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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新报》关于袁犀《贝壳》的论战：兼作新资料介绍 

大阪大学 博士课程 彭雨新 

  本研究利用在中国新近调查发现的，主要在沦陷期北京发行的日文报纸《东亚新报》这一史料，考察

袁犀的长篇小说《贝壳》（新民印书馆，1943）获得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赏前后，长谷川宏、饭塚朗、引田

春海、清水信等燕京文学社同人围绕此作品于《东亚新报》上展开的论战。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中日

两国迄今为止的袁犀研究补充新史料，并试图探讨沦陷期北京的日本作家群，对袁犀和《贝壳》有怎样

的理解，以及他们对华北文学抱持怎样的理想和信念。 

 

1. 《东亚新报》的保存、调查、研究现状 

  《东亚新报》是 1939年 7月至 1945年日本战败期间，主要于北京地区发行的日文报纸。为备战英美，

指导大陆在留的日本居民，长江以南（华中地区）发行《大陆新报》，以北（华北地区）以北支军和日本

驻北京大使馆为股东发行《东亚新报》。《东亚新报》一般被理解为北支军的机关报、日方的国策报纸
1
，

但其文艺・文化版面的专栏和报道，是从当地日本媒体的视角讨论沦陷下北京和华北地区的文化生活、

社会状况、风俗习惯的重要资料。然而，《东亚新报》在日本的馆藏极少，中国的保存状况直至最近才被

发现。迄今为止可以参照的资料仅有战时报社同人于战后编写的东亚会编（1984）《东亚新报备忘录：战

中・华北的新闻记者的记录》，以及当年《东亚新报》的学艺记者中薗英助于战后写作的一些小说。因此，

中日两国关于《东亚新报》的研究进展都比较缓慢。 

  另一方面，关于《东亚新报》在中国保存情况的调查研究做出先驱贡献的是户塚麻子、神谷昌史两位

研究者。特别是神谷（2016）
2
以《东亚新报》创刊期为中心，整理和大量提示了报纸的基本信息。从户

塚、神谷现阶段公开的论文来看，两人通过拍照应该大致保存了 1939至 1941年左右的《东亚新报》。在

这样的调查研究现状下，今年 5月，笔者于国内继续调查了《东亚新报》等于北京当地发行的日文媒体。

由于时间和经济上的限制，此次主要调查整理了《东亚新报》1942年 4月至 1945年 5月的文艺类报道。 

 

2.关于袁犀《贝壳》的获奖--《东亚新报》上的论战之谜 

  袁犀的《贝壳》是 1943年由新民印书馆出版发行的，沦陷期华北文坛最早的长篇小说单行本。小说描

写了近代中国知识青年男女生活中的个人主义精神的苦恼・矛盾・破灭。该作于出版同年 8 月，获第一

回大东亚文学赏二等奖（一等奖空缺）。此后，《东亚新报》上关于袁犀《贝壳》的获奖展开了论战。以

郭伟（2000）
3
、张泉（2005）

4
、冈田（2013）

5
为代表的先行研究曾屡次提及《东亚新报》上的这一论战，

总结起来可以看出，迄今为止先行研究所掌握的关于论战的信息主要有以下三点。 

                                                        
1 依据东亚会编（1984）《东亚新报备忘录：战中・华北的新闻记者的记录》（日语原题『東亞新報おぼえがき:戦中

・華北の新聞記者の記録』）序言 pp.3-4。 
2 神谷昌史（2016）「『東亜新報』研究のためのおぼえがき:創刊期を中心に」『滋賀文教短期大学紀要』(18), 滋

賀文教短期大学, pp.17-24。 
3 郭偉（2000）「袁犀『貝殻』と大東亜文学者大会次賞－中薗英助「北京の貝殻」におけるその意味」『比較文学』

43、pp.90-105。 
4 张泉(2005)《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 
5 岡田英樹(2013)「大東亜文学賞授賞の波紋－袁犀「貝殻」を読む」『続：文学にみる「満洲国」の位相』所収、

pp. 14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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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在当时北京文学界持有极大发言权的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调查官志智嘉（九郎）首先对《贝壳》

