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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巫拉帕《向前看》的思想与艺术探析 

                                                                                                                                    

                                                                                                                                                      李林松 

                         摘要 

 

在泰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西巫拉帕的文学主张，创作观念和价值取向

等，对泰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从作者本人的生平和文学创作入手，目的是研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思

想、文化的启蒙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意义。并通过所体现的思想内涵来展

现作者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及高深的语言艺术造诣。深入的揭示出作品与泰国

社会历史演变的有机联系，深广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找作品之所以有着强大

的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论文将以文本为参照，展开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做出

分类和归纳，梳理出作者的创作思想。挖掘出作品的思想意义，以及由此而引发

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 知识分子形象  启蒙性  社会意义  艺术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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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时代与作者 

时代背景 

一、  帝国主义斗争夹层中的泰国社会 

        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在东南亚拉开了划分势力范围，瓜分殖

民领地的狂潮。1886年 1月，英国通过第三次英缅战争吞并上缅甸，完成了对整

个缅甸的殖民，并将缅甸并入英属印度联邦；1887年 1月，法国完成对越南南、

中、北圻的侵占，并将越南三圻与柬埔寨合并，组成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此

时，英法两国的殖民主义势力就在中南半岛中部“相依相偎”。为了在中南半岛

地区取得优势地位，攫取更大的利益，地处中部的暹罗就成了两国殖民主义的角

逐战场。 

     十九世纪末，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不断威胁，暹罗统治阶级在局势的威迫下

不得不打开紧闭的门户，并开始对内政、体制进行改革。 

      

二、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1929 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暹罗的国民经济，造成

了暹罗的财政经济危机，这使得暹罗社会一切潜在的矛盾不断尖锐化，导致了暹

罗君主统治的政治危机，要求变革君主专制政体的呼声越来越高。随着出国留学

生名额的增多，平民子弟出国留学的机会也增加，出国留学的人数便逐渐多起

来。这些人接受了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逐渐对旧的王室专制统治方式感到不

满。这些出身于中小地主和官吏家庭的中、小官员学成返国后都在曼谷的军政界

任职。并且在 1927 年组成了民党。参加这个组织的大多是知识分子、青年军官，

中小官吏和一些与执政的统治者有矛盾的高级官员。他们提出了“推翻贵族专

政”、“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口号。民党在 1932 年政变中起着核心的作用。政

变的最先发起者及主要领导人大都是民党成员，他们的思想主张奠定了政变的思

想基础。 

     1932 年 6 月 24 日暹罗（泰国）人民党领导的这次政治运动，结束了素可泰

王朝以来相沿 600 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因此也称 1932

年立宪革命。这次政变的结果，削弱了王室贵族对政权的垄断，把国王权力置于

宪法的限制之下。一批受西方教育的新人登上了政治舞台。这是暹罗历史发展过

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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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一个重大转变。 

 

