纸上连载（京城日报，1938.11.29-12.7）。

林和出席了此次座谈会，听到日本作家们对日语创作的力荐感到深刻的耻辱。然而，在这个

总督府企划下开展的座谈会上无法吐露内心的真实想法，只能迂回委婉的表达了意见。对于

在这样日渐强势的压迫下痛苦不堪的林和，新体制论成为了一个荒谬的突破口。他看出，帝

国日本不仅向东北亚，甚至向东南亚进行领土扩张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一新体制论，是朝鲜的

批判性知识分子可以加以利用的，使他们得以喘息的一个突破口。可以看出，林和将新体制

                                                        
1 关于对日协力的朝鲜作家其内部差异及类型，参照笔者『風化と記憶：日帝末親日協力文学の再認識』

ソミョン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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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作为荒谬的突破口，不顾被周围误解的危险，展开了积极应对。 

  1941 年 1 月召开的林和与矢锅永三郎的对谈，其核心问题依然是朝鲜语创作与日语创作

的问题。 

 

  林和：稍微考虑一下，觉得似乎看上去是一个遥远的将来的问题，然而仔细想想却觉

得是现在的问题。比如语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是在与内地人交谈时，稍有

论及便容易造成误解的问题。我认为这样的事情需要彼此敞开胸襟相互交流。语言从另

一个角度来讲，一般会令人强烈地联想到乡土色彩、民族色彩。并且，从另一个方面来

看，语言是一个民族、一片乡土中最具有普遍性和国际性的事物，自然、历史、血统等

是无法被翻译的，是无法被取代的。然而举一个例子，朝鲜的“sa rang”这个词，国

语（日语）里译作“爱”。能够被翻译，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朝鲜语并不是朝鲜

特有的狭隘思想，而是更加普遍的思考和健康的思想也可以融入其中。如此想来，我认

为今后，朝鲜语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成为连结朝鲜人与内地人之精神的一种有力手段。 

  矢锅永三郎：这是一个需要非常慎重地考虑的问题，如果语言的系统完全不同的话自

不必说，但日语和朝鲜语并不是这样的。最近，九州和东北的交通日益频繁，语言亦变

得更加共通和周知。因此，与朝鲜也频繁交通的话，语言也会越来越接近吧。近来，从

内地流入而成为朝鲜语的词汇有很多，另一方面朝鲜语成为内地词汇的也不少。而且也

产生了诸如“ainoko”这样的词语。如此想来，我认为语言是一种交流的产物。 

  无论如何，尽量统一语言才能让更多的人在生活中获得便利。因为没有比语言不通更

不便的事情了2。 

 

  林和所说的“语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是在与内地人交谈时，稍有论及便容易

造成误解的问题。我认为这样的事情需要彼此敞开胸襟相互交流”正是指刚才的座谈会。从

中可以切身感受到，用朝鲜语创作还是用日语创作在当时是一个多么重大的问题。当然，林

和强烈主张用朝鲜语创作。对此，国民总力朝鲜联盟文化部长矢锅永三郎则否定朝鲜语创作。

从他将朝鲜与日本国内的九州、东北放在同一个层面来谈的部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认

识。林和希望矢锅能认识到朝鲜语是与日语不同的，然而矢锅却认为朝鲜语不过如日语的方

言一般。这样的表面的对立的背后，是对殖民地认识上的巨大差异。 

  因为这次对谈是在朝鲜京城举行的，所以主要限制在了朝鲜语的范围内，对于当时不仅在

冲绳为人所知甚至扩散至东京的冲绳语言论争则未谈及。对谈的当事人，或是因为不知道这

个问题，或是知道却觉得没有必要讨论，其理由现在并不可考，唯一可以明确的事实是，虽

然朝鲜语创作问题浮出水面，但冲绳言语论争的话题最终也并未提出。 

 

2. 殖民地朝鲜与冲绳 

  冲绳自 1940 年初就存在关于语言问题的激烈论争，一直持续到 1941 年春天。因为这一

论争不仅在冲绳，亦波及日本本土，是日本的知识分子们特别关心的问题。实际上，这一论

                                                        
2 《朝光》1941 年 3 月号，150-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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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被认为给新体制论的提出带来了一定影响，然而由于朝鲜内部各种各样的信息制约，并没

