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台灣村上春樹現象探討 

 

談到本地的村上春樹現象，一般會聯想到的是文化和時尚品味的象徵。 

1998 年出版的《遇見 100%村上春樹》這本書，邀集二十餘位各領域的人物，

從他們身為音樂文字工作者、美食家、廣告人、作家、評論家、畫家、媒體工作

者的角度出發，全面性地來探討村上春樹在台灣的渲染力與影響。作者群包括：

楊照、林水福、馬崇喻、賴明珠、朱中愷、王浩威、鄭栗兒、周月英、陳璐茜、

紀大偉、顏忠賢、韓良憶等。收錄 24 篇關於村上的作品評論、訪問、解讀台灣

的村上春樹現象，以及部分村上風的小說及雜文。 

而不在這本書名單之外的讀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家衛、許舜英。他們有

意識的受到村上影響，他們名下的作品呈現了一種品味和孤獨疏離的氛圍。 

這些專業閱讀者所開創的閱讀概念快速地傳播普及，形成了一種對村上閱讀

主要鑑賞依據。這些人之中大多數是文化工作者。他們具有類似的背景，文化資

本較高，有能力描述、表達、品評和比較。 

而其身分背景，不可不為村上文本增添了「文化」和「時尚品味」的可見性。 

譯者賴明珠的譯前語，和他對村上的觀點以及看待村上的態度，也成為重要

的村上研究和閱讀的思考模式。 

自 90 年代以來，越來越多文化工作者和學者潛入這片領域，希望能解讀其

作品和現象，研究的結果是嘗試自零碎的資料中構築足以解釋這個現象的原因，

其中誠品講堂以及學院將村上小說納入教學課程，教授如何閱讀和討論村上文

本，也使村上小說正式進入本地的學術殿堂。 

小說家和作家也從這些文本中獲得靈感，並依據各自屬性和市場嗅覺，自其

中挖掘材料。他們對村上文本有著不同的實踐態度，或是敬畏，或是分析，或是

愛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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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共同造成了一股所謂的村上春樹現象。「現象」一詞，原是用以解釋

社會變遷的關鍵，在此借用作反映一種新閱讀態度的興起。究竟在讀者心中在台

灣有沒有所謂的村上春樹現象呢？村上春樹現象在他們心中又是如何形成和發

展的？ 

第一節 讀者對村上春樹現象的觀察 

何謂村上春樹現象？ 

一 蔚為風潮的現代寫作方式 

之前也有人說從村上春樹流行開始，高中校刊每年都有村上風的文章。 

⋯「村上風」到底是什麼東西？⋯應該就是他會有一些數字，會有一些 

場景描述，很瑣碎這樣子。⋯像大家一定會舉出什麼五年之類啊，來了 

三隻貓啊，削了幾打鉛筆啊⋯他不會直接陳述比如說：我覺得好辛苦。 

他不會這樣子。他會說辛苦得像一團空氣包圍著我，用比喻這樣。 

（編號 5） 

讀者 5觀察到的「村上春樹現象」面向之一是建立在許多讀者模仿村上小說

文體的風潮上，這同時也是本地村上讀者呈現出對文本實踐的特色之一。但讀者

5也以「我不認為村上閱讀是單純膚淺的流行，只能說是格調低的書商扼殺了他

文學的永續生命」和「自己只是大量生產的『村上書迷』其中的一枚」妥協似的

比喻，表達村上現象其實是商業機制下的產物。 

 

二 出版社和媒體行銷下的風潮 

就讀日文系的讀者 5認為，村上現象如同社會上彼此起落的流行現象，非但

是被炒作出來的，而且「格調低的書商」所使用的方式是媚俗的偶像式塑造。 

到這種地步已經可以算是流行了吧！⋯就好像今天說大家來吃蛋塔、玩 

滑板車，是被媒體炒作出來的⋯我們把他弄得好像是偶像，今天說村上 

春樹出新作啊，文藝青年注意趕快去看啊！邀他來啊，如果來了之後就 

是大家要跟他簽名握手啊⋯（編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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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者 2也發現村上的形象被媒體過度單一化，他注意到「所有的媒體，不只

是時報」皆未悖離將村上劃為「一個所謂的時代必讀，雅痞必讀，知識份子至少

要看過那種形象」，而這種單一形象的背後是對偶像需求的情結，以致： 

在媒體上你不會聽到對他的批評，這是爛作品啊，無聊啊，無趣啊，沒 

意思啊。大家不會朝這個方向去批評他⋯不會很即刻的就像批評某些作 

家，我們會說啊，這沒營養，這沒意義，這不應該給誰看誰看這這樣。 

就是如果有人說無聊無趣沒意思的時候，也會幫這樣的無聊賦予正當性 

的意義。（編號 2） 

而讀者9認為，村上的流行並不是那麼容易就可以解釋的，「我不太確定啦，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他發現「我們看這種文學書好像都是一陣一陣的，好

像就是出版社會在某一段時間會強打某個作家或議題，然後我們讀者就跟著看。」

（編號9） 

 

