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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文摘要： 

另類現代性的傳承與斷層：日本現代文學的共同體與他者性 

 

【中文摘要】 

 

本計畫旨在提升日本文學學習的方法，探討「文學教育」與「文學研究」的接軌方式。

面對全球化的「同化」現象與國族主義下的「異化」現象（多元主義）的二元論述，藉著探

討日本文學文本中的「他者」論述，在世界與東亞區域脈絡「價值相對主義」下，觀照出異

質的文化共同體的形象與內涵，進一步「越界」掌握雙重意涵的「不可言說的他者」。以更宏

觀的角度，將日本文學文本裡的「解釋共同體與文化共同體」對象化並相對化。 
 

    主題方法上檢視多重意涵的「他者觀看」可見的「不可言說的他者」。思考日本文化研究

意義的近代到現代呈現的「另類他者性」的變遷面貌，討論「日本近現代作家可見的觀看特

質」論述。主要以柄谷行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1980）與《日本的精神分析》（2002）
或《歷史與反復》（2004）論述。串連 80 年代、90 年代、至二十世紀之「語言與國家」論述，

其所觸及之拉岡精神分析「能指的匱乏」。以夏目漱石為首，延伸至 1930 年代小林秀雄為首

之相關知識份子的「近代的超克」議題，這是有島武郎或芥川龍之介無法跨越的議題，它與

昭和初期的社會主義興起或轉向相關，更發展至 1960 年代的全共闘學生抗爭運動，以及 1970
年代的消費社會的興起。或與 1980 年代「角色小說與宅男/後少女」的出現，或 1990 年代的

泡沫經濟與沙林毒氣暴力事件（1995.3.20）相關連。訴說的都是「日本主體性匱乏」的議題。

這是柄谷行人所謂的「歷史與反復」之主要課題。也與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

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1983）的論述有其相似性。 
 

本專書計畫在序章將以「東亞另類現代性」在日本現代文學的共同體與他者性如何呈現

其「不可言說的他者」之「匱乏特質」，與本論各章節芥川龍之介、川端康成、横光利一、林

芙美子之文本架構上的性別/國族等詮釋相串連連結，解讀日本戰後不同年代記「文化研究」

性別/國族議題面向的「他者」關係之解構解體中，其可見的日本共同體——「天皇制度」的

相關問題。 
 

 

 

關鍵詞：另類現代性，傳承與斷層，日本現代文學，共同體，他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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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文摘要（English Abstract）： 

The Inheritance and Rupture in Alternative Modernity: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s Community and Otherness 

 
【English Abstract】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aims at increasing learning of Japanese Literature courses and 
investigates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Faced by 
the two-dimensional argument between global assimilation and national dissimilation (pluralism), 
by researching on the “other” argument in various Japanese literature, observe the facet and conten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ty under the “Relativism of Value” between the world and Southeast Asian 
region, and further “cross the line” to grasp the double meaning of  “non-speakable other”.  
Meanwhile, they are inspired to objectify and relativize the “explication and culture communities” 
in Japanese literature with a more panoramic prospective. 

This project researches on the context of structure, performance, narrative vocabulary and 
analysis codes; inspects the theme of multi-meaning of “non-speakable other” with “other-ness” 
perspective; ponders on the meaning of Japa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the changing phase of 
“other-ness” in modern times. This project mainly takes Kojin Karatani’s discourses in his books 
Origins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1980), Psychoanalyses in Japan (2002) and History and 
Repetition (2004), as the aspects connecting to the idea “Language and Country” from 18th to 20th 
century. These discussions also touch on the aspect of the “lack of the signifier” in Jacques Lacan’s 
psychoanalysis, and extend to the issue concerning overcoming modernity which is led by 
intellectuals including Soseki Natsumi and Kobayashi Hideo in 1930s. These are the issues which 
Arisima Takeo or Akutagawa Ryunosuke could not surmount, for they are related to the rising and 
changing of the socialism in Syouwa period. And they are developed into “Zenkyoto” (The 
All-campus Joint Struggle) in 1960s, the rising of consumer society in 1970s, the emergence of “the 
character novels, “Otaku” and “Post-Girls” in 1980s, and Japan’s bubble economy and sarin gas 
attack on the Tokyo subway (1995.3.20) in 1990s. All of these events relate to “the lack of 
subjectivity in Japan,” and are responded to Kojin Karatani’s so-called the main subject of “History 
and Repetition” as well. Such discourses are also similar to Benedict Anderson’s ideas in his book 
Imagine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1983). 

Based on the aspects of “community” and “other-ness,” the preface of this project aims at to 
discuss how “alternative modernity in East Asia”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 of lack”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n “non-speakable other” in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Such discussions in the preface 
not merely link to each chapter’s analyses on different literary texts from Akutagawa Ryunosuke, 
Kawabata Yasunari, Yokomitsu Riichi and Hayashi Fumiko. Further, the issues of gender/ethnicity 
in literary texts help to interpret the relations of “other” in different epochs of post-war Japan from 
the scope of culture studies, which leads us to deconstruct the visible but disintegrating Japanese 
community—Tenno system. 

 
Key words: Alternative Modernity; Inheritance and Rupture;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Community; Othe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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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言：不可言說的他者──日本近代慾望的匱乏 

 

從語言文學／化去掌握該國的精神與思維有其理論基礎。簡言之，要學好一個語言，多

少要對該國家民族投入「感情」，而感情來自對其歷史文化及社會之認識與關懷。打破純語言

教學的習慣，要顛覆的其實是潛在劃地自限的思維。在分工愈細的資本主義社會裡，單向思

維的人處處皆是，因此如何「觀看他者」與「悅納異己」的思維方式是迫切需要的。 
依照前田愛（1982）1「身體/都市」的日本近代空間與自我史觀的方法論，思考解讀羅曼•

茵加登（Roman Ingarden）「空間」與「身體」現象學的概念，應可應用於「讀者」與「文本

敘事者」之間的關係。「自我」在推敲「他者」心情時，也就等於自己跳脫本身的身體位置，

嘗試站在對方的身體位置。「我」在平日的交往中對對方個性大致得以理解，基於此，「我」

事先應預期猜測到，「我」若採取某種態度的話，對方會如何接受？做什麼反應？自己如果是

對方會怎麼做？這種思維方式導致超越了自己的身體位置，抹消了「他者」與「自我」之間

的距離，使彼此的位置與身體因而交疊一起。但是，閱讀「他者」的心思意念不是容易的事，

因為沒有文本的「文字語言」做中介工具。要正確讀出「他者」的心理是極其困難的，只能

大致朦朧地思考對方心理，同時也隨著彼此的交情熟悉度的深淺，因而淡化了這種理解度。 
要超越彌平與「他者」之間的距離須明白一件事，自己的位置與立場無法完全吻合的站

在對方位置上，同時也不是只有完全站在自己立場上。如果不能瞭解彼此的立場，如果無法

推敲出對方用心的程度，那只有靠著彼此站在對方的位置上才有可能打開僵局。那時候的自

己，不只是在自己內部的領域而已，也同時在「他者」這個外部的領域裡。「自我」的身體不

再存有任何定點，彼此苦心替對方著想的場域會形成一種「第三度空間」，一半意識到自我的

位置，但同時也將一半的身體放置在對方的立場上，形成了切割成兩半的意識作用。這個「第

三度空間」是極其朦朧曖昧的，它不斷的融化掉內部（自我）與外部（他者）之間的境界線，

讓二者間存在著一些模糊的距離。 
文學是反思的媒介，而批評在反思媒介中獲得其形式，文本則成為系統不斷自我再製的

元素。為了避免陷入矛盾的「自以為是」的見解，讀者要如何觀看「他者」？魯曼2的教育溝

通傳達概念，是指一定的環境、心靈的系統下，選擇情報的發話行為和理解，必須歷經三階

段的選擇過程。魯曼超越維根斯坦的溝通傳達理論是「藉比較他者反思自己」，發現社會溝通

傳達的契機。他從觀察的觀察（理解的理解）發現到質疑世界意味的規則（語言活動的規則）

的契機，也從社會的溝通傳達發現到這觀察的觀察的契機。我們即便依照各自依循的規則來

觀察，也只是「自以為是」──意即自我矛盾的產生，為了從自我矛盾逃離，我們應該以什

麼為主題？如何觀察主題？這種對觀察的觀察（二階段觀察），必須藉由觀察「不可言說的他

者」――如魯曼所言「絕對無法傳達的自我環境」――才有可能3。思考他者時的自我指涉行

為，就是在自己與他者的關連中，指陳出自己（self）的一種運作。其中自我指涉又分為三種

不同的形式：基本的自我指涉（basal self-reference）、反身性（reflexivity）、反思（refelexion）。
綜上所言，魯曼的系統理論是具有反思性、自我指涉作用的。只有比較他者才能使自己豐富，

對自以為是、自我矛盾的批判需藉著自反性（reflexivity）與反思（refelexion）才成為可能。

所謂的「他者」，指的是我眼中觀看所呈現的他者形象，意即我眼中形象的「他者」並非真正

                                                 
1 前田愛『都市空間の中の文学』、筑摩書房、1982 
2 尼可拉斯‧魯曼（Niklas Luhmann）《社會系統》（The Social System）1984:28＝1993:110-120 
3 尼可拉斯‧魯曼（Niklas Luhmann）“Essays on Self-reference”199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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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者」。應該將他者視為形象或視為全然陌生的異己？因採取的角度不同會因此大大改變

溝通傳達的本質。將他者視為全然陌生的異己思考時，溝通傳達就能活性化。因為由先前的

比較他者所行的自我反身、反思是以參與者的立場交互作用使然的。 
芥川龍之介於昭和 2 年（1927.7.24）在東京田端自宅以安眠藥自殺身亡，意味著一個文

藝創作者「實踐自我破壞的藝術」行為，被解釋為象徵時代苦悶的思想性自殺行為。他晚年

遺作〈齒輪〉文本特徵所透露出的訊息，是作者「我」的自我定位之不確定感與自我表達方

式的問題。「我是誰？」──這個疑問與恐怖情緒瀰漫在字裡行間。它延伸出與「他者」的「觀

看」與「被窺視」所交錯出來的幻覺與不安、猜疑等精神耗弱現象。是否我「臨終的眼神」

看得太多太透徹的緣故嗎？究竟「我」與環繞「我」的這個世界與「他者」，如何界定彼此的

距離與關係？芥川晚年作品自我意識的執著在與視覺上的「他者」意象的交錯中，是如何獲

得「客體化」的自我表達與現實認知？又如何在其過程中延伸出異樣的「模糊的不安」（ぼん

やりとした不安）？應如何解釋〈齒輪〉中的視覺喪失與幻聽中的自我與他者形象的錯亂現

象？〈齒輪〉架構的一大特徵是充滿二元對立的各樣提示，如避暑地與都市東京、火車與汽

車、狂氣與正常、神與魔鬼、結婚典禮與送葬禮、右眼與左眼等等對立不協調的矛盾二元事

物。它們被一一細部描繪，忙碌地向讀者展示了芥川所走動浮遊的都市空間。但詭異的是，

這些都市空間的發現，卻毫無意義地將「都市」空間完全解體殆盡，通篇當中，讀者竟然「再

怎麼解讀，也無法由芥川的自裁回溯建構出任何自殺動機的可能性」（蓮実重彦，1985），可

說是最缺乏故事情節的「沒有故事的小說」的最佳典型。 
既往以來，日本「私小說」（寫實小說）之日常性質的寫實精神，被認為是描寫幻想或夢

境的虛構文學的對立概念。但是「私小說」在建構虛構上缺乏創造力，使其反而成為讓日本

的「近代小說」往「客觀小說」發展上的一個障礙與元兇。「現實」的觀看，在書寫表現上如

何「自我再現」的質疑與問題意識不斷產生，這是 1920 年代大正時代末期的芥川對於「自然

主義的寫實書寫」（如志賀直哉的心境小說等）產生的嚮往之情。他在死前與谷崎潤一郎的「針

對小說情節的論爭」（小説の筋をめぐる論争）大大讚揚志賀直哉的「詩的精神」。甚而在大

正末期（1923），一反初出文壇以來立志書寫的客觀的虛構小說如《鼻》《羅生門》（1915）等，

開始嘗試書寫一系列「私小說」意味強烈的「保吉物」（「二人小町」「おしの」「白」「子供の

病気」「三右衛門の罪」「伝吉の敵打ち」「プロレタリア文芸の可否」「思うままに」「澄江堂

日録」）。但是，正如遺稿〈齒輪〉所呈現的渙散意識可見的「不安」，其實芥川已然注意到日

常的現實要如何反轉為幻想界的「敘事者」自我意識的追尋──「自我客體化」的問題。 
日本近代「私小說」寫實主義的書寫，其本質就是倒錯的空間場域，「身體」與「語言」

其宿命注定顛倒疏離喪失。正如吉本隆明所說，芥川的原本出身（江戶庶民）與假扮（在造

型上的自我虛構）產生了二元分裂。芥川晚年的視像喪失，說明了他的「身體」的感受已經

與他一手辛苦建造的「虛構世界」脫離無緣。如果以「文學家之死」來論斷芥川的死，那麼，

一個以「語言」為自我表現（自我再現）的書寫者而言，芥川所陷入的困境和不安是什麼？

以精神分析的觀點觀之，芥川晚年的一連串苦鬥的實驗性格強烈的文本──〈齒輪〉〈海市蜃

樓〉〈河童〉〈玄鶴山房〉的集體特徵，顯現的就是「語言表現」的「支離破碎」的印象。文

學本身就是一種二律背反，以此種觀點來看待自殺身亡的芥川龍之介的文本，讀者的我們能

夠觸及的部分，正是「深入觸及」（讀者層次的主觀自以為是的感動）與「充分表述」（敘事

者層次主觀的看得透徹與語言操控能力）二者間相互矛盾的二律背反。其背後存在的正是作

家身處的社會國家固有風土文化的深層問題──「自我身體存在」與「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
性言語表述」之間的分裂現象。 

拉岡試圖結合結構語言學與佛洛伊德的心理分析學，以說明潛意識與語言活動之間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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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拉岡嘗言：「潛意識與語言結構相類似」，認為佛洛伊德所說夢的縮合作用（condensation）
就是修辭手法中的隱喻（metaphor），而夢的轉移（displacement）就是換喻（metonymy），也