 作者生平与创作历程 

一、作者生平 

        西巫拉帕是泰国最富盛名的现代作家、翻译家、新闻工作者，也是泰国新文

学的奠基人。西巫拉帕原名古腊·赛巴立(กหุลาบ สายประดิษฐ—์ศรีบูรพา） ，1905年 3

月 31 日出生于曼谷一个中等职员家庭，父亲在铁路局工作，后因病离开工作，只

好由母亲做生意养家。由于他的父亲为外国人工作过，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

接触英文，这为他后来接触并翻译外国名著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也成为他接

触西方新思想的开端。六岁时，父亲病逝，家境日趋艰辛。生活的贫困让他结识

了许多穷苦民众，也使他对广大劳动人民生活的疾苦深有体会，并深深的同情这

些劳苦大众。小学毕业后，西巫拉帕曾在一所少年军事学校学习过两年，后来由

于母亲心疼他在军校中吃苦，便送他到曼谷一所有名的刚刚对平民开放的贵族学

校贴西林中学学习。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来自社会各个不同层次家庭的学生，也

看到了因封建等级观念而产生的许多不公平的待遇，他为这些不公平的现象感到

愤慨，对封建权贵表现出憎恶之情，对封建社会中的黑暗现象感到极其不满，对

处于社会下层的劳苦大众表达了深切的同情。 

    西巫拉帕非常热爱学习，喜欢阅读。在广泛的阅读中他接触到了一些前所未

闻的新知识、新思想，并且大受启发。从此，他开始爱上写作，笔耕不辍。从自

己的作品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他用笔揭示出了他所看到的现实的黑暗

面，倾泄了他不平的心声。1924 年，年轻的西巫拉帕正式开始文学创作，他的处

女作《情刃戮心》也在同年出版。1929 年他聚集了贴西林母校一群爱好写作的同

学跟校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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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期间的创作经历让西巫拉帕立志要当一名作家。 

西巫拉帕是泰国现实主义文坛杰出的代表，又是一位为国家独立、民主、自

由而斗争的热血斗士，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泰国期间，他因反日于 1941 年被捕入

狱，日本投降后才获得自由。1952 年，他又因从事进步活动而再度入狱，直到

1957 年大赦时获释。1958 年，他应邀率领泰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泰国发

生了军事政变。西巫拉帕为避免政治迫害，不得不留居中国，晚年为了加强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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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做了不少工作。1974 年 6 月 16 日，西巫拉帕因病于北京逝世，骨灰安葬在

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送了花圈。 

二、创作历程 

    西巫拉帕在泰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其成就与影响超过了泰

国当代任何一位作家。他于 1924 年开始创作活动，同年发表了处女作《情刃戮

心》。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里，写下了数十部长篇小说

和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同时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报告文学和散文。此外，

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母亲》和契诃夫的文学著作《流放期间》等不少进步作品。

他的创作活动大大地丰富了泰国的文学宝库。 

西巫拉帕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推《生活的战争》 、《画中情思》 、《后会

有期》和《向前看》。前两部是他的早期的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后两部是他后

期的作品，是其艺术创作成就的顶峰。他的前期作品中充满了反封建的思想色

彩，后期作品则寓含着更大的社会意义。他的作品揭露现实黑暗，针砭社会时

弊，反映群众心声，唤起人民觉醒，因而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特别为广大青年

知识分子所推崇。不少大学的学生团体多次自费翻印或再版他的著作。 

除此之外，他还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散文和报告文学。在文艺创作道路

上，西巫拉帕走过了漫长而又艰辛的旅程。他的早期作品充满了反封建的精神，

后期的作品则具有更深远的社会意义。他自己也认为作家的职责就是不断的改造

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之符合人民的要求，才能够写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

人民的作品。正因为他坦荡的人生观，积极进取的求知欲望，以及敢于为国家独

立、民主、自由而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历史最终使他成为了泰国现实主义文学

流派杰出的代表，更被泰国人民誉为“人民的战士”、“泰国文化战线的一员主

将”。成为泰国新文学的奠基人。 

 

第二章   小说的人物形象 

 

贵族阶级形象 

  1932 年资产阶级维新政变前夕，泰国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倾向现实主义和浪漫

主义的青年作家。他们受西方作家如：家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莫泊桑等人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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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努力打破传统的旧形式，摒弃以王公贵族的生活为题材的传统，直接取材于

