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บทคัดย่อ 

 
บทวิจัยนี้ ได้ศึกษาวิจัยโดยน าทฤษฎีการ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มาใช้ในการวิจัย โดยได้กล่าวถึงประวัติ

ความเป็นมาของนักเขียนรวมไปถึงเรื่องราวของผลงานทั้งสองเรื่อง  วิเคราะห์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ภูมิหลัง
ทางสังคม ช่วงเวลาของผลงานทั้งสอง ภูมิหลังการเขียน ภาพลักษณ์ของตัวละคร อีกทั้งแนวคิดที่
แสดงออกมาจากผลงานของนักเขียนทั้งสองคือ หลู่ซวิ่นและศรีบูรพา 
 หลู่ซวิ่น คือนักเขียนจีนที่ยิ่งใหญ่และมีชื่อเสียงโด่งดัง มีผลงานที่ได้รับความนิยมมากมาย 
“อาลัยอดีตรักของเจวียนเซิง” เป็นหนึ่งในผลงานประพันธ์ของหลู่ซวิ่น ที่กล่าวถึง เรื่องราวของความ
รัก  ที่สะท้อนให้เห็นถึงปัญหาต่าง ๆ ที่เกิดขึ้นในชีวิตจริงผ่านสภาพสังคมในยุคสมัยนั้น 
 ศรีบูรพา เป็นนักเขียนไทยที่มีชื่อเสียงโด่งดัง  มีผลงานมากมายซึ่งล้วนแล้วแต่ได้รับความนิยม
เป็นอย่างมาก “สงครามชีวิต” เป็นผลงานประพันธ์ของศรีบูรพา อีกเรื่องหนึ่งที่ได้รับความนิยมเป็น
อย่างมาก โดยผลงานชิ้นนี้ ได้กล่าวถึงเรื่องราวความรักของชายหญิงคู่หนึ่ง ผ่าน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การใช้
ชีวิตต่างๆ ทั้งยังสะท้อนสภาพ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ทางสังคมในสมัยนั้นอีกด้วย 
 ผลงานประพันธ์ทั้งสองชิ้นนี้ได้เขียนขึ้นในยุคสมัยที่ทั้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และ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ต่างก็เกิด
ความวุ่นวาย แต่สิ่งที่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คือ ในสมัยที่หลู่ซวิ่นประพันธ์ผลงานชิ้นนี้นั้น 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ได้พลิก
ระบบการปกครองแบบดั้งเดิมโดยมีพระมหากษัตริย์เป็นประมุข กล่าวได้ว่า ในเวลานั้นการเมืองการ
ปกครอง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นั้นเอนเอียงไปทางการปกครองประชาธิปไตย ส่ว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ยังคงเป็น
ระบบศักดินาดั้งเดิม โดยมีพระมหากษัตริย์เป็นประมุขมีอ านาจในการปกครอง ยังเป็นการปกครอง
โดยระบอบกษัตริย์อ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บทความนี้เป็น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วิทยานิพนธ์ “ศึกษาเปรียบเรื่องสั้นของหลู่ซวิ่นเรื่อง “อาลัยอดีตรักของเจ
วียนเซิง” และนวนิยายของศรีบูรพา เรื่อง “สงครามชีวิต”หลักสูต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สาข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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ถึงแม้ว่า ยุคสมัยที่สร้างสรรค์ผลงานและภูมิหลังของ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ทางสังคม การเมืองมีความ
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นั้น แต่ผลงานการประพันธ์ทั้งสองต่างก็มีแนวทางการถ่ายทอดความคิดหลักๆโดยรวมเป็น
อันหนึ่งอันเดียวกัน นั่นก็คือ การเปิดโปงสภาพสังคมที่ย่ าแย่ สภาพสังคมที่จอมปลอมและหลอกลวง
ในสมัยนั้น 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ดทางสังคม สามารถกล่าวได้ว่า นักเขียนทั้งสองท่านมีความคิดที่ตรงกัน โดยน า
แนวความคิดใหม่ๆมาแทนที่แนวความคิดด้ังเดิม ซึ่งจะเห็นได้จากผลงานทั้งสองนั่นเอง 