三 社會氛圍和生活品味的認同 

在讀者 8的想法中，村上春樹現象的成因也是「很難說」，他以誠品書店為

例，誠品書店之所以成為當代台灣生活品味的象徵符號之一，是因為「它塑造一

個意識讓你覺得舒服，讓你有認同感」，而村上現象的發生就如同「有一些人會

去認同誠品那樣，因為追求較高的生活品質嘛」。（編號 8） 

 

讀者9以日劇能在東亞地區流行來對照村上在東亞的流行，也就是「整個社

會狀態，每個地方的人，他對於他生活中的一種社會壓力、感受是接近的」，而

村上現象不過反應了「個人對這個社會感受的變化」並且「再加上商業機制」的

促銷。（編號9） 

 

四 距離的想像 

讀者4認為「日本」這個符號負載在村上春樹身上的意義，是代表地理上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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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產生心理想像的依據，也就是在在場與不在場╱現實與理想之間，會有一種因

不了解而產生的特殊美感。 

⋯他會暢銷，和他形成了一個村上迷圈，我覺得和他是日本作家有關係 

⋯人對於空間圖像會去迷戀一個遙遠陌生的場域，所以會相對把它提升 

到更高。（編號6） 

 

五 經典文學主題的傳承與推進 

讀者 4又回歸村上文本的閱讀「他從夏目漱石的私小說接納了流暢的筆鋒還

有諷刺手法，從川端那裡有了對性絕對必要的描繪，從三島那裡繼承了關於死亡

的深度，應該是這樣看的」，換言之，讀者 4 認為村上承繼一般認定日本文學固

有主題「⋯美與痛、性和死」，且他又展現現代的書寫風貌，因為「傳統的美不

是這樣，你看三島的《金閣寺》，他不是最後要把金閣寺燒了，不燒不行啊，因

為美與痛一定要在一起，美到極至就是痛，愛到極至就是死。」而這個繼承其實

又可以擴展到全體人類生存的命題「這兩個（性和死）可以touch到人最內心永

恆的矛盾。你會在這個地方，會讓你有最大衝擊，就是讓你整個人受到最大震撼」

（編號 4） 

 

六 很多讀者從其作品中得到啟發 

讀者 10 認為可以造成所謂的現象，就是「很多人從他的作品中得到啟示」，

但以一個作家的身分來看村上，他其實是一個並不構成流行文學條件的「蠻嚴肅

的作家」。而之所以會流行，是因為他已有「一定的名聲」。但讀者 10 關注的

顯然較偏向村上現象的另一面，也就是對村上讀者的觀察：  

我比較不喜歡的是他被討論的那個部分。但事實上被討論是件好事，只 

是我不喜歡他被討論的模式。很奇怪的，比如說在BBS上就會有村上春 

樹版，但有很多人只是為了他的名聲去讀，然後讀不出什麼來又要問， 

他希望他得到什麼樣的回答呢？我一直覺得那就是很私人的感覺，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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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什麼就是什麼，你要怎麼問別人呢？你知道最討厭的就是，村上小說 

