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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现代派激进的现代派
□□王王 迅迅

“新感觉派”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

文坛，是学界公认的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个现代

派。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被认为是这个流派

的代表人物，其小说创作发端于以川端康成为代

表的日本新感觉派影响，他们以跳跃的叙述和

意识流的手法，竭力展现现代都市中光怪陆离

的生活，揭示现代人的颓废、彷徨和孤独的精

神特征。这种概括性总结几乎成为学界共识，

而当我们深入文本便会发现，这些观点在很多

层面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中国“新感觉

派”虽然移植于日本，而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

现代特质，在中国叙事中未能与本土经验实现

很好的对接，而是处于游离或隔膜状态。这源

于理论引进中产生的诸多变异。这种变异并非

缘于它与中国经验嫁接中的艺术“再造”，而是

因为理论引进之初，中国“新感觉派”作家在

对现代主义的“误读”中急于付诸创作实践，没来

得及在理念上达成作为流派存在的共识。中国

“新感觉派”的创作隐含着审美的激变，而日本新

感觉派小说的现代主义要义就在这种激进的尝

试中发生了变异。

一般来说，上述三位作家多少都受到日本

“新感觉派”的熏染，但由于所处社会环境的不

同，以及在审美接受中形成的偏差，其小说创作

在审美内质上与日本“新感觉派”貌合神离。就

三位作家本身来看，尽管都号称现代派，但其作

品在审美路径上并不一致。就个体而言，有的作

家前后期创作也存在较大变数，部分作品甚至不

乏反现代的倾向。这些因素使中国“新感觉派”