ผลงานการประพันธ์ทั้งสองยังได้ถ่ายทอดตัวละครที่สะท้อนสภาพสังคมในยุคนั้นผ่านความรัก
ที่เป็นโศกนาฏกรรมความรัก เห็นถึง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ของตัวละครน าชาย”เจวียนเซิง”ในเรื่อง”อาลัย
อดีตรักของเจียนเซิง” กับ “ระพินทร์” ในเรื่อง “สงครามชีวิต” และ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ของตัวละครน า
หญิง “จื่อจวิน” ในเรื่อง “อาลัยอดีตรักของเจวียนเซิง” และ “เพลิน” ในเรื่อง “สงครามชีวิต”อีกด้วย 

 
ค าส าคญั ;  อาลัยอดีตรักของเจวียนเซิง  สงครามชีวิต  มุมมองของความรัก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u Xun’s Short Story “Past Regrets” and Sriburapha’s 

Novel The War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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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conducted here compares two writers, Lu Xun and Sriburapha, and 

their literary works, different social backgrounds, the history and times contributing to 

the creation of their literary works, and their differences in ideas regarding literature. 

Lu Xun is a famous Chinese writer. He wrote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literary works. One is “Past Regrets”. It is a short story about tragic love, and it 

describes problems and conflicts that occur in real-life situations. 

Sriburapha is a famous Thai writer. He has also written numerous popular 

literary works. The War of Life is one of his best-known works. It is a novel about 

love between two people that ends tragically; the novel describes their experiences, 

how they meet and part, and their moments of happiness and sorrow, while still 

capturing the reality of the times. 

These two works were written during times of trouble in China and Thailand, 

the distinction being that while at the time Lu Xun wrote “Past Regrets” China was in 

transition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a republic, Sriburapha was writing under an 

absolute monarchy in Thailand. 

Although “Past Regrets” and The War of Life were produced in differ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milieus, there are still grounds for classifying the two works together. 

Both works capture the social artifice and the difficult conditions of the times. They 

show that both writers held similar views regar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ideas into 

society; and in both works, the writers present their characters through tragic love 

stories, and explore how men and women played different roles in society. 

 

Keywords: Past Regrets, The War of Life, perspectives on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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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讲述两位作家简历以及两部作品的写作背

景，本文将对两位作家作品的社会背景、创作时间写作背景以及人物形象进行比较分析。

而两位作者想要通过作品所表达的主要思想的异同。 

鲁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伤逝》是鲁迅先生小说中的唯一以爱情为题材的小

说，通过讲述一段爱情故事来揭示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冲突。 

        西巫拉帕是泰国比较著名的作家，其《生活的战争》，也是通过讲述一对青年男女的

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来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性的本质。 

    这两部作品被创作的年代，中国和泰国都处于一种动荡之中。两者的不同在于，鲁

迅创作《伤逝》的年代，在中国已经推翻了传统的封建皇权统治。也就是说，此时的中

国政治是偏向于民主型的政治。泰国依然是传统的封建皇权统治，泰国的政治还是偏向

于集权专制的统治类型。 

    虽然在创作年代和国家社会政治环境背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 但是两部作品所

要传达的主题思想却是一致的。即都是要抨击和揭露当时社会的某些不合里和丑恶的现

象。揭露社会的卑污和人们的伪善。从社会思想潮流上来讲。两者同样具有着极其的相

似性。两者都处于新思想于旧的传统思想的交替时期。从作品本身来看。 

   《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是一个被启蒙的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女性。而在她的内心

或者灵魂深处，依然是封建传统而保守的。 

   《生活的战争》中的帕罗恩与《伤逝》中的子君不同，帕罗恩是一位非常现实性的

女性。其实这种现实性也就是自私性。即一切都从自身考虑。而《生活的战争》中的帕

罗恩，接触的先进思想，与子君是不同的。帕罗恩是通过上学，接受先进的国际性教育

来获得这种思想的。鲁迅《伤逝》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个五四新青年，他有着先进的思

想。但是他却是自私的。《生活的战争》中的男主人公拉宾，是一个有理想有报复，积

极向上乐观进取，不向贫困生活低头的人。而拉宾却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受害者，是一

个被抛弃者。涓生是爱情的背叛者，他们两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理想，并且为着这种理想

进行着自己的努力。 

    

关键词：伤逝；生活的战争；爱情观 

 

绪    论 

 

本文章将对中国现代作家鲁迅与泰国作家西武拉帕（古腊·柿巴立的笔名）的作品

《伤逝》、《生活的战争》中的社会背景、创作时间及写作背景进行比较分析 

    《伤逝》与《生活的战争》两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很接近。这两部作品同属于 20 世纪上