能够清晰的了解到相关情况。但是住在东京的金史良对此问题抱有深刻的关心，一直持续关

注，并且联系朝鲜语创作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最近，琉球的方言问题成了人们关心的一大重点，然而关于语言问题也应该从与朝鲜

文化的相关部分进行考量。朝鲜人为了与内地人相互融合，确实有必要快速学会内地语，

然而不得不说有些人过度期望于此，倡导朝鲜语废止论，这是应该深刻反省的。在此状

况下，朝鲜的知识阶级也开始了关于朝鲜文化的认真思考3。 

 

  以柳宗悦为首的民艺团队出版的杂志《月刊民艺》，其 1940 年 3 月号详细刊载了冲绳语

言论争的过程，金史良无疑阅读了该文。金史良看到这一论争后立即与朝鲜的语言状况联系

起来进行了解释，写下了上文。这一时期的金史良与上文提到的林和一样，关于朝鲜语创作

问题受到日本帝国知识分子们的劝说和总督府的强迫，感到十分痛苦。他应该是正在此时了

解到了冲绳语言论争问题，欣然写下了这篇文章。 

  金史良得知杂志《朝光》的企划后，他应该也认为新体制论是一个荒谬的突破口，因此欣

然参加了对谈。金史良于 1941 年 2 月，在其当时居住的东京举办的与岸田国士的对谈中，

向岸田国士谈及了冲绳语言论争。因为金史良对冲绳语言论争的推移所知甚详，并且认为岸

田国士也对此问题十分了解，所以并没有从正面涉及该问题。反而，他选择了可以说是更为

根本的问题：新体制论的地方文化论作为话题。因为，金史良看到大政翼赞会文化部于 1941

年 1 月发表了《地方文化新建设的根本理念与当面方策》，并判断出利用这一政策可以找到

一定的突破口。金史良强调朝鲜的文化特性是与东北、四国这种日本内地的一片区域有所不

同的。当时日本的论者们和朝鲜的对日协力的论者们认为，朝鲜必须成为和日本国内其他地

域一样的一片地域，并认为朝鲜的特性不过与其他地域的情况相似。反对此观点的金史良提

出了单刀直入的质问。前文论及的林和与矢锅永三郎的对谈中，矢锅永三郎也将朝鲜看作与

东北、九州一样的一片区域，而林和对此用迂回委婉的表达方式提出了反对。然而，金史良

比林和更加强烈的批判了这一观点。从对谈的一开始就强调，并不能将朝鲜与日本的九州、

东北这种一片区域相提并论，并将新体制论的地方文化论作为一个论据提出来。以下是金史

良在对谈一开始时的言论。 

 

  最近，地方文化似乎成为了一个大问题。在考虑作为其中之一的朝鲜文化时，我认为

与九州文化、四国文化、北海道文化等的意思是不同的。因为在自然、风俗、语言、历

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极大，虽然同样是地方文化，但我认为应该与内地的情况区别看

待。因此，我认为对朝鲜的指导方针也应该有所区别4。 

 

                                                        
3 朝鲜的知识层与文化、大陆、1940 年 9 月。该文章为郭炯德《金史良と日帝末植民地文学》ソミョン出

版，2017 年译为韩语刊载。 
4 《朝光》1941 年 4 月号，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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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岸田国士的立场不同。岸田意识到，自己所标榜的地方文化论在越南等南洋地区正全

新展开中，因此无法从正面反对金史良。如果反对的话，自己与官僚们辛辛苦苦提出的地方

文化论将化为泡影。然而，如果接受金史良的意见，那么就是否定在朝鲜推行日语创作的方

针，岸田被置于了一个进退两难的立场上。于是岸田只好说，即使发挥地方的特殊性，最终

也必须要作出进步性的改变，与日本文化形成一致，从而结束了讨论。在这里岸田国士举了

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案例，正是冲绳的情况。 

 

