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時期吳濁流小說

所反映的時代意義

歐純純

〔摘要〕

吳濁流的小說，是日據時期歷史的真實見證’是台灣人民生活的血淚史。本
文探討日據時期吳濁流小說所反映的社會現實，分別從警察制度、保甲制度、皇

民化運動、經濟略奪、社會生活等方面，分析作品所反映臺灣人民生活，在日本
統制下的苦痛經驗。藉以了解吳濁流小說，所反映的時代精神，及當時台灣文學
的若平特色。

關體詞：吳濁疏、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小說、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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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割讓，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時期，是令人悲憤填膺的悽愴歲月。這段風雨

飄搖的時期，臺灣就像汪洋中的孤舟，無力地載浮載沉﹔叉像流浪的孤兒，無助
地哭喊。這個時期的小說，記錄了孤兒的心跳和血淚，訴說了時代的滄桑，它們
是無聲的抗議，但這抗議卻是最強的心跳。今日我們研讀這些作品時，依然可感

受到這心跳的震撼。當時知識份子不妥協、不屈服的精神，於文學作品中表露無
遺。而在這些作家中，吳濁流堪稱個中翹楚，其〈亞細亞的孤見〉一書，尤為學
術界所推崇。如彭瑞金所云：「〈亞細亞的孤兒〉以孤兒的意識，詮釋日據下，

臺灣人的命運處境，不但吐露了臺灣人，國籍歸屬邊緣人的心聲，也吐露了臺灣
人因喪失主權，任人宰割欺凌的憤怒怨慰，實在一語道盡了甲午戰後臺灣人的心
裡話〔註 1 〕。」艾云：「因此，戰後〈亞細亞的孤兒〉成為，最生動的臺灣形

容辭，甚至遍及學術界，實在是曾經為臺灣人處境思考過的人，不自禁地要有此
戚戚焉的同感〔註 2 〕。」由於吳氏的作品，在反映時代的現象上，有如此濃厚

的代表性，本文特以吳氏小說為度對象，來探討其間所反映的時代意義，也希望
藉此為敲門磚，以略窺日據時期小說，所反映的歷史精神。

二、吳濁流的生平
吳濁流，本名吳建田， 1900 年生於新竹新埔。十一歲就讀新埔公學校，十
七歲，負笈臺灣總都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今臺北師院前身），畢業後，曾任公學

校教員達二十年之久。古典詩、小說、散文皆有佳作 ， 而以小說為主。 1927 年
吳氏加入苗栗詩社（栗社），萃其心力，撰寫古典詩歌。 1932 年復參與大新吟
社，與詩友送相唱吟。 1935 年，吳氏三十六歲，始以日文撰寫小說，處女作（水

月〉刊於楊達創辦的〈臺灣新文學﹜雜誌月報，旋以〈泥沼中的金鯉魚〉入選該
雜誌小說徵文，此後創作小說之信心日增，遂時有佳篇問世。

1940 年吳氏因抗議督學公然凌辱教員，慣辭教職。 1941 年赴中國大陸，任
南京新報記者。次年返台，開始撰寫長篇小說〈胡志明〉（後改為〈亞細亞的孤

兒〉）。光復後，曾任大同工職訓導主任、臺灣區機械同業工會職員。 1964 年，
在台灣文學風雨飄搖之際，他傾其積蓄創辦〈臺灣文藝〉，影響台灣現代文學既
深丑遠。吳氏奮力不報經營〈台灣文藝〉，直至 1976 年逝世為止 ，前後十三年
如一 日。 1969 年曾以退休金設立「吳濁流文學獎」’ 1971 年增設新詩獎，歷久

************* ********

〔註 I ）見彭瑞金：《瞄準台灣作家〉，台北：派色文化出版社，頁 18
〔註 2 J 同上，頁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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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7 月。

而彌堅，可謂臺灣文學的中流磁柱。

吳濁流一生所撰中短篇小說凡十八篇，長篇小說共三部。前者如（先生媽〉、
獎披後進，不遺餘力。日據時期臺灣作家中，最積極參與光復後文學活動，而貢
獻最卓著者，首推吳濁流。戰後，許多臺灣文學作家因不諸國語，或停止寫作，