的面目变得驳杂不清，而这种“庞杂”的审美性却

正是这个流派的创作特点，同时，也为这个流派

创作中审美变异的发生提供了契机。

先说说关于审美形态多元化的问题。与日

本新感觉派不同，中国“新感觉派”并非纯粹的、

彻底的现代派，而是呈现出现代与反现代、抒情

与反抒情、雅与俗等多元融合的审美态势。

现代性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命题。这里特指

新感觉派小说中所呈现的一种现代性经验。这

种经验集中体现在现代化大都市骚动、不安和焦

虑的情感体验。但必须指出，这并不构成指认新

感觉派作为现代派的标示。这是因为，并非呈现

了现代都市的生活经验，就可认定它是现代派小

说，也并非使用了现代主义手法，便能以此判定

它是现代叙事。真正的现代派文学不仅在形式

上从头到脚看起来是现代的，更重要的是，作品

所传达的精神意蕴亦是现代的，或者说，它关注

的是人的异化、生存的荒诞等现代哲学命题。基

于这个界定，中国“新感觉派”在何种意义上是现

代主义文学，就有了明确的参照。相较于日本新

感觉派，中国“新感觉派”是不彻底的“现代派”，

不仅如此，在某些方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精神

实质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刘呐鸥的《游戏》着力于表达这种复杂的现

代性经验。男主人公步青爱上了摩登女郎移光，

而移光同时又委身于另一男子，且将这种性爱游

戏视为人生之常态。这个失魂的男主人公形象

寄托了作者所要表达的对抗都市经验的反现代

性的情绪。穆时英《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黑牡

丹》等作品也属此类，这些小说以男主人公在情

场上的焦虑和失意，反衬出愉快、短暂、游戏的都

市风尚的盛行和难以抵拒，暗示出男主人公最初

诗意浪漫幻想之实现的不可能性。

都市的受挫自然触发回归乡土的意愿。“新

感觉派”虽然大多呈现都市经验，但也有相当部

分作品（施蛰存尤其如此）表现出返归田园乡土

的强烈冲动。这种表达与都市叙事在主题意向

上相对立，流露出试图逃离都市喧嚣的反现代情

绪。施蛰存小说集《上元灯》对童年和故乡的眷

念与追忆自不必说，即使是刘呐鸥的《风景》、穆

时英的《黑牡丹》也不例外，其主人公虽沉醉于都

市奢华，但内心对乡土的渴望和回归本真的情结

却挥之不去。

与这种乡土浪漫精神指向相关的是，作者对

古典情调和浪漫氛围的精心营构。如，施蛰存

《将军底头》中浪漫主义格调的张扬，还有《公墓》

《玲子》《梅雨之夕》《桃园》《上元灯》《扇》《旧梦》

等作品，对传统乡土意境的精妙刻绘，无不显示

出浓厚的浪漫抒情色彩。这些作品中，叙事者充

当着都市逃亡者的角色，或咀嚼童年青涩的初

恋，或流连于乡间桃园的盛景。另一方面，新感

觉派作家又不忘以灰色凄冷的结尾，点出这种乡

村乌托邦想象的虚幻性。即便是刘呐鸥的《热情

之骨》，也表达了对浪漫主义的反动。男主人公

眼中“香橙花”一样清纯的女子，最后却露出视钱

如命的本性。这让他感到一阵冰凉，“梦尽了，热

情也飞了，什么一切都完了”。某种意义上，乡土

小说中，那种破败、残损、黯淡的乡间景象，预示

着重返乡土诗意空间的虚妄。不难看出，这类作

品内蕴着抒情与反抒情的深层结构，它传达的是

人类无家可归的悲哀，是一种生存的漂泊感和无

根性，一种对都市与乡土的双重幻灭。

经历殖民化过程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

消费文化呈现出畸形繁荣。而“新感觉派”作家

浸泡其中，写作时将通俗文化元素携带到叙述

中，便是顺理成章的事。赛马场、咖啡馆、舞厅、

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等消费文化空间，构成“新

感觉派”展露人性扭曲和情感危机的主要背景。

同时，“新感觉派”小说创作受到当时风行于上海

市民社会的鸳蝴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通

俗文学影响，穆时英部分小说尤其如此。小说集

《南北极》中，作品都以豪侠之士为主角，叙事语

言凸显生活化、大众化，明显受到当时盛行于上

海民间的武侠小说的影响。穆时英都市题材小

说同样具有显著的通俗化特征。如，《红色的女

猎神》《某夫人》等作品，以情节的曲折离奇突出

文本的消费特征。即使是这个流派中较为独立

的施蛰存，其很多作品也存在世俗化倾向。如，

《凤阳女》《夜叉》《凶宅》等作品，都是以故事的传

奇性和叙述的神秘感捕获读者。包括其代表作

《将军底头》《鸠魔罗什》《石秀》亦都如此。尽管

这样，“新感觉派”作家的求雅心态却不容置疑。

从娴熟使用意识流、梦境、蒙太奇等现代手法，以

及追求虚无、颓废等现代主题等诉求来看，他们

绝非纯粹迎合市民读者趣味和追求文学的消遣

娱乐功能，同时也以人性异化的主题诉求显示雅

正小说的严肃性和深刻性，以现代技法彰显实验

品性和探索色彩。

新感觉派叙事语言给人以新奇杂糅之感，当

然也属于庞杂审美的一个方面。它主要体现在

中西语言的碰撞与融合，大量欧式语言和电影语

汇（包含日语）镶嵌在叙事中，形成一种异质的语

言风景，给读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文学汉

语对其他语汇的开放，自然可以丰富文学表达形

式。刘呐鸥《都市风景线》和穆时英《圣处女的情