就是說，潛意識像語言一樣，其作用在於「替代」。拉岡另一個聞名的論點是：「潛意識是他

者的論述」。在這裏，我們可以利用小孩與母親的關係作一說明。小孩原以為母親與自己是一

體的，但在失去母親（意識到母親和自己並非一體）之後，小孩會經歷一種匱缺（lack），並

試圖找出一個替代物去填補此一匱缺。而這種尋求替代物的企圖，代表了尋求他者的慾望，

但我們必須意識到：真正的他者永遠無法被觸及。精神的耗弱現象一切來自於「自我」定位

的不安定感，而一步步的被他者視線侵佔與同化。如果「潛意識是他者的論述」的話，那麼，

「真正的他者永遠無法被觸及」這個殘酷的事實下，「自我」究竟如何界定與「他者」的距離

與關係？ 
   拉岡的精神分析乃是「慾望的科學」。不知道自己所要為何物，在欠缺主體時卻仍舊有的

慾望究竟是什麼？精神分析家透過各種的「症狀」，欲找出主體的慾望究竟為何物。而根據拉

岡的說法，讓慾望成真的是言語（言語記號的音聲面）的構造。4 
用言語而能敘述的東西，通常都是事情中可以敘述的部份，而在這意思上，我們已經知道

的部分都是已經藉由言語傳達的部份。但是並非用詞彙無法敘述的東西在小說中就會變成可

以敘述的東西。我在此要強調的反而是相反的一面。將〈事件〉本身蘊含的意義給予新的顯

現是不可能的。亦即小說無法透過敘述，用詞彙重現〈現實〉。換句話說，〈事件〉本身便告

訴了我們這件事。如果藉由詞彙能夠說明所有的事物的話，那麼也就沒有書寫小說這種致命

性的必要了。5 
若思考敘事視點的雙重性時，在敘述人物時，藉由敘事創造出與敘事者不同的視點，也

就是故事中被敘述的其他出場人物。我們知道敘事者向聽者敘述的世界，但是同時也有其他

登場人物活動的另一個世界。所謂的敘事故事，就是讓這兩個世界或是這兩個文脈互相產生

關聯的意思。敘事的特徵也具備他者指向。敘事的特性在本質上是對他者進行敘述。敘事是

採「讓人接受」的形式而對他者展開敘述。所謂讓聽者接受的敘事，指的是他者與事件間的

接受方式有共同的評價。而所謂敘事，是指某種價值觀被正當化、被傳達和共同擁有的過程。

而在其過程中也產生共同體。 

那麼，自我的敘事又帶來何種敘事者的表象？透過敘述自己本身，自己也逐漸產生實體。 

對自己的掌握和整合性，從已定的觀點進行取捨選擇出行為和體驗，再沿著一定的軌跡進行

排列，而讓自己的實體開始逐漸產生出來。透過插話的選擇和排列，而讓「我」的實體開始

產生出來（透過敘述）。把過去的事件故事化的過程中，記憶雖然帶著偏差，但是偏差本身就

是自己本身。所謂的「自我」，就是不停地藉由「在心中對談」而產生出自我、支撐著自我。 

被敘事排除的兩個東西就是敘事為了使結局能讓人接受，而由一定的視點對過去的事件

做出取捨、選擇。從中也可以確認兩個排除和隱藏的構造。第一種是「可能性的隱蔽」。因為

一個敘事是透過選擇和排列而被創造出來，所以同時會有其他的敘事被排除在外，因而沒有

被敘述（無法言盡）。也就是說，每個被敘述的故事，其外部一定可能有什麼被排除，或是被

排除的東西可能被隱藏起來。 第二種是「矛盾（自我故事的非連貫性）的隱藏」。另一個隱

藏，就是被敘述的故事內部本身一定存在著矛盾。某個被敘述的故事乍看之下似乎有連貫性，

但是其實內部卻潛藏著矛盾，而隱藏在此矛盾背後，卻也第一次產生有連貫性的自我同一性。 

做為敘事者的「我」，與故事中人物的「我」的視點雖然必須不同（視點的雙重性），但

另一方面，其他出場人物在故事結尾時必須與敘事者產生一致。故事行為的主體（進行敘事

                                                 
4 十川幸司氏『精神分析への抵抗 ジャック・ラカンの経験と論理』青土社，2000.09 
5 岡真理『記憶／物語』(思考のフロンティア) 岩波書店，2000.02，P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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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與故事行為的主題（故事內的我）必須不同。 

   舉例來說，犯了殺人罪的人，如果說「現在的自己和那時候愚蠢的自己是不同的。已經

洗心革面了」的話，區分「那時候愚蠢的自己（被敘述的主體）」和「想要洗心革面的自己（敘

事主體）」是必要的。但是兩者在故事結尾進行懺悔時必須一致。就好像「那時候愚蠢的自己」

變成了「想要洗心革面的自己」一般。 

也就是在敘事上，「我」對於自己本身進行差異化的同時，也必須進行同化。兩個「我」

如果完全一致的話，敘述就完全無法進行下去，而完全使兩者產生差異化的話，就已經不是

「自我」的故事了。因為發言本身和支撐發言本身之真偽性的觀點，都屬於敘事者本身，敘

事者本身無法確定敘述者本身是否有所改變（自我論述之悖論）。舉例來說，犯了殺人罪的人

為什麼現在就不會再重蹈覆轍呢？而另一方面，如果和在之前的自我徹底決裂的話，那麼是

否表示故事完全沒有說出該人物的重要事實？6 

作品首先是表現者和享受者間遊戲性的競技場。其次才是享受者之間遊戲性的競技場。 

透過自身感官所獲得的（不只是接受過去的享受者將敘述的詞彙「戰略」性改變的說法），或

是從作品所獲得的快樂，以及該作品作者和其他讀者間「遊戲性」地在解釋上做「爭辯」時，

作品才有存在的意義。亦即是「我」從作品獲得的東西，當然其他讀者也會獲得，在進行作

品解釋時也才可以以「遊戲性」的方式展開「爭辯」。因此可以說，正因為有「遊戲性」解釋

的「爭辯」，才能享受作品的餘韻所在。7 

 

4. 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身體與書寫──日本寫實文學的解構與他者再現 

 
本計畫旨在提升日本文學學習的方法，探討「文學教育」與「文學研究」的接軌方式。

面對全球化的「同化」現象與國族主義下的「異化」現象（多元主義）的二元論述，藉著探

討日本文學文本中的「他者」論述，在世界與東亞區域脈絡「價值相對主義」下，觀照出異

質的文化共同體的形象與內涵，進一步「越界」掌握雙重意涵的「不可言說的他者」。以更宏

觀的角度，將日本文學文本裡的「解釋共同體與文化共同體」對象化並相對化。主題指導方

法上敦促檢視多重意涵的「他者觀看」可見的「不可言說的他者」。思考日本文化的研究意義，

掌握日本近代到現代「私小說」寫實書寫所呈現的「他者性」的變遷面貌，討論「日本近現

代作家可見的觀看特質」論述。分析討論日本戰後「文化研究」面向的「近代的超克」之「他

者」關係，其解構解體中可見的日本共同體——「天皇制度」的相關問題。 
本專書分別就以下六個章節進行書寫： 

（1）第一章：「臨終的眼神：芥川龍之介〈齒輪〉」 
（2）第二章：「觀看與被觀看：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孃》」 
（3）第三章：「善與惡之渾沌世界：芥川龍之介《羅生門》」 
（4）第四章：「文本分析之架構與統合：橫光利一〈春天乘馬車來〉」 
（5）第五章：「性別他者與文化他者：林芙美子〈晚菊〉」 
（6）第六章：「不可言說的他者：日本近代慾望的匱乏與書寫表現」  

本專書計畫之第一章～第五章部分為已經發表之論文，將進行中文翻譯及增補改寫。專

書計畫之「序論」與「結論」部分，則為最重要之方法論主軸框架。97 年度就專書計畫之「身

體與書寫表現：日本近代寫實文學的解構與他者再現」議題，先行整理其定義與脈絡。以拉

                                                 
6 浅野智彦『自己への物語論的接近―家族療法から社会学へ』勁草書房，2001.06 
7 佐藤亜紀『小説のストラテジー』《小說的戰略》，青土社，2007.01，Ｐ26 



 8

岡與柄谷行人精神分析方法為理論根據，以柄谷行人《日本的精神分析》（『日本の精神分析』、

文芸春秋、2002.7）一書中「言語與國家」觀點，先行探討拉岡與柄谷行人精神分析方法，

思考索緒爾語言論述中音聲語言與文字語言顯現的言語與國家的關係。再與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白石隆・白石さや訳『想像の共同体』

NTT 出版，1997）、薩依德的《東方主義》結合一起，思考「國家」──幻想的共同體的本質，

討論「天皇制」所代表的明治時期以後絕對主義、王權國家的意涵。 
其次，98 年度再以柄谷行人《日本の精神分析》一書第二章「日本精神分析」為本，

以芥川龍之介《諸神的微笑》（1922）之文本分析與坂口安吾〈續墮落論〉（1946）為論述

主軸。分析大和魂——沒有「閹割」恐懼的日本人自我構造，思考天皇制的表象性與潛藏

在日本風景中的「改造力量」之所指。鋪陳 1930 年代現代化普羅大眾登場之後，芥川晚年

企圖實現的「沒有故事情節的小說」（話らしい話のない小説）＝「虛構」（fiction）的藝術

理念，其呈現的日本大正末期的西洋文學文化接受上產生的困惑與危機意識。所謂「私小

説」（寫實小說）是否為日本特有的產物？分析「私小說」的寫實主義精神在現代化與戰後

其書寫語言與空間觀看的「自我客體化」的問題。 
第三階段則以「身體與書寫表現：日本近代寫實文學的解構與他者再現」為論述主軸，

以小林秀雄《私小說論》（1935）、《給 x 的信》（1932）的論述為出發點，鋪陳 1920 年代至

1930 年代小林秀雄「近代的超克」的內在，探討昭和期文學在書寫上發現「異質的他者」並

「再現」──「自我指涉」的困惑與掙扎狀況。進而思考日本近代慾望的「匱乏」，考察日本

近代慾望中掌握「不可言說的他者」之困難所在。並由「敘事者觀點」的驗證，論及文本背

後隱藏的日本共同體＝最大的「他者」——權力支配的「天皇制度」之相關問題。 
 

5. 結果與討論：近代的超克──小林秀雄自我客體化的鏡像階段 

 
針對日本近代「私小說」之寫實表現的質疑，進入昭和時期後為川端康成所延續。甚至

標榜應與芥川的表現作切割的小林秀雄，在其《私小説論》（1935）中也做了不少修正。《私

小説論》是小林秀雄於昭和 10 年（1935）發表的著名評論。其中有關「私小說」的臧否論述，

成為討論日本近代小說文體表現的代表性著作。他說：「比現實更重要的，是對現實的看法或

想法才能提供重要的題材」。「描寫文學或告白文學全然不可相信，只有在自我意識的抽象世

界為中心的空虛手法，卻意圖獲得文學的寫實，正如安德烈·紀德（Gide,Andre）所建構的『新

的土堤』一般不可靠」。《私小説論》前半部第一章以盧梭的《告白》引用開始，談及西歐近

代文學的「我」，是立足於與任何人都不同的強烈自覺與對社會的對決意識而來，確認「處於

社會中的個我的意涵」其中「強烈的思想」。浪漫主義也是立足在此基礎上開花結果。直到「一

切事物藉著科學計量利用」的實證精神──自然主義文學──風靡一時，對於「我」的信仰才

被徹底否定。現實生活中一度死亡的「我」，藉著虛構──書寫「他者」──祈求個我的再生，

這是西歐個人主義的真髓所在。福婁拜(1821 ~ 1880)創造了不守婦道的《包法利夫人》

（1856），可是他卻說了一句耐人尋味的名言：「包法利夫人，那就是我」。他認同的是這部小

說還是小說的女主角？這句話其實呈現出時代雰圍壓抑下的苦澀心情表白。但日本自然主義

文學濫觴期的田山花袋，無從理解如此社會化中「我」的苦澀心境，只單由文學技巧接受了

法國的自然主義，這是招致日後日本近代文學「私小說」大為隆盛的一個主因。在第二章裡，

提及志賀直哉只單單相信實際生活為題材來源的潔癖倫理意識，使他成為日本「私小說」的

最高完成者，同時也面臨了喪失題材的嚴重危機。在此同時也提及菊池寬、佐藤春夫、谷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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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一郎等同系譜的作家之書寫方式。後半部則以二十世紀應具備的「私小說」型態作探討。

比較橫光利一的《純粹小說論》（1935.4）與安德烈紀德（Gide,Andre）《偽幣製造者》（虛偽

的人）（1925），討論「自我意識過剩」的問題。他認為紀德背負著試圖救出為實證主義所埋

沒的「我」的課題，對於書寫者的意識應擺在「定義個我性與社會性各自相對的份量的變換

程式」上，要「找出第二個『我』的身影」。現實生活中「正因為有無數的人以無數的色彩接

受了思想之故，思想才能在社會中棲息」。所以必須「描繪出每個人物各自拿著不同色彩的鏡

子映照出對方的模樣」。第四章裡，將以上的模式套用於當時的日本文壇，對於怠惰於「自我

省察」的馬克思主義文學家，各自轉向放棄了意識型態，「正是應該檢驗自己，究竟從前信奉

的冷漠無情的思想，在實現文學表現上，可以承受到何種程度的時刻來臨了」。他語重心長的

下了結語。只要一天「包法利夫人，那就是我」的有名模式不消滅，那麼「私小說還是會以

新的樣子再度來臨吧！」。 

依照柄谷行人的精神分析，為「私小說」的「寫實主義」所苦的近代作家的惡戰苦鬥，

其根源所在是意圖解構「天皇制度」其深層意識的壓抑思想所致。他引用了拉岡的主要著作

《文集》（Ecrits，『エクリ』宮本忠雄共訳、弘文堂 1972）在日本出版時「序言」的說法，

論及日本人受中國帝國文化長期所宰制，其語言文字之「匱乏」問題。拉岡在「序言」提及： 
〈為了真正想要敘述的人著想，用音讀去註釋訓讀便已充分足夠。看到連結二者的螺絲

起子，赤裸裸地就像剛烤好的鬆餅一樣，新鮮地露出外頭的樣子，感受到製造出這些文

字表現的人們真是幸福。 
        在任何國家可沒有這麼幸運，如果不是使用方言的話，要在自己國家的國語中夾雜

著說中國話是不可能的。我認為應該強調的是，日本人幾乎可以不斷地由思考，也就是

觸感知覺，得到由「無意識」往「言語」（parole。筆者注：索緒爾將言語活動(1anguage)
拆分為兩個組成部分，即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索緒爾認為，“在任何時候，言語

活動既包含著一個已定系統，又包含一種演變”。言語(parole)是某個社會的共有物語言

(langue)會藉著某個個人在實際的某個時候某個場所所使用。是言語活動中個人的/瞬間

的/具體的/個別的側面）的距離究竟有多少。要從未知的外國語言借用這種文字表現的

現象，在其他國家是沒有過的。如果要以精神分析的觀點，由國際上的各種語言拿出來

看待的話，說不定日本的國語是一種麻煩的偏差（脫軌）。 
         不怕諸位誤解，就我來看，對說日本話的人而言，藉著「謊言」為媒介的行為，意

味著自己不是說謊的人，是在敘述真實，這樣的認知對日本人而言，是家常便飯的行為。〉

（1972.1.27 宮本忠雄共訳、弘文堂） 
拉岡所說的「用音讀去註釋訓讀便已充分足夠」的意涵為何？它表示日語的音聲可以迅

速地改變為漢字的型態。也就是與音聲無關地，只要有漢字便可知其義。拉岡由此導出日本

人「不需要精神分析」的結論。拉岡的說法大概來自於佛洛伊德將「無意識」以「象形文字」

掌握的看法一樣。精神分析是將「無意識意識化」，也就是音聲言語化的功課。因此，日語的

「象形文字」可以原封不動地出現在意識裡，所以「日本人可以觸感知覺得到由『無意識』

往『言語』的距離究竟有多少」。也就是日本人沒有「壓抑」的經驗，因為日本人經常將自己

的無意識（象形文字）外露出來，可以敘述真實。 
    柄谷行人反駁了拉岡以上的說法。他運用了佛洛伊德與拉岡的「閹割情結」為例。拉岡

鏡像階段的「拒斥（排除）」(foreclosure)的心理結構特徵概念是對慾望的壓抑（比較弗洛依

德的看法），「排除」(foreclosure)恐懼不是「閹割」不成功，或者不能順利的陽物問題，而在

於象徵界由於主體對語言的掌握和運用，使得語言具有種異化作用。拉岡認為語言是先於主

體而存在的客觀條件。語言經驗是實際生活經驗的替代。人類主體只是把自己嵌入一種預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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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象徵秩序，並由此使其欲望服從於這個秩序的系統壓力。當主體和言語活動間出現了