生活，着重反映现实，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泰国社会新思想与旧思想、新一代与老

一代、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日益尖锐的矛盾，表达自己明确的思想倾向与政治理

想。 

《向前看》也继承了这一时代主题，作品的人物形象与社会事件直接取材于

现实生活，真实的反应了泰国社会的时代矛盾，表达了新一代爱国青年追求民主

的政治理想，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朝气蓬勃的情绪。 

作品中住在“天堂”里的贵族阶级，不是靠自己的劳动来取得日常所需。在

公馆里，主人们出入扈从簇拥，不用劳动而过着奢华无度的生活，表面冠冕堂

皇，讲求优良风尚，但内部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奴仆们在封建等级观念的

毒害下竟暗分等级，彼此嫉妒欺压，相互陷害。 

爵爷亚匹曼·叻察他尼一个人养活全家；他是夫人的无比方便舒适生活的最

保险的支柱，因此，爵爷在家里最有权威。爵爷的行为谁都不能批评，包括他收

纳荷采和曼春做妾的事，也都不能看成是不忠，或者是什么邪恶的行为，相反，

还被誉为是增添了爵爷的声望的好事。 

爵爷夫人也是作品中贵族阶级的一个典型。自从亚匹曼爵爷被解除公职之

后，这座王府就被一种凄凉寂寞的气氛笼罩着。亚匹曼夫人对这种严重的形式毫

无思想准备。夫人一贯随便用钱用惯了，对于缩减开支感到很不习惯。以往她所

作的只是帮助缓和爵爷的两个小妾荷娘和春娘两人错综复杂的问题，以及帮助她

的爵爷丈夫更加受到上层王族宠爱的问题，还有就是如何使得这个家庭和她自己

更加富有等问题。她是佛教徒，可从来不知道佛法是怎么回事。她把佛教看成是

佛祖用来超度那些有钱有势，每次能够用大量的金钱来布施的人——就像她和她

的家人一样——升入天堂的一张梯子。此外，她还认为下等人对上层贵族的忠诚

和崇敬也是信仰佛教的人的一种明显标志，因为她暗地里骂那些聚众改变政体，

动摇了王公贵族地位的那些人是非宗教分子。她认为对他们的不尊敬，包括对亚

匹曼侯爵的黜免，就等于对佛祖的亵渎。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样是贵族出身也同样从英国留学回来，身为爵爷亚匹

曼·叻察他尼爵爷长子的瓦查拉，他英俊倜傥，善于在贵族社会中周旋和应酬。

就连在父亲被革职后还依然天天花天酒地，把时间花在同贵族人物的愉快的交际

中。 瓦查拉是那个时代这一类青年的一个典型，他的精神世界是空虚的，这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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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贵族阶级出身的西里拉忧国忧民，渴望变革的雄心壮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

者在这里巧妙的安排，不仅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还发人深省。面对这

样一个社会，年轻一代是应该随波逐流还是勇敢的站起来去迎接挑战。 

知识分子形象 

如果说西巫拉帕的小说是泰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那么小说中那

么小说中那些具有鲜明特征的知识分子便是这座丰碑上最鲜亮的碑文。他通过这

些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概括了那个时代中知识分子的特征。有他们的优点，也

有他们的弱点及不幸的遭遇，使这些形象具有启迪、警戒后人的作用和意义。

《向前看》中，西巫拉帕用了“置身于外”的平静语调客观地来进行描写，语言

朴素自然。小说以詹铊、尼塔、阿诚三个不同性格的青年为代表进行朴实无华却

又生动细致的描写，简练而传神，让广大读者看到 1932 到 1942 年间泰国的青年

一代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运动而敢于斗争的精神面貌。 

那些出身于平民的知识分子，他们憎恶封建权贵，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他们的作品重在反映现实，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反对专制独裁，要求自由民主，

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阶层在民主运动中的风姿，对未来充满信心和

希望的朝气蓬勃的情绪。因此在作品中西巫拉帕主要以詹铊、尼塔、阿诚作为新

一代觉醒青年的代表，体现那个时代的泰国青年人投身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

运动的风姿，预示着泰国光明的未来。 

我们把小说的主人公和作者本人的人生经历做一个对照，不难看出作品中的

主人公詹铊、尼塔和阿诚，正是作者本人的化身，在他们的身上不难看出有作者

本人思想演变的影子。他们的成长历程正是那个时代无数进步青年的真实写照。 

 

 “下等人”形象 

     《向前看》中西巫拉帕通过对一系列社会底层人物命运的生动描绘，使读

者看到个人命运和时代命运是密切相关的。他有意识地在角色和读者之间制造感

觉上的距离，使读者用探讨、批判的态度去看作品中的人物。没有浓墨重彩，也

没有华丽的陪衬，朴实简练的语言，把人物各种内心活动与思想矛盾真实地在读

者的映像中形成一幅清晰的画面，从而展现人物多姿多彩的个性特征。 

文章一开始就通过詹铊向尼塔诉说自己的身世来向读者讲述了那一个时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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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群众的疾苦。用那些所谓的“下等人”的真实生活写照来反