或退出文壇，唯獨吳濁流，奮勉創作，並提供發表園地，其倡導文學的心志（陳
大人〉、〈功狗〉等，旨在譴責助衍為虐的會社監工、御用士紳，聽伐庸弱之徒

與好色之輩。叉如（銅臭〉、（三八淚〉、〈波灰坦科長〉、（路迢迢〉等，則
將台灣戰後社會的畸形怪狀托盤而出。長篇小說則為〈亞細亞的孤兒〉、〈無花

果〉、〈台灣連翹〉等三部。吳濁流在創作上最重要的貢獻，當然是 1945 年，
戰爭最劇烈時冒臉寫作的〈亞細亞的孤兒〉。這部長篇小說，能在戰火瀰天，一

切渾沌的時刻，即清楚地勾勒出台灣人歷史命運裡的真面貌。「孤兒 J 一詞長久

以來，一直打動著每一顆台灣人民的心靈。〈亞細亞的孤兒〉日文版從 1946 年
以後陸續出版。日文版一版再版，且數易其名〔註 3 〕。 1959 年才有中文版出
版，譯名為〈孤兒〉。直到 1962 年的傅榮恩譯本，才定名為〈亞細亞的孤兒﹜
〔註 4 〕。從中年時代，一腳踏入文學界的吳濁流〔註 5 〕，一生對文學都充滿
著熱情，他的創作一直不離為歷史公道作見證的使命感。他的長篇小說，一直為

揭露日據時期及二二八事件，臺灣人的苦痛，陳述戰後初期臺灣景象而努力。吳

濁流不避危險，不畏阻撓的創作精神，確實令人感佩。其間〈無花果﹜、《波次
坦科長〉等書，都遭到有關單位查禁。〈台灣連翹〉也遺言死後十年再出版。
吳濁流作品能省思日據時期與台灣光復之後，台灣文學的處境與命運，指陳時

弊，批判奸邪，希望表達台人好憎的心裡，紀錄真實的史蹟。凡此諸作，往往東更
直之氣盈篇，批判之情時見，不但表現出作者的人格情操，也表露著時代的悲情
與痛苦。

三、吳濁流小說所反映的社會現實
吳濁流小說反映日據時期的社會現實者，長篇小說首推〈亞細亞的孤兒〉，

中短篇小說則包含（先生媽〉、（陳大人〉、（功狗〉、（水月〉、〈糖仟仔〉
等。從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日人的統治手段（包括警察制度、保甲制度、

皇民化運動、經濟掠奪．．．等等），以及日人統治下，臺灣人民的心酸。從這些作

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 ＊ ＊＊牢牢牢牢牢牢申牢牢

〔註 3 〕其日 文版，因被封閉、或經濟困難、或人事更替、或值戰後．．．．． 故數易其出騙士。

〔註 4 J 見彭瑞金：（薑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台北：自立報系，頁 118
〔註 5 〕

1936 年吳濁流才開始用日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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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3 月。

品的表現，我們也可以感受到一齣歷史悲劇正在上演，讓讀者熱血奔騰，一股莫

名的悲憤湧上心頭。

（一）警察制度和保甲制度的建立
面對台灣頑強的抗日活動，日入因無法負擔大量的軍事支出，於是改採招
降的方式，遂有警察制度和保甲制度的產生。這兩輪並行的統治體制，使得警察
擁有強大的權力，其勢力並滲透到政治機構的各個角落，並且充當總都府的幫

手，直接控制人民，其影響之廣可想而知。以警察為中心的政治，於是紮根於台
灣，亦給台灣殖民社會留下深刻的烙印。
保甲制度，是中國古時候，鄰保連帶的自治警察輔助組織，而日本佔領台

灣時的保甲編制，則是根據清乾隆以來所定的制度。「保甲制度」是根據街莊區

域，以十家為一牌，牌設牌頭﹔十牌為一甲，甲設甲長﹔叉以十甲為一保，保設

保正。是一種鄉黨組織。保甲的職務大致可分為警察、戶籍、稅收三項，而其中
以警察職務為最重要。該保甲制度被運用於日本殖民地統治，乃出自治「匪」對
策。保甲制度的特色之一，即是「連坐責任 J

’日帝統治者，就是以此連坐責任

來維持地方安寧，為此規定設置壯丁團，並將其置於所在地主警察官的指揮監督
之下。保正或甲長則由當地享有盛名的有識之士擔當，做為不拿報酬的榮譽職，

在自宅辦公而不另設辦事處。利用這種保甲制度，來管理臺萬人民，用它來整理
戶口，監視本地人的日常行動，負擔管理公共衛生，糾正吸鴉片的弊害，維護道

路交通的安全，甚至預防害蟲獸疫等等，凡是與人民有關的事務，無不直接或間
接借助保甲的力量加以治理〔註 6 〕。此警察制度和保甲制度，不但是日本殖民
台灣的特色，亦是造成台灣人民奴化性質的主因，此影響不可謂不深遠！