感》等作品对欧语词汇和欧化句式的引进，极大

提升了新文学叙事的国际化程度，但总体上看，

“新感觉派”对欧语的改造融合或直接挪用，如

“郁悴”、“落胆”等，更多是给人食洋不化的感

觉。这些语汇的生硬契入致使叙述发生断裂，常

常使阅读无端受阻，陷入费解的困局。倒是那些

电影语汇的引入，激活了叙事话语的增值空间。

如，“桃色的眼，湖色的眼，青色的眼，眼的光轮里

边展开了都市的风图画……”接着，一幅幅电影

特写镜头徐徐展开，不但加强了小说叙述的节奏

感，而且符合新感觉派寻求“感觉的装置”和“表

现的技巧”的审美诉求。

上述可见，中国“新感觉派”小说并非纯正的

现代主义文本，而是聚合着多重审美元素的综合

“品种”。那么，下面试着追踪导致中国“新感觉

派”小说“庞杂”审美特征的根源。

一是理论来源。中国“新感觉派”是在日本

新感觉派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小说流派，甚至连称

谓也未作改动。这个流派最早的介绍者是刘呐

鸥，其编译出版的《色情文化》便以推介新感觉派

为宗旨。就这部文集来看，他将日本新感觉派和

普罗作家两个互相敌视的流派不作区分地收录

其中。当然，这种无意的混同对他而言并不自

知，而是同作新兴文学类型引进到国内，无形中

导致了受其影响走上写作之路的穆时英在创作

上的两种路向。评论家杜衡曾说：“时英在创作

上是沿着两条绝不相同的路径走。他的作品,非

常自然地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南北极》之

类 , 一是《公墓》之类 。而这两类作品自身也的

确形成了一个南北极。”前者具有普罗文学色

调，而后者则受新感觉派影响。杜衡进一步指

出，这种集两种相对立的审美于一身的创作，是

作者“人格二重性”的表现，但显见的是，他未能

从理论资源接受的角度去认识穆时英创作的内

在矛盾及其根源，暴露了其研究视角的局限。

施蛰存一直不满于评论界把自己划归“新感

觉派”的做法。他在1933年就曾声明：“因了适

夷先生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的夸张的批评,直到

今天,使我还顶着一个新感觉主义的头衔。我

想,这不是十分确实的。我虽然不明白西洋或日

本的新感觉主义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我知道我的

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 Freudism 的心理小说

而已。”几十年后,施蛰存又重申这一观点。因

此，在理论资源上，施蛰存并不全然取法日本新

感觉派，而主要是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说。也正因此，施蛰存作为中国“新感觉派”的异

端者身份，历来被研究者在在提起。这种来路不

同的创作，为“新感觉派”的庞杂审美提供了更多

的可能。

二是历史语境。事实上，日本新感觉派是具

有综合性质的现代派，当时西方流行“象征主

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弗洛伊德主义”，

均可从中找到痕迹。而中国“新感觉派”的现代

主义特征，更多着眼于局部形式上的借鉴，而少

有整体精神上的考量。即使某些篇章提出了存

在主义的哲学命题，但大多借人物之口直接道

出，而非从细节和故事中自然流露出来。因此，

它重感觉重印象而轻精神轻表现，拙于形而下的

细节刻画和精神意蕴的升华和深化，从根本上背

离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精神。

这主要在于历史语境的差异，正如王向远所

指出的，当时中国还缺少孕育现代主义文学的发

达的工业文明，先进的科学技术，成熟的现代反

理性哲学文化传统，缺乏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所

带来的深重的危机感和幻灭感。中国“新感觉

派”作家直接从传统农耕文明社会走进现代化大

都市，缺少西方社会那种普遍的切肤的荒诞体

验。这个意义上，中国“新感觉派”是激进的现代

派。这是因为，客观上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

会，没有为这种现代性写作提供适宜的生长土

壤，而主观上作家们现代主义艺术储备尚不够充

沛，对现代性经验的审美把握还很不成熟。他们

以惊异眼光打量都市光怪陆离的缭乱景象，而来

不及回味和反省现代都市物质主义给人带来的

异化感，只能以浮光掠影的感官化描绘，代替形

而下的直抵人心的叙述，以概念化的说教代替关

于生存命题的形而上思考。中国现代派小说与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隔膜状态肇始于此，这种局

面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得以根本扭转，

然而，它却为此后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提供

了重要参照和探索经验。

如果在党派与流派之间，在革命与文学之间，在思想统一

与艺术自由之间等等既对立又胶合诸关系中，考察新感觉派

本身结构错综复杂的交叉性多元性，细致梳理其现代作家群

体聚合的文学史内外关联的理路和成因。那么，“新感觉派”