衬出封建官僚阶级和贵族的麻木和腐朽。辛辣地讽刺了统治阶级的残酷和堕落。

从而烘托出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渴望变革，追求自由、民主的决心。 

詹铊的父母是那个时代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劳苦大众的缩影，她们从早到晚为

了生计而奔忙，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有时甚至食不果腹，饱受饥饿和疾病的折

磨。如果是遇上干旱或者是涝灾，老百姓便颗粒无收，四散逃命，甚至饿死、病

死。 

柿娘是叻察他尼公馆里的一名女佣，她天性善良、富有正义感。当詹铊病情

恶化时，她甚至敢于要求拉迈小姐请那位专给瓦查粦少爷治病的医生来给他看

病。在被拉迈小姐残酷的拒绝了之后，她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了医生的住处，恳

求他前来营救一个病危的男孩的生命。柿娘是平凡的，但是她的内心却充满了伟

大的母爱。她是无数善良的泰国民众的一个缩影，在她的身上读者看到了广大劳

动人们善良、正义的本质。柿娘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是作者对生活真切体验的

结果。 

        在整部作品对“下等人”的塑造中我们不能不提到曾经和詹铊一起在佛寺中

生活的另一个苦孩子——阿登。自幼便失去父母的阿登在贫困的压迫下无奈走上

偷盗的道路，期间多次出入监狱中，并被迫与贪赃枉法的警察串通在一起做着明

偷暗抢的勾当，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后来就在他最后一次被关进监狱时，遇到

了一位真正懂得欣赏他的“仙女”并在她的帮助下，彻底摆脱了以往那种生活，

从新找回了自我的人生价值。从此投身到劳动人民的集体中去，开始了新的生

活，并立志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阿登是民主运动中普通劳苦大众的一个成功

典型，从他的身上，读者不仅看到了人们善良的本质，也看到了泰国民主的新希

望。 

第三章   小说的思想意义 

启蒙意义 

    作品通过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苦孩子詹铊一家的遭遇和他自己在曼谷贵族学

校泰威特·兰沙律书院学习的经历，再现了 1932 年资产阶级维新政变前后的社

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那一时期各阶层人物的思想面貌，揭露封建等级制度的不

合理和黑暗，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与热情投身民主运动的精神。《向前

看》的反封建的思想内核，以及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描写是深受人们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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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的。作家的进步思想，不是运用传声筒式的赤裸裸的政治词汇来表达，而是通

过准确地描写人物的思想性格和阶级关系体现出来的。西巫拉帕被认为是泰国第

一位能够把政治见解巧妙地伏笔于文学作品的作家。 

  

生活本质的揭示 

西巫拉帕倾毕生心血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思想修养熔铸在《向前看》里，运

用到生活斗争中，从而使作品不断繁荣、成熟。作品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无比广

阔、丰富的艺术天地。从内容的丰富性来看，可以说是泰国现代社会生活的百科

全书；从思想意义来说，则是自“六.二四”资产阶级政变和日本军国主义占领

泰国以来的泰国思想斗争史；从艺术形式，艺术技巧和个人风格来说，则无疑是

泰国现代文学艺术园地中的瑰宝。 

西巫拉帕对《向前看》的创作动机和目的是很明确的，正如他自己把文学从

旧式文人手中接了过来，并大声疾呼：“要把赏玩变成严肃的工作”[1] 因此，深

刻地反映从 1932 年到 1942 年整整十年间泰国的社会面貌，抒写上流社会的堕落

腐朽和和下层社会的不幸，为彻底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积极探索底层劳苦大

众的出路，成为作品的思想主题之一。熔铸着作者对泰国历史和现实的深切理解

和审美评价。 

在作品中，西巫拉帕特别注重写政治和社会问题。他是泰国现代文学史上第

一个塑造觉醒起来的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家，也是泰国现代文学史上把政

治内容引入小说的第一个人。这是一个伟大的开拓。作品中描写了社会各阶层的

现状，从王公贵族等统治阶级到平民知识分子，从公馆里的佣人再到贫困的农村

无产者，几乎都写到了。西巫拉帕不是孤立地看待资产阶级政变问题和知识分子

问题的，而是把二者联系在一起考虑，指出了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解决农民问题，

也没有给知识分子找到出路，揭示了资产阶级革命不发动农民，脱离广大群众等

根本问题和不彻底性。 

 

