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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据末期《风月报》新旧文学论争述评
——关于“台湾诗人七大毛病”的论战
朱双一∗
［摘 要］ １９４１ 年前后台湾《风月报》上爆发的“台湾诗人七大毛病”的论争，是 ２０ 年代
“新旧文学之争”的延续。“新文学”一方强调文学要有社会性、时代性以及表现真情实感，反
对摹仿、做作；“旧文学”一方则更注重于艺术形式的完美和文学的消遣娱乐功能，反对承担社
会使命。论争中鲁迅、胡适等的一再被提起以及注重时代性、社会性文学理念的契合，再次证明
了台湾新文学与祖国五四新文学的密切渊源关系。而旧文学历经 ２０ 年仍未被新文学所打垮，原
因之一在于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固守民族传统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

风月报

新旧文学之争 五四新文学渊源 汉民族传统

１９５４ 年 ８ 月廖汉臣发表的《新旧文学之争——台湾文坛一笔流水帐》一文，认为发轫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台湾新文学运动，是受祖国大陆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而发生的，这已获得普
遍的公认；然而二者仍有差别，如后者一经提倡，即风靡全国，而台湾新文学运动开始后 ２０
年间，新文学自始至终不能打垮旧文学。廖氏将 ２０ 至 ４０ 年代连绵不绝的“新旧文学之争”
分为三期：第一期为 １９２４ 年 １１ 月起，以张我军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对旧文学阵营发起冲击，
催生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第二期包括 １９２５ 年至 １９４０ 年间发生的“一连串的小官司”
；第三
期则为 １９４１ 年爆发于《风月报》上的“台湾诗人七大毛病的论争”
，乃“最后而最激烈的一
①
次论争”
。
《风月报》的前身为《风月》
，创刊于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 ９ 日，初采文言，第 ４５ 期起改名《风
月报》
，第 ５０ 期后改用白话文，但仍保留《诗坛》等传统诗文栏目。１９４１ 年 ７ 月出至第 １３３
期又更名《南方》
。１９４４ 年 ２ 月下旬第 １８９ 期改名《南方诗集》
，但只出两期，１９４４ 年 ３ 月
下旬终刊于第 １９０ 期。
②
该刊以“风月”为名，自称“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是文人墨客的游戏场” ，不避风
花雪月之作，常刊登艺妲、
“女给”的风流韵事，明确宣称：
“若批评时事，议论政治，超越
文艺范围者，概不揭载，原稿废弃”
，但其实还是难免一些所谓“顺应国策”的言论和举动，
这也许是它成为当时台湾汉文被禁后硕果仅存的一份中文综合文艺杂志的原因。然而，它无
形中也为不愿或无法放弃汉文写作的台湾作家们提供了一块园地。因此该刊呈现出某种复杂
性，时时可见其也有严肃的一面，并非单纯的风花雪月所能涵括。在它上面出现的文学论争，
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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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争的过程和焦点
这场“台湾诗人七大毛病”的论争，可分为前奏、激战、深入等三个阶段。
１． 前奏阶段。
在“七大毛病”论争正式爆发前，《风月报》上已有数次小规模的论争，如两位恋爱青
年分手后争执的所谓“徐姚论战”