过往纯文学单一小说流派的研究，尚有待深入和拓展的巨大

空间。

一个用心感觉“风景”的文学流派

1925年夏，施蛰存、杜衡、戴望舒三人先后进入上海震旦

大学，并同在法文特别班学习语言，为准备去法国留学走到一

起了。同学之缘，又加上时代的新青年有经世之志，思想信仰

趋同。“1925年秋冬之际，我们三人都加入了共青团和国民

党。”更同时经历过“大革命”前夜的是骚动激变。1926年底

前后，杜衡、戴望舒曾被国民党右派学生告发被捕入狱，而施

蛰存在松江却迎接过国民革命军。这期间，他们“一时高兴”，

还办了一个小的新文学同人刊物《璎珞》，仅印了四期的小报

开本的旬刊，发表他们三人诗、散文、译文等作品。这可谓“新

感觉派”的受孕期。1928年刘呐鸥由日本回国，来到上海加

盟其中，也带来了他在日本接受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这年9

月，他创办了《无轨电车》半月刊，除了发表文学创作外，主要

译介了日本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品和影响日本新感觉派的西方

理论和创作。同时，他还出资与施蛰存、杜衡、戴望舒三人先

后创办了“第一书店”、“水沫书店”、“东华书店”和《新文艺》刊

物。后来又因戴望舒与冯雪峰的结识，引发了大家阅读、翻译

苏联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的兴趣，出版了“新兴文艺丛书”和“科

学的艺术论丛书”等书籍。在丛书的翻译作者队伍中，也有鲁

迅、沈端先（夏衍）、林伯修、冯乃超等左翼作家名字。显然，

1928年至1931年前后的中国，既是左翼文学艰难的生长期，

也是“新感觉派”的滥觞期。1932年5月施蛰存在上海主编

《现代》月刊至1935年5月终刊。该刊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

现代文学演变中占有着重要位置。刊物明确表白：“《现代》中

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

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词藻排列成的现代诗形”。她

不只是戴望舒等现代派诗歌的重要阵地，而且有小说、散文随

笔、剧本和“增大号”、“特大号”的创作专栏，及外国文艺译介、

史料等。《现代》杂志和此时的现代书局、新中国书局等出版

商，还重点推出了刘呐鸥、穆时英的新感觉派小说，集中出版

了施蛰存的《将军底头》《梅雨之夕》，穆时英的《南北极》《公

墓》《白金的女体塑像》等小说集。他们与刘呐鸥的《都市风景

线》等小说一起营造了“新感觉派”的极盛期，也奠定了他们在

现代文学史中以现代诗派和现代小说流派之独立存在的地

位。当然，其中也不乏有鲁迅、茅盾的创作同期刊出。作为

“新感觉派”的重要阵地的《现代》杂志，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

中有大容量的歌德、司格特、高尔斯华绥等外国作家作品介绍

的“特辑”和“现代文艺画报”等栏目；也有杜衡与左翼文艺关

于“第三种人”、“自由人”文艺论争的篇什，以及《现代》之后，

1934年6月施蛰存又主编了仅出两期的《文艺风景》月刊。该

刊有《现代》办刊风格的延续，特别发稿“较详细的外国新锐文

学之介绍和翻译”，与“精致的不太冗长的小说”。也有《现代》

少见的“短小”、“轻倩”的“小品随笔”。施蛰存说编这两个杂

志不过是传达“追逐理想的路径”。“倘若我而以《现代》为官

道，则《文艺风景》将是一条林荫下的小路”。“文艺的风景，正

如大自然的风景一样，是构成于各种自然的现象，而自由地让

各种人以各种心境去欣赏的。”在施蛰存做这番独白不久，刊

物很快的终结，“中国新感觉派”的群体也就随之逐渐消散

了。显然，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活跃文坛的“新

感觉派”，对文学是以“神往”、“默契”、“人同此心”呈现其“感

觉”的。正是这种用心的“感觉”群体面对都市生存和文学世

界有了广泛求“新”的包容心态，也营造了一个追求个性的群

体丰富而复杂的生态。

以多元文化取向应对文学时代的转型

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正是中国社会革命动荡

的时代，也是新文学发生巨大分野变动的转型期，文学群体的

发生发展恰恰是人与事关系的产物，也是世事、社会情势影响

和作用的结果。“新感觉派”生存策略值得文学史重新清理其

中纹路。

首先，从成员构成来看，个体身份的交叉和联谊聚合的随

意，彼此因同学同乡之缘，相互包容和尊重是基本的原则。除

了上述施蛰存、杜衡、戴望舒、刘呐鸥等几个中坚人物明显的

双重政治身份外，在“新感觉派”酝酿发生期，作家构成松散，

几个主要人物的文学翻译爱好有着一定的同人性质。可是随

后创办《新文艺》《无轨列车》《现代》《文艺风景》等刊物的作者

队伍却十分广泛，杂志整体文学取向是综合性的。如他们包

括了各类倾向的作家：冯雪峰、瞿秋白、丁玲、叶紫、钱杏邨、周

扬、张天翼等左翼革命作家；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等

五四以来的老作家；巴金、老舍、沈从文、沙汀、艾芜、林徽因、

沉樱等当时创作势头旺盛的中青年作家。《现代》“创刊宣言”