半叶的作品。只是一个属于 20 年代，一个属于 30 年代。而这段时期，中国和泰国都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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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动荡之中。这时的中国正是军阀混战和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时期。所以这段时期的

中国政局和社会是处于动荡不安的时代的有这么个背景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本论文以平行比较的基础上反映当时社会情况的资料进行深入分析比较，可以清楚

的了解到两部作品的异同点，提示在两位作者的异同点。 

《伤逝》及《生活的战争》的写作背景 

   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无论是哪一部文学作品都

或多或少的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而且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时代背景

下创作出来的。也就是说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背景而独立存在。 

 

一、鲁迅、西巫拉帕及其作品简述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

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

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

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

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就是新生命

的方向。[1]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而且是非常客观的。可以说，鲁迅是 20 世纪

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民主战士。 

    鲁迅于 1881 年 9 月 25 日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里。他从小就接

受了包括中国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家文化等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但家庭

的变故对少年的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过早的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时间的冷

暖。这使他更加了解了下层人民的痛苦。这也为后来他的文学创作积累了经验和素

材。 

    后来鲁迅在南京求学及在日本留学期间，又广泛地接触到了先进的西方文化。所

以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的思想。 

    鲁迅先生从 1907 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人之历史》起，至其生命陨殁，一生笔耕不

辍，留下了大量的著作。《狂人日记》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在中

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还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

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以及《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华盖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98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出版。 

http://baike.baidu.com/view/7663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5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47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84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4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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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等等杂文集共 16 集。而且他还留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学术著

作。  

    鲁迅精神时刻影响着他的读者和研究者，以及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鲁迅

以文学为武器，时刻关注民族的发展，揭露现实的不公和黑暗。他在其文学作品中时

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的思想和人性的问题。 

    作为鲁迅唯一一篇涉及爱情题材的小说《伤逝》，它所讲述的是两个觉醒的知识分

子的爱情悲剧。 

这篇小说是以男主人公——涓生的手记的形式来写的。从形式上看，是一篇关于

个人爱情生活的自叙传和忏悔录。作品以小说主人公的切身感受，回顾跟子君从恋爱

到激情破灭一年间的经历，通过涓生的反思和悔恨，揭示出恋爱和婚姻问题不可能是

一个孤立的问题，它的最终解决，不能仅靠着个性的解放，而应该是整个社会的解

放。本论文中认为鲁迅在这篇小说中所要表达的另一主题，也是造成这起爱情悲剧的

主要原因就是人性的自私。 笔者认为这才是这篇小说的主旨所在。 

    《伤逝》这篇小说里面没有明显的矛盾冲突，但却处处又充满着矛盾冲突。而且

这篇小说写得异常凄切哀婉，情意悠长。而且作品的语言十分的凝炼优美，如诗的语

言一般。这样的写法造成了小说的双重效果：一是真切地记叙了涓生、子君两人的情

感历程及其悲剧结局，使作品所表述的故事显得清晰、完整；二是主人公的议论与抒

情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思想和感情力度，作品凸现出涓生深深的自责与忏悔，加深了作

品思想内涵的感染力，也更加重了故事的悲剧性。 

    西巫拉帕诞生于 1905 年 3 月 31 日，是泰国最负盛名的现代作家、翻译家、新闻

工作者。他是泰国新文学的奠基人。 

西巫拉帕原名古腊·赛巴立，出生于泰国王朝五世末期曼谷一个中等职员家庭。

读完中学后，即投身于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后他担任过多种报刊主笔、总编辑，并

任过泰国报业协会主席，他是泰国现实主义文学杰出的代表。  

    西巫拉帕从 1924 年开始创作活动，他的处女作《情刃戮心》大约在 1924 年出

版。1929 年，西巫拉帕办起了《雅士》杂志，并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一个文艺团体—