由上可知，警察制度是日人鉗制台民的方法，而保甲制度是奴化的手段。

此種種弊害，我們於吳濁流的作品中清晰可見，如：（陳大人〉中，陳大人（陳
慶英），因捕捉抗日志士有功，於是當上了巡查補〔註 7 〕，他利用特權，到處

耀武揚威、腹削百姓，可謂寡廉鮮恥，﹔民誡人性。他不但迫害自己的同胞，甚至
六親不認！其無惡不作，仰仗權勢，甘為走狗之嘴臉，著實令人唾棄。（陳大人）
中寫到：

他嚇了一眺，不覺伸手摸摸屁股，忍著痛，回頭一看。「哎呀！」不

好了，他連聲叫出：「太人，大人」’劉秀田惶惶幢愴磕頭到地下俾
噎螂一種。道了歡又道歉，可是，定了神再看，原 來是他的外明。他

******** ************
〔註 6 〕見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人間出閥士，頁 35
〔註 7 〕巡查補是警察制度下 的一種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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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

看清楚之後叫到：「慶英你該叫我什麼？」他渾身顫抖一番，怒吼一
聲，可是陳大人全無懼色，不慌不忙地說：「算來要叫你阿算。」說
著，傲然指著頭上那頂巡查捕的帽，按著說：「可是，我有了這頂帽

子，再不能叫你阿勇。」然後，故意裝成威嚴的聲音：「在亭仔腳不

能劈竹麓，違者要罰，你違犯警例，你知道嗎？」陳大人嚴令了一聲，
就將佩劍弄得鏘鑄作響，裝模作樣的跨起大步，鞋音符得而去。

從引文中可見，陳大人的劣根性，甚至視倫常於不顧。如舅舅在中國民俗中，得
處尊位，文中特安排以娃子侮舅舅，更可見作者諷刺之深。並以劉秀田愴惶磕頭

如蟑螂一般，更反襯當時警察制度荼毒人民、壓迫大眾的統治嘴臉。文中叉去：

「花是苦棟，人是警官」〔註 8 〕，此句話是從「花是櫻木，人是武士」中轉變
而來，本是諷刺武士，愛殺人就可殺人。此則諷刺警官的權勢和武士是差不多的。
在〈亞細亞的孤兒〉中，亦有保正狐假虎威、倚外欺內的描寫。如（田園風

波〉中，劉保正為了得到保正的職位，對日本人逢迎拍馬，對待鄉民卻行為卑劣。
充份地表現出警察制度和保甲制度的荼毒人民之深，及無恥之徒的奴化嘴臉。

（二）皇民化運動
皇民化運動是一種滅種政策，其目地是要把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消戚，使其
與日本民族融合在一起，成為徹底的忠順皇民。當時日本政府除了提出一視同

仁、日臺平等、內臺一家等等同化政策，叉在各方面禁止使用臺語及漢文，並獎
勵穿國民服、改易日本姓名、改用國語（即日語），且迫害臺胞的宗教信仰等，

更甚者連生活的細節，亦在強制平涉之內，如使用木屐及楊楊米等。此種奴化的
滅種政策，在日據時期為短視近利的愚民所接受，甚至以身為日本國民為榮，完

全忘卻了自己骨子真流著是漢族的血液。
1 、禁用漢語改說日語

為獎勵使用日語，日本政府在使用者門上懸掛著「國語家庭」的牌子，並
增加糧食及其它生活用品的配給。連鄉下都設有國語講習所，於晚間召集農村
青年，進修日語。因當時環境清貧困苦，在這利誘的情況下，所以學習日語者

不少。在〈先生媽〉中，錢新發首先響應為國語家庭，他認為被日本當局所信

任，是無上的光榮，並以自己之母親不學國語為恥，其艾中言：

知 得 時勢者，方為人土人，在這樣的時勢，阿媽學日 本話好不
好 ？．．．．．．。

*********** ***********
〔註 8 〕引自（陳大人〉。以苦棟代替櫻花，以警官代替武士，櫻花為日本國花，武士是日

本之精神象徵﹒可見其祖刺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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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功狗〉篇宴，洪宏東是一個臺籍教員，他尊行日本的所有教育政策，除
了努力提倡實業教育之外，亦加強策動社會教育（國語教育），其對象有老有幼，