的获奖提出激烈抗议，发表了文章《文艺杂谈》
6
进行批判。志智嘉在文章中批判袁犀的《贝壳》是“无

意义的小说”，特别是登场人物“不是现实的”“没有生气”。该文章与此后的《东亚新报》论战实有紧密

联系。 

  第二，《东亚新报》的学艺记者、亦为当时燕京文学社同人的中薗英助于《在北京饭店旧馆》（筑摩书

房，1992）、《北京的贝壳》（筑摩书房，1995）等小说中以袁犀为原型进行创作，并写道“当时邦字纸的

学艺栏报道了关于《贝壳》这样一个描写男女知识青年的颓废的风俗小说是否应该获奖的论战”
7
。由于

小说中这样的情节和描写，我们才知道《东亚新报》上或许确有这一论战。 

  第三，张泉（2005：58）中转引了志智嘉于《东亚新报》上刊发的文章《以什么为基准而受赏了的呢？》

的片段。张泉系转引自中文杂志《郭邻》（1卷 4-5期，1944.5.1）翻译的中文报道，《东亚新报》及日文

报道本身并未得见。然而，这一转引已经是迄今为止可参见的关于论战的唯一的一级资料
8
。 

  因此，关于《贝壳》获奖后华北文坛的反响，特别是日文报纸《东亚新报》中日本人作家间的论战，

虽然是袁犀研究及沦陷期华北文学研究领域内一直被关注的一个课题，然而由于《东亚新报》的保存状

况不明，论战的详细实情一直不甚明了。 

 

3.《东亚新报》关于袁犀《贝壳》的报道 

  3.1 行田茂一、饭塚朗的《贝壳》评 

  《东亚新报》自 1943年下半年起，陆陆续续开始报道《贝壳》作为华北新进作家选集的出版
9
，以及大

东亚文学赏的获奖情况。1943 年 6 月，关于《贝壳》单行本出版的报道刊发之后，与华北作家协会有着

亲密交谊的燕京文学社同人行田茂一（长谷川宏）就迅速发表了一篇关于《贝壳》的书评
10
。行田一方面

称赞袁犀“灵动有力的描写能力”，并对于袁犀这样年轻而多产的作家表达了极大的期待，另一方面也批

评了袁犀小说人物上存在的问题：“袁犀的热情，不禁令登场人物太过饶舌。应该跨越‘对教养产生苦恼、

知识萌生罪恶这一异常状态的憎恨’阶段，将激情打磨的更加深刻和透彻，从而描写出从中国社会的异

常状态里超脱出来的真的人物、日常生活中的人物。真正的人是不会如此饶舌的”。行田茂一的这一书评

写于《贝壳》获奖前，自然也早于志智嘉的《贝壳》批判，可以说是纯粹从文学角度出发的书评。此后

志智嘉对《贝壳》登场人物的批判，可以看出与行田的一些共通之处，亦可能受到行田书评的影响。 

  1943 年 8 月 27 日下午，在第二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全体大会上，公布了大东亚文学赏的获奖名单。

第二天《东亚新报》的早报立刻以《最初的大东亚文学赏 北京袁犀氏亦光荣获奖》为题，报道了袁犀《贝

壳》的获奖情况（《东亚新报》1943.8.28）。此后，围绕袁犀《贝壳》的消息在《东亚新报》上沉寂了一

段时间，直到 1944 年 2 月，燕京文学社的主要同人之一饭塚朗在连载专栏“致北京的朋友”
11
中批判了

《贝壳》的获奖，特别是推荐人的不负责任和大东亚文学赏的不严谨。饭塚说，《贝壳》的获奖“完全是

因为正好那个时候出版了单行本这一偶然性而已”、“我认识袁犀，觉得不该说什么。但是我想，如果因

为对此作品的吹捧而损害了袁犀，也就是对刚刚萌芽新生的文学的重大损害”
12
。饭塚朗与袁犀在这一时

                                                        
6 《艺文杂志》2-1，1944 年 1 月，p.23。 
7 中薗英助『北京飯店旧館にて』筑摩書房，1992年 10月 20日，p. 178。 
8 文章原载于《东亚新报》1944 年 3 月 26 日。张泉（2005：56）中还引用了志智嘉《关于最近之文学作品》（《庸报》

1943 年 10 月 6-8 日），介绍了志智嘉对于《贝壳》缺乏“现实性”和“国民特性”的批判。 
9 「第一集”貝殻”華北新進作家選集を出版」，『東亜新報』1943年 6月 6日。 
10 行田茂一「書評 長編小説『貝殻』袁犀著（新進作家集第一集）」，『東亜新報』1943年 6月 11日。 
11 饭塚朗专栏原题为「北京の友へ」，连载于『東亜新報』1944年 2月 9、10、11日。副标题分别为「東京へ歸り

ついて」、「新中国文学に忠言を」、「新年の静かなる覚悟」。 

12 饭塚朗「新中国文学に忠言を」，『東亜新報』1944年 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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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正好是华北作家协会和燕京文学社之间“中日青年交换书简”
13
的交换对象，因此彼此之间有一定的