永難克服的分裂關係時，那麼語言的出現帶來了原始壓抑，導致了潛意識的產生。語言是我

們表達生活經驗和進行思考的工具時，等於消滅了自身和自身之間的直接關係，而在語言中

建立了一個理想的我，主體將自己從語言中分離出來。拉岡從潛識的語言分析、對話中，使

空的語言轉化成實的語言。也就是語言賦予了文化常觀的意義，文化世界是語言給出的秩序。

三歲以後便進入了社會文化的我，進入語言所提供的秩序中活著。然而語言所給的世界一方

面以其所說有所遮蔽；另一方面又以其所不說開展意義的空間，我們如何在其間穿梭，以扺

達到那個陌生的自己？ 
柄谷行人認為日本語言音讀訓讀併用之深層文化的問題，在於上述沒有完全接受「漢字」

文化之言語文化上的混淆，所產生「閹割」不成功的「排除」(foreclosure)恐懼。他認為芥川

「沒有故事情節的小說」的提議，其精神在於走在現代主義的前頭，芥川認為有必要讓「有

故事情節」的小說解體解構。芥川在錯覺下誤認為「私小說」可以做到此程度。柄谷行人更

提出了帝國歷史場域中日本島國的位置，如何與「天皇制度」的繼續維持下來，及其內部之

牽制力量的問題。日本是位居中國帝國之邊緣島國，為何能夠長期保有天皇的制度？它不是

因為來自於神話的力量，而是因為朝鮮半島居於其中之故，讓日本能夠免於被異族直接支配

統治。他提及坂口安吾的觀點： 
〈天皇制雖然是日本歷史一貫的制度，但天皇的尊嚴經常只不過是利用者的道具而已，

從來沒有真實存在過。對於藤原家族或幕府將軍們而言，他們為什麼需要天皇制？他

們為何不自己掌控至高的主權？那是因為他們體會出的訣竅──與其自己掌握主權，

不如天皇制來得方便；與其自己號令天下，不如讓天皇去號令，自己率先表現出服從

其號令，以便讓號令更加順利地實施。自己自稱為神要求人民尊崇自己是不可能的，

但自己藉著跪拜天皇尊崇天皇為神，然後強迫人民去接受是可能的。這不只是藤原家

族或幕府將軍們的故事而已，你們看吧！這個戰爭不也是同樣嗎？〉（坂口安吾〈續墮

落論〉1946.12 稿） 
坂口安吾將日本古代史以中國、朝鮮、日本的歷史空間地緣關係看待之。朝鮮半島對於

蒙古帝國及中國的徹底抵抗，因而大大地決定了日本政治與文化的型態，因為帝國的勢力延

伸至朝鮮半島時，其強烈的抵抗讓其用盡力氣。而朝鮮對於異民族的侵略，意圖保有國家的

輪廓而抵抗。朝鮮因為壓抑而強化了其主體意識，但日本長期以來卻以海洋的自然境界，模

糊化了其國家與社會之區別認識。柄谷行人認為戰後美國佔領軍麥克阿瑟的保有天皇制度的

決策，也是為了牽制對蘇俄的戰略政策，利用天皇而免除了天皇的戰爭責任。而戰後日本的

政治體制──象徵天皇制與放棄戰爭──的延續，也是因為有韓國居中，阻擋蘇聯或中國勢力

南下的一個防波堤之存在的緣故。8 
小林秀雄於昭和七年（1932）實驗作品《給ｘ的信》（『ｘへの手紙』）中說： 

〈每個人各自的內心深處多多少少都擁有映照出自己行為舉止的一面鏡子。我發現自己擁

有的鏡子映照的效果出奇明亮時，鏡子早就已經遺失了它本來的面目。毫無道理地有一

個攝影狂開始居住在我的頭腦中，每當我想敲打他出來時，他就一張張地攝影我焦慮的

臉孔。我疲倦至極地閉上我唯心的意念眼睛，但是我那愚蠢的臉孔卻老是在我眼前晃

蕩。〉 
小林秀雄在此處為自己的影子所包圍。與其說小林秀雄是寫給他者的ｘ的信，倒不如說

                                                 
8 柄谷行人『日本の精神分析』「第一章 言語と国家」「第二章 日本精神分析――芥川龍之介「神々の微

笑」文芸春秋、2002.7、P7-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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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企圖寫信給另一個「自我指涉性」的「第二個我」。以此實驗性個強烈的著作，批評近代

失去「再現他者」書寫方法的小林秀雄，他已經陷入與芥川龍之介和川端康成同樣的鏡像階

段──不可得的「閹割」情結後分裂的「自我」。鏡像裡反映出的另一個他者絕不是自己的影

像，小林秀雄所要追求的與芥川龍之介和川端康成並無兩樣，他不是以ｘ為名的任意性質的

他者，其中蘊含著恢復固有名詞的內心慾望。但終究其結果是個「自我」的另義詞＝「模仿

的他者」而已。高澤秀次認為：「日本近代書寫脈絡可以從小林秀雄自我敘述的徵候中看出，

與拉岡所命名的出生六個月到十八個月的幼兒所表現出來的鏡像階段的戲碼相比擬」9。小林

秀雄設定「第二個我」（自我指涉）在自己內面，但是不可能在自己內面可以尋求另一個我。

打破鏡子的幼兒，那正是小林秀雄與日本近代作家們所罹患的同一精神分裂的碎裂鏡像的呈

現。他的努力代表了近代日本書寫「表現」裡的「再現」的命運。日本的近代一直要到「異

質的他者」──比日本更延遲近代化的亞洲諸國的鏡子──的出現，日本近代「匱乏」的幼兒

才開始被強迫觀看，才有「異化」與「同化」的結果出現。 
 
 

6. 計畫成果自評 

6-1. 計畫成果：身體與書寫表現──日本文學之「近代的超克」 

97 年 9 月國立政治大學「師生讀書會」「語言與國家：日本近代書寫的匱乏與天皇

制」讀書會成果報告《天皇制與大和魂：日本近代慾望的「匱乏」》（P1-P15，計 13941
字）改寫為本專書第六章，為專書總結出：「不可言說的他者：日本近代慾望的匱乏與書

寫表現」的日本近代性之「近代的超克」的書寫困境課題。 
此專書寫作計畫之目標，為更精確地掌握文本分析上應該傳達給學習者全球化多元主義

訊息下「他者」意象。藉由閱讀消化行為，對於文本書寫敘事的重層性，其過程產生「多樣

化」→「相對化」→「自我化」的閱讀感想，刺激主體建構可見的相對主義與多元主義，產

生更多的疑惑與辯證論述。脫離一元解讀的閱讀行為，這是此寫作計畫的第一個目的所在。 

    同時，本專書計畫也意圖將「文學教育」與「文學研究」的指導方法，導向更大背景的

文化研究論述與方法論。耙梳日本近代小說中勢力最龐大、影響最深遠的「私小說」的寫實

主義精神，如何在現代化與戰後，都市空間轉向現代化的改變、大眾他者登場之時，其書寫

語言與空間觀看中的侷促不安與「自我客體化」的問題。哈若圖寧（Harry Harootunian）《近

代的超克──戰期間日本歴史・文化・共同體》（2000）一書中，提及 1942 年太平洋戰爭期間

日本東京《文學界》雜誌所召開的「近代的超克」文化專題座談會。這次會議通常被理解為

替法西斯主義搖旗吶喊的會議。「近代的超克」概念的出現，所謂「近代」是指西方近代化的

過程，而「近代的超克」就是對世界的近代化過程的超越與克服，亦是 1930 年代思想家們亟

欲迎頭趕上現代化西洋文化的一種自我主張與展示心態。1930 年代日本思想家與知識份子對

現代主義的抵抗，亦即文學藝術論層面之「日本近代的超克」的抵抗，在「私小說」的「身

體慾望書寫」與「自我指涉」、「再現他者」的「敘事」上帶來什麼樣的焦慮與省思？本專書

計畫 98 年度將就小林秀雄的「私小說」評論，思考並定位近現代日本文學「近代的超克」框

架下，其書寫表現裡的「匱乏」現象與「他者再現」的課題。另外，就專書第六章「身體與

書寫表現：日本近代寫實文學的解構與他者再現」之主軸，以「身體論」方法論、「身體」的

                                                 
9 高澤秀次『昭和精神の透視図 大衆の形成からポスト・モダンまで』「昭和のパラドックス 小林秀雄と

大衆の時代」現代書館、1991.3、P5-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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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識作用、「他者」觀看，以及「私小說」的寫實主義之批評為中心，進行探討剖析，掌握有

關「身體」與精神分析、「私小說」寫實書寫的問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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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臨終的眼神：芥川龍之介〈齒輪〉 
 

摘要 

 

文本的書寫本身就是諸多「言語」所堆砌成的一種「表現」行為，今日的文本解讀，是

從文本的陰影角落裡，著手去挖掘出其自我表述中的空白、矛盾與缺陷處。如果說敘事者眼

中觀照的世界意象是千言萬語也無法道盡的話，但也正因如此，文本中諸多「表述」之不足

或與現實世界乖離分裂的疏離處，正是讀者可以冷靜切入作家個人，抑或該國文化的深層領

域部分，將之對象化、客體化的絕佳材料。 
 
芥川龍之介於昭和 2 年（1927.7.24）在東京田端自宅以安眠藥自殺身亡，意味著一個文

藝創作者「實踐自我破壞的藝術」行為，被解釋為象徵時代苦悶的思想性自殺行為。他晚年

遺作〈齒輪〉文本特徵所透露出的訊息是，作者「我」的自我定位的不確定感與自我表達方

式的問題。「我是誰？」──這個疑問與恐怖情緒瀰漫在字裡行間。它延伸出與「他者」的「觀

看」與「被窺視」所交錯出來的幻覺與不安、猜疑等精神耗弱現象。是否我「臨終的眼神」

看得太多太透徹的緣故嗎？究竟「我」與環繞「我」的這個世界與「他者」，如何界定彼此的

距離與關係？  
 
本章的研究方法，試圖考察芥川晚年作品自我意識的執著在與視覺上的「他者」意象的

交錯中，是如何獲得「客體化」的自我表達與現實認知？又如何在其過程中延伸出異樣的「模

糊的不安」（ぼんやりとした不安）？以解釋〈齒輪〉中的視覺喪失與幻聽中的自我與他者形

象的錯亂現象。 
 
 
 
 
關鍵詞：芥川龍之介、「臨終的眼神」、〈齒輪〉、自我、他者、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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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終的眼神：芥川龍之介〈齒輪〉10 

 

1. 小說家的自我表述：文本詮釋的實與虛 

 

小說家的自我表述該由何種面向切入？小說家有一雙銳利的眼睛，以敏銳的神經深切感受

人生百態。更有一枝鋒利的筆，但，不論敘事者的「我」是主觀的第一人稱抑或是全知意涵

的第三人稱，作家本身的「言語」所建構的文本世界裡，讀者究竟能窺出多少真實？多少虛

構？在今日的文本閱讀行為中，將作家＝作者＝敘事者＝文本中的「我」（或主角）四者全然

劃上等號，亦即是將背後操控文本世界的作家其人神格化、權威化的閱讀行為早已經被否決。 

 

三好行雄於 1967 年的作品論《作品論試解》曾留下一句名言，亦即將往昔以鑑賞角度解

釋的作品論比喻為「就像沒有出口的房間一般」。三好行雄的新解釋將分析對象的文本，無止

境的顛覆掉讀者的感動或自以為是。文本的意涵可以由不同多數的讀者做恣意的解釋與批

評，因而開創了嶄新的研究方法。自此以後，這種多元性的文本解讀，將文本與絕對性的權

威的作家切割開來，「文本」被視為「可能予以複數認同」的存在。除了「言語」本身的實體

外，包括該時代的生活與現實、事件等，均可以連結做為歷史學性質的定位，三好行雄的理

論從此成為文本評論的根據。之後，如眾所皆知的，法國文學家與結構主義大師巴特（Roland 

Barthes）將「作品」重新定義為「文本」（《寫作的零度‧符號學原理》，1991），強調詮釋的

開放與民主。巴特文本概念的名言：「作家已經死了！」大大的令日本的研究者折服。只要讀

者分析文本之際可以自圓其說，就可以隨心所欲解讀，創造文本新生命。在「文本」中，作

者權威逐漸消融，讀者掌控程度則大幅提升。巴特是從詮釋角度切入，塑造「文本」這個概

念。 

 

然而即使讀者可以有不同看法，儘管作者可以被忽略，作品封閉的本質並沒有改變。因

為雖然讀者能不斷重新詮釋，作品本身並沒有實質的解構。日本在 1980 年代以後，大大的開

展了各樣的符號學與文本理論。然而，對於這種將「作者」視為看不到的「制度」而加以排

除的文本理論，前田愛在《近代讀者的成立》（1973）中對「作品論」本身的自律性已經提出

質疑，前田愛更在《都市空間中的文學》（1982）一書中以文本理論的角度提出新的課題。對

於文本理論的無章法與恣意性提出批判。指出符號學、文本理論這類結構主義分析「只能完

成自我了結的自閉症似的作品分析」。之後，近二十年來，在日本近代文學研究領域裡，女性

主義文學批評大為鼎盛，目標在於闡明「文本背後看不到的制度」，串連環繞在文本周遭的社

會與歷史的諸多論述。而依照龜井秀雄氏的見解，為了克服文本論的「自閉症」，「必須仔細

調查作者表現的主體性如何在文本中被對象化、客體化，嚴密觀察敘事者的認知＝指示架構

與表述＝自我意識的展開」（『感性の変革』，1983）。 

 

但不可諱言的是，文本的書寫本身就是諸多「言語」所堆砌成的一種「表現」行為，今

日的文本解讀，是從文本的陰影角落裡，著手去挖掘出其自我表述中的空白、矛盾與缺陷處。

                                                 
10 本章 2004.10.2 以「預知死亡紀事－論芥川龍之介晚年作品的視像喪失與幻聽－」篇名於台北醫學大學所舉辦

的「醫學與文學」研討會中發表，發表內容經再度修改後投稿刊登於《中外文學》卷期：34:5=401 民 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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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說敘事者眼中觀照的世界意象是千言萬語也無法言表道盡的話，但也正因如此，文本中

諸多「表述」之不足或與現實世界乖離分裂的疏離處，正是讀者可以冷靜切入作家個人，抑

或該國文化的深層領域部分，將之對象化、客體化的絕佳材料。岡庭昇也明確點出「文本的

形象表達本質上並非在作品這個空間裡充斥形成，而是在其『缺陷』處以投影的形式呈現的」

（「先どりされた死者の眼─芥川龍之介の世界」，1981）。文本中「言語」的顛倒錯亂幾可說

是一種不可避免的宿命，「言語」自然會疏離掉敘事者所欲表白的生命真實，但是，如果不藉

著文本的「言語」，生命卻也無法形塑成具體形狀以便提供成為觀照的對象。 

 

2. 芥川龍之介之死：臨終的眼神 

2-1. 出身的自卑感與人工努力的創作技巧 

 