年齡有大有小，兒童、少女、青年、婦人、老翁、老太婆都有。他們多數不是自
願來，而是日本當局強迫他們參加的。如此洪宏東成了名副其實之「功狗」。在
〈亞細亞的孤兒〉中，有著這樣的評論：

校長的訓詞從不僅「國語」（日語）的人缺乏「國民精神」說起，然後

說到本省教員，必須把自己的家庭「國語化」’凡不能教育自己家庭的
人，便不配當教員．．．．．．。

從上丈我們可以看出，當時推行國語教育，是官方威迫利誘之下進行的。

2 、改易日本姓名
改易日本姓名方面，日本政府給予種種的優待：（
及警察改善對待方法，以提高其社會地位。（

考入專收日人之學校進修。（

3

2

1

）在社會上，日本政府

）在教育上，特准改姓者之子女

）在經濟上，對改姓者增加木炭、米糖、麵粉、

煙酒、布類等日用品之配給〔註 9 〕。因改易姓名在傳統民間觀念中，意味著背

祖忘宗，故至日據終期，改易姓名者並未古太大之比例，但亦不乏其人。在〈先
生媽〉中，錢新發是個不折不扣的皇民化者，他不但以國語家庭、改日本姓、行

日本文化為榮，更以此當作身份地位的表徵。（先生媽〉言：

當地第一次改姓名的只有兩位，一位是金井新助（錢新發），一位是大
山企吉，大山企吉也是地方的有力者，又是富家。這兩個人常常共處，

研究日本生活，實現日本精神。大山金吉沒有老人阻礙，萬事如意。企
井新助看了大山企吉改善的怯，又恐怕落後，焦慮的很，無意中想起母
親的頑固起來，惱得的心酸﹒

當時改易日本姓名，成為富貴、高等的象徵，所以錢新發雖已改易了姓名，但他

亦和大山金吉較勁著皇民化之「徹底 J ，因這代表了他們彼此身份的高低。皇民
化較淺且慢者，自然成為下等了，由此可見當時接受皇民化者的醜陋面貌。

3 、其它
其它皇民化運動還有：改穿國民服 ， 或改建房舍為日本式 ，供奉日本神祇等

如：（先生媽〉中，錢新發家庭以穿園民服為榮﹔以改建日式房社為高級的象徵。

************************
〔註 9 〕見劉振魯：〈對日據時期滅種政策的剖析）

頁 12 卜 129 ' 198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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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細亞的孤兒〉中，描述太明的哥哥一當保正後，便立刻把自己的房子改
造為日本式，家裡還設了兩申龜，叉增建了幾間鵡鵡米房子。且常穿著臼式和服到

「而申請士 J 去參拜等。這些從精神上、從物質上來對臺民給予奴化改造，在在都使
日本勢力滲入臺灣各角落。臺灣人的民族意識漸薄弱，更甚者淪為助約為虐的漢
奸，成為日本「以澳制漢」的走狗。

（三）經濟諒奪
日本是帝國主義者，其制臺政策許多皆以經濟詐取為目的。這種侵略者的掙

摔面目，在吳濁流的小說中，有極為精彩的描繪。

1 、原料區域限制政策

原料採取區域制，即是規畫甘蕪栽培區域，且部份固定的區域，還必須賣給
法定的製糖會社。此政策對製糖會社來說，可以保證原料收購不虞，而對黨農亦
有固定的買主。兩者共容共存，相互得利。但製糖會社卻利用了此共榮共存的相

生關係，而將其變成制約的限制，即是壓低原料單價，並利用黨作契約來約束蕪
農，如此蕉農叉無法轉賣它社，遂成了經濟詐取的對象，真是有苦難言〔註 10 〕！
如〈亞細亞的孤兒〉一書所云：

接著又痛述臺灣製糖事業的「：地域限制政策」，實不會抑制當地土著的資
本。這種政策阻止了自由競爭，以致價格僅由單方決定。嘉南大圳方面因

實施「三年輪作和j 」’致使投資於土地的台灣人陷於絕境．．．．．．。

從此可見，農民不但精神上被剝削，連單純的生存環境亦遭到侵略。

2 、米穀管理法令

日人在一九三九年，頒布「臺灣米穀輸出管理令」’此是為抑制地主的米穀

消費，改行以現金繳納個租方式，以便直接統治個農。此一措施大大削弱了種稻
的利益。叉「臺灣米穀應急措施令」（一九四一年），規定除自家用米外，所有
用米均須全數售予政府，即採取了一種強制配給制度〔註 11 〕。此皆是配合二