亲密交谊。从饭塚朗对于《贝壳》获奖的批判当中，亦可读出他与袁犀的友情，以及他对袁犀的文学的

关怀。 

 

  3.2 引田春海与志智嘉的“论战” 

  1944年 2月末至 3月初，同为燕京文学社主要同人的引田春海在连载文章《关于〈贝壳〉》
14
中，对《贝

壳》的人物造型、肉体描写（性描写）、构成、语言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引田的文章中有对志智

嘉《文艺杂谈》的引用，以及从引田自己的角度谈及与志智嘉不同的感想。引田的连载结束之后，3月末

到 4 月初，志智嘉又在《东亚新报》上连载文章，有意回应引田春海，并对《贝壳》的获奖再做论述。

因此，燕京文学社的同人们虽然从袁犀《贝壳》一出版就持续关注，但中薗英助小说中回想的所谓“论

战”，应该是指引田春海和志智嘉的连载文章。 

  下面具体来谈一下引田春海和志智嘉的文章内容。首先，引田春海在 2 月 26 日的文章《关于〈贝壳〉

（1） 批评与作品与作者》中，对于志智嘉所写的“《贝壳》可以说是一种无意义的小说”“梅娘女士的

《鱼》，确乎是有远过《贝壳》以上的优点”这些言论，引田回应道“袁犀的《贝壳》和梅娘的《鱼》同

样与文学的本质有几分乖离。（但是，并不应该说这些作品是纯粹无意义的，纵观华北的严苛现实，这道

理应该是不言自明的）”。此外，在《关于〈贝壳〉（3） 支撑人物的生活》（《东亚新报》1944.2.28）中，

引田指出“这些青年们并不是志智嘉所说的‘不是现实的人物’，而是在现实中亦可见到的人物。但是不

知为何，作者没有将与人物相关的现实的部分进行深入剖析。（中略）实际上应该成为这部小说的思想内

涵的真正的知识、或教养、或寓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意识，直到最后都没有丝毫的暗示。（中略）再说，

描写出的人物丝毫没有生活感（意思并不是说他们是“不是现实的人物”，而是没有支撑这些现实人物的

生活），这一点不禁令我们怀疑作者对于人（类）究竟怀有怎样的感情了？”。引田阐述了与志智嘉不同

的见解，也明确指出了小说中存在的问题。另外，引田批判了《贝壳》全篇贯穿的鄙俗、扭曲的性描写。

分析指出，由于没有贯穿人物本质的真理（或事实），人物描写显得概念化、没有成功塑造出典型人物
15
。

以及小说构成上，技巧性显得过于露骨，语言方面存在不像对话的对话
16
等问题，从形式到内容进行了仔

细的分析。 

  引田在文章中多次提及志智嘉，与其说是对志智嘉的反驳，不如说是从其他视角阐述了与志智嘉不同

的意见。比起志智嘉，其实引田更加具体和严苛的批判、分析了《贝壳》存在的问题。引田自己也说，

这篇文章“大概要成为严格批判的酷评了”
17
。然而与志智嘉或其他《贝壳》批判不同，引田在以下的文

章中，表达了对挚友袁犀的深刻的理解和感情。 

 

  《贝壳》的作者袁犀是我的朋友。不论喜不喜欢袁犀的作品，我都是他的朋友。并且正因为是朋

友，我恐怕对于他本人的理解，比对他写的小说的理解要深刻。他在现实生活中苦恼、摸索，受到

周遭一切状况的影响的同时写作了很多小说。当然，作为年轻的作家他不可能做到自我完成，自己

觉得好的时候就一心一意的写，这样一个消耗自己的生命来持续创作的袁犀，我是非常知道的。（引

田春海《关于〈贝壳〉（2） 作为文学者的刻苦》《东亚新报》1944.2.27） 

                                                        
13 袁犀与饭塚朗的交换书简发表于燕京文学社的机关杂志《燕京文学》。袁犀「<日訳「啼笑因緣」について>訳者

飯塚さんに寄す」、饭塚朗「袁犀君に答ふ」、『燕京文学』1944年 4月号、pp. 9-11。 
14 引田春海《关于〈贝壳〉》（日语原题「『貝殻』に関して」）于『東亜新報』1944年 2月 26、27、28、29日、3

月 2、4日上连载。 
15 引田春海「『貝殻』に関して（4） 典型化したが失敗の理由」，『東亜新報』1944年 2月 29日。 
16 引田春海「『貝殻』に関して（5） 周到に用意された構成」，『東亜新報』1944年 3月 2日。 
17 引田春海「『貝殻』に関して（6） 高い理想で貫くべし」，『東亜新報』1944年 3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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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看到听到的关于《贝壳》的批判，令我觉得他们似乎对作者缺乏一种真正的感情。对于