文學本身就是一種二律背反，以此種觀點來看待自殺身亡的芥川龍之介的文本，讀者的

我們能夠觸及的部分，正是「深入觸及」（讀者層次的主觀自以為是的感動）與「充分表述」

（敘事者層次主觀的看得透徹與語言操控能力）二者間相互矛盾的二律背反。其背後存在的

正是作家身處的社會國家固有風土文化的深層問題──「自我肉體存在」與「言語表述」間

的分裂現象。芥川龍之介於昭和 2 年（1927.7.24）在東京田端自宅以安眠藥自殺身亡，意味

著一個文藝創作者「實踐自我破壞的藝術」行為（大山郁夫，1927），被解釋為象徵時代苦悶

的思想性自殺行為。芥川早於自殺的一年前就為胃腸病、神経衰弱、失眠症所苦，其身心衰

弱一日日惡化，甚至亦曾向精神科醫師的詩人斎藤茂吉投訴其為各樣幻覺症狀所苦。留下一

句「模糊的不安」11服毒自殺的芥川，除了心境小説〈齒輪〉12，以及描寫其文藝活動的半生

《某阿呆的一生》13外，自我投射於耶穌基督的《西方的人》《續西方的人》14等為其最後遺作。 

 

究竟芥川的死亡應該由什麼角度界定解讀之？相關研究史大致分為兩類，一為當代文人

的解讀。「在普羅社會運動中，反射出的布魯喬爾階級的崩潰與不安」（青野季吉，1964），它

象徵了時代的雰圍，是知識份子對社會主義的自卑與愐靦下的苦悶心情表露。「資本階級的藝

術家其大多數墮落在無為怠惰、漠不關心的泥沼中時，唯獨芥川氏卻將自己的苦悶盡情的咀

嚼玩味殆盡」（宮本顕治，1964）。「至少對於今日想要真實活下去的作家而言，芥川的死絕對

是已經拋出要求某種解決的一個問題。只有能夠超越芥川死亡的人，今後才能夠不受自殺的

誘惑生存下去。我們今天已經無法再繼續恬然自得的大談理性主義了。芥川的死證明了我們

的理性的衰弱無力而已」（井上良雄，『芥川龍之介と志賀直哉』）。而吉本隆明則從「文藝創

作」的角度觀之，指出「芥川的自殺絕對不是時代背景下思想的死亡」（吉本隆明，「芥川竜

之介の死」）。 

 

                                                 
11 「對自己的未來感到某種模糊的不安」。源自《寄給老友的一封手記》（『或る旧友への手記』）原文：「何か僕

の将来に対する唯ぼんやりした不安である」 
12 〈齒輪〉（『歯車』）：短篇小說。昭和二年十月刊載於《文藝春秋》。主角因神經衰弱而過著比地獄更不如的生

活，幾乎快變成瘋子，使他對人生的一切感到恐懼和戰慄。作品名稱的「齒輪」，則是在主角眼底所出現的幻

影。臨死之前的芥川，在精神錯亂之下完成這部作品，作品中那窒息般的壓迫感，讀之令人戰慄不已。 
13 《某阿呆的一生》（『或る阿呆の一生』）：芥川龍之介最後的短篇集（共 51 話），昭和二年十月刊載於《改造》

雜誌。在虛構中融入現實，以散文的方式鋪陳芥川的心境，被認為是芥川其人及其文學中最具爭議性的作品。 
14 《西方的人》（『西方の人』）、《續西方的人》（『続西方の人』）：芥川龍之介的遺稿，為他生前最後的傑作，分

別刊載於昭和二年八月號及九月號的《改造》月刊。描寫耶穌基督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所遭遇的苦惱。其中

許多部分為作者自身經驗的投射。可視為芥川的耶穌基督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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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龍之介是個一生為自己中產下階層階級出身所苦、不得脫身的作家。這個出身階級

的內幕，是芥川帶著痛恨自己的矛盾情緒、亟欲擺脫的對象。所以他藉著出色的知性教養，

拼命的努力要擺脫否定掉自己這樣的出身背景。我們不可忘記，他中期作品所勾勒出的知性

架構，其原始動機完全來自於他對自己出身階級的自卑感。 

 

《羅生門》、《鼻》、《孤獨地獄》、《父親》等作品，一直延續到《手帕》、《偷盜》、《戲

作三昧》、《某天的大石內藏之助》15等，這些被視為芥川作家本質發揮到極致的一連貫

作品，我們反而應該顛覆過來看待之。這些作品都是芥川捨棄自我原先的資質，在對

出身的自卑感作祟下，張牙舞爪的努力嘗試著各樣的「人工技巧造型」。而他也同時也

為這些技巧化的作為所反噬，而承受各樣痛苦。如果讀者要從這些作品中讀出仿效自

西歐近代作家的精緻心理構圖，或是某些意涵的知性遊戲，這種角度的閱讀並不是那

麼恰當的。這些作品真正勾勒出來的心理象徵，是中下階級的庶民作家捨棄了自己原

本的資質，裝模作樣、大剌剌擺出知識份子的身段，在知性架構下的各樣努力中，不

得不付出的慘痛代價──偏離出身土壤的不安意識。 

 

而吉本隆明同時也點出這種知性的造型與身段，正是對出身背景的一種排斥與拒絕的反

噬行為。當他神經疲憊欲回歸原鄉時，他已然清楚意識到，自己已經沒有能力去架構一個虛

空的世界。芥川在《大導寺信輔的半生》16、《點鬼簿》17、《河童》18、〈齒輪〉等晚年自傳作

品中，不斷以被自己破壞殆盡的神經所散發出的破碎文本言語表現為素材，芥川藉著自稱「某

個阿呆」來自我懲罰。這種自虐情緒籠罩了他的一生。芥川的悲劇也源自於此。為了一吐中

下階級出身的自卑感與鬱悶，他發出「人生連一行波特萊爾都比不上」
19這句極易讓人產生誤

解的反動言語，其實他是心知肚明的，就算用盡波特萊爾千百行的詩，也不足以道盡下階層

庶民生活的一二。在他文學創作這條道路上，他明知不可為而為的，去身體力行、努力實踐

「文學語言」的形式架構。他一生在各樣創作性的努力作為的同時，他的悲劇也不斷加深加

速進行下去。 

 

2-2. 臨終的眼神：「看得透徹」帶來的不安 

 

川端在隨筆《臨終的眼神》
20中，將芥川龍之介被視為「死亡污點」的作品──《寄給老

                                                 
15 『羅生門』（『帝国文学』大正 4 年 11 月）、『鼻』（『新思潮』大正 5 年 2 月）、『孤独地獄』（『新思潮』大正 5

年 4 月）、『父』（『新思潮』大正 5 年 5 月）、『手巾』（『中央公論』大正 5 年 10 月）、『偷盗』（『中央公論』大

正 6 年 4、7 月）、『戯作三昧』（「大阪毎日新聞」大正 6 年 11 月）、『或日の大石内蔵之助』（『中央公論』大

正 6 年 9 月）。 
16 『大導寺信輔の半生』：大正十四年一月發表於《中央公論》。描寫主人翁大導寺信輔他大半輩子以來的生

活上的苦惱與內心的糾葛。雖是一部未完的作品，然而角色性格鮮明，芥川人物刻劃的細膩功力可見一斑。 
17 『点鬼簿』：大正十五年十月發表於《改造》雜誌。披露芥川家庭的內部。特別是描述了有關母親的精神異

常。芥川認為他精神方面的疾病乃遺傳自母親，因此這部作品的內容可說是芥川精神方面一切問題的原點。 
18 『河童』：昭和二年發表於《中央公論》二月號。為《格列佛遊記》式的寓言小說。芥川作品中少見的結構完

整且較為長篇的小說。藉河童此一虛構的形象，來表達對人類社會的諷刺。對於其時的倫理、愛情、家庭制

度、藝術、法律、資本主義、自殺及宗教等等問題多所探討。 
19 引用自《某個阿呆的一生》。原文：「人生は一行のボオドレエルにも若かない」 
20 『末期の眼』：川端康成的隨筆名篇，昭和八年發表於《文藝》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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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的一封手記》21中吐露的自我表白：「臨終的眼神」22（日文原文為：「末期の眼」）做新的解

讀，他說：「就這麼簡單，我覺得芥川氏只是要告知世人他是一個再平凡不過的人而已」，這

句話令人印象深刻。 

 

人自認為對於「生命」更勝於對「死亡」的瞭解，所以才能安然地活著。…修行僧人

處在「如冰般透明」的俗世，線香燃燒的聲音聽來有如火燒人家般，香灰落下的聲音

竟如落雷般轟然作響，這些感受是千真萬確的吧。一切藝術的顛峰境界，不全在於如

此這般「臨終的眼神」嗎？…讓芥川擁有了這種「臨終的眼神」的重要關鍵，是否就

是他思索幾近二年的自殺決心？在到達下定自殺決心之前，芥川身心內潛藏的是什麼

意象？這種精神微妙的動工，是超越了精神病理學可以解讀的範圍，但芥川的確是以

賭上性命為代價寫出了他的遺稿－－《西方的人》與〈齒輪〉二部作品。…「實驗」

的開端不管帶著多少病態的意涵，都是快樂又燦爛的新事物，「臨終的眼神」也可以

說是一種實驗，它與死亡的預感是一脈相通的。（川端康成，《臨終的眼神》） 

 

在面對死亡時，不是要「超越」它，而是再度回歸「凡人」的自我認知，這句話意涵何

在？發現自己不過是個「凡人」，不等同於「回歸自然」；相反地，它是指藉著發現自我肉體

的存在，因而去打破被思想或語言綑綁、逆向操弄的自然規範，再度去顛覆這個世界錯亂的

自然秩序。而芥川臨死之際，他不是再度回歸到自然之美，而是知道自己真實的看到自然的

分崩解體，所以，川端才在《臨終的眼神》一文中，不自覺心有戚戚然地對芥川臨終的心境

產生附和共鳴。由川端所點出的芥川的死因而言，它是「死亡的預感」，也是一種透視了自然

萬物的「看的透徹」，也是「理解的透徹」的結果，是芥川文藝創作的實驗，是藝術登峰造極

的表現。文學的語言在表達這個現實世界時，竟是如此侷促不安。所以，對現實的認知到了

極點，一切言語再也無法形容，言語化為支離破碎的斷片。而更可怕的是，對這些表現空間

的凌亂現象，「我」卻是如透明人般的，冷眼旁觀，「我」早已經剝離自「我」的神經衰弱，「我」

恣意的放任世界的實相在「我」的認知裡，分離出第二個奇妙的透明空間，「我」不再努力把

看到的視像硬湊成一個可以理解的完整面貌。岡庭昇指出，這種恣意性的書寫行為，正是芥

川自我破壞纏繞他一生的「規範性自然」的慘澹無望的不安情緒所引致。 

 

芥川知道自己努力追求獲得的統一空間，其實與現實世界真實的全體性是無緣的；是

仿效「規範性自然」的一小部分時，他不得不奮力的朝「空間」之外探求他文學表現

的解體，照說他此刻已經掌握到個人文本表達趨向成熟的一個絕佳契機。…但是，以

「幻覺般的自己錯視」的基調所呈現的，是由現實空間脫離所帶來的「模糊的不安」。

這個「不安」的雰圍也讓〈齒輪〉與《海市蜃樓》二部作品成了他徹底突破空間所致

的二律背反的絕佳象徵。亦即是，當表達愈往根部逼近時，就會遺失掉個我賴以維生

的生命場域，這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另一負面象徵。（岡庭昇，1981） 

                                                 
21 『或旧友へ送る手記』：《寄給老友的一封手記》。芥川的遺稿，昭和二年七月刊載於『東京日日新聞』。內容

為對友人述說自殺的人的心境以及自殺的動機。 
22  川端所指的「臨終的眼神」，是源自於芥川《寄給老友的一封手記》中的一文： 

「我的言語如風中的歌聲般消逝。（略）你大概會嘲笑我一向自稱熱愛大自然的美，卻又企圖要自殺的我的

矛盾吧！但是啊！自然會如此美不勝收也是因為它清澈的映在我臨終的眼神上的緣故啊！我比別人看得更

多、愛得更深；而且理解得更透徹的關係，正因如此，雖然一直以來，我的痛苦是不斷地加重，但我仍然

是滿足的。請在我死後數年內，不要將這封信公開發表。我會以病死的模樣而自殺也說不定。」（『或旧友へ

送る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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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見淵認為芥川龍之介《闇中問答》、《某阿呆的一生》、《寄給老友的一封手記》等等遺

稿，與〈齒輪〉是不可切割的，「這些作品正是芥川到自殺為止，他個人心態的全貌。這些作

品任一個都充滿著近代意味的異樣不安情緒。」（「『歯車』について」，1993）當文學家有一

天發現，自己一向所緊握不放的文藝理念，竟是為了擺脫現實世界的各樣「規範」（包含現實

生活所套在個人身上的各樣虛偽事物，如性別、出身、教養、秩序、制度、造型、技巧、遺

傳等）的綑綁時，他遽然失去了生命場域裡可以依靠的根據地，他的世界（＝視界）就此分

崩離析，感受到「模糊的不安」。而這種「規範」的存在就是「許許多多的規範仍然制約壓抑

著日本人的自然本質，它依然是一根主幹，烘托出虛構的日本人『日常』生活」（岡庭昇，1981）。 

 

2-3. 芥川晚年的藝術理念：「沒有故事情節的小說」 

 

近十年來，文本分析家對於芥川的不安與無力感的病理特徵，診斷詮釋為源自於大正末

年「大眾社會」（柄谷行人，1990）這種「他者的登場」（中村光夫，1972）所帶來的「文藝

大眾化」時代雰圍的壓迫感有關。隨著新聞雜誌（包括電影等藝術型態的發展）的大量印刷

複製技術帶來的強大流通性，作家與大眾間的壟斷性解釋權也跟著開始瓦解。「藝術」解釋權

的旁落，帶來作家強烈的不安與無力感。芥川是固執的「美」的擁護者。他是操弄「言語」，

講究技巧，極力反抗小說通俗化、庸俗化的審美主義者。文本的「言語」是早期的芥川所一

貫執著的文藝裡念。芥川極力主張不可通俗化、庸俗化的藝術理念，他曾言：「仔細觀看的眼

睛與善感的心靈所建立的」「沒有故事情節的小說」才是「最接近詩的小說」23。市場的機制

造成藝術創作的大量複製與多元解讀，然而芥川對於文藝創作依然執著於他一貫的審美主義

的技術手法，努力摒除「通俗興味」的小說。如果用繪畫形容，就是法國印象派畫家塞尚在

形式的特質上用色彩表現空間，「當色彩的豐盛達到極致時，形式也就隨著充實起來」24，把

客觀物象條理化､秩序化和抽象化的藝術理念是一樣的。芥川在晚年也否定掉了自己從初期

到中期，在小說中以「事件」為主，用解開謎底（解釋）的興味去吸引讀者的「說故事」創

作方法，闡明了作品的藝術價值不在於「解釋」的巧妙趣味，而在於「詩的精神」。他說： 

 

我常常思考，我寫的文章就算我沒有生下來，也一定有某個人會寫出同樣的東西。

所以，我的文章與其說是我的作品，倒不如說是時代的泥土上長出的幾根草中的某

一根而已。也就是說，那不過是我自以為是的傲慢而已。（「続文芸的な、余りに文

                                                 
23源自芥川竜之介晚年最提倡的文藝理念：「『話』らしい話のない小説」一詞。出處：『文芸的な、余り

に文芸的な』，『改造』，1927.4 
24「所謂沒有『故事情節』的小說當然不是只描寫身邊雜事。它應該是所有小說中最接近詩的小說，而且遙比散

文詩更接近小說。我再三強調，我不認為這種沒有『故事情節』的小說是最優質的作品。但，如果單從『純

粹』這點來看，它應該是最純粹的小說。再以『繪畫』舉例來說，沒有素描則描不成一幅畫。（康定斯基標題

為『即興』的數張畫是例外）但是，比起素描，賦予色彩生命的繪畫卻絕對可以成立為一幅畫。幸運的是傳

進日本的幾張塞尚的畫證明這個事實。我對接近如此這般繪畫意涵的小說十分有興趣。」（『文芸的な、余り

に文芸的な』，『改造』，1927.4） 

保羅塞尚（PaulCezanne）的最大成就是對色彩與明暗前所未有的精闢分析。顯然印象主義在形式的特質上

，有所欠缺，然而「當色彩的豐盛達到極致時，形式也就隨著充實起來。」在這裡，他更暗示了日後立體

主義（Cubism）的基本理論，就是畫家必須從自然中尋找圓椎體、球體和圓柱體。引自國立台灣大學網路

教學課程「瞭解藝術」。（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database/painter- ）wt/cezann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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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的な」，《文芸春秋》，1927.4） 
 