次世界大戰之需要。〈亞細亞的孤兒〉中所云：

************************

〔註 10 〕見何鳳嬌：〈日據時期臺灣農民對製糖會社侵奪之抗爭），

頁 53- 74

﹛ 國史館館刊〉第 11 期，

' 1992 年 12 月。

〔註 l l 〕見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臺北：人間出版社，頁 20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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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 年。

這三個日本人，一看就知道是未穀管理員，那些農民先前正在亂七八糟的
批評「未毅管理法令」的不合理，所以他們一見這些人，立剖都逃跑了。

他們正在談論：「未穀管理法令，是為了戰時工業化，而想出來的毒辣法

案，是日本當局為榨取低廉的勞力，壓低了米價，使農村人口轉變為勞動
人口的手段﹒當局頒發了未穀令，而住一箭雙鵬的故果。一方面保護糖絮，
他方面則可大量獲取勞力。最主蔚把人民血汗的結晶，所產生的未穀代價，

一半以上諒奪了﹒

稻農因米價的低落，致所得無以活口，遂紛紛轉入工業謀生，此正合了日本政府

的心意。故日人所頒的米穀管理法令，實為對臺民壓迫的另一手段。

（四）日人統治下的台灣人民
日本以帝國主義者的面目，統治者的姿態，佔據了臺灣這一片土地。雖然臺

灣人民亦曾持動群而反抗，但亦有束手無策、任人宰割者。更甚者，淪為漢奸走
狗，賣國以求榮。在此紛紛亂世，求生存的本能，使人民採取各種不同的方式，

以面對外來的壓迫。但愛國者，犧牲了！賣國賊，得勢了！在日人的威迫利誘下，
人民終無抗拒之力，成了任宰的羔羊。經濟的掠奪、皇民化的政策、權勢的壓迫
下，臺灣人民無聲地吶喊，農民苦不堪言，知識份子更身受苦楚，唯有賣國求榮

者，如魚得水，這實在是殖民地的悲哀啊！

1 、苦悶的知識份子

日人統治下，漢學幾乎無法發展。人民所受的幾乎是日本教育。少數擁有濟
學知識的學者，亦無法抗拒日人的強制政策，而只能隱居山林，不問世事，以至
凋零，這是老一輩台灣漢學家的悲哀。比如〈亞細亞的血兒〉中的彭秀才、胡太

明之祖父一胡老人等，皆屬此類人物。另一方面，受新式日本教育者，，亦有其難
以掩藏的辛酸。如〈亞細亞的孤兒〉中的胡太明，他雖然受日本之新式教育，說

日語、戴金邊帽、穿文官服、腰間配著短劍，十足日本化的打扮，但他的內心是

苦悶空虛的。他本對日本「日臺平等」、「一視同仁」之口號有著無限的憧憬和
響往，但最後終究是破滅了！如他入學校當教員時，所受的種種不公平待遇，再

加上他愛上日本女教師久子，當太明對久子表達情意之時，久子說：
我很 高興，不過，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我．．．跟你是不 同的．．．．．．。

此種日人的優越感，對胡太明內心起了很大打擊。尤其在胡太明 留學日本及到大
陸去教過書後，他內心更加空虛了。因發覺臺灣人不但受到日 本人之輕視，到大
陸亦被視為日本之間諜。此種不為任何地方接受、肯定的台灣人，無異丘令一個孤
兒。《亞細亞的孤兒﹜中描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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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動力，會把所有的一切捲入它的旋渦中去的。你一個人抽手旁觀，
恐怕很無聊吧！我很同情你，對於歷史的動向，任何一方面你都無能為

力，縱使你抱著某種信念，願意為一方面盡一點小力，但別人並不一定會

信任你，甚至懷疑你是間諜，這樣看來你真是孤兒！

在中、日夾縫中生存的臺灣人，不被任何一方所信任，亦不被任何一方所認定、
容納，臺灣人不是孤兒，那叉是甚麼呢？叉〈亞細亞的孤兒〉中的會老師，亦處
於此種境地，他曾對太明說：