，意义不大。值得注意的是所谓“下流与风流”的论争，
约有 １０ 余人次加入讨论，主要论题包括言情文学的价值与作家的创作态度等。
事情起因于 １９３９ 年 ６ 月《风月报》开始连载紫珊室主的言情小说《花情月意》
。小说尚
未刊完的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第 １０２ 期上，紫珊室主发表《桀犬无端而吠尧》一文，对此前《诗报》
上一篇批评他的文章加以反击，称“花情月意自有花情月意之价值”
，对方“鉴赏力太弱薄，
乃不能认识花情月意之布局与立意”
。此文刊后半个月的第 １０３ 期上，署名“拉答”的《给紫
珊室主的信》写道：什么“布局立意”
，只是作者自抬身价；哪有什么“花情月意”之价值，
“不过是房里的妇人说些房里妇人话吧了”
！并指出：凡文学作品，总以“含有时代性、个
性、社会性之表现为上乘”
，
“如贵作之花情月意，可说是下流的作品了”
。
此信发表后，一时并未有太大反响，唯小说连载完毕时，第 １１４ 期上刊出绮君《读〈花
情月意〉感言》
，实为小说作者嘱写之序文，自然是一片赞扬之声，称其“文章的流利，描
写的柔情，纸上芬芳，句句情意缠绵，言情而不淫”
，
“虽是言情小说，然而还可说是男女两
性的生活龟鉴”
。第 １１６ 期上，又刊出了“文艺趣味生”的《谈谈紫珊室主的作品——为〈花
情月意〉喊冤》
。文中宣称拉答所言，
“是没有文艺兴味的人说的话”
，
“因为他们不懂一件有
价值的文艺作品，是超乎善恶道德的，勿论读何种的作品，应该欣赏这件作品的艺术，并不
是分析这件作品中的道德的成分，又不是分析作者的人格和身世。
”因此这篇小说虽似稍缺
乏浑雄的“社会意识”
，但它“确是作者一部情场的痛史，亦是作者情恋哀痛的呼声……作
者能从自我的表现，性灵的流露，和热诚的奋激，直赤裸裸地把他们的恋爱事情写在纸上，
令人读之，可歌！可泣！可惊！可叹！于此可见他的艺术的高妙……”而批评者乃是没有读
过《红楼梦》
，才会有这样“盲目式的批评”
。此外，该文还引用了大陆学者胡云翼《文学欣
赏引论》中以性情、经验、年龄、身世、环境、文学见地等六因素来论述人的欣赏力差别的
理论，来说明他自己所谓文艺欣赏“是主观的，是直觉的，没有丝毫的客观性”的观点。
文艺趣味生的文章，立即引来第 １１７ 期上蝶庵《
〈花情月意〉批评与讨论——为拉答君
而言》一文。文中指出：新文人的作品，大都是社会的，重在对读者和社会的影响，即使抒
写个人情感，那也一定是全人类共有的真感情的一部分，能够和人类共鸣，决非一味无病呻
吟可比，也非为了“显出自己的天才”
。而紫珊的作品，却“只是他自己的写照”
，重个人而
不重社会，多拿消遣来作目的，假文学骂人、媚人，发自己的牢骚，尤其是太执拗于个性，
缺乏了浑雄的社会意识，如此便“失掉了作者的本格”，也就类似“房里的妇人，说些房里
妇人的话了”
。作者还对满口“艺术”“自然美”
、追求“唯美主义”的“假名士派”作风加
以抨击，指出其崇拜无用的美，骂文学的社会倾向为“功利主义”
，崇拜疎狂不拘的“天才
派”行为及自以为是新花样的作品，
“不知其实已经落了古来所谓假名士风流的窠臼了”
，并
无法获得文学“永久的价值”
，如此“对于人类还有什么益处？还成什么文学！
”蝶庵并指出
撰写此文的目的“只因为台湾文学前途革新起见，不得不如此去做的”
。针对对手批评其“没
有文艺趣味”
，蝶庵宣称：我们的文艺兴趣的时期似乎过去了，现在却到了负有莫大革新文
艺的使命，专门整顿这些和古来的假名士风流的观念混合起来的坏作品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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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第 １１９／１２０ 期上文艺趣味生的《毕竟是痴人的说梦——答蝶庵君的批评》
，实
际上已是訾骂多于说理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针对蝶庵所谓“
《红楼梦》用瞧就够，