其實是很私人性、情緒性的東西，那些在網上的人，如果你告訴他你的 

情緒是這樣，他又會疑問說為什麼你的情緒是這樣而我的情緒卻是那樣 

，為什麼要一個標準答案呢？這是大部分的村上春樹版存在的問題。就 

像我覺得天氣冷你覺得天氣熱，你問我為什麼天氣冷，我怎麼說你還是 

覺得天氣是熱的啊！而且有很多人就會一定要評出一個好看不好看的標 

準，我就很奇怪，什麼叫好看，什麼叫不好看呢？（編號 10） 

 
第二節 讀者對造成村上春樹現象原因的討論 

本節將讀者對村上現象的看法作一梳理，討論的面向集中在讀者：一對出版

社銷售手法的看法；二對評論家的看法；三對村上讀者的看法。 

由於越來越完整的銷售和研究體系，村上從一種文化產品變成文化商品和一

種文化間的標榜，也讓部分讀者對閱讀村上小說的心態和情緒上失去平衡，他們

認為他們心中原本的村上遭到破壞。 

部分讀者的反應呈現抗拒性解讀，同時也呈現出一種文化位階的對峙關係。 

在讀者 4「那個純真的年代已經離我們遠去了」的言論中可以反映對閱讀趣

味的追尋可能會因體系化而變得索然無味，對閱讀的態度也從觀賞轉變為品評。 

如果村上專家體系越來越完整，大概也會成為所謂「純文學」的精英吧 

！我記得有個誰說過，說不定也是名人，搞不好是康德或是海德格也不 

一定。他說一但一門學科登堂入室，也是宣判他的死期到來。和服洋魂 

啊，文藝旗手啊，那個時代，那個純真的年代已經離我們遠去了。 

（編號 4） 

一 對出版社和媒體等文化圈的反應 

（一）反對╱反感觀點 

讀者 2認為「他後期有一種文化間的標榜，甚至是廣告媒體或文化人的炒作

， 

 87



這是很明顯的。」村上現象立基於廣義的文化圈的炒作和文化標榜，在此前

提下，台灣讀者能廣為接受的原因「基本上跟很多歐洲片的道理是一樣的，台灣

人覺得看不懂的就是藝術，藝術就是高格調」，是源於本地對知識和品味狂熱的

崇拜文化有關。 

讀者 2 將在台灣發生的現象與日本作一對照，「⋯在日本，他有點像國民作

家，地位很崇高是沒有錯，可是是人人可讀的讀本」但是在台灣，「他不但是雅

痞風尚、流行一族的文化，甚至是有點神格化的東西，大家都在歌頌他有多偉大、

有多棒，不看他你就不能算是文化人」讀者 2 的反感除了來自「大家一窩蜂去

讀」，還有刻意被抬高的文化品味，「就好像是有士大夫病，這就是我們士大夫必

讀的東西，一般士農工商是不能懂的」（編號 2） 

讀者 7 以《日出國的工廠》宣傳文宣為例，「那本書我是杵在書店硬是不買

的把它讀完」，因為「網站（時報）上對這本書的介紹根本就是胡亂寫⋯他那本

書裡並沒有小說工場、哀傷工廠和什麼按摩理容院的」，他認為出版社的宣傳「硬

是要耍氣質，硬是比別人要有深度的感覺」，而這被他視為一種虛偽的手法，「那

些賣書的人就是愛這樣故弄玄虛」，他「還蠻討厭的捏造氣質氛圍的噱頭」。在他

自己的觀點中，這本書應該是「工廠見學記，像知識性的綜藝節目，什麼追根究

底大進擊之類的。⋯1」（編號 7） 

在讀者 4 的觀點中，他自覺對出版社行銷村上的方式「還蠻無力的」，因為

在他眼中村上作品「不應該是一個暢銷的東西」，他認為暢銷和非暢銷是立基於

多數讀者是否能接受，「因為很多人看過了之後會說，啊，我不喜歡，我看不懂」，

換言之，讀者 4將村上置於一個較接近純文學作家和作品的地位。 

讀者 4並分析現代出版商的行銷策略運作： 

                                                 
1網站上的介紹文字為「滾動著橘紅色原球的糖果工場、象徵無限生產力的參觀行為，讓工場的

陰暗面在村上春樹的心裡生根發芽，認真去思考各式有形無形的製造場地：小說工場、哀傷工場、

性慾工場、兵器工場、有系統的按摩理容院⋯⋯在那些看起來奇怪，其實一點也不奇怪的製造過

程裡面，有什麼樣的人，做著什麼樣的工作呢？」；而《日出國的工廠》中的所有工廠為：1.人
體標本工場，2.結婚會場，3.橡皮擦工場，4.酪農工場，5.Comme des Garcons工場（服裝設計師
川久保玲品牌名稱），6.CD 工場，7.愛德蘭絲假髮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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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家都會找一個它的代表，像現在爾雅就找白先勇，立緒就抓薩依德 

猛打，所以我覺得我們的知識建立在出版社給我們的配套系統。好，我 

們來讀立緒就是要讀薩依德，讀完《東方主義》，就再讀《文化帝國》， 

然後《知識份子論》，就這樣讀下去。你讀村上就是把他藍小說一套讀 

完，什麼《海邊的卡夫卡》是第幾本，是最經典的啊。然後《人造衛星 

情人》是九O年的《挪威的森林》。就是它會把這個系譜建立出來。 

（編號 4） 

 

（二）支持觀點 

讀者 10 認為商業行銷手段不但可以增進消費者的跟進，也可以為作家帶來

生計上的保障。 

我覺得沒什麼不好啊！藉著這樣的方式，大家都知道，而且大家都聽到 

這個人，可能有些人，那種從來不看書的人，也許會因為這樣的炒作， 

他會去買來看，然後他去看了發現什麼，就是他一定會從中間得到什麼 

，那也沒什麼不好。因為的確有很多人是根本不看書的，像我弟就是啊 

，他那種人是除了課本，是不會買任何一本書的，可能還有漫畫啦，他 

不會有興趣要去看其他的書，就是有這樣的人存在。…我覺得商業有某 

種促進發展的機制，當然越多人看，商機就越大。比如說村上春樹如果 

是個默默無名的小作家，他的書可能就只有一些人在看，他也沒有被刻 

意炒作，萬一這些看的人越來越少，他生活有問題，他就必須得去做別 

的事情。 

商業機制在他的觀點中並不影響閱讀行為的本質，因為： 

…能得到的人就是會得到。那也有很多人是因為流行才去看，他說他看 

不懂，那他也沒有在閱讀當中獲得樂趣，他只是因為流行才想要看。那 

如果有人有很強的求知慾望想把他看懂，甚至找人討論，這也沒有什麼 

不好。（編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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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參與過村上書籍企劃，現為自由文字工作者和翻譯者的讀者 1，他以產製