這種「沒有故事情節的小說」以《海市蜃樓》與〈齒輪〉為最典型的代表作。文本中讓

敘事者覺得「令人害怕的東西」，就是「新時代」的一對男女所散發出來的氣息。按照佛洛伊

德（Sigmund Frued）所說的，所謂的「令人害怕的東西」，就是「一度經過壓抑，又再度反彈

回來的，過往所熟悉的東西」。25。佛洛伊德經常將文學作品化約成精神官能症的表現，他認

為，作家之所以提筆，是想藉作品為其「受挫的慾望」找尋一種「替代性的滿足」，文學作品

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當作「麻醉劑」，它具有夢的特徵─佛氏稱之為「內在自欺」的扭曲。作家

和精神官能症病人基本上是屬於同一類型的人，佛氏在提到某本小說的主角時曾說：「像他這

樣把幻想與理智分開，命定要成為一個詩人或精神官能症病人，他們的生活領域不是在這個

塵世。」26對佛洛伊德而言，文學與神話的作用就是為心理分析學提供一些類比的範例。文學

就像夢境，揭示了深層的潛意識活動。 

但是，單單以「庶民出身階級」的血統肉體上的不安來建構芥川的自殺理論的邏輯架構，

畢竟只是「自我」存在與所置身的社會現實間的衝突矛盾而已。文本論的「言語」表述和敘

事者自我意識的「客體化」二者間，如何充分表露出敘事者的「替代性滿足」或「內在自欺」

的深層意涵，毋寧是重新檢視芥川在晚年遺稿所嘗試的「沒有故事情節的小說」的表述意涵

的絕佳範本。本論文的研究方法，試圖考察芥川自我意識的執著，在與視覺上的「他者」意

象的交錯中，是如何獲得「客體化」的自我表達與現實認知？又如何在其過程中延伸出異樣

的「模糊的不安」？以解釋其晚年作品中的視覺喪失與幻聽現象，及自我與他者視線交錯糾

葛的不安情緒。 

 

 

3. 自我客體化的魔咒：〈齒輪〉中的暗示符號與支離破碎視像 

 

訴說著芥川晩年痛苦掙扎的一連串作品〈齒輪〉、《海市蜃樓》、《河童》、《玄鶴山房》中

最明顯的特徵，相對於現實生活中身體承受的沈重，其中反映出來的書寫，卻是不斷呈現不

對稱的、七零八落的零碎現象。《海市蜃樓》中的「我」，突然聽到照說不可能會響的鈴聲，

卻自嘲的說，妻子應該不會穿來附著串鈴的木屐才對，可是也不確定是否有穿著，敘事者以

冷澈的眼光盯著文本中的「我」，意圖對自己的「幻聽」症狀想找出一些根據的行徑。實際上，

這些作品是看不出一丁點「神經衰弱」的蛛絲馬跡。 

 

「就像點亮了火柴，便能看到許多東西一樣！」 

我這樣說著，突然發現目前清晰可見的只有我們的臉部，然而此刻與先前一樣，見不

到任何星光，我又覺得毛骨悚然，幾度仰望天空。此時，妻似乎已發覺到怪異之處，

不待我說話，便回答了我的疑問。 

                                                 
25《論「令人害怕的東西」》1919 年。這個「令人害怕的東西」（德語詞“das Unheimliche”）的一個典型就是「分

身」。就是超越本體意志，或在其死後，殘存下來自由活動的獨立意識。這樣的「分身」的原始型態，就是身

體的反映的靈魂的「原我」。「自我」與理智相一致，介於「原我」和外部社會之間，使「原我」尋求享樂的

要求置于它的壓抑之下，服從社會現實。更正確的說，「自我」當中也存在著「超我」的裝置。「自我」被隱

藏在內心心靈中，是身體的分身，而「超我」（superego）則是「自我」在認識本能、抑制原我的活動之後，

將其理想，主要則在參與自我的工作，幫助它完成任務，是「自我」的另一個分身。 
26《精神分析與文學》王溢嘉/野鵝，1999。<精神分析概要>，史塔福克拉克著，楊耐冬譯，水牛，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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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砂子的關係吧！不是嗎？」 

妻雙手抱在胸前，回頭看看寬闊的沙灘。 

「可能是吧！」 

「砂子這傢伙是惡作劇專家，因為海市蜃樓也是它造成的。」（《海市蜃樓－或是〈海

邊續篇〉》） 

 

〈齒輪〉架構的一大特徵是充滿二元對立的各樣提示，如避暑地與都市東京、火車與汽

車、狂氣與正常、神與魔鬼、結婚典禮與送葬禮、右眼與左眼等等對立不協調的矛盾二元事

物。它們被一一細部描繪，忙碌地向讀者展示了芥川所走動浮遊的都市空間。但詭異的是，

這些都市空間的發現，卻毫無意義地將「都市」空間完全解體殆盡，通篇當中，讀者竟然「再

怎麼解讀，也無法由芥川的自裁回溯形構出任何自殺的動機的可能性」（蓮実重彦，1985），

可說是最缺乏故事情節的「沒有故事的小說」的最佳典型。 

石割透將〈齒輪〉中的「我」與讀者的關係，比擬為「與精神分析領域中患者與醫生的

關係極為神似」；他並將〈齒輪〉的文本特徵定位為「暗示符號的堆積」（石割透「『歯車』を

読む」）。〈齒輪〉整篇中的確充滿耐人尋味又神秘難解的各樣暗示符號，其文本的架構是多重

的。先有不同「色彩」帶來的不安或恐怖聯想；也有在耳邊響起的「言語」聽覺幻音；更有

「我」與周遭景物或「他者」、人群「視線」的視覺交替。而這些「色彩」、「聽覺」、「視覺」

的呈現，是由「我」第一次感受到，再做第二次不確定的解讀，再第三度由讀者去做研判分

析。所以整篇文本，充斥著「視像」→「我的聯想解讀」→「我對墮入地獄的強烈誘惑與聯

想」。這種文本特徵所透露出的訊息是，作者「我」的自我定位的不確定感與自我表達方式的

問題。「我是誰？」－－這個疑問與恐怖情緒瀰漫在字裡行間。它延伸出與「他者」的「觀看」

與「被窺視」所交錯出來的幻覺與不安、猜疑等精神耗弱現象。是否我「臨終的眼神」看得

太多太透徹的緣故嗎？究竟「我」與環繞「我」的這個世界與「他者」，如何界定彼此的距離

與關係？  

〈齒輪〉的架構可以說是一種散漫無章法的獨白。「穿雨衣的男人」忽而出現，鼬鼠的屍

骸攤了一地，不然就是看到自己的分身，偶而聽到的一句英文「all right」，卻讓「我」陷入無

止境的胡思亂想中。下一回合更突兀的是，姊夫穿著與季節一點都不搭調的雨衣被火車碾斃

──如此類似因果意味的自我七拼八湊的聯想也跟著出現。這樣的文本原來就有可能被視為

精神分裂病的活生生教材，但重要的不是以上這些幻覺或幻想，在文本裡呈現的是放棄了「作

品」該有的面貌與各種要素。敘事者表露出來的，是與「衰弱」徹底相反的事物。 

〈齒輪〉予人的印象就是極其人工化的各樣知性的關係妄想。首先比如有關「火焰」帶來

的地獄毀滅暗示，讓「我」感到極度不安。相較於「姊夫於自殺前，曾蒙受縱火的嫌疑」的

事實，更使「我」不安的，「與其說由於他的自殺，不如說是因為每次回東京都看到火燒」。

這樣的恐懼讓「我」在「無意間跑進廚房」時，看到「爐灶閃動著好幾道的火焰」，因而「又

感到自己墮入地獄」（二〈復仇〉）。這些都是「復仇之神」毀滅的前奏。這樣的恐怖氣氛延伸

聯想到自己的作品《地獄變》27中的主角畫家良秀，為完成「地獄構圖」而放火焚燒自己女兒

的的恐怖命運（五〈赤光〉）。偶然發見自己的影子在左右搖動，而且照著的，「是令人可怖的

赤光。我呆住在街上」（五〈赤光〉）。最終章〈飛機〉裡，當「我」走到無風的松林中，無意

看到「一棟木造洋房」的「地基上僅有一隻浴缸」時，又立即聯想到是「火燒」的後果，因

                                                 
27 《地獄變》：大正 7 年 5 月連載於《大阪每日新聞》及《東京日日新聞》，為芥川生涯的代表作。內容敘述繪

佛師良秀受命畫出地獄的景象，最後甚至因此而犧牲了自己心愛的女兒。成功地描寫出作者心目中藝術至上

主義的理想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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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敢逼視。但，「我」已經感受到毀滅性的「最後的時刻終於來臨」。因為「這時，半透明

的齒輪一個個遮斷了我的視野」，「我」已經無處可逃。 

「齒輪」在「我」的眼簾出現已不是稀奇的事，「我」曾有過好幾次在視野中發現「不停

地轉動著的，半透明的齒輪」。它的症狀是「齒輪的個數逐漸增多，半遮蔽了我的視野。但那

卻並不很久，過了一會兒之後便消失掉，跟著來的是感到頭痛－－每次都是一樣。眼科的醫

生為了這種錯覺（？），屢次要我節制香煙」。而且「為了試驗左眼的視力，用一隻手遮住了

右眼。左眼果然什麼也不見。但右眼的眼瞼，有好幾個齒輪在轉動著」（一〈雨衣〉）。加賀乙

彦對於這種齒輪的幻覺現象，做以下的病理解讀。 

 

首先要提的是關於齒輪的幻覺現象。我們注意到，數量不斷增加的齒輪終於將視野完

全堵塞住，而且這齒輪只出現在右眼單邊，它一消失就會開始頭痛。這個現象倒是容

易診斷。這是一種叫做「眼性偏頭痛」或是「閃光暗點」的疾病，在醫學教科書裡，

它的症狀很傳神的被描述出來：「就像透過塗水的玻璃看東西一樣，外界看來朦朧不

清，而且暗點的周邊呈現稜角狀閃閃發光。」…但是，〈齒輪〉中主人翁所遭遇的異

常體驗而言，這種閃光暗點在醫學上倒不如說是一種末端性症狀。反倒是充滿不祥、

毛骨悚然雰圍的妄想世界才是他最核心的病徵。對偶然撞見的一連串事物，他都賦予

一些莫名的意涵，這在精神醫學上稱為「妄想知覺」。比如說，所有黃色的東西，包

括松林、書本、計程車等都是不祥的象徵。相反的，綠色卻被看為吉祥的徵兆。白色

的東西──浴缸、廚師帽、來亨雞引起不安，紅色是陰森的，黑色象徵惡魔的力量。

（加賀乙彦「『歯車』の診断」） 

 

仔細閱讀除了「火焰」「齒輪」之外的各樣暗示性聯想，還有諸多色彩的視覺性聯想。比

如「綠色」與「黃色」的對比感受。「在跨向休憩室的角上，有一盞綠蓋子的，高高的落地檯

燈，鮮明地映在玻璃門上。它給我的心中帶來一種和平的感覺」（一〈雨衣〉）。「我站在路邊，

等著計程車經過。計程車老不見來。而且經過的，盡是黃色的汽車，（這種黃色的計程車，不

知道什麼緣故，總帶來交通事故的麻煩）後來我攔住了吉利的綠色計程車，決定到青山墓地

附近的精神病院去」（二〈復仇〉）。而且不僅是一般事物，就連人穿著的衣服顏色，也給他極

大的壓迫感。走出那家精神病院的門，回到原來的旅館的大門口下車時，「穿著綠色制服的汽

車負責人」讓他「覺得進這家旅館有一種不祥的預感」28（二〈復仇〉）。而在「咖啡店的玫瑰

色壁堊上，感到什麼近於和平的心情」，在旅館「對面休憩室的一角，坐著一個像是美國人的

女人，正在閱讀。他穿著的，遠看確是綠色的上衣。我像獲救了似地」（三〈夜〉）。當我被「火

焰」與「黃色」所追迫時，我已經漸漸走到「最後的時刻」。那是沒有光亮、強迫性的「白與

黑」的兩極世界。 

 

侍應生送來一捆信件。其中之一是來比錫的書店來函，約我為他們寫小論文，題為「近

代的日本女人」。為什麼他們特別指定我要寫這樣的小論文呢？而且這封英語的信

上，還加上「我們以日本畫那樣僅用黑與白而不加其他色彩的女人肖像畫以為滿意」

的這樣親筆的 P.S.。看了這行附言，讓我想起 Black and White 的威士忌牌子，便

把這封信撕成粉碎了。（五〈赤光〉） 

 

                                                 
28筆者注：通篇文本中，唯有此處的「綠色」色彩的意象與其他地方的「吉祥徵兆」不同，呈現「不祥」的預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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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僅如此，這樣「白與黑」的對極對比帶來戰慄性的壓迫感。到了末了，我走在行人稀

少的街上。「半面黑的狗走過我的身邊共有四次。我一面轉進橫巷，一面想起 Black and White 的

威士忌同時，我又想起剛才過去的那個史特林堡的領帶也是黑白相間的。那在我，無論如何

也不能認為只是偶然」。就算我走到妻的娘家，園中鐵絲籠中「有幾隻白色的來亨雞在靜靜地

走著，還有一頭黑狗，躺在我的腳下」。我不安的情緒卻是波濤洶湧，「一面心中焦急著想解

決誰都搞不清楚的疑問，但外表上卻保持冷靜，與妻的母親和弟弟閒聊」（六〈飛機〉）。這樣

兩極性的思考，已經轉化為亮光與黑暗、神與魔鬼、堅強與脆弱的對立性思考。 

我就像得了「飛機病」的病症，「天天呼吸著高空的空氣，慢慢地對地面上的空氣會不能

適應了」。我已經到了崩潰的邊緣。就如「藉著人工的翅膀飛翔的古代希臘人，他雖是飛上天

空，但被陽光焚燬翅膀，終於落海溺斃」（五〈赤光〉）。我已經精疲力竭，我放棄了掙扎，芥

川終於放棄了伏爾泰給他的「人工的翅膀（有些譯本譯為「人工之翼」）」29。就如古代希臘人，

昔日以「人生連一行波特萊爾都比不上」（《某個阿呆的一生》）自豪的藝術家， 在最後耳中

聽到的盡是「人工的翅膀」轉型的「飛機」聲音。我的視線中開始出現「齒輪」，它遮住了我

的眼簾，我更加接近了死亡，「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經驗。我再也沒有寫下去的力氣了。在

這樣的心情中活下去是無以言喻的痛苦。不曉得有誰能否當我睡著時把我偷偷地絞死了？」

（六〈飛機〉）。這些兩極化的對立聯想與色彩感覺，是否可視為精神分裂者與躁鬱患者的病

徵？加賀乙彦的解讀是純粹「躁鬱症」的症狀表現。 

 