不免（必）用读的”的说法，加以质问：
“设使没有旧文学，哪有什么新文学呢？”表明旧
文人对于文学的古今传承关系，还是有其一得之见。至于蝶庵的《
〈花情月意〉批评与讨论
的开场补白》
（第 １２１ 期）一文也表白道：批评的目的是为了矫正、扶植、完成一个作家，
“我
决不是拨了忙来弄笔杆，要祈祷一个文化人的没落和灭亡，而是希望他怎样成为有用以供给
我们所需要珍贵的作品……”
这场围绕《花情月意》的论战规模并不大，但焦点颇为集中。论战一方强调文学的社会
意义，反对沉溺于个人趣味和情感的“唯美主义”
、
“名士派”作风；另一方则更强调作品艺
术形式之“美”
，认为文学可超乎善恶道德，描写和表现一己的经历和情感。论争虽似无疾
而终，但却有后续的影响，即论争的焦点在此后更大规模的论争中，一直延续着。第 １２９ 期
的卷头语《建设东亚新文艺》中有言：
亲爱的文艺同志，我们要写，我们要肩起时代的仔肩……那风月场中的故事，不是
我们执笔的材料了！……我们要觉醒，我们要写点有益于时代的文章，留给我们的后代。
那些香艳和肉感的文字不但不是现社会所要求的东西，而且会影响于后代的！我们恳求
同志们，把笔杆儿转换转换。
２． 激战阶段。
１９４１ 年 ６ 月 １ 日出版的第 １３１ 期《风月报》上刊出了署名“元园客”的《台湾诗人的毛
病》一文，正式揭开了“台湾诗人七大毛病”论争的帷幕。该文列举的所谓“七大毛病”，
一是作者多如牛毛，作品多“合掌重叠意”
；二是“摹仿古人不已”
，而失却自己“天真浪漫
的性灵”
；三是“移用成句不尠”
，有“诗不厌偷”之误；四是为了造成儿女、生徒等之才名
而伪托他人之作；五是揣摩词宗意思，以求有权者垂青；六是无中生有，“不到其地，偏有
采胜之作”
；七是一稿多投，
“几同商人广告”
。作者并称：七大毛病，台湾的诗人十居其五，
包括自己往日亦“遍染是病”
，后觉惭愧而改弦易辙。元园客本名黄晁传，另有名号黄文虎、
黄习之等，为台湾著名“谜学专家”
。１０ 多年前曾以“黄衫客”笔名，参加过旧文人与倡导
新文学的张我军的论战。
此文一出，何啻“吹皱一池春水”。第 １３２ 期上刊出了小镜云的《答万华元园客君》，
③
抨击元园客“欲恐吓斯文退步”，“可恶太甚”。第 １３３ 期《南方》 上元园客《答台湾诗
人的毛病反响》一文，除了反驳小镜云外，并揭发了旧诗人黄景南写信谩骂、侮辱作者之事。
第 １３４ 期上，则有自署“高适后人”的《与元园客》，指称元园客“不察事实”。第 １３５ 期
上可见两篇论争文章，一是元园客《答高适后人》，重申自己指摘诗人的毛病，“多半系过
去之忏悔，并欲质于世之同吾病者，改弦更张而已也。”二是署名旁观生的《读台湾诗人的
毛病有感》。该文除借进化论劝说诗人们“速求些新时代的知识”外，并指出旧诗之“最致
命”处，在于“言之无物”及“无病呻吟”二端。作者形象地以孕妇生育为比喻，说明心中
有情思，才能写出诗来，否则“通篇皆伪”，无法感动人的道理。
经过两三个月的较小规模的你来我往，从第 １３７ 期开始，旧诗人阵营的主将郑坤五上场
了。早在十多年前，郑坤五就曾以“郑军我”为笔名，与张我军展开对攻。此次发表《对台
湾诗人七大毛病再诊》一文，即以雄辩大才，众推其出马应战自诩。坤五指责元园客“似有
三分病，谤七分死之嫌”
，并逐条对于“七大毛病”加以批驳。对于作者多，读者少，
“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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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薄、合掌重叠”的第一症，坤五申辩说，这是古今中外的普遍现象，众人写诗不失为一种
“高尚消闲法”
，可以“减却游酒场，打麻雀，杜绝小人闲居为不善之恶习”
，因此“不但非
病，而且有益”
。对于摹仿古人之第二症，坤五认为“摹仿性是吾东洋人特色”
，而取法、摹
仿他人更是学诗者的必经之道，不可斥之为“病”。对于多“移用成句”、“不重创作”的第
三症，坤五引用李白、林纾等的例子，说明“窃用前人句意”
，虽名家亦难免，
“不过皮肤病
耳，何足介意”