者端的經驗駁斥持炒作論者。在他的眼中，持炒作論調的讀者由於站在消費端，

並不了解產製端所遭遇以書養書的困境。他認為書籍只要進入發行市場就是一種

商品，它所擔負的是可經由銷售量而看見的市場價值，而非文學或藝術理念等不

可視的藝術價值： 

出版社站在一個產製者的角度上，它必須更努力的運用其資源，來達到 

產品的銷售目的，在它來講是產品，可是這個過程不僅是必須，也是一 

個良性循環。今天是因為村上的書賣得好，時報才有餘力繼續出其他村 

上的書，以及其他非村上的譯著，像文學線很多書也是很冷門的，可能 

它出了十年你也沒聽過這本書的名字，可是它還是照樣出，而且本著好 

的作品就應該被介紹出來就出版出來。的確村上對時報而言，講明了就 

是常賣型的搖錢樹，那可以靠村上作品養其他的書，那何樂而不為呢？ 

⋯我覺得不了解狀況的基本教義派讀者才會認為這樣是「炒作」，我說 

的不了解狀況是指，他不瞭解一個商品在產製的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 

那這個不瞭解和他心中把村上當成一種純粹的、純文學的信仰必然有所 

牴觸⋯ 

但他也認為在文學市場中，「這樣的讀者是必要的，他在一個村上話題之中，

也擔任了某種推波助瀾的角色。」如此可為作者的名聲加值，並確保不會為市場

遺忘。 

讀者 1並以為「炒作未必能成功，這是一個重點。你看多少人想炒作日本作

家，但是炒作的起來嗎？」，炒作行為的成功取決於「作品本身，不光是所謂媒

體炒作這麼簡單的四個字就可以解釋，如果作品本身不好，那怎麼炒作都沒有辦

法」。（編號 1） 

讀者 1的言論正說明了文學╱藝術和商業兩者本質的對立性，也以產製端的

觀點在一系列翻譯書籍中，給予村上作品「好」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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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評論家的看法 

在態度上，讀者對評論以及評論家有兩種基本觀點。 

（一）接受，並能閱讀比較 

評論家說閱讀有四個層次，你只單純讀表面上的故事，還是你文本和文 

本之間拿來比較，這就是比較文學了，這樣的讀法，或是拿來跟這個文 

學所產生的環境、社會、文化去做一個文化論或社會比較論的分析，那 

更深的話，他幾乎是一個文本，在一個歷史進程上，不管是縱軸還是橫 

軸，他能夠找出它確切的位置，那個象限，這個作品代表著整個文學史 

或文化史上的某個意義，那個是完全不同的讀法，但是是全面的，較立 

體的讀法。 

就讀者 1而言，評論是可以依據讀者對作品及自身歷史的了解來分等級的，

而且有一套完整的操作方法，他並以日本評論家評論村上作品舉例說明評論的第

三個境界，即能辨正文本和社會變遷相互的關聯： 

日本的評論家在評論村上的時候，也有用過這種方法。比如說，他每本 

小說用社會論來套，也代表了日本從戰前到現代不同的社會階段，比如 

說高度資本主義時期、戰後的經濟崩潰時期，一直到現代的高科技和資 

訊發達，人會用網路來互相溝通，甚至戰爭或是神戶大地震以後人的心 

理有什麼改變。 

在讀者 1看來，第三、四類評論會把文本限制在一個較意識型態的範圍，但

是可以提供社會與文本交互作用影響的訊息。 

認為自己屬於第二類角色的讀者 1，希望能有更多這樣的評論閱讀出現： 

比如說我以後就希望能夠多知道一點村上心中的美國是怎麼樣子的；他 

從美國現代小說吸取養分，那心中又是對美國這個環境和日本環境的差 

異性有什麼看法。 

支持他深入閱讀交互文本理念的原因是想知道更多知識、訊息和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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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是喜歡透過解讀的方式去探討更多東西，要不然不能稱之為評 

論，純粹感受性的東西就是感想而已，或是說那是一種創造性的閱讀⋯ 

（編號 1） 

 

（二）排斥，閱讀比較 

1.評論家的話僅有參考價值 

讀者 3 認為研究小說和評論小說的人是以墾掘出小說想要表達的「隱含意

義」為職志。這是一種工具論的假設，即欲化約一部作品為某些意義。 

像有文評家說他的文章充滿記號，我會覺得講這種話的人是故意賣弄一 

些理念吧！就像我作一幅畫，不明就理的人硬給它加一個什麼什麼的藝 

術理念一樣。⋯不是有一個歷史故事〈穿鑿附會〉，它是說有一個人寫 

信時不小心把「舉燭」兩字寫進去，收信者就臆測了很久，拼命要想出 

他寫這兩字有什麼意義。就像我明明沒有那個意思，你硬要以為我有那 

個意思。（編號3） 

讀者 3並以自己親身創作的經歷，佐證他的想法。他認為文評家並未見到真

相，親身的體驗是在觀賞文本時不可或缺的要素，也就是讀者 3認為讀者必須培

養自我閱讀的勇氣智慧。 

⋯對於文評家或藝評家或其他人的講法，我只會拿來做參考，我不會以 

他們的講法為主要。但我想知道對他來講，他到底看到什麼東西，和我 

一不一樣。⋯我會比較把重心放在我自己對這件作品的看法，因為你自 

己都去看了，你還管藝評家或文評家寫什麼嗎？你的感受是最真實的啊 

！因為作品是對我說話，而不是透過藝評家來告訴我它要講什麼。（編號3） 

 