文本中有關色彩的異常敏感反應，讓人覺得前後太一致工整，大有人工加工化的嫌

疑。它和普通的妄想知覺那種深不可測、深沈的渾沌不同，真正精神分裂的患者，他

們對於自己的異常通常是沒有知覺的。相反的，芥川的言語裡，經常含著清醒冷澈的

反省意味。〈齒輪〉的主角甚至一直在害怕自己會變成瘋子。所以我認為他妄想知覺

的表象深處，倒是存在著一種無以言表的不安情緒，這個內在症狀反而更形重要。這

種不安與《寫給老友的一封手記》一文中描述的「朦朧不確定的不安感完全籠罩了我」

是相通的。這是生命感覺不斷繼續枯竭下去的不安，就像躁鬱患者常說的：「正如蠟

燭的芯即將燃燒殆盡」那樣的忐忑不安。因這樣的不安感受，〈齒輪〉的主角除了處

處受到不吉祥的事物所威脅外，也對自己看到的閃光黑點特別敏感，甚至拿『齒輪』

來做為作品的題目。…與其將〈齒輪〉視為神經病態患者的作品，不如單純單純看待

其中出現的異常心理。與其說它是真正發瘋的症狀，倒不如說「模糊的不安」的躁鬱

症體驗是較恰當的。（加賀乙彦，1975） 
 

 

4.我非我？──自我客體化的危機與錯亂 

 

但除了「空間場域」與「暗示符號連想」的文本特徵外，不可忽略的，是文本中「我」

在流動浮遊的各個空間，以漠不關心的眼光瀏覽各個眾生群相時，即便「我」再如何掩飾自

                                                 
29

 「他從阿拿托爾．佛朗士移情到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們，但，並未親近盧梭。那或許是他本身的一面－－易受

熱情驅使的一面，近似盧梭的緣故吧！他本身的另外一面－－近似富冷靜理智的「Candide」（伏爾泰哲學性

小說、1975）式的哲學家。人生對於二十九歲的他，毫無光明可言，但是，伏爾泰卻給了他人工之翼。他

展開人工之翼，輕而易舉地飛上天空。同時，沐浴著理智之光的人生歡愉與悲傷，在他的眼底沈沒了。他

向寒傖的鄉鎮，灑落譏諷與微笑，在沒有遮蔽的天空中，直向太陽飛奔。似乎忘了因人工之翼被太陽燒融，

終於落入海中而死亡的古代希臘人。…」（《某阿呆的一生》十九，〈人工之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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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將周遭的人事物以視而不見的逃避曖昧的眼神，高高在上的加以品評，「我」卻總是被「惡

意的他者」視線所注視、所威脅而無所遁形。即便到了車水馬龍的繁華街區銀座，「我」仍然

無法融入周遭快樂忙碌人群的氣氛中。 

 

當我到了銀座街時，快近黃昏時分了。我見了夾道捱次排列著的店鋪和令人眼花撩亂

的人群，不得不更為憂鬱。尤其是來往的人們，那種不知罪惡而輕快地闊步，感到不

快。（二〈復仇〉） 

 

這種「自我」意識與投射在「他者」身上的流動視線，以及「他者」有意無意似的反射

回來的戲謔、冷酷的視線交錯下，幾乎讓「我」覺得無所遁形，拼命逃難似的遊蕩走過每一

個空間。安藤宏指出，自我意識與他者交會下，「他者」不斷在第一人稱「我」不斷自轉的運

動中呈現，「自我意識無止盡的徹底向底部挖掘的結果，因此與原本應為有緣的『陌生他者』

拉大了差異性，結果產生了『我非我』（另一個虛擬幻化的我）的怪物」（安藤宏，1994）。以

下由第一章至第六章「我」的意識與「他者」的視線如何糾葛，「我」的意識如何變化為主軸，

嘗試分析掌握「我」意識層面的執著如何演變至完全崩潰的過程。 

第一章〈雨衣〉中「我」一離開家，自己卻不自禁的肆無忌憚的用惡意的視線觀察他者。

「我」的批判與冷笑充分恣意的揮灑在街頭上。不斷的努力分析批判他者──即便最終竟然

連帶延伸出「我自己看到的自己」──亦即是「我自己內在的他者」這樣的自我否定的強迫

觀念。這帶來恐懼與不祥的鬼魅氣息。「為了等下班火車，走進車站前的咖啡室」。「我在角落

的桌子坐下，叫了一杯可可。桌上所掛的，是白地畫著藍色細線條格子的檯布。但邊角上已

經有著髒兮兮的油漬了。我邊喝著膠臭氣味的可可，環顧闌無人影的咖啡室」。接著在往東京

的火車上，「我」看到同車的女學生們「一個十四五歲的女生，仍在不斷地問這問那。我偶然

發現她的鼻子有蓄膿症，忍不住地要笑」。「與其說她們是女學生，倒給了我一個女人的感覺；

除開她們連皮啃蘋果，或在剝牛奶糖包紙的時候。…一個稍微年長的女生，走過我旁邊時，

大概踩了誰的腳吧，柔聲說『對不起了。』只有她，比她們老成，反使我覺得像個女學生。

我啣著煙捲，不得不冷笑抱著這樣矛盾的自己」。這時的「我」，對周遭的事物是冷淡戲謔的

批判眼神在觀看的。「我」仍然充滿主體性的眺望著「他者」眾生的百般面貌。 

但是接著不斷出現的「雨衣」與「齒輪」的幻象開始威脅剝奪「我」的身體存在。「在我

的視野中，又發現了一個古怪的東西。古怪的東西？…便是不停地轉動著的，半透明的齒輪。

這種經驗，以前我也曾有過好幾次。齒輪的個數逐漸增多，半遮蔽了我的視野」。「我想又來

了，為了試驗左眼的視力，用一隻手遮住了右眼。左眼果然什麼也不見。但右眼的眼瞼，有

好幾個齒輪在轉動著。我邊望著右邊的大廈漸次消逝，在街上踏著大步前進」。「我」仍然半

信半疑的努力測試自己的視力。到了訂婚典禮的會場，在明亮的店燈光下，漸漸地更加憂鬱。 

 

爲了逃避這種心情，我乃向貼鄰的客人談話。那是像獅子似地頰上生著白髯的老人。

而且是我早就聽到過名字的，有名的漢學家。我機械地說著，說著，漸漸地感到病態

的破壞欲，把堯舜當作架空的人物是當然的了，我還說《春秋》的作者，該是很遲以

後的漢朝的什麼人物。這樣一來，這個漢學家便露骨地表示出不快的表情，一眼也不

看我，發出虎吼一般的聲音，截斷了我的話。（一〈雨衣〉） 

 

明顯地，「我」對「他者」的觀察再如何犀利，也無法有快樂的談話與交流，「我」在意

的是「他者」的「像獅子似地頰上生著白髯」與「不快的表情」。「好不容易吃罷晚餐，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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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先前所訂的房間，沿著空蕩的走廊走去」。但「我」的憂鬱心情並未曾好轉，「我」接著碰

到一個大難題。因為「我」竟然看到了鏡子中的「另一個我」，「我」被「另一個我」視線所

注視。 

 

我走到梳妝台前，凝視著鏡中所映的自己。鏡中所映出的我的臉，連皮膚下的骨骼都

顯露了出來。蛆蟲立即明顯地浮上我的記憶。 

 

「我」受不了不吉祥的感覺，匆忙的走出房間，在旅館中漫無目的的閒晃。當「我」再

度回到房間時，「我的房間當然是靜悄悄的。但，開門進去竟無端地使我感到可怖。我躊躇了

一下，斷然走進房間，我不去看鏡子」。第一章的結尾處，「我」已經因為不敢逼視鏡中的「第

二個我」而惶惶然不安，漸漸失去冷眼觀察批判「他者」的閒適感覺。 

第二章〈復仇〉一開始，上述的「被注視」的感覺不斷反覆加強出現。「我」卻對被他者

注視、暴露在他者視線中感到恐懼，這種恐慌的畏懼，甚至延伸到「我」從鏡中看到「我自

己」這樣的行為都讓我感到不吉祥的感覺。「我」藉著讀書閱讀讓自己鎮靜下來。「去讀托爾

斯泰的《波里柯西卡》。這篇小說的主角，是混雜著虛榮心，病的傾向和名譽欲的，一個性格

複雜的人物」。「我」依然開始分析書中的「他者」，而且對「他者」的批判視線，逐漸轉化為

回歸自己身上又如何的這種反覆自問的模式中。「而且把他一生的悲喜劇稍加上一點修改，便

形成我的一生的諷刺畫了。尤其是他的悲喜劇中所感到的命運的冷笑，逐漸地使我覺得毛骨

悚然」。這樣不斷意識到「他者」的視線，變成一種強迫觀念的妄想症，但是，「我」卻不曾

想要站在他者的立場上，去反思自己在他者眼簾上反映出的是何種身影。我是完全執著、急

於逃離「自己」被他者注視的自我意識中，完全容不下「他者眼中的我」的逆向思考。「我」

「無意間跑進廚房。廚房出乎意外的明亮。靠一邊排列著的爐灶，閃動著好幾道的火焰。我

穿過那裡，一面感到戴白帽的廚子在用冷峭的目光看我。同時，我又感到自己墮入地獄」。出

了旅館，「我」急急忙忙的向姊姊家走去。但不幸的是，走不了一丁路，「我」又被一個青年

人攔住了路。 

 

那是一個穿銅鈕釦制服的二十二三的青年人。我一聲不響瞪著他，發現他鼻子左邊有

顆黑痣。他脫下帽子，惴惴然對我這樣說。 

「您是不是 A先生？」 

「是的。」 

「我覺得好像是的…」 

「有什麼事嗎？」 

「不，只是想見見您。我也是先生的愛讀者…」 

 

「這時，我只是脫了一下帽子，把他留在後面顧自走了。先生，A 先生－－這是我近來覺

得最不愉快的一句話。我自信自己犯下了一切的罪惡。而他們，一有機會便稱我為先生。我

在其間，不由得不感到對我含有嘲笑的什麼成分」。「我」原先意圖逃離「家」這個讓「我」

飽受束縛的空間，跑到東京銀座的群眾中，卻仍然有人認出「我」來，「我」的不快感更加深。

「我」自殺身亡的姊夫，雖然「在生時本能地輕蔑比一般人特別瘦小的我。而且他還公然宣

言我的作品是不道德的」，但「我」可是老不客氣，「平時我只是冷冷地低頭看他，從來沒有

融洽地談過話」。這樣彼此把對方不放在眼裡的二者，卻在此時漸漸被「他者」的視線中的自

我身影所同化，更糟糕的是「他者」的同化作用，是陷入地獄、彼此都會毀滅的認知。「在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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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的談話中，我知道了他也同我一樣墮入地獄之中」。「我」被他者視線追趕的惶惶不安發揮

到極致，「我」的想像終於無線上綱到「復仇的神」的層次。 

 

一面感到復仇之神，老盯在我那開始駝的背後不輕鬆放棄…。 

 

第三章〈夜〉的章節裡，即便在閱讀的行為中，被「他者」的視線所同化的情形更加遽

進行。「我在丸善樓上的書架上，找到史特林堡的《傳說》，翻閱了兩三頁。其中寫的與我個

人的經驗並沒有兩樣」。我的恐懼變成敵意。在旅館大廳碰到前輩的雕刻家。「他目不轉睛地

注視著我。我在他的眼中感到了近於偵探的表情」。「我」在與他的交談中，表面微笑著卻「我

感到他的內心，為了想知道我的秘密而在不斷地注視著我」。第四章〈又？〉裡，「我」碰到

了高等學校以來的老友。「這位應用化學的教授，抱著偌大的手提包，一隻眼睛燙著鮮紅的

血」。這位老友善意的問我：「近來身體好嗎？」，「我」乖乖的回答：「還不是一樣，天天吃藥」。

但接著當對方虛應故事的唱和：「我近來也害上失眠」時，他開始變得無法忍受。他的情緒開

始爆發為敵意與恐懼。 

 

「我也？－－你為什麼說是『我也』呢？」 

「你不是也害失眠嗎？失眠症很危險哩。…」 

他那僅左邊充血的眼中，浮著近於微笑的樣子。我在回答之前，覺得自己對『不眠

症』的症字不能正確地發音。」 

 

「約莫一個小時之後，我把自己關在房間裡，坐在窗前的書桌前，動筆寫新的小說。筆在

稿紙上順暢地移動。連我自己都覺得不可思議」。此時的他，企圖藉著創作來製造另一個逃避

空間──「第二個我」。因為由替自己「寫自傳」的意涵中，我發現了「第二個我」，自傳中

的我與「第一個我」是無直接關係的客體化行為。 

 

但兩三個小時之後，我好像被一個無形的人強制似地停筆了，我不得不離開桌子，在

房中來回踱步。我的誇大妄想在此時最為明顯，在野蠻的歡愉中，我覺得我既沒雙親，

亦無妻子，只有從筆尖流出來的生命似的。…我站在久未照面的鏡子前。我與自己的

映像正面相對。我的影子當然也在微笑著。我在凝視著這個映像之間，想起第二的自

己。第二的自己──德國人所謂的 Doppelgaenger30，幸好沒有讓我自己見到過。但做

了美國電影明星的 K君的夫人，卻在帝國劇場的走廊上看到第二的我。（我仍記得 K君

的夫人曾對我說『前次終於沒有向你招呼』而感到尷尬的事。）還有，已成故人的僅

有一隻腳的翻譯家，也曾在銀座一家香煙店看到第二的我。（四〈又？〉） 

 

在之前看到鏡中出現的「第二個我」而惶惑不安，此刻，我卻想藉著不是影像的「言語」

來創造「另一個我」。但，這樣的寫自傳行為，可否讓自己的存在更具客觀的客體性質呢？在

《某阿呆的一生》中他太清楚作家虛無的製造自我分身的謊言模式。 

 

他對他精神方面的破產，感到近乎於冷笑（他的墮落與弱點他知道的非常清楚），且繼

                                                 
30 Doppelgaenger（德）：生靈。同一人物而同時出現於不同的場所（被這樣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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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看著各種書籍，結果，連盧梭的懺悔錄也充滿英雄式的謊言，尤其是《新生》31──
他從來沒見過像《新生》的主角那樣狡猾的偽善者。唯有佛蘭索雅．維翁32沁透了他的

心靈。他在幾篇詩中發現「美麗的牧者」。（《某阿呆的一生》四十六，〈謊言〉） 
 

即便再多的懺悔言詞，自傳中有太多的謊言與自我合理化的虛矯身段，因而「我」積極

的肯定寫自傳的虛擬自我的逃避行為。但是，「我」此刻靈機一閃──「死也許是衝著第二的

我而來也說不定」。但「縱使衝著我而來──那又如何呢？」，「我」漸漸的做出這種危險的假

設，漸漸開始肯定藉著「死亡」來製造「第二個我」的可能性。因為「我」聯想到文藝創作

者生活裡的孤獨與不安。「我」開始透視令人不安的「死亡」陰影下可能帶來的解放與解脫。

因為「我」的肉體在寫作時，文藝創作家的藝術態度，是「在野蠻的歡樂中，覺得自己沒有

父母，也沒有妻子，只有從筆尖流出來的生命似的」。這時的「我」與另一遺作《某阿呆的一

生》中的「他」的懷疑論述是前後呼應相互吻合的。只不過以「他」第三人稱遠距離的敘事

方法，在〈齒輪〉中是以接近自傳定位的「我」的敘事方法進行的。 

 