社会影响 

        在西巫拉帕的作品里，之所以说《向前看》是最杰出的一部，是因为小说的

                                                        

[1] 栾文华.泰国文学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 3 月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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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思想非常深刻，西巫拉帕塑造的觉醒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形象，具有深远的

社会意义。那个时代虽然早已过去了，但是直到今天，他所塑造的那些知识分子

形象的社会意义历久弥新。 

作品在民主革命的浪潮中，表现出了“资产阶级政变”后泰国社会、政治的

巨大变化和各阶层人物的思想面貌，描绘出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觉醒起来并投身于

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反抗压迫的斗争历程。对泰国进步文学的发展产生深

远的影响。作者运用了叙事的方法，把泰国历史上重要的一页在作品中重演，在

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批判精神，教育

和激励了无数青年勇敢地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在中泰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都具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后来的小说创作也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以詹铊、尼塔和阿诚为代表的泰国觉醒起来的知识分子形

象。他们的成长历程和对民主、自由的不懈追求见证着那一代人为了国家民族的

未来所作的一切。他们即是当时泰国无数进步青年的一个缩影，又是个性鲜明的

革命者的典型。 

        《向前看》最大的价值是它的思想意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意义。这部

作品把革命者放在历史的中心地位，把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群众当做小说的主人

公，时代哺育着他们，他们也经受着时代的风雨和考验。这种对待历史、对待人

民群众的态度是以前的文学作品根本不可能见到的。这不仅充分肯定了那个时代

的革命者为了追求自由、民主所作的努力和牺牲，也极大地鼓舞着后来的知识分

子勇敢向前看。 

                                            

第四章  小说的艺术成就 

鲜活的人物塑造 

    西巫拉帕是一位富有独创性的作家。他开放进取的文学精神和灵活多样的艺

术表现形式，展示了他惊人的艺术创造力。西巫拉帕的作品体现了泰国现代小说

的崭新品格，成为新文学的主要创作方向，更显示了泰国文学已经告别了历史的

过去而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泰国人民尊称他为泰国文化界的“元帅”，“泰国文

学天空中的王鸟”。《向前看》是泰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坛上一颗闪亮的明珠，小说

中那些具有鲜明特征的人物形象无不透露出作者在人物塑造上的天赋。他通过这

些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概括了那个时代中各个阶层人物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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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的人物艺术形象的塑造上，西巫拉帕尤其注重白描。作品中所塑造的

人物形象众多，但就整篇作品而言，其中的人物形象却有轻重主次之分。在此笔

者拟从艺术构思的角度，检视一下小说中主、次要人物的艺术功能，借以窥探作

者的艺术匠心。 

其次，小说中的次要人物还起着突出主要人物，刻画主要人物的作用。通过

设置各种次要人物来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是西巫拉帕塑造典型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向前看》中，这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把主人公放在各种社会联系的

交叉点上，通过与形形色色人物的矛盾纠葛，揭示主人公多方面的性格特征和复

杂的内心世界。从而塑造出真实、丰满，具有丰富内涵的艺术典型。 

 