2.評論家的專業和非專業化 

在讀者 4的論述中，評論村上的評論家分為三種，一是專業的文評家，二是

翻譯者，三是同行。其中專業文評家是專業閱讀書籍者，這類評論家常以議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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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識掛帥，以理論模式套入每個文本，所以他們對文本的解讀也是讀者 4心中最

不可靠的解讀： 

我覺得村上沒有意思想去反思一些事情，評論家會有，因為他們是評 

論家，他們一定會說這是一個流行現象，為什麼它流行，因為它怎樣 

怎樣，就是一定會要去套一個公式。⋯現代文化評論家會關注的議題 

，像楊照最近寫《海邊的卡夫卡》的評論（註：發表於 2003年 3 月 

聯合報，〈可怕的小氣和不寬容〉），就寫他的同志論述。就是大島先 

生在圖書館，有兩個女性主義者來，楊照就寫那個，楊照就談到他的 

同志觀。我覺得文化評論家會一直去抓現在有什麼議題，所以我就覺 

得寫得還蠻莫名其妙的。就是明明他那個是要講什麼，但評論家又把 

它變成另一種東西。就把那段抓出來，就可以放在同志議題裏面⋯這 

就叫「論述」，放下所謂的「同志論述」下對不對？ 

這樣的解讀方式，在讀者 4的觀點中，是一種「對於文字已經沒有辦法掌握⋯

然後製造出新的術語，很嫻熟的使用」的解讀方式，「比方說框架啊、場域啊、

什麼符碼，這都是從外國來的」讀者 4認為之所以出現此類評論方式，完全是因

為現代評論家對傳統語言陌生，取材西方治學方式，導致評論成為通篇術語的文

章。 

⋯他們對於傳統評論語言的陌生，所以造成他們的語言斷層，那這樣的 

語言斷層，因為他們不嫻熟之前的語言⋯他們的優點在於他們懂外文， 

然後就把這些拿來翻譯，什麼戲謔、詼諧、疊合、介入啊。⋯到底是框 

還是架，到底是符還是碼啊？⋯現在的評論家越來越優秀，也越來越龐 

雜無知。買本卡夫卡的《變形記》，摸一下米勒的鉅作，再翻兩頁布希 

亞，就開始引述起符號學大師德希達眼中的波赫士魔幻寫實與村上先生 

的關聯了。 

讀者 4提到「另外就是有一種評論，似乎是賴明珠道路已經確定了，就非走

不可」，他以另一則事件為例「記得文學概論大家鄭明娳老師，在大二的時候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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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一篇關於琦君的論文，沒想到被引用了三十年，鄭老師自己都覺得很生氣的

說：難道三十年間沒有更好的論文嗎？」也種說法透視了本地評論與研究的困

境，這個困境可能是源於文化場域內的同仇敵愾，或本地對日本文學的陌生。（編

號 4） 

而針對同行之間的評論，讀者 4以詼諧的口氣做了簡短而嘲諷的批判，暗示

文人相輕的心態。  

之前我偶然翻到成英姝的書，好像叫做《女流之輩》吧，有好幾篇是對 

村上的嘲諷或誤讀和批判。像是其中有一篇好像小目叫做〈星期四的 

發條鳥〉，總之成小姐一直強調自己看了幾頁之後，就發現看不下去啊 

，索然乏味啊。所以我在想說，世界上會不會有可能，兩個作家互相排 

斥什麼的。如果拿《公主徹夜未眠》的小說拿給村上先生看，他會不會 

也說，喔，這樣的小說更適合請灰熊或者是三明治先生看唷。或是我看 

不懂，不過從遠的地方看，封面弄得還算美啦之類的話呢？（編號 4） 

但讀者 4 更進一步是注意「或許就是一種文化與意識上的牴觸吧。」造成此

種評論的因素，顯然是文學場中文人互相角逐的心態。 

 

3.評論家的過度詮釋 

讀者5認為多數文學評論都「很誇張…文學論文這種東西就是小題大作」，

傳統文學批評方式是斷言作家是意義的創造者，閱讀就成為尋找文本內在意義、

對作家的意圖的解碼嚐試，評論家在為此目的的自覺或役使下，將作品推向過度

詮釋中。他並舉例： 

例如會把五反田的名字拆開，然後說這是導致他會自殺的宿命。這是在 

《群象日本作家》論文集中日本評論家寫的文章。然後還有人把《挪威 

的森林》就把那個「森」字拆開來，那個是輔大教授林水福寫的，但那 

個也是《群象日本作家》裏面有一位日本評論家這樣講的。（編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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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者 5進而提出自己對文學欣賞的態度和價值觀。讀者 5認為文學「是一種