他盡最後的努力，嘗試寫他的自傳。然而，那對他而言，卻出乎意料地不容易。因為

他自尊心、懷疑主義與利害打算尚未淨盡之故，他不由得輕蔑這樣的他自己。而另一

方面卻這樣想：「任何人剝去一層皮，莫不相同。」他認為《詩與真實》33這本書名，

似乎是所有自傳的名稱。而且他深深了解，文藝上的作品未必能感動任何人。他的作

品所要訴說的，是生活經驗與他相似的人們。──他有這樣的想法，因此他想以簡短

的筆觸寫他的《詩與真實》。 

他完成《某阿呆的一生》後，偶然在某家舊工具店裡，看到一個白鳥的標本。他引頸

而立，泛黃的羽毛都被蟲咬了。他思索著他的一生，感覺淚水與冷笑齊湧而上。浮現

在他眼前的只是發狂與自殺罷了！他獨自一人走在黃昏的街道上，決定慢慢地等待毀

滅他之命運的來臨。（《某阿呆的一生》四十九，〈白鳥的標本〉） 

 

所以，如果「我」執著於寫作裡，「我」必須否決掉現實中的肉體各項牽絆的關係，一不

小心便會被自傳中「第二個我」所同化，而小說或自傳中虛擬的「第二個我」偏偏是一個假

象，如此一來，「我」妄想在創作中逃離世界各樣肉體規範的束縛，這樣的本意卻無法在虛擬

的小說世界裡得到平衡與解脫。第五章〈赤光〉中「我」不斷的書寫行為如泉湧般源源不斷，

欲罷不能。但「我」為了逃命不斷自我表述愈多，卻反而被「第二個我」回過頭來觀察批判，

讓自己更加陷入絕境。一個精研聖經、勤於禱告的老者勸他接受基督信仰時，他卻寧可相信

「沒有亮光的黑暗」的存在。因為他對於「母親為什麼瘋了？」、「父親的事業為什麼失敗

了？」、而「我又為什麼得受懲罰呢？」的肉體束縛認為是無解的。 

 

我穿過地下室，去叩訪一位老人。他獨自一人住在聖經公司的屋頂房，一面作工友，

                                                 
31 《新生》(1918～1919）描述島崎藤村與實際真有其人的姪女島崎駒子之間的不倫事件。是島崎四十一歲到四

十七歲為止七年生活的自傳作品。文本中岸本捨吉在妻子死後，讓來家中幫忙照料年幼子女的姪女節子懷孕，

之後被迫跑到法國逃避來自家族與社會的指責，全然以岸本苦澀的「自我」心境為論述重點。研究史對《新

生》的批判幾全集中於第一人稱的敘事者，芥川龍之介指其為「老奸巨猾的偽善者」的自我辯護。 
32 法國最早詩人，Francois Villon 
33 趙震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the, 1749-1832)自傳《超越我生活》（Dichtung und Wahrheit）。副題＜詩與真

實＞（Aus meinen Leben），新潮文庫，志文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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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祈禱著讀書精進。我們把手擱在火鉢上，在牆上所懸的十字架下，談了很多很多

的事。我的母親為什麼瘋了？我的父親的事業為什麼失敗了？而我又為什麼得受懲罰

呢？----知道這些秘密的他，浮著微妙底莊嚴的微笑，與我久久相對。… 

「那麼為什麼不信神呢？假如信影子就不得不信亮光的不是？」 

「但也有沒有亮光的黑暗。」 

「什麼是沒有亮光的黑暗？」 

我只有不響。他也同我一樣在黑暗中走著的。但他卻相信既有黑暗便有亮光。我們理

論的分歧點，只有這一點罷了。但至少在我，那是無法跳躍的鴻溝。…（五〈赤光〉） 

 

「燈燭輝煌，行人如鯽的街道，仍使我不快。如果碰到熟人，一定更使我難堪的。我儘

可能選擇黑暗的街巷，像小偷似地躡足前進」。「這時，我偶然發見自己的影子在左右搖動。

而且照著我的，是令人可怖的赤光。我呆住在街上」。「我」擔憂我會像母親一樣發瘋，我家

族的悲劇是宿命的真實的話，「我」是不是可以藉著創作文藝這個「人工的翅膀」逃離現實世

界的糾纏呢？答案是否定的。被恐怖的赤光照射下，「我」趨於破裂的神經看到店鋪招牌上畫

著翅膀的輪胎商標時，「因這商標，使我想起藉著人工翅膀飛翔的古代希臘人。他雖飛上天空，

但被陽光焚燬翅膀，終於落海溺斃」。「我」在這個世界已經無處可逃，「到馬德里，到撒馬爾

罕──我不得不嘲笑自己的這個夢想。同時我不得不想起被復仇之神所追逐的奧勒斯特」。 

 

能夠拯救在這情形下的我，唯有睡眠而已。而竟，安眠藥一包也沒有了。我怎麼也耐

不住睜著眼睛忍受痛苦，但我鼓起絕望中的勇氣，叫來咖啡，決定下死勁地去運筆。

兩張、五張、十張，──稿件很快地進展。我在小說的世界中，充滿著超自然的動物。

而在那些動物中的一匹，描下我自己的肖像畫，但疲倦漸漸地使我的腦筋模糊了。（五

〈赤光〉） 

 

「我」所「描下我自己的肖像畫」雖然等同於「第二個我」，但在第六章〈飛機〉裡，「我」

再度回到避暑地的家中──家人視線注目的生活場域裡。在與妻弟的談話裡，「我」開始積極

地接受「他者」對「我」的批評與評價。以下的描述是看不到對「他者」的批判有任何反抗

或不快的情緒。 

 

「姊夫與我們比起來，算是很堅強的了！但…」 

滿腮鬍鬚的妻弟，也從床上坐起，像往常一樣，非常客氣地加入我們的談話。 

「因為堅強之中也有脆弱的地方…」 

「啊！啊！那可就麻煩了！」 

我看著說這話的岳母，不由得苦笑，此時，妻弟也微笑著，並眺望遠方牆外的松林，

恍恍惚惚地繼續著話。（這個病後初癒的年輕弟弟，彷彿是脫離肉體的精神似的） 

「有時候索然離開人群，人的欲望會非常強烈…」 

「以為是善人卻又是惡人」 

「不，與其說是善惡，毋寧是什麼反對的事物」 

「那麼大人之中也有小孩是嗎?」 

「也不是，我雖不能明白地說清楚…像電的兩極。總之同時有著相反的東西混在一

起。」（六〈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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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他者」視線交融同化下，「我」連住在這靜謐的避暑地裡，對周遭的人群同樣過著

何等苦痛的生活這個事實，竟不覺得軟弱地、戚戚然地，開始將自己與世上的人群劃上完全

等號。 

 

我一面心中焦急著想解決誰都搞不清楚的疑問，但外表上卻保持冷靜，與妻的母親和

弟弟閒聊。 

「真靜，來了這裡。」 

「比起東京來，那是當然的。」 

「這裡也有麻煩事嗎？」                                         

「可不是，這裡也是人世嘛。」 

妻的母親笑著這樣說。實際上這個避暑地也是「人世」是一點也不錯的。僅僅一

年間，這裡有著多少的罪惡與悲劇發生，我也知道得很清楚。想徐徐毒殺病人的

醫生，放火焚燬養子夫婦房子的老太婆，意圖掠奪妹妹家產的律師－－每次看到

那些人的家，在我是無異看到人生之中的地獄。（六〈飛機〉） 

 

在此刻對於自我種種焦慮與疑問，不再只對於善與惡、黑與白、發瘋的家庭宿命、對虛

擬自我表述的書寫行為的種種不安與懷疑等等，一再反覆進行追尋探究。我的肉體苦難與自

我逃避，不再單單與單一「他者」的投射印證而已，而是與社會群體──「人世」的客觀生

命真實合而為一。而「我」所獲得的生命真實的最後結論就是：「人生之中的地獄」。就如「藉

著人工的翅膀飛翔的古代希臘人，他雖是飛上天空，但被陽光焚燬翅膀，終於落海溺斃」（五

〈赤光〉）。我已經精疲力竭，我放棄了掙扎，芥川終於放棄了伏爾泰給他的「人工的翅膀」。

就如古代希臘人，昔日以「人生連一行波特萊爾都比不上」（《某個阿呆的一生》）自豪的藝術

家， 在最後耳中聽到的的盡是「人工的翅膀」轉型的「飛機」聲音。 

 

這時使我們吃了一驚的，是飛機的聲音。我不覺仰頭看天，看見了快要觸到松樹枝

梢的一架飛機。那是翼上漆著黃色的，難得見到的單翼機。和狗被引擎聲嚇得四面

奔逃，尤其是狗邊叫著，夾著尾巴躲到廊下去了。 

「那飛機會不會掉下來？」 

「放心…哥哥知不知道叫做飛機病的一種病症？』 

我一面在煙捲上點火，一面用搖頭表示「不知道」。 

「聽說坐飛機的人天天呼吸著高空的空氣，慢慢地對地面上的空氣會不能適應

了。…」 

離開妻的娘家之後，我在無風松林中邊走著，邊沈入深深的憂鬱之中。為什麼那架

飛機不往別的地方而經過我的頭頂上呢？為什麼那個旅館中僅賣飛艇牌香菸呢？

我被種種的疑問折磨著，選了沒有人的路走去。（六〈飛機〉） 

 

「我」的視線中開始出現「齒輪」，它遮住了「我」的眼簾，「我」更加接近了死亡，「希

望有人在我睡夢中將我絞殺」，「我」自願在「他者」面前繳械，純然客體化自我，「我」已完

全自我解體，放棄執著於「我是誰」這般的自我表述行為。對自我意識的執著，其極限的境

界就是相對化的「極度無意識化」──「死亡」。就是不斷編織、無限上綱的「觀念性死亡」。 

 

任何東西都一步不放鬆地朝著我逼迫而來，使我不安。而在這時，半透明的齒輪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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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遮斷了我的視野。我怕是最後的時刻終於來臨，挺直頸脖走去。齒輪隨著個數加增，

突然慢慢地旋轉起來。同時，右手的松林靜悄悄地交叉著枝葉，恰像透過精巧的美術

玻璃看東西一般。我感到心悸漸快，好幾次想在路邊停下來。但好像有什麼人推著的

一般，甚至連煞住腳步都不容易。… 

約有三十分鐘之後，我在自己的樓上仰躺著，靜靜地閉著眼，忍受著激烈的頭痛。這

時，我的眼眶裡面出現了一個將銀色羽毛像魚鱗似地疊起來的翅膀，它明明白白地映

在網膜之上。我睜開眼仰望天花板，看清了天花板上確實沒有那種東西之後，再閉上

眼睛。但銀色的翅膀仍在黑暗中顯然映出。我突然想起前次所坐的汽車冷卻器的縫

中，也曾繪有著那樣的翅膀。…（六〈飛機〉） 

 

此刻的「我」，只是完全地被外部世界的眾多他者所侵佔、同化、沒入。「我」的存在完

全被遮蓋住了，「我」放棄了藉創作製造「第二個我」的無意義舉動，「我再也沒有寫下去的

力氣了」。「我」唯一能期待、能自主意識操控的行為，就是祈求討饒，期待「不曉得有誰能

否當我睡著時把我偷偷地絞死了？」──如此奄奄一息的自我消失，我的存在完全解體崩潰，

我已無力在「他者」面前強撐「自我」的假象，我不再無謂掙扎，我企圖藉著之前的暗示想

像，藉著死亡達到最快速的「第二個我」──自我客體化的途徑。 

 

這時，有什麼人從樓梯下急急忙忙地跑上來，立即又拍塔拍塔跑下去。我知道那是什

麼人的太太，吃驚地翻身起來，急忙跑到樓梯盡頭幽暗的起居室。妻俯伏在那裡，好

像忍著呼吸，肩上在不住地顫動著。「怎麼了？」 

「不，沒有什麼。…」 

妻這纔抬起頭，裝著勉強的微笑，繼續著說： 

「沒有什麼，但我無端地覺得爸爸好像會死…」 

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經驗。我再也沒有寫下去的力氣了。在這樣的心情中活下去

是無以言喻的痛苦。不曉得有誰能否當我睡著時把我偷偷地絞死了？（六〈飛機〉） 

 

5. 自我中的他者：第三度空間何處尋？ 

 

在明治大正時期知識份子的生活態度就是無止境的汲取西洋的文物制度。東京的文人雅

士習慣在銀座的丸善書局購買洋書，在銀座街頭的時髦店裡買洋味十足的用品，在咖啡店裡

與同好高談闊論。但在昭和二年（1927）的東京街頭，正是關東大地震（大正 12 年；1923
年 9 月 1 日 11 時 58 分）後的時髦新都市的建設時期。西洋的文物不再是知識份子輕鬆玩弄

的獨佔品。東京這個都市的區隔不再是庶民階層擁擠不堪的「淺草」與高級知識份子散步漫

遊的「銀座」的兩個區塊。地震打破了高高在上往下看的階級帶來的空間區隔。都市空間一

下子全被打散，銀座成為更大眾化、庶民化的擁擠空間。在這樣悠閒風格喪失的東京街頭，

老式的舊文人感受到空間被剝奪（以往由上而下眺望、注視他者的樂趣）的壓迫感，他們的

日常生活場域已然被剝奪。當然，這樣的「場域」喪失感也同時反映出社會主義論述鼎盛的

時代雰圍（前田愛《都市空間の中の文学》，1982）。知識份子代言人身份與功能意義漸漸與

社會「他者」脫節，身份地位的解釋權被剝奪下，人子已經無法回歸平凡的原鄉，芥川退化

回歸後也沒有可能得到休憩與溫暖的母胎（家＝母性神話），他的自殘毋寧是一個時代終結的

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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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前田愛的空間與人際問題的方法論（前田愛，1982）來思考解讀，「空間」與「身體」