命中註定我們是畸形兒，我們自身沒有甚麼罪惡，即遭受這種待遇是不公

平的，可是還有甚麼辦法？我們泌須用實際行動來詮明，自己不是天生的

鹿子。我們身為建設中國而犧牲的熱情，並不落之人後啊！

這是一幕歷史的悲劇，知識份子的無奈及酸楚，在此完全表露無遺！

2 、貪婪好利的應聲蟲

貪婪好利的應聲蟲’這一類的人，存在於每個時代。他們善於觀風順勢，奴
言奉承，他們永遠是牆頭草，永遠是應聲蟲。為了眼前的富貴權勢，不惜犧牲自

己的同胞，捨去民族大義，甘於當一個人人喊打的走狗。而在日據時期，日本人
則處心積慮地利用這些人，用以漢制漠的策略，作為統治的手段。此種人物是歷
史上的失敗者，但卻是最具殺傷力者。如（陳大人〉中的陳慶英，即是此類鼠輩。
他不但迫害抗日同胞，捕抓抗日志士，並利用職權之便，橫行間里，隨意劫掠，

可謂毫無人性。叉〈先生媽〉中的錢新發，為了附和皇民化運動，改吃味E曾湯、
改穿日本服、改建日本和房，甚至改了日本姓，完全忽略了他母親的感受。在〈先
生媽〉中言：

晚飯後，企井新助（錢新發）的家庭，以他夫婦倆為中心，一家團聚
和唱為習，大相公、小姐、太太、護士、黨局生等，個個也在這個時
消遣。到了這個時後，企井新助得意揚揚，提起日本精神來講，洗般
怎樣，嘆茶、走路、 ll 酬作法，這撮使不得，一一舉倒說得明明白白，

有頭有尾，指導大家作日本人．．．．．．．獨有先生鶴，絕不參加，吃飯後，
只在 自己房裹，冷冷淡淡，有時蚊子吱聊。到了冬天， 也沒有爐子，
只在 床裹，憑著床屏，都孤單單，鴛被來蓋腳忍寒。．．． ．．．

吳濁流於此， 用了強烈的對比方式，而使得作品更加的生動。先生媽的固守傳統，
她所堅持的精神 ，正和他兒子錢新發成了很大的對比 。對於這些短視近利，失根

忘祖之人，不禁令人喘噓噓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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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吳濁流的小說，是歷史的真實見證’記錄了那苦難年代的點點滴滴，是台灣

人民生活的血淚史。它傾訴了時代的悲愴，人民的無奈，民族的悲劇。此時的人

們，心靈被蒙騙，精神被摧殘，一切歷史的真象也被扭曲。人們沒有選擇生存的
機會，如果有的話，他們一定不會選擇生存在這樣的年代，這樣的地點吧！

在日據統治時期，其間有慷慨赴義之志士，有正氣凜然之豪傑﹔但也免不了

有一些阿映奉承的御用紳士。如果時代真能造就人，那叉何苦造就出此兩種截然
不同的人物也來！對於慷慨赴義之志士，我們給予最尊崇的敬意﹔對於那甘作ff~

聲蟲的走狗，終必為後世子孫所不齒！
〈亞細亞的孤兒〉是吳濁流日據時期之代表作，筆者曾經以為《亞細亞的孤

兒〉中的主人翁一胡太明，就是吳濁流自己，此書是他的自傳。今日才明白並非
如此〔註 1 2 〕。胡太明一生的優柔寡斷，缺乏行動力的性格，和吳濁流個性剛
強，疾惡如仇，不肯和環境妥協的性格，是完全不同的。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胡太明是當時臺灣一般知識份子的代表一敏感、有良知、但缺乏勇氣、優柔寡

斷。此種性格的人，在日嫁時期比比皆是，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吳濁流的

小說是忠實地反映社會現實的。黃展入所編〈文學理論〉嘗云：「文學發展的歷
史充分證明，一切文學作品的內容，都是對一定社會生活的反映〔註 13 〕。 J
基於這樣的理念，我們應當多接近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因為對它多一分認識，
便對當時的台灣社會多一份了解，而吳濁流的小說，正為我們提供了此一管道，

因為在他的小說中，有極為濃厚的時代性及豐富的社會真象。

*************************

〔註 12 〕見黃娟：（再讀「亞細亞弧兒」〉’﹛文學界〉，第 13 期，頁 163-174' 1985 年 4
月。
（註 13 〕見：黃展人主編﹔﹛文學理論﹜，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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