—“雅士社”。西巫拉帕是个多产的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降服》、《人类的恶

魔》、《男子汉》、《色情世界》(以上均于 1928 年出版)，《向往》(1929)、《惹祸》、

《宫女之毒》、《精神威力》、《爱与仇》(以上均 1930 年出版)、《生活的战争》(1932

年)、《罪孽》(1934 年)、《一幅画的后面》、《生活的森林》(1937 年)、《生活所需要

的东西》(1939 年)、《后会有期》(1950 年)、《向前看》(上集 1955 年、下集 1957 年

出版)等。 

    《生活的战争》和《一幅画的后面》给他带来了声誉，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

位。 

http://wenwen.soso.com/z/Search.e?sp=S%E5%BF%8F%E6%82%94%E5%BD%95&ch=w.search.yjjlink&cid=w.search.yjjlink
http://wenwen.soso.com/z/Search.e?sp=S%E4%BC%A4%E9%80%9D&ch=w.search.yjjlink&cid=w.search.yjj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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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艺创作道路上，西巫拉帕走过了漫长而又艰苦的旅程。他前期作品充满了反

封建的精神，后期作品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  

    正如泰国文学作品研究社在 1979 年 11 月出版《向前看》第二部时所说，“在泰

国的文坛上，西巫拉帕的作品好比一颗光彩夺目的宝石；他的作品总是走在时代的最

前列……。西巫拉帕在佛历二十五世纪最后十年(1947-1957)的作品，好象光辉灿烂

的朝阳，给泰国文坛照亮了前进的道路”这是对西巫拉帕的创作成就和历史地位的中

肯的评价。  

泰国学者差哇拉新在 1975 年版的《生活的战争》前言中这样评价西巫拉帕的作

品。 

       西巫拉帕的作品是时代的反映，因为作者总会把当时的社会风貌和

特征写入他的作品中。读者应该注意到，西巫拉帕的作品会随着社会的变化

而发生改变。[1]（P.2） 

 

    除创作小说外，西巫拉帕还翻译了不少进步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等，同时

还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报告文学和散文。 

    他的整个创作活动对泰国新文学的产生、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超过了他同时

代的其他作家。 

    他的中期作品《生活的战争》以书信体的形式叙述了一对患难与共的情人最后不

得不分手的悲剧故事。作者用生动的笔触描写了男主人公拉宾坚贞的爱情和他对穷人

与弱者的同情。小说深刻揭示出一个社会问题，即不同阶级地位的人很难有真正的爱

情。而笔者认为，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更主要的是将笔触直指人性，人性的自私最终

导致了这一爱情悲剧。同时也暴露了社会的卑鄙污浊和人性的伪善。在这部小说中，

男女主人公之间并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和矛盾，但是却充满着各种小的摩擦。这跟鲁迅

的《伤逝》有着极其的相似性。而且这部小说无论是主题思想，还是写作手法，在当

时的泰国文坛都是别开生面的。小说优雅动人的语言以及贯串其中的人生哲理吸引着

无数青年读者。 

    综上所述，鲁迅的《伤逝》与西巫拉帕《生活的战争》在创作年代上很接近，而

且在思想内容上，以及语言的运用上，两部作品之间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本论

文将两部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找出，在同一时代中，在不同的国度，造

成这种爱情悲剧的根源。 

 

二、《伤逝》的社会背景 

                                                 
[1] 西巫拉帕.《生活的战争》前言，曼谷：科学宝库出版社 1975年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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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逝》写于 1925 年 10 月 21 日。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比较混乱的时期。 

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先进的思想便不断地传入中国。而且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

国内军阀的斗争，使得中国国内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虽然说，辛亥革命建立的国民政府，推翻了原来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

是旧有的阶级关系并没有得到改变。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并没有从人们

的头脑中彻底的摒除人们的精神和思想依然受着儒家三纲五常正统思想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人们的思想开始逐步得到解放。新文化的倡导者们，在批判

封建旧文化中，不断的批判传统的封建家族式的大家庭。提出要建立新型家庭的主张。

他们主张要打破旧的非人道的不自然的家长包办的机械婚姻制度，建立起平等、自由、

以恋爱未基础的使男女当事人成为婚姻主体的新式婚姻。他们反对门第相当、八字相合

的择偶条件；主张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取消包办和买卖婚姻。而且提出女性也有财产

继承权和受教育的权利。 

    鲁迅也是新文化运动中勇猛顽强的民主主义文化战士。他主要是用他的文学作品作

为战斗的武器，对儒家学说，对旧的伦理道德展开批判。鲁迅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敏锐观

察，深刻的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使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斗争达到前所未

有的深度。 

    随后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为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奠定了基础。从此，民主自由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所宣扬的民主科学等思想，对中国人民起了巨大的思想