多样的表现手法 

    《向前看》的艺术成就，首先在于它开创了泰国现代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

西巫拉帕早期的某些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如： 

《情刃戮心》 、《生活的战争》等。对封建社会以及贵族阶级进行了政治上和道

德上的有力批判。如：《画中情思》 、《男子汉》等，也曾对旧的家族制度和封

建道德观念做出过较尖锐的批评，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但这些作品仍然属于

侧重于暴露社会生活黑暗面的现实主义。西巫拉帕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描写人

民的苦难命运。但他不仅揭露社会表层的黑暗，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大胆地揭露封

建阶级更深层次的腐败，以唤起民众的觉醒。加强了小说的生活真实感和思想的

批判性，是更富有艺术表现力的。 

    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充分运用和发挥了艺术的辩证法，采用对比的手法，在善

与恶、喜与悲、正与邪等的处理上独具匠心，使得作品的思想和内容紧密结合，

相映生辉。 

《向前看》塑造了泰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詹

铊、尼塔、阿诚、西里拉等进步青年。在当时泰国的文学创作中，能达到这种水

平和高度的典型形象是不多的。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做到了共性与个性的统

一，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西巫拉帕是把这些人物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表现出来的。比如对詹铊性格形成的种种主客观原因，以及后来的成长和觉醒等

描写。不但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社会真实性而且也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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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致的切入角度 

    《向前看》别致的切入角度，独特的艺术结构等使作品在创作上取得了巨大

的艺术成就。开创了泰国现代文学的新方向。也奠定了西巫拉帕在泰国现代文学

史上的地位。 

作品第一部以詹铊的遭遇和经历为主要切入点，从詹铊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

苦孩子眼中看封建统治者的世界，写出了 1932 年政变以前贫苦大众所处的水深

火热的困境及贵族阶级糜烂腐朽的奢华生活。在第二部中，作者用质朴无华的笔

锋，忠实而形象地再现了 1932年到 1942年十年间发生的两件历史事件：“六、

二四”资产阶级政变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泰国。 

作者之所以选取这一特殊事件作为切入点，是因为当时的泰国，处在帝国主

义斗争的夹层中，西方各国都在对它虎视眈眈。但也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新思

潮逐渐深入泰国知识分子心中。在西方新思潮的冲击下，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有

了觉醒并投身民主的行动。“六.二四”政变发生以后，封建专制被推翻，由于民

主党对改善人民生活的承诺使贫苦人民开始把新政权看成是照耀着他们黑暗穷苦

生活的美好、纯洁的光明的化身。诚实的穷苦人民额手称庆，高呼善哉，盼望从

此以后能有个翻身出头的日子。但政变力量成分复杂，政变成功不久，资产阶级

便产生了不同派别，最终形成了军人独裁的时代。 

《向前看》在艺术上的成功最主要的一点还在于小说已不再像作者早期作品

那样把故事性作为重点，作者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刻画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光辉形

象，展示了他们各自性格上的矛盾和内心世界的复杂性。这一个个有血有肉、活

生生的艺术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品在对次要人物（如阿登、柿娘

等）的塑造上，也刻意摒除了以往脸谱化的方法，给读者留下了更多思考的空

间。 

《向前看》在泰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在继《画中情思》之

后，在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上创造了又一个典范，是西巫拉帕后期

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说在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取得的成功在那个时代是无

人能及的。是作者毕生革命现实主义作品的巅峰之作。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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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巫拉帕开创了泰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广阔道路，《向前看》一、二部真实地

再现了那个时代泰国封建等级制度的不合理和政治的黑暗，揭露了日趋没落的贵

族阶级，讽刺了趋炎附势的一类人，歌颂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和聪明智

慧。作者从 1932年到 1942年期间泰国发生的“六、二四”资产阶级政变和日本

军国主义占领泰国两大历史事件，通过几个年轻人的成长历程，以及他们对自

由、民主和公平的不懈追求，塑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他们的这种精

神，对泰国青年一代起到了一种启蒙、促进的作用，同时也引导了更多的青年积

极地追求民主、投身民主运动。西巫拉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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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使泰国的进步文学在崎岖不

平的道路和斗争中成长起来。正如他所说：“新的文学已经点燃起为人民大众服

务的希望之火。文学果实的享受者再也不是社会上一小撮独揽特权的阶层了。人

民将是创造文学和收获文学果实的主人我们相信，历史将向这个方向发展。” 
[1]

然而让读者感到一点点遗憾的是作者原本打算在中国居留期间写完第三部，但未

能遂愿。但无论如何他的文学精神将永远留在广大读者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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