。对于“无中生有”的第六症，坤五称“课题”和“习作”
，除却无中生有之
外，何以下笔？“倘不亲历其境，则不能作其诗，此必非诗人，若真正诗人，胸次包罗万象，
虽不阅历实境何害？”坤五最后总结道：七种毛病根源，其实仅“好名”与“实力不足”二
者而已；而好名之心，贤者难免，实力不足，非得已也，
“于病乎何有”？
坤五此文可说是旧诗人阵营的一次颇具份量的申辩和反击，引来了被坤五视为对方主将
的岚映的出场。岚映即新文学作家林荆南，为《风月报》的编辑人之一。第 １３８ 期上，岚映
的《谁是谁非》表面上对双方各打 ５０ 大板，其实对坤五有更实质的批评。如他针对所谓“摹
仿性是吾东洋人特色”的说法，质疑道：中国的三大发明，东亚固有的文化和道德观念，
“是
摹仿谁家”？到了 １３９ 期，场面更为热闹了。医卒的《三诊台湾诗人七大毛病》
、第二旁观
生的《读〈台湾诗人七大毛病再诊〉感言》
，堪称新文学阵营的极有份量的论辩文章。二者
都对坤五的观点逐一加以批驳。医卒（吴松谷）引用“诗言志，歌永言”的古人定义，指出：
“将隐蓄于肺腑间的真情吐露出来，这便是真的诗了。”又写道：固然不能责初学者无独创
性，但如果大诗翁们还是依然故我，抄袭前人的陈套，这又要怎么说呢？诗人是有气节的，
“他不晓得逢迎为何物，他心里头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更不能接受任何人所左右”
。此外还
宣称：
“诗贵在写实”，越具体的描写越是好诗，否则，不能够承认它是诗；
“纵使字句上堆
砌到如何优美，不过是个造花而已。徒具形骸而没有精神，只好供给有闲阶级的玩弄吧了。
”
第二旁观生则强调“改革”的必要性：
“现在社会顶不好的东西，就是有坏的地方，而不要
改革，倒要装饰，其实内容，已腐败的不可胜言……”
第 １３９ 期《南方》上尚有反方坤五的《训〈谁是谁非〉作者岚映氏词》
、修正生的《谏旁
观生读台湾诗人的毛病乱感》
、高麝袍的《观台湾诗人的毛病论驳有感》等文。第 １４０／１４１
期上坤五的《驳医卒氏三诊及第二旁观生之再诊感言》
，文中有谓：
“我眼内之诗，只当是艺
术品，在今日不过是我等不便嫖妓赌博之代用消遣机关而已”
；又称：
“……诗是文人小技，
文艺附庸，比不得如论语半部便可教赵相爷治天下……不过是供一部分特殊人作吟风啸月工
具而已。然亦有一部不识时务者，用作讽刺威权者之不平鸣者，在满清中，曾屡演出文字狱
惨剧，是前车之鉴，自是至今，可想而知，况潮流澎湃，汉文失势，汉诗现在已在受厌恶排
斥寰境内，得托足于琴碁画娱乐品之列，已属万幸，又要利用到治国平天下，梦想又太无程
④
度！
”诚如廖汉臣所言：
“这是坤五最率直的自白” ，或者说，是郑坤五及其他旧文人的文
学观的真实呈露，并带有当时时势的明显投影。
从第 １３９ 期起直至第 １４７ 期，所刊载的论战文章明显增多，每期少者五六篇，多者十余
篇。特别是第 １４５、１４７ 期先后刊出的两次《文艺讨论特辑》
，刊文都在 ２０ 篇上下，使论战
进入“白热化”阶段。投入论争的作者亦达数十人之多，站在元园客这一边的，包括旁观生、
岚映、第二傍观生、医卒、庄文夫、新和缓、哑吧、宋义勇、赵子曰、陌生、靳固、舟辑、
赞人、小诗医、太基左、剑秤棠主人、新人、颠狂生、鼻祖、老五、南方朔等等；属于郑坤
五阵营的，则有小镜云、锐锋、乐耳王、修正生、高麝袍、诗先锋、黄景南、绿波、怪客、
刘清荣、赤崁生、陈云龙、奇利各乐、明德、亚光、后则、洪光烂、王则修、闲云野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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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比较中立的，如老愚、小东等。不过，第 １４７ 期以后，论争戛然而止。原因在于论
争越来越沦为双方的对骂，偏离、违背了探讨文学问题的初衷。第 １４７ 期上的《编辑室谨启》
，
宣布本刊内容有再度“革新的必要”
，此后讨论的稿件，全都“割爱”
。这场论争之所以转化
为意气之争的“对骂”