中明确说：“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因而“并不预备造就任何

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本志希望得到中国全体作

家的协助”。这个作家群体的构成基本代表了20年代末30年

代初文学转型中的各种新思潮之因素。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

时事激变中变动和拓展，率先发生于富有激情和理想，极为敏

感的文学青年身上，“新兴文艺”的“理想感觉”和“特殊的表

现”、“唯物史观”、“革命与阶级”均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

力。同时，这也表现了那个时代的青年往往积极进取、探索与

困惑、迷茫相交织。“革命与文学”对他们之所以同样都有吸

引，某种程度正是两者最能够负载和传达现代人的精神罢。

其次，从“新感觉派”群体实际的工作来看，这个流派初期

和生长过程中，也主要呈现于“革命与文学”之间行走的姿

态。最初，施蛰存、杜衡、戴望舒三人，以及后来加盟的刘呐

鸥，他们开办书店、出版社和创办杂志，本是文学趣味相同，多

爱好翻译，追踪时代步履和寻求艺术创新，构成了他们思想主

张的共识点。很容易发现“新感觉派”文坛行进的印迹，政治

意识形态的革命与新形式新表现的新感觉文学，对他们并无

二致。如刘呐鸥的《无轨电车》半月刊上，就发表了冯雪峰在

革命文学论争中为鲁迅辩护的著名论文《革命与知识阶级》；

20世纪30年代初，一场影响甚广的“文艺自由论辩”，杜衡以

“苏汶”笔名发表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第三

种人”的出路》等文章，与易嘉（瞿秋白）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

的不自由》、周起应（周扬）的《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

等文章，都能够登载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上了。在这

场文艺论辩中，“新感觉派”的骨干人物杜衡认为，把文艺当作

阶级斗争的武器，“不是整个包括文学的涵意”，“只赏识看文

艺的许多作用中的一个”，以强调注重文艺的特性。从而成为

当时左翼文艺队伍批评的对象。但是，恰恰正是杜衡1933年

最先编选了一本及时反映论争双方不同意见的《文艺自由论

辩集》，“尽可能地使问题系统化”，“以帮助读者更理解这次论

争真相”。论辩的核心问题是“文学与政治、与生活之关系”的

讨论，不只是“新感觉派”的作家与左翼作家之间的争论，而是

20世纪30年代初新文学转型中作家普遍面临着文艺功能、价

值的困惑。彼此间意见的分歧实属正常，这本身何尝不也是

一种现代性追求呢！

再次，从“新感觉派”群体的运作方式来看，集政治、经济、

异质元素、移民等为一体的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都市文

化，提供了一批知识青年随性聚合的机缘，也决定了他们必然

要对都市文化的认同和创造。前面已述，“新感觉派”中坚人

物政治立场的双重性，以及刘呐鸥日本移居上海的身份。那

么，经济和异质元素下，群体又以何种方式适应一个“革命与

文学”交织时代生存需求呢？“新感觉派”生成机缘得益于两个

重要的经济基础：一是，台湾人，从小生长在日本的刘呐鸥，不

仅仅移居上海大都市，而且因其家境富裕，望族子弟，来上海

可住洋楼，进舞场，看电影。“新感觉派”最初（1928-1931年

间）能够办刊物，建书店和出版社正是仰仗他的资金资助，同

样，他们的书店出版社办了两年难以为继，杂志的停刊，除了

外部原因外，也与刘呐鸥投资不到位有很大的关系。施蛰存

后来的回忆中有详细文字记述。二是，在当时每期的《现代》

杂志都有五六千的可观销售量，不只是填补了上海文坛一度

因政治剧变而文学贫困的空白，而且也给杂志带来了很好的

经济收益。施蛰存精心办刊策划的“特大号和专号”和新文艺

的专栏，以及各类新兴文艺丛书的广告，其商业化的举措与中

立路线，取综合、文艺、译介并重的主旨，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自然，读者也回报了刊物。“新感觉派”还在广泛消化吸收异质