启蒙作用，特别是在这些影响下，中国社会中要求改革和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的

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良运

动。但是由于国内各地军阀混战，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

痛苦和灾难。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合作建立起了合作统一战线，随后领导了国民革命。

从此中国国内开始出现各种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争。 

    当然新的思想的传入，不可能一下子就被正统思想所接受。而正统思想为了维护其

正统地位，也必然会对新思想进行镇压。鲁迅先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在受到五

四新文化运动和各种新思想的影响下，于 1925 年创作了他的唯一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

小说《伤逝》，并以此作为武器对中国封建制度进行猛烈地抨击。以此来宣扬和倡导新

的思想，倡导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 

总上所述，鲁迅在创作《伤逝》时，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思想领域，还是在社会政

治领域都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而且这时的中国社会也正处于一种混乱和动荡的

时期。鲁迅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背景下，用自身的深切感触创作的《伤逝》，也多多

少少会带上时代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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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的战争》的社会背景 

 

     西巫拉帕的《生活的战争》写于 1932 年。而这一时期泰国的社会状况跟鲁迅写

《伤逝》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具有及其的相似相。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便逐渐深入到泰国。那时候，泰国虽然

表面上保持着独立的地位，但事实上，也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成为了英法国家的殖民

地。 

    泰国的西方文化是西方人送来的。他们利用宗教在泰国传播起本土的文化和意识形

态。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在泰国的传教士便学会了泰国当地的语言，于是他们就产生

了让当地人学习英法语言的强烈愿望。随着外语的兴起，以及四世王、五世王派遣的留

学生，所以懂得英文的人便逐渐多了起来。而这些人也成为了吸收西方文化，介绍西方

思想的主要力量。 

    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输入，泰国传统的思想文化逐渐的被人们批评和摒弃。民主自

由的思想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正如栾文华教授说的： 

 

        一个变动的大时代，必然带来一次大的思想启蒙。[1](P.144) 

 

    泰国这时候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着一种思想变革。西方的关于民主、自由、

人权、婚姻和妇女地位的思想，在这时也被泰国人们所接受。于是出现了一批像中国新

文化动时期一样的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而西巫拉帕也正是这些先进知识分子中的

一员。他看到了封建传统制度的阴暗面，看到了传统思想落后的地方，于是他也就像鲁

迅一样，以自己的文学作品为武器，猛烈地抨击和揭露社会中不公和丑恶的一面。 

    有了思想启蒙作为基础，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了封建王权统治的落后。再加上 1929

年发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同时泰国本国的经济也逐年地恶化。于是于 1932 年 6

月 24 日发生了政变，七世王被迫接受了君主立宪政体。从此封建皇权统治开始衰落，

封建贵族的地位开始下降。但是由于泰国本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所以很快，举行政变的

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就与封建势力妥协。普通的人民百姓并未从中得到任何的实际利

益，所以也难于得到人民的支持。而封建势力企图复辟重建专制统治，新贵们的内部争

权夺利的斗争，使泰国国内的局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动荡不安的环境之中。 

    泰国的进步作家在这样的环境中创造出的文学基本上都是以反映社会和时代现实，

揭露人性和社会政治阴暗面为主要内容。而且由于动荡的政局环境，使统治者无暇顾及

到文学的发展，所以这一时期也是泰国文学史上少有的自由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在这

样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文学，也必然带有这一时代的特点，反映这一时代的特征。 

西巫拉帕就是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一位作家。他创作的《生活的战争》是在 6·24

革命发生之前创作的，而这时也正是泰国各种思想比较活跃的时期。而且从作品中我们

                                                 
[1] 栾文华.泰国文学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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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西巫拉帕受到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比较大。他的作品《生活的战争》

就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脱胎而来。 

由于《生活的战争》是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写作而成，而且其写作的年代是思

想比较活跃的时代。作者本人也是一位追求文学改革的作家，所以《生活的战争》也被

烙上了时代的烙印，批判或者揭露当时社会中一些丑恶和不公的社会现象。 

 

四、 两部作品的社会背景及人物形象比较 

这一节我们来对两部作品的时代背景进行简单的比较，以便我们更能清楚的找出

两者之间的不同点和相同点。 

首先，这两部作品被创作的年代，鲁迅的《伤逝》创作于 1925 年 10 月，而西巫

拉帕的《生活的战争》是创作于 1932 年 5 月。这两部作品同属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作