，郑坤五似乎应负一定的责任。像《训岚映氏词》的“训”字，可说
典型地体现了坤五倨傲自大，动辄训人、骂人的态度。他以诗坛“代表”自居，不时抬高自
己，贬损别人，甚至曲解、恶解、谩骂对方，有时则嘲讽、取笑、人身攻击。当然，对方也
同样有许多出格的言词，致使对骂愈演愈烈。只是相比之下，
“新文学”方面有若干文章真
正涉及了文学的问题，具理论深度，总体上占了上风。这是他们屡次声称自己在论争中已经
⑤
取胜，对手已经奄奄一息，
“有招架之功，无回手之力” 的原因。论争中他们提出的较有意
义的观点，如：
舟楫在《我们为什么做诗》（第 １４５ 期）一文中指出：依据心理学，情感是由外界的刺
激而生的，没有真景实事，真情实感就不会产生；但是现在旧诗人所做的诗句中，往往有不
合地处热带的台湾的风景气候，如“鹃音”“雁影”“蹈雪”、“摇落”等等，或是现代社
会里所没有的，如“听漏”“卷帘”“舞剑”“吹笙”等语句，“这就可以证明他们所做的
诗是假诗了。”至于做假诗的原因，包括动机不纯，其写诗目的不在表现情感，而是在把诗
当作谋实利，博虚名，夸才学，做消遣等其他目的的手段。
小诗医的《诗人七大毛病之外尚有三大痼疾》
（１４６ 期）
，
“三大痼疾”指“诗悾”
、
“诗颠”
、
“诗瘾”
。
“诗悾”指哭父哭母之诗。翻古今千百诗人之遗集，并不见一首哭父母诗，盖至哀
无文，任才胜李杜，亲亡时亦无心推敲韵语，文饰诗词，而台湾诗人甚至有和某友哭父母诗
韵者。
“诗颠”指不择善恶，见题便作：贺某保正就任，某吏员挂冠，某店开业，某人新婚，
某事征诗，代某女求赠等等。
“诗瘾”指未到其时先作诗，如未到元旦先作新年有感之作，
失即事即景、见景生情之诗意。
颠狂生的《对旧文学者说几句话》
（第 １４７ 期）称：新文学当然是从旧文学里产生出来
的，但却和旧文学对立着，因为旧文学是保守、消极的，新文学是进取、积极的。文学的使
命，是大众的，是为人生的，是要提高大众的智识，引导大众的利器；而旧文学维持旧学说，
等于向社会灌入一种毒素。他希望旧文学者们认识历史的推移，时代的要求，来振兴新时代
的文学。
旁观生在《驳修正生及高麝袍之谬见》
（１４０／１４１ 期）一文中，虽将大半旧诗人比为固
陋寡闻、执拗自是的“井底之蛙”
，但并不完全排斥“旧学”
，而是主张融汇古今和东西之文
化。他写道：
“余之所以劝旧诗人尤其是少年诗人之广吸新知识者，实示其出井之法也……
却未尝劝其放弃旧学……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徒博古亦不可，徒通今亦不可”，处此过渡
时期，
“最必要者是学通古今，识兼东西者也。
”
除去芜杂纷乱的杂音，可以看出，激战阶段论争的焦点并未有大的变化。“新文学”一
方坚持文学要有社会性、时代性，要表现人的真情实感，反对摹仿、做作、将诗当商品或应
酬之物的“假文学”；“旧文学”一方则更注重于艺术形式的“完美”
，认为文学的目的在于
“消遣”
，不必具有某种社会使命，为求诗艺，创作时摹仿前人亦无不可，等等。
３． 深入阶段
第 １４７ 期后，论争短暂偃旗息鼓，但到了第 １５０ 期，却有黄石辉的《为“台湾诗人的毛
病”翻旧案》出现。黄石辉是十多年前提倡“台湾话文”和“乡土文学”而闻名的新文学作
家。他有感于此前的论战沦为互骂而作此文。文中对“七大毛病”逐一检讨，基本上对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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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的观点，表示赞同。不过此文反响并不大。同一期开始刊载“描”的《我的散文》系列作
品。第 １５１ 期上的《我的散文·论“文人无行”
》切入了正题，写道：去年诗人毛病的讨论，
对于旧诗的改革上，是极可喜的现象……然而这个讨论，以讨论始，以相骂终……统观整个
的相骂，都倾于人身攻击。如果要如是，应该仅止于攻击，无奈其中有谁给谁的书中有句说：
“……若崇拜鲁迅，却须仔细才好”
。这完全是恐吓！已超出相骂之外，若照它的口气，鲁