娛樂手段，就是說大家看來開心，然後覺得好美這樣。」，「在以前物資缺乏的

年代，是跟電影差不多的。大家讀小說是為了得到一種氣氛，不會去研究我這個

『森』要拆成什麼。」 

而村上作品最令他動容之處也是在「他很多東西都是從生活來的，不是說要

獲得什麼教誨，然後絞進腦汁想一段把它放進去」（編號 5） 

 

三 有沒有所謂的村上迷？ 

所謂的村上迷是怎麼樣的？是一個架空的名詞嗎？ 

讀者幾乎不認為自己是村上迷，但卻認為有一個閱讀村上的群體存在，而自

己是隔絕於其外的。 

我不覺得我是村上迷，我也不覺得看村上春樹的人就是村上迷。會看村 

上春樹的人應該都比較安靜吧！我沒有遇過那種很痞很吵的人會看村上 

。比如說我大學一年級時一個同班同學，有一天我到他們宿舍，就看到 

她書架上有一排村上春樹的書，然後我嚇一跳，就問她是不是喜歡村上 

，她也沒說什麼。就是默默的，不會愛現的那種人就對了。（編號 5） 

 

之所以如此，讀者 4認為「這是一個封閉體系，因為外面的人越覺得他 

流行，裏面的人姿態就越高，然後姿態越高就會越覺得自己了不起，因 

為我們是書迷，然後你會開始覺得外面的人無知。」「如果我們可以說 

它是一個圈子，其實村上最不喜歡圈、一群人，像他說甜甜圈，你會覺 

得他是想諷刺那種自以為對這個問題有高深研究的一群人。」（編號 4） 

 

讀者 4 認為村上讀者的形成是由於「某個階段我們是需要這樣的養分，某個族

群的人需要，某個地域的人需要」，但對村上的閱讀會隨著需求產生「階段性遺棄」

就像「太空梭升空之後就要一節一節把燃料艙拆卸，這樣才能飛得更高」（編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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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村上讀者，讀者 5抱持一種讀者是淪為膚淺的行銷策略和物質主義無辜犧

牲者的同情態度： 

當看到別人也在大大小小的討論中標榜他多麼的懂村上春樹，鼻息間吐 

露著一種無以名狀的高傲，竟會逼得我從尋獲同好的喜悅，變成寂寞跟 

失落⋯我以電影來比喻，你看過《AI》（中譯《人工智慧》）嗎？每個 

人都是一個獨立的組件，但是你這樣走過去，看到有一大排的相同的組 

件，你會覺得，怎麼會這樣呢？哈，標榜氣質嗎？原來自己只是大量生 

產的「村上書迷」其中的一枚，感覺像自己是電影裡的小男孩David發 

現他大量的複製體。當我們發現原來彼此互為複製體的時候，原來是多 

麼不堪的事啊！後來那裏面的小男孩不是很生氣，就把機器打壞掉了， 

我現在就是這種感覺。後來當你知道有這麼多人，每個人都有他自己的 

解釋方法，感覺要把你的閱讀經驗蓋掉，你說是這樣子，他們就說是那 

樣子⋯（編號 5） 

 

第三節 另一種解讀：讀者對現今評論家討論村上春樹現象觀點的解讀 

評論家嘗試掌握某些「關鍵」點，以了解村上現象，基於此，找到文本中的

關鍵，自然就可以找到引發現象的關鍵，比如村上是個日本作家、書寫充滿符碼

進而說明這個社會現象的成因，但讀者們自有其對這些觀點的想法。 

在許多嘗試探討現象的論述中，譯者賴明珠創造的解讀範例對於國內讀者認

識村上小說和其形象，有其舉足輕重的影響，也因此一直被援用， 

一些人都被賴明珠附在她翻譯的作品裡序跋的評論牽著鼻子走，一味的只知

道像別人一樣的說他是都市作家，書中喜歡引用外國的事物，音樂，運用看似莫

名其妙的數字與人名，電影標題，人物用動物做名字，然後甚至學賴明珠做個「和

魂洋裝」的結論，好像凡是要討論村上，就脫不出這窠臼似的。（編號 5） 

讀者 5認為「似乎很多人都被所謂的權威經典教育弄僵了腦袋。…很多意象

是不用了解的，可能也沒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村上不過是發揮無厘頭式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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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信手拈來罷了，有趣就好，何必管那麼多呢？」 

一  村上與「城市」 

讀者 4認為，都市和疏離感是的確存在的，但每個人對城市的感受並不盡然

相同。 

我覺得都市感受是大家在講，那個疏離感一定也有，就是現代主義，五 

、六 O年代出來，他們強調人在都市異化。我們之前不是一直會說，我 

們是城市的一個螺絲釘嗎？你看我們是一個人，卻變成一個螺絲釘。⋯ 

⋯我看村上的東西很貼切，但不能說什麼主題貼切，就是整個感覺對。 

之前有人說他是最能掌握都市氛圍的作家，但我覺得對於城市，每個人 

的認同都不一樣。比如有人就覺得異化，有人就很服膺、很信仰⋯我就 

迷戀城市吧，疏離感我倒覺得還好，畢竟是在自己家，你不會覺得有什 

麼疏離。（編號 4） 

 