  我认为当然应该尊重。然而从技术上敏感的点在于，当内地语的普及中产生任何问题

的时候，地方语是更加方便使用、更加方便表达自己的感情的。因此，在努力普及国语

的同时，也必须要找到保护地方语言的技术性的方法。如果找不到这个方法，这个问题

就会一直解决不了。为了找到这个方法，依然还是需要朝鲜的人们为了国语普及而尽力。

朝鲜的指导者阶层正为国语普及而努力的这一事实，是证明使用朝鲜语并不妨碍国语普

及这一结果的唯一道路。不能为了保护朝鲜语而有意识的拒绝国语普及。因此，调和这

一矛盾的最好技术就是，朝鲜的指导者阶层为内地语言的普及而努力吧。并且，日常生

活中内地的语言和朝鲜的语言二者并用，不过是一个过渡期的现象，不久后朝鲜的语言

也会与时俱进的吧。语言的进化原则上是进步的。我认为必须要给这个进步的方向，注

入正确的方向。比如说，诸如琉球的语言中，有着非常复杂的语源性的意思，但实际上

即是去追究琉球的语言，内地人也不能明白。然而，琉球的语言也是随着时代在不断变

迁的，这一点证据确凿。现在即使把它当做一种特殊的方言在使用，仔细分析就会发现

这个方言本身是逐渐感染了日本的性格的。我认为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关于语言的这

种进化，希望朝鲜的指导阶级能够持有这样的认识5。 

 

  与京城的非文学者矢锅永三郎不同的岸田国士的面貌跃然纸上。一方面接受金史良的见解，

即不能将朝鲜看做九州、东北这种日本国内的一个区域，另一方面又为了主张日语创作而举

了冲绳的例子。冲绳的确不像九州、东北那样是日本内部的地域，然而日语创作已经普遍化

了，所以可以说是朝鲜的未来。金史良在这个对谈中看到大政翼赞会的文化部长，将朝鲜与

冲绳置于同等地位，内心应该是大呼快哉的吧。不是通过自己而是通过岸田国士的嘴来道出

这个问题，从而使事态更加明确化，金史良的这一战略成功了。两人都不主张激进的根绝朝

鲜语，在这一点上是共通的。但是，相对于岸田国士希望将朝鲜语内包入日本国语的强烈意

图，金史良想要将朝鲜语置于日本国语之外。即使存在这样同床异梦的想法，两人都不主张

激进的根绝朝鲜语。为了理解两人对谈中涌现出冲绳问题这一情况，我们需要再确认一下

1940 年发生的冲绳语言论争。 

 

3. 特殊的方言，冲绳语言论争 

  冲绳语言论争自 1940 年 1 月开始，持续了一年左右，而其核心是 1 月刊载的两篇文章。

以柳宗悦为代表的一篇，是主张冲绳方言的使用与日语标准语教育一样应该被奖励。以冲绳

                                                        
5 同上，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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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务局为代表的一篇，其理论则是应该加强日语的标准语教育而消灭冲绳方言。赞成或反对

这两个立场的人们不断向报纸投稿，使其慢慢波及东京，成为了全国性的论争6。 

  主张使用冲绳方言的人们，其言论宗旨正确的来讲到底是什么呢？以柳宗悦为代表的民艺

研究员们于 1939 年 12 月 31 日访问冲绳时，语言问题不过是一个附带的问题之一。他们当

时最关心的是发挥冲绳的乡土性，使其成为日本人的观光地。因此，发挥冲绳正在逐渐消亡

的乡土性至关重要，其中一点即是冲绳方言。以此为意图招待柳宗悦及其民艺团队的座谈会，

于 1940 年 1 月 7 日在冲绳的观光协会和乡土协会的主办下召开了。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语

言问题成为了论争的中心主题。以服饰为首的其他问题都简单的达成了一致，然而这个语言

问题却发展出了深刻的意见对立。因为当时出席座谈会的冲绳县警察部长积极地反对了柳宗

悦的语言观。冲绳有着与九州、东北等其他地区不同的历史性脉络，因此禁止使用冲绳方言，

必须强制使用日本的标准语。对此柳宗悦提出抗议，认为为什么其他地域并没有禁止方言这

一国家措施，唯独冲绳有。并声明自己一方主张使用冲绳方言，并非否定日本的标准语教育。

座谈会上的对立主张，在冲绳的《琉球新报》《冲绳朝日》《冲绳日报》三份报纸上引起了论

战。 

  在冲绳主导日语标准语奖励运动的学务部，于 1 月 11 日在报纸上发表的声明使论战进一

步深化。 

 