元素方面，丰富了都市文化的内涵。有良好外国语言和中国

文化根基的“新感觉派”注重译介，骨干成员并不仅有刘呐鸥

对日本新感觉理论的传播，现代电影技术的热衷模仿；施蛰存

受弗洛伊德现代精神心理的影响；穆时英通过感觉与表现之

间来演化现代人心理图式。他们通过上海四马路、弄堂、影

院、舞厅等都市空间场所的载体，找寻党派对峙、阶级冲突中

的罅漏，将多元文化与独树一帜文学相调和，从而创造了现代

文学流派生存形态的悖论与张力之典范。

“感觉”的叙事与抒情营造现代品格

“新感觉派”作为一个群体的文学史存在，最重要的是其

别具一格的创作，新感觉的现代小说和象征抒情的现代诗

歌，我们已经有较多的关注。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创作

的各种新气象的现代小说，如此集中地将飞机、电影、爵士乐、

摩天楼、夜总会等现代都市的场景和空间，与生在其中的种种

双重人格、异化人，以及各色心理流动、精神恍惚、意识朦胧、

情绪梦幻的现代人之“感觉化”的表现，是那样抽象、神奇而又

生动可感的跃然在纸上。他们与另一群“纯诗”艺术的信徒，

像戴望舒、李金发、何其芳、林庚、路易士、金克木等诗人一起，

他们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崇尚者和创造者，一个有独特艺

术感觉的创作群体。显然，他们为20世纪30年代初新文学亟

待表现繁华与腐朽“万花筒”般的现代都市生活之叙事空间，

为激越奋进和困惑迷茫交织的现代人复杂的情感世界和矛盾

的心路历程，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示的平台。“新感觉派”现代主

义的追求和探索，拓展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艺术世界。

可是，“新感觉派”这个群体的文学史贡献，应该不仅仅是

这些停留在其创作表面的“十里洋场”的畸形市井生活和海派

风情之展示，或者是那些眼花缭乱的现代艺术表现技巧的追

求。在“新感觉派”的群体创作中，还有着革命与文学边缘的

行走，一种用心“感觉”时代步履的凌乱与整齐，探求文学转型

中群体生存内在精神和文学审美的现代品格。“新感觉派”的

小说创作不乏有反映革命时代新兴阶级的崛起，现实社会底

层人们生活的捕捉。刘呐鸥的《流》小说中写了工人的骚动和

罢工，并且直接指责厂主“花着工人们流了半年的苦汗拿不到

的洋钱只去得了一个多钟头的桃色兴奋，怪不得下层的人们

要闹不平——他们对着舒服的生活，丝绸的文化，还有多少时

候可以留恋呢？——他们身虽裹着柔软的呢绒，高价的毛皮，

谁知他们的体内不是腐朽了的呢。——他们能有多少力量再

担起以后的社会？”施蛰存的《失业》《鸥》《名片》等小说中都市

小公务员困顿人生的揭示，与《四喜子的生意》《阿秀》《薄暮的

舞女》等小说中对社会底层人力车夫、舞女、娼妓等不幸和生

存困境的表现，不论内容写的如何，这些应该能够反映一个时

代的文学青年的眼光和视阈。同样，被誉为“中国的新感觉派

的圣手”的穆时英笔下，也有描写战乱动荡社会中家庭解体的

《莲花落》；刻画从农村到城市，客死他乡老乞丐的《街景》；在

劳工中失去了胳膊，被厂主踢出工厂的《断了条胳膊的人》；人

命不如《油布》里死于暴风雨中的送货工阿川；整天做面包的

面包师，却无钱给年迈的母亲买个面包，结果偷了面包被老板

开除的《偷面包的面包师》等等现实生活的篇什。仔细翻阅

“新感觉派”小说，可以发现他们没有正面书写“革命的大众文

艺”，“反映现实的革命斗争”、刻画“革命的英雄”和“群众的英

雄”。他们用心“感觉”的现实与文学之关系，并不取决于题材

的大小，是否革命的话题，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杜衡表达他

们的文学观更为明确：虽然“不反对文学作品有政治目的”，但

是“这政治目的要出于作者自身的对生活的认识和体验，而不

是出于指导大纲”。为此，最提倡“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

受的现代的情绪”的《现代》杂志中，我们同样读到鲁迅《为了

忘却的纪念》、茅盾的《春蚕》、艾青的《芦笛》、臧克家的《当炉

女》《拾落叶的姑娘》等散文、小说与诗，历史事件的追踪、现实

底层人的关怀与现代人的体验和感觉融为一体。这恰恰正是

“新感觉派”创作追求的指向，“以艺术的精神去感化人生”，透

视与体验现实世界的人与事。在一个革命与文学既冲突抵牾

又交错融合的时代，一方面迫使生存的环境“唯有不左不右的

刊物才能够立足其间”，另一方面又要忠实于广大的人生、“人

类的生存”，追求最真实的自我。这何尝不就是“现代人”的实

际表征，现代审美品格生成的原动力呢！现代中国文学史上

“新感觉派”群体以她的鲜明的创作特色，《现代》杂志办刊的

中立立场，提供了许多有着历史与文学意义的现代经验，直到

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