品。只是一个属于 20 年代，一个属于 30 年代。这时的中国正是军阀混战和共产主义运

动兴起的时期。而 30 年代的泰国社会也是处于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反对本国封建统治

斗争的时期。泰国国内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所以泰国的社会

和政局也处于动乱之中。 

    两者的不同在于，鲁迅创作《伤逝》的年代，在中国已经推翻了传统的封建皇权统

治。也就是说，此时的中国政治是偏向于民主型的政治。而且这时中国政府的统治权大

都是由各个派系的军阀所掌控。所以中国这一时期的统治又是属于军人统治。而在泰

国，西巫拉帕创作《生活的战争》时，泰国依然是传统的封建皇权统治，泰国的政治还

是偏向于集权专制的统治类型。因为西巫拉帕创作《生活的战争》的时间正好是革命发

生前的一个月。所以《生活的战争》是产生在封建皇权专制统治之下的。 

    虽然在创作年代和国家社会政治环境背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 但是两部作

品所要传达的主题思想却是一致的。即都是要抨击和揭露当时社会的某些不合里和

丑恶的现象。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两位作者在两部文学作品中都将矛头指向了人

性，在两部作品中，作者的暗含的主要思想是在于抨击和揭露人类或者人性的自私

的本性。 

    其次，从社会思想潮流上来讲。两者同样具有着极其的相似性。首先鲁迅在创作

《伤逝》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过程当中。中国社会上，流行着西

方资本主义的民主、科学、自由、博爱、独立和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的思想。同时，

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也开始在中国传播。可以说是中国的思想启蒙时期。《伤

逝》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创作出来的，所以《伤逝》作品中的主人公具有着新的进步思

想。但最终由于传统思想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被消除的，所以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各

种新思想与旧的传统思想的交替时期。 

    而在泰国，西巫拉帕创作《生活的战争》的年代也正是泰国各种思潮兴起的时代。

首先在《生活的战争》创作之前，西方的民主思想、自由平等思想、独立自主思想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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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就已经在泰国流传开来并被人们所接受。而且在泰国社会中也出现了类似中国新文化

运动的思想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思想在这一时期也都闯入到了泰国，泰国的

无产阶级也起来进行反抗压迫的斗争。特别是四世王和五世王时期送出去到海外留学的

留学生，这时已经归国，所以在他们的引领下，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在泰国更是越

加兴起并成为潮流。随后终于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生活的战争》就是在这样的

思想潮流之中创作出来的。而且很明显可以看出，西巫拉帕受到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很大，这在《生活的战争》中有所体现。而鲁迅先生的同样受到了

来自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影响。这在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再者从作品本身来看。据笔者了解，鲁迅创作的《伤逝》并没有以其他作家的任何

一部作品为参照物，而是根据作者自己在生活中的真实感受，以及自己对社会、人民和

日常生活观察的基础上独立创作的。而西巫拉帕的《生活的战争》，当然也会有作者在

对社会的观察，对生活的感受。但是据栾文华教授讲，《生活的战争》是参考俄国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穷人》创作的。 

  《伤逝》与《生活的战争》两部作品都是在讲述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 

  《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是一个被启蒙的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女性。子君虽然被启蒙

了，具有了一定的先进的进步的新式思想，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她的这种新，这种被启

蒙，只是表面上的，是一种外在的或者说是一知半解的被启蒙。而在她的内心或者灵魂

深处，依然是封建传统而保守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说子君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女性，从她说出的一句话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P.153) 

 

子君实际上是一个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女性，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女性。 

 

       ……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

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

是微笑点头，的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

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

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2](P.153) 

 

    我们看到，当“我”谈到家庭专制，打破旧习惯，男女平等，伊孛生，泰戈尔，雪

莱等等时，子君的眼里放出的是“稚气的好奇的光泽”。这说明她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些

                                                 
[1] 卢今.鲁迅短篇小说欣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11. 