  掺杂着方言对新生进行授课是 5、6 年前的事了，如今无论在怎样的僻壤、离岛，从

入学之时起就用标准语进行授课能大大提高教育的效率。在旅途中问路时也能用清晰地

标准语回答的农村老人，爽朗干脆满怀自信的青年男女们应答的样子，因为得益于标准

语奖励而免遭歧视和差别待遇的外出务工人群寄来感谢的消息，新兵对本运动的强烈的

感谢和感激的书信！军部亦表示本县出身士兵在意志表达上的共通缺陷也顿时有所好转！

我们在此暗暗感觉到这是振兴本县的根本，感受到了无限强大的力量。 

  如今县民中以男女青年为中心，成为了使用标准语的原动力、推进力，从物质精神两

方面强有力地奏响着跃进谱。 

  在标准语普及运动逐渐步入轨道，从物质精神两方面逐渐看到黎明的曙光之时，有一

些企图阻止本运动发展之言论也有发表的动向。其中大部分是外来者的阿谀之词，或是

是一些细枝末节的方法论其本质并不可取。但是最近，似乎有某著名民艺家以其特殊的

视野声称，本县的标准语奖励太过火。为了保存传统的美与特征，或是为了决定将来的

日语标准，应该慎重考虑标准语奖励。然而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真心希望本县振兴的人

会说的话7。 

 

  推行标准语奖励运动的人们，主张只说日语不说冲绳语。标准语奖励运动不在其他地方推

行而在冲绳推行，是因为这一地区的人们十分抵抗对日本的身份认同，甚至一度搞过归属清

国的运动，所以特别有必要强迫推行日语标准语。他们之所以将主张使用冲绳方言的柳宗悦

                                                        
6 《琉球の文化》昭和书房，1941，4-5 页 
7 《わが沖縄》木耳社，1970，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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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人看作是企图将冲绳从日本分离出去的势力，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柳宗悦一行人对冲绳学务部的以上批判感到十分不悦，几度批判回击使问题不仅在冲绳甚

至扩散到了东京。柳宗悦等人更加警惕的是，冲绳学务部的人歪曲地把他们的主张看作是，

反对日语标准语教育、主张只教育冲绳方言。柳宗悦等人明明说的是，冲绳方言的教育应该

与日语标准语并行，却被看作是主张只教冲绳方言不教日语，引发了政治问题，这使他们觉

得很受伤害。于是他们反复重申，冲绳必须与朝鲜、台湾、中国等区别对待。因为如果把冲

绳与朝鲜、台湾归为一类的话，就相当于承认了冲绳是殖民地。 

 

  标准语和冲绳语都是日本的国语。一个是中央语一个是地方语。我们认为，这两者时

有密切关联，应该共同被看作是国语并受到尊重。 

  此外，我们从未主张过作为中央语的标准语对于地方是不必要的。标准语作为公用语

的重要性毋宁说是基本常识。即使地方各不相同，所有的日本人共同拥有一种语言是一

种极大的幸福。因此，所有的地方的人们必须学习标准语。好好学会标准语是作为日本

国民的一种快乐的任务。这是毋庸置疑的吧。 

  然而与此同时，对地方语言的闲置、忘却，甚至是侮辱、压抑却是大谬。我们不能忘

记地方语也是国语的重要的一部分。自不必说地方语的产生有其乡土的特殊自然历史背

景。语言与民族的精神、人情、习惯，乃至文学、音乐等密切相关，拥有必然的因果联

系。因此最能如实的表现出地方的文化性的是其当地的语言。地方语的微弱象征着地方

文化的微弱。伟大的地方通常在其土语中已孕育了伟大的生活、文学、音乐。如果日本

成为了没有地方语的日本，那么会变成一个怎样缺乏特色的日本啊。假如世界的用语只

剩下世界语的话，世界上的文学会陷入一种怎样单调的局面啊。正如对于世界文化来讲，

日语的存在有其意义，对于日本文化来讲，地方语言的存在也有其充分的理由。我们绝

不能忘记作为共用语的标准语和作为地方语的冲绳语都是重要的日本的国语8。 

 

  正如该篇引用文所述，柳宗悦要求同时教授标准语和作为方言的冲绳语。在很好的维持着

标准语与方言的框架下阐述了自己的主张。从“作为共用语的标准语和作为地方语的冲绳语

都是重要的日本的国语”这段阐述中，即可清晰地看出柳宗悦的冲绳语观。如果与九州、东

北的语言同样看待的话，冲绳语特殊的方言地位就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然而作为与日本不