袁犀之所以非要那样写不可的直接动机，以及他的热情，我是比谁都能理解的人之一。因此我才自

告奋勇的一抒愚见，若是换做其他作家我大概更没有提笔的勇气了。 

（引田春海《关于〈贝壳〉（6） 将高远理想贯彻下去》《东亚新报》1944.3.4） 

 

  在引田这篇热情洋溢的酷评之后，志智嘉于《东亚新报》上连续发表了《得到了反省的动机》（3.25）、

《以何为基准而受赏》（3.26）、《让见所未见的作品获奖》（3.28）、《我是如此看待〈贝壳〉的》（3.20）、

《第二次评奖应慎重》（4.1）这一连串的文章。总结起来主要为以下内容。 

  首先，志智嘉在《得到了反省的动机》（3.25）中，认为《贝壳》获奖主要有两个外部原因，一个是日

本最近的“对华新方针”，另一个是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召开给华北文坛带来的“文艺复兴”的气氛。其次，

在《以何为基准而受赏》（3.26）中论及《贝壳》获奖的意义。引田曾在文章中提及，《贝壳》的获奖相

当于说明了该作品在北方的受容，以及成为了北方的主流。在这样的语境下，批判《贝壳》也可以说是

批评北方文艺的一个侧面
18
。志智嘉反驳引田的这一论断，认为获奖本身并不能证明袁犀作品的受容度以

及是否成为了北方的主流。并指出作品数量多少与是否是主流无关，另一方面，即使是主流也并不意味

着就是北方文坛的代表。之后，在《让见所未见的作品获奖》（3.28）中，志智嘉根据去年秋天久米正雄

来北京时与自己的谈话，披露了评奖时日方其实对华北如今有怎样的文学作品一无所知。当时，梅娘的

《鱼》也一起获得推荐，但由于华北代表团长柳龙光说梅娘是自己的夫人而主动避嫌辞退，所以不得已

将奖颁给了《贝壳》。基于久米正雄口述的这一原委，志智嘉批判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和日本文学报国会

的轻率举动。此外，在《我是如此看待〈贝壳〉的》（3.20）里继续阐释自己的《贝壳》观，再次从以下

三个理由进行了批判。第一，小说非常概念化，人物不具有现实性。第二，人物虽然是中国人，却缺乏

中国人应有的国民特性。第三，仅仅描写了恋爱游戏，没有描写出生活。最后，在《第二次评奖应慎重》

（4.1）中，志智嘉谈及引田所谓小说人物描写和性描写上的问题点，实际上和自己上文中阐述的三个理

由大同小异，其实并不构成对自己的反论。并且希望下一次大东亚文学赏能够以十分严谨的态度甄选作

品。 

  从整体上可以看出，志智嘉的文章强烈意识着引田春海的文章，并不时予以回击。然而更重要的是，

作为日本内地文坛代表的日本文学报国会，对华北的文学一无所知，仅仅是为了达到奉行国策的政治目

的，而轻率的授予了《贝壳》大东亚文学赏。 

  志智嘉的连载结束 5天后，燕京文学社中最年轻的成员清水信也紧接着在《东亚新报》上发表了《我

的“贝壳谈”》。清水写道，“关于《贝壳》已经讨论得太多了。然而唯一明确的事实是，如今关于这篇小

说的正经严肃的批评论文却一篇都没有”，他希望人们不要只关注《贝壳》获奖的闹剧，而是企盼着关于

《贝壳》的认真的文艺评论文章的出现。在文章的最后，清水信热情洋溢的写到“袁犀万岁！华北文学

万岁！”，从中我们可以读出北京当地的日本文学青年们，对于袁犀及《贝壳》的真诚的关心，以及他们

对于华北文学的纯粹的理想。 

 

4.小结 

  本研究对于《东亚新报》上关于袁犀《贝壳》获大东亚文学赏而引发的论战进行了考察。比起日本内

地文坛对华北文学的一无所知和漠不关心，北京当地的日本作家、文艺工作者们对华北作家及华北文学

的深刻的理解和纯粹的感情，显得更加难得与珍贵。像这样沦陷期北京的中日作家间的文学交流与创作，

以及他们彼此之间宝贵的友情，向我们展示了战时文学史中不为人知的一个侧面。发现和理清这一论战

的原貌，对于袁犀研究及沦陷期华北文学研究整体亦具有很大价值。 

                                                        
18 引田春海「『貝殻』に関して（1） 批評と作品と作者と」，『東亜新報』1944年 2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