[2] 卢今.鲁迅短篇小说欣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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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思想。因为她是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里面，他所受的教育都是

符合当时道德规范的封建式的教育。 

   《生活的战争》中的帕罗恩与《伤逝》中的子君不同，帕罗恩是一位非常现实的女

性。其实这种现实性也就是自私性。即一切都从自身考虑。她的爱情并不是真挚而纯洁

的，她的婚姻是根据他的需要而定的。 

帕罗恩从小就生活在衣食不愁的环境中。而且接受了现代化的教育。她学过英文和

法文。但毕竟是出生在封建社会，而且又是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那么她身上或多或少

也会带上封建传统的思想意识。而且她会根据需要来决定自己的婚姻。 

    《伤逝》中塑造的子君是一位受传统思想影响很深，却对新思想有很向往，被启蒙

的女性。西巫拉帕《生活的战争》中的帕罗恩同样是生长在封建社会，受封建社会思想

影响的女性。而且两个主人公都出生和生长在传统的封建贵族家庭中。而所不一样的

是，子君的家族并没有没落破败，而是她为了爱情，离开了自己的家庭。而帕罗恩的家

庭因为父亲的原因，而家庭没落，以至于帕罗恩失去了最初的爱情，陷入了窘困的生活

状况。同时她们都跟一个贫穷的人谈着恋爱。 

    在《伤逝》中，子君是一个初步被启蒙的女性，而且她也是十分向往这种新思想，

新生活的。而《生活的战争》中的帕罗恩，接触的先进思想，与子君是不同的。帕罗恩

是通过上学，接受先进的国际性教育来获得这种思想的。  

    子君除了做一个家庭主妇，实现自己的价值之外，她并没有产生过要自己出去寻找

一份工作的想法。而帕罗恩并不是这样。她不甘于自己的贫穷，她自己有经济独立的意

识。 

    再者帕罗恩不可能会对拉宾这样贫穷的人产生爱情，她在信上说深爱着拉宾。但实

际上，这种爱是有目的的，是虚假的。只有在自己无助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爱。所以帕

罗恩是一个抛弃爱情的抛弃者，而非被抛弃者。恰恰相反，在中国传统思想“嫁鸡随

鸡，嫁狗随狗”观念的影响下。子君对涓生的爱情是真实，纯洁的。正因为这样，她却

成了这分爱情的被抛弃者。正是这些不同最终造成了两个女主人公不同的生命结局。 

     而鲁迅《伤逝》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个五四新青年，他有着先进的思想。但是

他却是自私的。这种自私性还表现在，他跟子君同居后，特别是他失业之后。 

    可惜我没有一间静室，子君有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了，屋子里总是散乱着

碗碟，弥漫着煤烟，使人不能安心做事…… 

 

       加以每日“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

中，……[1](P.160) 

 

                                                 
[1] 卢今.鲁迅短篇小说欣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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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些话语中我们明显感觉到涓生的一种厌烦情绪。这种厌烦情绪是因为他失业所

引起的内心烦乱，所以他才看哪里都很厌烦。他失业之前，同样是这样的家庭环境，而

且子君也是同样的做饭。为什么他不责怪自己？这也表明他的自私。他就是一个忍心的

人。 

 

       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想来不与世交来往，

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是宽广得

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痛苦，大半倒是为她，便释放掉阿随，也何尝

不如此。[1](P.162) 

 

    由这段话，我们更能看出涓生是多么的自私，他把所有的错都怪在了子君的身上。

甚至他都想到要自己一个人远走高飞了。 

    涓生为了自己生活下去，迫使子君离开了那个二人组成的家，随着她父亲回到了家

乡。但是涓生为什么就不想想呢？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个女人放弃所有跟他私奔，

在没有举行婚礼的情况下，与他同居。这在当时看来是多么的大逆不道。他抛弃了子

君，那么子君还有什么活路选择呢？所以子君的死，完完全全是因为涓生的自私。 

    总而言之，涓生是一个受过五四洗礼，有着先进思想的青年，但是他更是一个自私

的人，是他害死了子君。 

    《生活的战争》中的男主人公拉宾，是一个有理想有报复，积极向上乐观进取，不

向贫困生活低头的人。同时他还是一个真心付出，爱情纯洁的人。他是一个拥有自己的

目标和理想的人。拉宾在他给帕罗恩的信中说道： 

 

      有一个好消息我要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正在训练自己成为一名作家，我

想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我想只要我努力，我一定可以实现的。我想成为一

个很有名气的作家，……但是我的教育水平不够，知识底子薄。最糟糕的

是，自己家里连一本书都没有。自从出生以来，我读过几本书都可以数得过

来。[2](P.4-5) 

 

    由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拉宾虽然是一个生活贫困，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是他

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1] 卢今.鲁迅短篇小说欣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11. 