讀者 5 不認為在一個社會中代表文化的產品越多，越表示在此社會下的人越

有文化╱文明。 

這就好像我看過一個 newsweek 的評論，就是看這個城市有沒有文明， 

就是看它 starbucks 的數目。就好像你放一個很前衛的文藝片，然後就 

說我們評量一個城市文化氣息就要看這個電影有沒有賣座那種感覺，那 

只是他們自己的想法。（編號 5） 

 

讀者 8認為對於共同情感和生活方式的認同，而非距離或城鄉差距，才是決

定閱讀差異的關鍵。 

⋯我不認為都市人比較能接受他，我在馬來西亞只讀過他的片段就很喜 

歡了，那種空氣感和他描述他的世界的方式。我覺得你從哪個地方來無 

關，我覺得你把它放在非洲，假如有一個難民，他如果有一天吃的比較 

好有力氣讀小說的時候，他看到村上春樹而他可以感受得到，他也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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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那是不分任何國籍的。⋯我覺得就像是有一個小孩他沒坐過地下鐵 

，沒吃過三明治，甚至沒過過好的生活，沒到過城市，沒辦法想像城市 

這種燈紅酒綠，但是他讀村上叔叔的小說時，他也可以想像。（編號 8） 

 

二 村上與「符號」 

⋯我覺得村上刻意的將一些他想要表達的東西用符號或是象徵的方式來 

作一個安排。而且他穿插在每一部作品，甚至是隨筆裡頭，那形成他一 

個個人的語言世界。你讀過他的某一本作品，你才能曉得那個中間的趣 

味。比如說最近幾年流行續集電影，或是大融合的電影，像《追殺比爾 

》（《Kill Bill》），可是如果你不曾累積過類型電影的知識和看過這 

些電影的經驗，那你不能去領會故事中的橋段和刻意營造的劇情這中間 

有什麼趣味。比如說我看《霹靂嬌娃》第二集（《Charlie's Angels： 

Full Throttle》），它是一個大爛片，可是它裡頭有諷刺很多很多電影 

，那如果你沒有看過那些電影，你就不知道她這一段的裝扮，她的車子 

和這時候放的音樂為什麼會那麼好笑，因為它已經是把已知的東西，它 

去做一個新的融合、新的創作。⋯比如說批頭四的〈挪威的森林〉這首 

歌的歌詞和《挪威的森林》這整個故事其實也有某種程度的關聯性。比 

如說想要去探望直子的過程中讀了一本書叫《魔山》，這是托瑪斯曼的作 

品，它就是寫一個人去探望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得了肺癆，結果他去療 

養院探望他的朋友，也被當作肺癆患者在那邊治療，這一探望，一去就 

去了七年，那地方彷彿是座魔山。如果你懂得他裡頭用的東西，那樂趣 

就更多了，簡直就是超連結，像《魔山》又 link 到托瑪斯曼的作品。 

（編號 1） 

讀者 1將村上書中的符號看做是一種閱讀上的互文關係，若能了解符號的意

涵，循線追索，能得到更多閱讀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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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讀者 2眼中那些符號成為「單純的覺得那是他個人風格」，而且他認為「那

真的是每個人的背景環境的縮影，那真的是屬於他的世界」只是「因為這些東西

大家都知道，否則那就是他自己的術語」（編號 2） 

 

三 村上與「日本/和魂洋服」 

讀者 3認為小說家的國籍、身分與小說所傳遞的內容並無直接相關性。 

我不會刻意去把他界定在日本，除了「村上春樹」這個名字以外。他的 

作品不會讓我有很濃厚的日本文化的直接聯想。就是如果要把他歸類在 

日本文學，那只是因為他的日本人身分。（編號 3） 

 

讀者 5認為在台灣的文化出版業行銷下，「一般人認為日本文學就是去讀村

上春樹、村上龍、吉本芭娜娜的作品」，將村上無限放大為日本文學的代表，但

其實若要深一層了解日本文學與文化「那就必須要追究這些人之前一輩的人，例

如川端康成、古崎潤一郎，或是年輕一點的像五木寬之、大江健三郎。」（編號 5） 

 

四 村上與「書系」 

讀者 1談到評論家容易把文類的類型固定化，「比方說我們討論奇幻文學，

就一定要討論那幾本書」，可是「對我來說『世界末日』的那個世界，就是奇幻

文學啊！然後『冷酷異境』就像科幻小說」（編號 1） 

 