迅好像是蛇蝎。怎见得崇拜鲁迅，就要“仔细才好”？他的心地真是阴险！恐蕃仔也耻与为
伍呢！读其文，觉得“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扑人”
！
这当然是有所针对而发的。原来在第 １４７ 期上，坤五的《致岚映君书》有言：
“汝又说
平素崇仰子美鲁迅。拜子美却不错……惟崇拜鲁迅，却须仔细才好。
”
“描”即台湾新文学左
翼作家朱点人。尽管《风月报》
（
《南方》
）是当时仅存的中文综合文艺刊物，但大多新文学
作家却未曾涉足，盖因《风月报》标榜“风月”
“消遣”
，为富有使命感的新文学作家所不屑，
耻与为伍。此次朱点人颇有愤然挺身而出的味道。
“描”的指责引来了旧诗人阵营的回应，他们对“崇拜鲁迅须仔细”之说加以辩解。这
阶段旧文学阵营基本上只有王筱庵、郑坤五两位战将。相比之下，新文学阵营的气势更壮些。
除了“描”之外，还有黄习之、林荆南、黄非英、周传枝、林克夫、石人、毓文等等。其中
林克夫、毓文等，都是第一次也是仅有一次介入此论战的新文学作家。他们的参战，使文学
改革的主张得到更明确的表达。如林荆南著文直接以“文学革新”为题；而黄非英也明确标
举“新文学的使命”
。这是文学论争走向深入的标志。
⑥
除了“描”的散文外，这一阶段的另一亮点，是 ２０ 岁上下的年轻作者周传枝。 周传枝
似乎鼓起勇气才把首篇文章《谈谈些人情文学》寄给《南方》
，但这篇“处女作”已显示了
作者较高的理论起点和鲜明的新文学倾向。所谓“人情文学”
，指文艺复兴后欧洲兴起的人
文（人道）主义文学。他写道：人情文学是重在人生的写真，把社会上的种种复杂与矛盾切
实地描写；为此，作者推崇莎士比亚以及 １９ 世纪的易卜生、般生、屠格涅夫、杜斯退也甫
斯基等追求真实描写、真理探研的“人情文学派”作家，引用托尔斯泰《艺术论》中“力求
有目的底有益的切实于人生的艺术”，而强烈反对唯美派、神秘派和视文学为娱乐的观点。
周传枝还秉持一种文学的改革、进化观，认为各时代各有其思想，也各有代表其思想的文字，
⑦
绝无法使文字成为固定的形态，因此新文学是重白话文的。
第 １６０ 期上，周传枝又发表了《吾岛文坛必须改革论》
，认为台湾诗人七大毛病的争论，
证明本岛的新文学家，已经踏出热烈改革的第一步。作者赞扬前此黄非英发表的“有血有泪
有灵魂”的论文（即《新文学家的使命》
）
，共鸣于文中关于新文学作家们团结起来，进行一
次文学革新运动的呼吁。末了，周传枝还提出四项具体建议：第一、找觅现文坛所要改革的
根本目标；第二、彻底的维持白话文，宣示新文学的真理；第三、奖励青年短篇创作，以及
新诗散文等；第四、介绍东西名人著作，尤其是有关于文学变迁史的。这建议，稍后在毓文
（廖汉臣）的《岛内文人应负的任务》中得到响应。
第 １６１ 期上，周传枝又发表了《白话文是历史的产物》一文，仍从时代演进的角度，来
说明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旧文人们深信文言文是文雅的，尊贵的，却
不知文言已成历史的遗物。文言文既然是两千多年前的语言，我们就可以叫它“古话”或“鬼
话”
。由于时代的变迁产生了无数的新形象和新情感，它们只有用“白话文”才能表现，想
用“鬼话文”表现是不可能的事，会被人喊为“疯子”
。至于第 １６３ 期上的《所寄望于吾岛
新剧界》一文，周传枝仍强调戏剧服务社会，指导社会的功能，并为此建议“最好是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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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伟大的戏剧家易卜生的作品，生涯，思想”
，以为借鉴。
可能由于时局原因，第 １５９ 期《南方》上的《本刊声明》
，对于论争再次喊停，但实际
上直至第 １６５ 期蔡紫轩《
〈一个诗人的面影〉发表后》和高岭云龙的《新旧诗学优劣论》刊
出后，论争才划上句号。可以看到，本阶段论争的焦点仍在文学的时代性、社会性和旧诗的
改革上，但讨论更为深入。随着一些新文学作家的介入，文学改革的呼声更为高涨，其目标