同的地区来看待冲绳的语言的话，又会落入承认冲绳是殖民地的政治陷阱。因此柳宗悦使用

了标准语和冲绳语都是国语这种极尽模糊的表达方式。大政翼赞会的文化部长岸田国士在与

金史良的对谈中，将冲绳语说成是“特殊的方言”，柳宗悦其实与这个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从中可以推测出岸田国士的地方文化论和柳宗悦的言论在内部是相关联的。 

 

4. 同床异梦：国语之中的朝鲜语，国语之外的朝鲜语 

  对于冲绳语言论争了解颇深的金史良，希望从大政翼赞会的文化部负责人口中直接探听冲

绳语言论争的话题，是因为冲绳语言论争是一个极度敏感的问题，其中隐藏着巨大的爆发力，

                                                        
8 同上，34-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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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可以利用其成为主张朝鲜语创作的论据。朝鲜的批判性文人们得知冲绳语言论争后最大

的收获就是，可以不被察觉的谈及朝鲜语创作。迄今为止在内鲜一体的重压下，总督府和日

本的帝国知识分子们一直在主张日语创作，如今他们有了与之对抗争辩的借口。日本知识分

子主张应该允许使用置于特殊方言位置的冲绳语，以日本知识分子的这一主张为根据，朝鲜

文人们也可以主张朝鲜语创作。迄今为止，如此主张必然会被批为反国民或不良鲜人，是极

度危险的，但现在以日本知识人对使用冲绳语的言论作为根据使谈论变成了可能。更何况将

作为特殊方言的冲绳语使用问题置换成朝鲜的脉络来阐述的，正是大政翼赞会的文化部长。

新体制论出台时，对内鲜一体持批判态度的朝鲜知识分子们想象着可以对此加以利用，并策

划了于京城和东京与新体制论的文化担当责任人们的对谈。这一行为可谓是重压之下老鼠寻

找洞穴的努力。对内鲜一体持批判态度的朝鲜知识分子们，对新体制论中的地方文化论进行

执拗的探究，最终使作为特殊方言的冲绳语言论争浮出水面，使其成为了主张朝鲜语创作正

当性的重要根据。 

  然而，将朝鲜语创作问提与朝鲜语的地位关联起来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激进的主导抹杀朝

鲜语的总督府与其派系的知识分子自不必说，立场上并不希望抹杀朝鲜语而制定政策的岸田

国士及同派日本帝国知识分子们，也将朝鲜语看作是与冲绳语一样的特殊的方言。在与金史

良的对谈中岸田国士说，在规定冲绳语为特殊的方言的同时，企图将朝鲜语也同等看待，这

是一种典型的态度。即使认同朝鲜语，也不将其看做是国语之外的一个实体，而是将其看作

国语大框架内的一个方言。认为其总有一天也会变得和东北、九州地区的语言一样。然而，

正如金史良和林和的论点中表达的那样，对内鲜一体持批判态度的朝鲜知识分子们对将朝鲜

语视为方言持一种极度警戒的态度，他们希望将朝鲜语置于国语之外。国语显然是日语，而

朝鲜语并不是这个国语中的一种方言，而是另外一种语言的实体。朝鲜语应以其本身而受到

尊重，这一点则是附加了新体制论的地方文化论中的意味。这种同床异梦，伴随着时局的调

整一直持续到了殖民地解体的那一天。 

  在内鲜一体的框架下朝鲜语创作被否定的时期里，朝鲜的批判性文人从新体制论的地方文

化论这一框架中将冲绳语言论争为我所用的状况，大概是殖民地朝鲜与冲绳的首次遭遇。比

此更早的，冲绳的小说中也出现了朝鲜。冲绳的小说家久志富佐子在《走向幻灭的琉球女人

的手记》（滅びゆく琉球女の手記）这部小说中自问，为何冲绳人在日本内地不能如朝鲜人

一般表达自己，必须隐姓埋名的生活？像这样的冲绳文学中有朝鲜的身影，然而或许是笔者

寡闻，并未见到过日帝下的朝鲜文学中有关于冲绳的描写。所以认为前文所述的冲绳语言论

争或许是最初的遭遇。利用在当时还十分遥远的地区—冲绳所发起的语言论争，企图固守内

鲜一体重压下的朝鲜语创作的批判性知识分子们，他们的满怀智识的努力不可轻视。曾是被

殖民地的中心（hub）的朝鲜是一个交差点，日本帝国各个殖民地的言说流入其中，又再流

传出去。（彭雨新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