而對於現行市面上對村上書系的歸類，讀者 4自有一套看法，其認為一個作

家的代表作品應該獨立抽出討論： 

我覺得其實《挪威的森林》應該列在他其它書之外，我越看越覺得，因 

為是私小說，這是他自傳性的東西。通常一個作家自傳性的東西就可以 

最好，像我們說夏目漱石，他自傳性的就是《少爺》，三島由紀夫可能 

是《假面的告白》，他們的私小說應該可以放在最上位，跟其他作品隔 

離開，好像這就是我，然後其它是作家的我。我覺得不應該跟他其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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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混為一談。（編號 4） 

 

第四節 讀者自身對村上的評價 

在不間斷的閱讀當中，讀者建構村上形象，讀者提出自己理想中的村上文本

和村上形象。作品不斷發展下去，讀者的想像力也不斷延伸。 

熟讀村上的讀者，自然也發展出一套對村上作品好壞的評價，隨著村上作品

的發展，讀者也不吝批評和讚美。 

⋯《世界末日與冷酷異境》。我覺得那個本身已經夠了，雖然這樣對作 

家來講是很殘酷的，你絕對不能和某一個作家講說，你某一本小說已經 

完美無缺了，那他會覺得說，你要我去死嗎？⋯我覺得那本留下來就夠 

了，對我來說啦。（編號 1） 

 

即使曾備受推崇的文字，到了後期作品，也沒想像中的優越，讀者 4用「墮

落」兩字來形容村上的想像力枯竭。 

我覺得《聽風的歌》那三部曲最有那種你不知道接下來會發生什麼事 

的感覺，那是很美的。《海邊的卡夫卡》就比較「墮落」。那個謎與詩， 

什麼石頭的守衛，我覺得這個他是不是看《蝙蝠俠》啊！我覺得為什麼 

要這樣啊？不過我真的覺得一個作家有他的高峰，就是他的精華，我覺 

得沒有人能再寫得出一本《挪威的森林》。…還有文評家說村上從沙林 

事件體驗到作家對社會的貢獻，所以造成《海邊的卡夫卡》，我不知道 

ㄟ，這是什麼推論，這是按照什麼去推的。我覺得可能是他年紀大了吧 

，意識到一些創作者，可是我們迷戀他年輕的時候，他那種私密的、自 

我的那種 murmur。我想這才是我們迷戀的。（編號 4） 

 

在讀者眼中，由於其重複性過高，所以給予村上後期作品較低的價值。 

《人造衛星情人》已經沒有感覺了，那時看到有人寫書評說這本是「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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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變不出新把戲」。⋯說真的，從《人造衛星情人》那本開始好像就不 

怎麼好看了，他開始不講自己了，從《地下鐵》開始他就去紀錄別人和 

描寫別人，就脫離了我那種自溺式的語言。（編號 8） 

但讀者 4和 8皆認為村上已經失去原有文風的「自我式語言」，所以導致「不好

看」。 

而在面對每次新作出版後，讀者 6和讀者 8對村上作品的評價每下愈況，但

兩人對村上春樹這位作家是卻展現不一樣的態度。讀者 6仍對作家抱持好感，讀

者 2卻以創作者沒有勇於突破自我這個觀點給予作家低評價。 

 

我覺得村上到後來的卡夫卡，和高達到後來喜歡在電影裡喋喋不休、 

老是跳出來講話一樣。我覺得那樣喋喋不休的狀態，其實已經是一種 

虛弱的表明或宣告，就是他老了、創作力衰竭了、要離開這個圈子了

。那是一種對年輕和世界投降的姿態。雖然他們心理可能不想投降， 

想盡力想挽回一些顏面，但是那種欲振無力的樣子是誰也沒辦法的事 

。走到這種的地步，當然我還是會看他的書，但再看下去還有什麼意 

思？或許應該說，現在他出新書，對我的意義是讓我知道，他還在， 

他還在寫，這樣就夠了。因為我曾經那麼喜歡過他。（編號 6） 

儘管對作品的評價下降，但讀者 6還是含蓄而的表達對村上的喜愛。 

 

讀者 2則以創作者應該勇於突破的觀點來評價村上與其作品，「老實講，他

寫了這麼多年的東西，但是我覺得他還是在那個地方，他還是繼續在虛無，還是

繼續在空虛。我不是覺得這樣子不對，只是我覺得因為他已經走了幾十年了，到

現在這個樣子，我不知道還是這個樣子是好還是壞。」（編號 2） 

 

讀者 10對村上的看法也因其作品的轉折而有所改變，以全新的眼光重新看

待這個小說家。 

我很喜歡他後來的《地下鐵事件》和《約束的場所》。就是在看這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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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之前，我對這個作家的認識就是一個很文學性的作家，但是我看了這 

兩本之後，我突然覺得他是很認真的在看著他生活的那個社會，看著他 

生活的那個國家，那塊地方。他關注那些人，他很敏銳的察覺到那樣的 

事件對那些人，而且是個別的人，對他們的人生造成多大的影響，那是 

一個很難的事情。因為多數人都只具有普遍的同情和悲憫，沒有人可以 

這麼迅速地看的那麼細。（編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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