和方式也表述得更为明确和有力。特别是青年作者周传枝的文章，对于“人情文学”的推崇，
以及提出文学革新运动的具体建议，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二、论争与祖国大陆新文学的联系
无论从论争的焦点、主题，或是从新、旧对阵的格局以及具体的参与者而言，这场“台
湾诗人七大毛病”的论争，都可说是 ２０ 年代台湾新文学论争的延续。２０ 年代的论争是中国
大陆五四运动所激发的，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台湾版”
，４０ 年代的这场论争，仍可看到与
祖国大陆新文学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突出例证，即鲁迅、胡适、老舍等五四新文学作家屡
屡被提起和引用，成为论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
早在围绕《花情月意》论争时，蝶庵即引用鲁迅的话，来说明开展文学批评的重要性。
他写道：
“鲁迅先生曾这样对我们说：
‘无言是最大的轻蔑……’所以我不客气地说：被批评
的作家正是光荣，假使就是被人家指摘，也决不是耻辱……因为那能矫正一个作家……矫正
⑧
是去扶持一个作家，社会上扶持一个作家，那才是实际上完成一个作家”。
“台湾诗人七大毛病”论争正式展开后，第 １３９ 期上第二旁观生《读〈台湾诗人七大毛
病再诊〉感言》中，一再引用鲁迅和胡适。针对郑坤五所言一切都要以权威者的是非为是非，
作者写道：
“鲁迅先生说得好，真理就是一双鞋，我们履不适的鞋，怎可勉强地履下去。
”针
对坤五将文学当作消闲品的论调，作者写道：
《阿 Ｑ 正传》里的序曾说过：文以人传，人以
文传，因此文学就包含政治、思想、经济，以及其他种种精神生活的要素，怎可轻轻谓之只
是杜绝小人闲居为不善之消闲品呢？文章最后要求旧诗人“不可流于士大夫的气概，卫道先
生的态度”，而要虚心，重新估定价值：ｌ、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
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２、对于古字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现时
还是不错吗？”３、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
“大家公认的，就没有错吗？
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的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吗？”作
者并强调这是胡适先生曾说过的话。
第 １４５ 期上舟楫《我们为什么做诗》一文，在批评旧诗人无独创性，专以模仿、剽窃为
能事时指出：语言是表现事物的，但事物有东西古今、此地彼地之别，因此写文做诗的时候，
须要不断地自出机杼，才能造出些适合我们所处的环境，所处的时代之语句、名词，如果只
管挪用那些前代的古诗人所惯用烂调套语来敷衍铺饰，专重句调的完整，字面的华美而不顾
真情实意的表达，必然使似是而实非之假诗叠见不绝。因此“梁启超氏提唱新名词可以加入
旧诗里”
，
“胡适氏提唱不避俗字俗语”
，作者都是很有同感和颇为赞成的。
同期上还有赵子曰的《请坤五先生歇马休息一下》，运用俏皮嘲讽的笔调批评旧诗人，
写道：若提起台湾的产物，谁都知道糖、盐、茶、樟脑等等，但不知还有“汉诗”这一种。
据统计台湾诗人不下数万人，一日的生产，就有几万担，虽全唐诗也不过如是；但它的产额
虽多，质却甚劣，实在有改良的必要。这在生产者或者不自觉，但只要看它何以见放于本家