[2] 西巫拉帕.《生活的战争》，曼谷：科学宝库出版社 1975年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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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是一个能够忍受苦难生活的人。而且拉宾对帕罗恩的感情是真实的，纯洁的。

他会在工作之余去找帕罗恩，而且不论工作多么繁忙和辛苦，他都会给帕罗恩写信。特

别是当帕罗恩经济陷入困难的时候，他会伸出援助之手，将自己仅有的那么一点钱，送

给帕罗恩，使她能够渡过难关。当帕罗恩的姑姑生病的时候，没有钱医治。拉宾倾其所

有，换来了 8 铢钱，全部给了帕罗恩。 

    拉宾倾其所有来帮助帕罗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拉宾对帕罗恩的爱是真实的，全心

全意的。由此我们更能看出，拉宾纯洁而真挚的爱。 

最后，帕罗恩还是抛弃了他。所以他是一个被伤害者，是被抛弃者。这种伤害几

乎使他伤心欲绝。这也正说明了帕罗恩的自私，以及社会制度的不公，在不同阶层的人

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爱情。即使拉宾的爱情再真实，再纯洁，由于他是底层的人，也

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结果。 

由此可知，拉宾是一个朴实，真诚，有理想有抱负，又不断进取，积极乐观的

人。 

由于涓生和拉宾是生活在两个不同国家的人，所以他们必是定不同的，但是在这

不同种也会有着相同的地方。 

首先，涓生是一个生活很贫困的中国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而拉宾同样是生活贫

困的底层阶级的人。所不同的是，涓生受过先进的教育。而拉宾去是一个没有读过多少

书的人。他们两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理想，并且为着这种理想进行着自己的努力。 

再者，他们两个人在为人处事上是不同的。首先涓生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在做

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先想到自己。而拉宾是一个朴实，上进，无私奉献的人。 

最后，涓生是爱情的背叛者，他背叛了自己的爱情，抛弃了子君，最后导致了子

君的死亡。而拉宾却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受害者，是一个被抛弃者。拉宾总是在努力的

维护和守候着这份爱情，但是他却受到了最残酷的打击。他被帕罗恩给抛弃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涓生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是一个不忠于爱情的背叛者。而

拉宾是一个无私的人，是一个忠于爱情，守候爱情的受害者。 

 

结  语 

    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西巫拉帕是泰国伟大的文学家。两者在文学创作思想方面

有着诸多的共性。同时也都受到了俄国作家作品的影响。这两个作家所创作的作品，大多

是在揭露社会的弊病和阴暗面，从而寻找引起疗救的方法。 

        鲁迅的《伤逝》完成于 1925 年，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都转型的时期。而

《生活的战争》完成于 1932 年，这个时期同样是泰国社会处于转型的时期。在《生活的战

争》完成不久后，泰国就发生了民主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所以说在创作背景方面

两部作品也有着诸多的相似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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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部作品在创作形式上有着不同点，但也有着某种相似相在里面。比如《伤逝》采用

的是涓生手记的形式来写的。是以涓生的回忆和自述的形式来统构全篇的。而写在行文中

用的是第一人称，这样让读者读的时候，仿佛读者自己就走进了故事当中，成了男主人公

涓生。而《生活的战争》在创作形式上使用的是书信的形式。以两位主人公通信的形式来

统构全篇。在人称上采用的是人物的姓名和第二人称为主，这样读者就被排除在外，读者

也就成为了一个第三者。也就给人一种感觉，读者是在阅读不知道从哪得来的一对情侣之

间的信件。《伤逝》和《生活的战争》这两种创作形式在当时来讲都算是比较新颖的。是

具有独创性的。难道是两位作者心有灵犀一点通？ 

    《伤逝》中作者主要塑造了两个新青年的形象。但是作者将男主人公塑造成了一个虚

伪，自私的形象，将女主人公塑造了一个懦弱，但不失勇敢坚强的女性形象。而《生活的

战争》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与《伤逝》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在《生活的战争》

中男主人公不像涓生那么虚伪自私，但是西巫拉帕塑造的女主人公，与涓生却如出一辙。

《生活的战争》中的男主人公拉宾与《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也是有着很多相同之处。

这难道都是巧合吗？我想不是，因为作品都是社会的反映。所以，通过分析两部作品，我

们能够看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方面，两国有着诸多的相同之处。 

          通过对《伤逝》和《生活的战争》的比较研究，让我们更加了解了两位作家的思想，

更加了解了两国的社会状况和文化传统。希望这对后来者有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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