（指中国大陆），以及桐城派最后一人的林琴南怎样挣扎，便可知道了。然而这数万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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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没有一个能出来改革，文虎先生（即元园客）根据他廿年的体验，发表一篇台湾诗人的
毛病，以旧诗人指摘旧诗的毛病，原不是过分的事；若以旧诗的立场来说，旧诗生产者应该
踊跃参加讨论，以图旧诗的改良发展。
“但台湾阿 Ｑ 正多着”
，坤五等的漫骂式讨论离开讨论
的精神很远了！这里将自我陶醉、不思改革的旧诗人比为“阿 Ｑ”
，也说明《阿 Ｑ 正传》等鲁
迅的著作，在台湾有相当多人阅读和知晓。
第 １４５ 期旁观生的《再与诸反对者商榷》，针对旧文人的非难，指出：新文学这三字，自
民初的文学革命以来，已成为白话文新诗的通称了，只要对时事有所关心的进步人物，是没
有一个不知道的。而旧诗人少见多怪，反倒自证了他们的固陋寡闻。他们如果不满于这个名
称，就学某先生称他做“下里巴人文学”，或是学林琴南先生的口吻叫他做“引车卖浆者文
学”，再不然就叫它做“乞食文学”，“路汉脚文学”也是无不可的。很明显，这段话中化用
了鲁迅的口吻和话语，如林琴南鄙白话文为“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就曾遭到鲁迅
⑨
的讽刺 ，而作者对于“新文学”
、
“白话文”的倾心和肯定，则溢于言表。
第 １４６ 期上岚映《致郑子书》中有言：
“余本傲骨，不隶于人。然唐之子美与民之鲁迅，
盖余崇仰之师也。
”后来郑坤五就因岚映此说而发出“崇拜鲁迅，却须仔细才好”之语，引
起了新一轮的争论。同期上还有赞人的《宋义养先生底“辩明”之辩》
，在驳斥有人冒宋义
勇之名的说法时，也提到了鲁迅，写道：
“盖东洋的中国鲁迅，或诗名播遍全台的林幼春先
生，如此著名的人，尚无人去冒，何况区区的宋义勇便有人去冒吗？我相信天下断没有这样
的笨货。
”
与鲁迅显然有着更直接关系的，是化名“描”的朱点人的《我的散文》系列。如前述，
《我的散文·论“文人无行”
》因坤五文中所谓“若崇拜鲁迅，却须仔细才好”而发，而该
文的题目本身就与鲁迅不无关系。因鲁迅生前曾就“文人无行”话题与人有过笔墨交锋，写
了《辩“文人无行”》、《文人无文》等杂文，并在《伪自由书》的《后记》中，就相关问题
多加发挥。他引用了《申报·自由谈》上谷春帆《谈“文人无行”
》一文，谷文中写道：
“实
在，今日‘人心’险毒得太令人可怕了，尤其是所谓‘文人’
，想得出，做得到，种种卑劣
行为如阴谋中伤，造谣诬蔑，公开告密，卖友求荣，卖身投靠的勾当，举不胜举。而在另一
方面自吹自擂，觍然以‘天才’与‘作家’自命，偷窃他人唾余，还沾沾自喜的种种怪象，
也是‘无丑不备有恶皆臻’……”显然，谷春帆列举的当时文人的一些可怕恶行，事实上已
超出了“文人无行”的范围了。鲁迅在《辩“文人无行”
》中剖析道：看今年的文字，已将
文人的喜欢舐自己的嘴唇以至造谣卖友的行为，都包括在“文人无行”这一句成语里了。但
向来的习惯，涵义是没有这么广泛的，搔发舐唇（但自然须是自己的唇）
，还不至于算在“文
人无行”之中，造谣卖友，却已出于“文人无行”之外，因为这已经是卑劣阴险，近于古人
之所谓“人头畜鸣”了。轻薄，浮躁，酗酒，嫖妓而至于闹事，偷香而至于害人，这是古来
之所谓“文人无行”。然而那无行的文人，是自己要负责任的：他不会说自己的嫖妓，是因
为爱国心切，借此消遣些被人所压的雄心；引诱女人之后，闹出乱子来了，也不说这是女人
先来诱他的，因为她本来是婊子。他们的最了不得的辩解，不过要求对于文人，应该特别宽
恕罢了。而“现在的所谓文人，却没有这么没出息……倘使他做过编辑，则一受别人指摘，
他就会说这指摘者先前曾来投稿，不给登载，现在报私仇；其甚者还至于明明暗暗，指示出
这人是什么党派，什么帮口，要他的性命。
”显然，朱点人觉得这些自诩为诗界“代表”
、发
出“若崇拜鲁迅，却须仔细才好”之语的台湾的旧诗人，和鲁迅、谷春帆等笔下的自吹自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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