現象學（Roman Ingarden）的概念可被應用於「讀者」與「文本敘事者」間的關係。「自我」

在推敲「他者」心情時，也就等於自己跳脫本身的身體位置，嘗試站在對方的身體位置。「我」

在平日的交往中對對方個性大致得以理解，基於此，「我」事先應預期猜測到，「我」若採取

某種態度的話，對方會如何接受？做什麼反應？自己如果是對方會怎麼做？這種思維方式導

致超越了自己的身體位置，抹消了「他者」與「自我」之間的距離，使彼此的位置與身體因

而交疊一起。但是，閱讀「他者」的心思意念不是容易的事，因為沒有文本的「文字語言」

做中介工具。要正確讀出「他者」的心理是極其困難的，只能大致朦朧地思考對方心理，同

時也隨著彼此的交情熟悉度的深淺，因而淡化了這種理解度。 
 

要超越彌平與「他者」間的距離需明白一件事，自己的位置與立場無法完全吻合的站在

對方位置上；同時，也不是只有完全站在自己立場上。如果不能瞭解彼此的立場，如果無法

推敲出對方用心的程度，那只有靠著彼此站在對方的位置上才有可能打開僵局。那時候的自

己，不只是在自己內部的領域而已，也同時在「他者」這個外部的領域裡。「自我」的身體不

再存有任何定點，彼此苦心替對方著想的場域會形成一種「第三度空間」，一半意識到自我的

位置，但同時也將一半的身體放置在對方的立場上，形成了切割成兩半的意識作用。這個「第

三度空間」是極其朦朧曖昧的，它不斷的融化掉內部（自我）與外部（他者）間的境界線，

讓二者間存在著一些模糊的距離。 
 
拉岡試圖結合結構語言學與佛洛伊德的心理分析學，以說明潛意識與語言活動之間的關

連。拉岡嘗言：「潛意識與語言結構相類似」，認為佛洛伊德所說夢的縮合作用（condensation）

就是修辭手法中的隱喻（metaphor），而夢的轉移（displacement）就是換喻（metonymy），也

就是說，潛意識像語言一樣，其作用在於「替代」。拉岡另一個聞名的論點是：「潛意識是他

者的論述」。在這裏，我們可以利用小孩與母親的關係作一說明。小孩原以為母親與自己是一

體的，但在失去母親（意識到母親和自己並非一體）之後，小孩會經歷一種匱缺（lack），並

試圖找出一個替代物去填補此一匱缺。而這種尋求替代物的企圖，代表了尋求他者的慾望，

但我們必須意識到：真正的他者永遠無法被觸及。 
 

    精神的耗弱現象一切來自於「自我」定位的不安定感，而一步步的被他者視線侵佔與同

化。如果「潛意識是他者的論述」的話，那麼，「真正的他者永遠無法被觸及」這個殘酷的事

實下，「自我」究竟如何界定與「他者」的距離與關係？〈齒輪〉中芥川所嘗試的敘事手法是

「第二個我」（文本中的替代主角）還未看透之前，「我」已被「他者」惡意製造的「第三個

我」（他者眼中反射出的我）侵佔、同化。我無法製造出「第二個我」，我被他者眼中反射的

「第三個我」反撲，而以「死亡」的形態達成置身於人世間某種型態的客體化想像。芥川藉

著創作所製造出來的「第二個我」，雖然暫且逃離了「他者」與「社會」的注視與窺看，卻在

文本中因「第三個我」的反噬，再度藉著死亡將自己暴露在「他者」面前，藉死亡的形式來

達到「客體化」的結果。「真正的他者永遠無法被觸及」，也是不需觸及的。反而更應該創造

模糊曖昧的「第三度空間」──亦即是「自我中的他者」34。芥川卻無緣創造這種相互用心著

                                                 
34「自我中的他者」：依照盧曼（ ）Luhmann 的教育性溝通概念（1984:2801993:110-120）。「藉著參照他者

來反照出自我」找出一個社會溝通的契機。藉著懷疑意味世界的分析項目（言語遊戲的規則）的契機，找

出「觀察中的觀察」（理解中的理解）。我們為了避免「自以為是」的自我矛盾，要思考主題為何？觀察

自己是如何觀察它的？這樣的「觀察中的觀察」（「第二次觀察」）才有可能觀察出無法述說的他者。亦

即是，在思考他者時的自我表述，也等於做到一種自我反省的思考行為－－只有參照他者才能讓自己更豐



 31

想的「第三度空間」，他對自我意識的執著，使得他無法在「他者中的自我」與「自我中的他

者」這兩個槓桿原理中求取平衡，他終究無緣觀照出「自我中的他者」──「第三度空間」

中的世界認知。 

 

芥川終究無法以他的「人工的翅膀」高飛超越到「想像界」（拉岡與夏目漱石）的感性──
亦即是上述的「第三度空間」的模糊地帶，而執著於佛洛伊德所謂的「令人害怕的東西」（「不

気味なもの」：德語詞“das Unheimliche”）的追尋。可以說，「我是誰」這個主觀意識的執著比

較於「他是誰」這個客體的認知課題，在任何時代都需要避免陷入自我封閉的死胡同，藉著

邂逅「他者」的契機，要如何不被「他者」或自己虛擬出來的「第二個我」、「第三個我」所

同化疏離，來尋求自我內在的改變，誠然是永遠不變的重要課題。但是，我們不免也經常過

度樂觀的規範出「他者」的形象而不自知，所謂「異質的他者」35，更多是自身的「肉體」定

義與社會空間場域所擠壓下形塑出來的假象與規範而已。終究生命的歷程，是一個不斷反覆

循環的「第二隻眼」的觀察運動，在「我是誰」的自轉運動中，更徹底的在與「異質的他者」

的觀照中，終需尋求解析出「我非我」的「第三個我」──即便有些人是落入信仰的救贖行

為中才做到「自我的客體化」──的逆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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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觀看與被觀看：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孃》 

 
1. 「文學課程」在日本語教育中的位置 

 

何謂在日本語教育中「文學課程」的可能性?在日本語教育中，外國學習者的日本文學「解

讀」要置於何處，在實行教育時，又該如何將其具體化到何種程度?提出以上幾個問題後，「文

學課程」的可能性，正好是以那些問題的定義及出發點為基礎的東西。首先，必須注意以下

幾點： 

 

(一) 從學習目標和功用來看，這跟以養成實用的語言能力為主的「語言教育」以及，以

理解普遍人性為目標的「文學教育」兩者間的連續性及斷絕性有關聯。 

(二) 跟以日本中學生為對象的「文學教育」之間該如何區別有關聯。 

(三) 跟作為高級程度的讀解教育，「文學課程」是否應賦予其地位這點有關聯。 

(四) 考慮以上三點之後，跟教材的選定及指導方法有關聯。  

 

首先，關於序言所提及的文學教育之意義與功用這問題，是從與語言教育之間的區分以

及，語言和文學之間的連續性與斷絕性之中思考而來的。關於這問題，高木市之助先生反駁

時枝先生的『國語學原論續編』（1）第三章語言與文學、＜三之一＞中的見解，他提出，如限

定以日本王朝文學以上的觀照態度或眺望姿態來作為文學的本質的話，未必能代表全面的文

學觀這樣的反論
（2）。也就是說，在教育領域裡，文學須從語言中脫離，單單言及美或感動來

教學不可。思考著以這樣的觀點及基準所構成的語言與文學間的連續性及斷絕性的問題時，

塚原鐵雄先生將其視為是從文學本質來的出發點，並以此為基礎，提出「何謂文學的教育機

能?總結來說，喚起累積在讀者生活中的『問題意識』、以作品為媒介，藉著從主觀的真實性

中提高客觀的真實性，來使其發展的機能。」（3）這樣的見解。 

 

   塚原鐵雄先生的主張，雖是首先從文學教育與語言教育之間的同一性與差異性中，所發

展出來的，然而，在此次作為「語言表現」不可缺的手法之一來思考的教學現場裡，衍生出

這樣的疑問，即先前所提起的「讀解教育與文學教育」之間的區別，究竟是否必須在何處有

著嚴格的限定不可?對於此問，有關日本中等教育中的讀解與鑑賞的指導方法，倉澤榮吉先生

特別強調，依照作品「主題」喚起學生的讀後感或印象的「問題意識」之重要性。 

 

「相對於讀解指導僅僅是理解，文學教育更是涉及表現。（略）比起使孩子們認識到

作品的段落，應使其掌握到事件的背景或場面，認識人物的動態或心情轉折。」
（4） 

 

那麼，其次將問題轉向，外國學習者的日本文學「解讀」與以日本中學生為對象的「文學

教育」之間該如何劃分區別。也就是說，在思考日本語教育中「文學課程」的可能性為何，

以及外國學習者＜解讀＞日本文學的情況時，會產生以下兩種問題。 

 

(一) 培育實用的語言能力是問題的焦點嗎?  

(二) 還是應當將作為人性理解的「解讀」視為問題的焦點嗎?那與日本學生的情況應當有

何不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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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應是與最初選定學習對象的語言能力與指導方法有莫大的關聯。只是原本在日本

的國中跟高中之間就已設計規劃有明顯區別的指導方法，那麼以日文系四年級程度的學習者

而言，比照日本學生來思考的話妥當嗎?與其如此，從「異文化理解」的觀點來看，筆者更想

強調作為日本文化教育的一環之文學教育意義與功用。也就是說，著眼於人性理解的「解讀」，

從引發感動和共鳴這點出發，而後，在將年齡因素考慮進去的時候，採取部份的作品研究史

論説，使用與日本短期大學相等的教材較為妥當。 

 

 

2.《伊豆的舞孃》之學習架構：關鍵詞與引文 
  

針對以上所提及的問題，本論文以台灣的大學日文系四年級學生為對象，（即高級程度

的日本語學習者），以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孃》為例，試著具體實現將其教材化並實踐在教室

中。作為學習指導的方法，必須特別留意以下幾點，致力於在壆習展開中主題的把握與追求，

提升學習効果，作為尋求作品中更深的人性理解之方法。關於展開實際授課，主要將重點置

於促使他們掌握「何謂問題?」這樣的主題（關鍵詞）。而關於實行在教室中這點，透過追求

主題的經過，藉由以下的學習結構以及程序，能夠更深入鑑賞並歸納。 

 

(一) 引導－背景的説明：藉由給予「生涯與文學」、「作品鑑賞」的預備知識，促使學生

掌握作品的成立與主題。 

(二) 情節梗概的掌握。 

(三) 以理論、批判的「解讀」為前提，掌握並玩味「文本」中作為主題的關鍵詞。以融

合感性與理性的形式，透過作為人性理解的「解讀」，養成觀看「自我中的他者」。 

(四) 探討登場人物與主人公之間的自他関係，掌握其印象與性格。 

1. 使學生們思考、討論關於對其他人物「我」的思緒感受以及行動、理由。最後，

以一句話將各個人物形像作要點歸納，然後藉由證實並討論指出引用到作品的地

方來構成。 

         2.讓學生以「人物」「場所」「狀況」（我的思緒感受之應對）這三項目作統整。 

(五) 問題提示：確認主題的把握是否妥當。以教師所設的問題為基礎，並以整理・發展

的形式，透過討論主題中心來深入鑑賞、統整。 

(六) 促使學生注意關於結尾的問題性，主人公的救濟與解決方法是否得當，並分贊成與

反對兩方討論之。 

  （七）關於感到「共鳴」的部份，言及作家論、作家的思想。 

  （八）對察覺到的問題點，依「文本」的「表現」，使學生對照中譯本，喚起異文化體驗・ 

個人體驗的問題意識，以令人動容的「文學課程」來總結成一篇文章。 

 

採取這種學習形態時，指導者為會場的主持中心是其原則。讓學生將其報告以書面形式

發表。那麼，現在開始來解讀《伊豆的舞孃》。首先，關於引導的操作，說明作品的背景。「生

涯與文学」，被視為是結合川端的生涯與文學特質的孤兒體驗、同性愛體驗、初戀體驗、戰敗

體驗，以這些為中心先將其特質介紹給學生。論到川端的孤兒體驗，有以下幾件實事。父母

雙亡後由祖父母養育成人，唯一的姊姊寄養在伯母家。祖母在明治三十九年，川端七歲時過

世，而姊姊則在明治四十二年死去。雖和患有白内障的祖父相依為命的生活持續約八年，然

而就讀茨木中學三年級、十五歲時，祖父也與世長辭，川端從此成為天涯孤獨一身之人。如

此與至親生離死別，對川端幼少期的人格養成有莫大的關聯，也成為影響他之後的生涯與文

學的重要因素。而同性愛體驗，則是在中學時期的宿舍生活裡，對小笠原義人的同性愛。隱

藏在其中的少年孤獨感、悲哀感等等，不久便轉移到所謂川端文學裡對美少女的喜好與憧憬。

而初戀體驗則是在大正十年，二十二歲時，初戀女友伊藤初代無法理解的變心並廢除婚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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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就這樣，戰前的川端以孤兒意識或美少女喜好作為創作活動的核心，戰敗後，也就是

四十六歲以後的川端，則以「魔界」作為新的創作活動的中心。昭和四十七年四月十六日，

他在自己的工作室內自殺，結束七十三歲的生命。 

 

之後，藉由給予「作品鑑賞」的預備知識，促使學生掌握《伊豆的舞孃》這部作品的成

立以及主題。與伊藤初代之間的初戀體驗，使他嘗到失戀的滋味這件事，與作品的執筆動機

與成立有關聯，以幾個論說為基礎先提示出來。那「人所不可解的背叛」（「少年」昭和 23.5

～24.3）與大正七年他二十歲的秋天，與同行旅遊伊豆的流浪藝人相遇的事實做對照，在伊豆

的湯島温泉裡所寫成的「湯島的回憶」（大正 11 年）這本書中，川端本身談到有關《伊豆的

舞孃》的寫作，他說:「在大正十五年，二十八歲時，僅僅將部份舞孃的回憶重新改寫完成的

東西。」（『川端康成全集』第一卷「後記」）。此外，除了川端個人本身的現實生活以外，有

關舞孃的印象被視為是這部作品之美的存在，也就是作為與川端文學本質相關聯的東西，藉

由從中介入之「我」的心情轉折與推移，互相引證出在《伊豆的舞孃》中，構築美之世界的

關鍵方法，並將那些部分與幾個成定説的模式做對照並進行問題提示。 

 

(一) 作為川端美意識的構築方法，成為將「我」從作者中切割分離，找出「美」的存在

之論説₍⁽5⁾ 。 

(二) 舞孃的清純形象－對「我」的戀情自然地、富有詩意地表現出來⁽
6
⁾。 

(三) 形成川端基礎文學的「孤兒意識」與「孤兒性情」⁽
7
⁾。 

(四) 對「孤兒性情」的「嚴格的反省」。藉由「我」說的「真是好人呢」這句話對人的

真實有所領悟⁽
8
⁾。 

 

而後，在探討「主題」時，抓住以下重點，促使學生掌握故事的梗概，探討登場人物與

主人公的性格中所有的自他関係。當然並不止於教師單方提示的形式，藉由以學習者「解讀」

為主的自由討論，刺激學生的「解讀」，往多元化的「解讀」方向來拓展視野，在作品中求得

各個「解讀」的依據，策畫成立有整合性的「解讀」。如果說課程的意圖與目標是其優點的話，

那麼依據研究史來看，就成為可說是研究上試行的指導方法。直接與作品面對面，一邊拓展

想像，在那裡與人邂逅，加深對人性的理解，回到那種「解讀」的出發點。也就是說，從登

場人物言行變遷過程，正是尋求某些意義的＜解讀＞，成為文學「解讀」的出發點。那方法

便是首先，感性地與主人公相遇，從受其支持的人性理解開始，另一方面，一邊追尋一個個

作為作品主題世界的理論性關鍵詞，一邊仔細閱讀玩味，並形成了故事的展開與理解的操作。

一個個掌握玩味那些成為首要主題的關鍵詞以及它的解釋問題等等，藉由進行以下的問題提

示，特別將支撐作品的重要登場人物之性格的本文提出來，促使形象分析與主題聯合。 

 

提出以下問題（問題１～問題１４），試著引導操作「主人公」－「我」與「他者」間的

交渉經過何種過程而形成。關於引用描寫舞孃形象的地方，首先，請他們用中文說明畫底線

的句子，之後統整舞孃前後的印象變化，加上自己的感想。 

 

1.「卵形の凛々しい顔」と「稗史的な娘」 

 

   「踊子は十七くらゐに見えた。私には分からない古風の不思議な形に大きく髪を結つ

てゐた。それが卵形の凛々しい顔を非常に小さく見せながらも、美しく調和して

ゐた。髪を豊かに誇張して描いた、稗史的な娘の絵姿のやうな感じだつた。」（一） 

 

いわゆる登場人物の形象として、まずこの踊子の「旅」という空間的な異質性が顕著に

取り上げられ部分である。それから、「稗史的な娘」の訳には、「野史／稗官野史／小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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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故事／歴史小説中所描繪的女子」というふうに、明らかに「稗史的な娘」の具体的な

イメージなどは実感として現れてこないことが分かる。それでも、いわゆる登場人物の形

象として、まずこの踊子の「旅」という空間的な異質性には学習者が気づかないわけでも

なかったのである。それは以下のような代表的な意見の一例から窺えるものである（下線

の部分は表現の誤りか、説明のキーポイントとなる部分である）。 

 

感想  凛々しい顔と古風の大きく髪、 初から見るとちょっと不自然で、似合わな

い感じだけれども、意外に美しく調和して、しかも稗史的な娘の絵姿のように

思って、もしかして、この「私」の心の中に、もう踊り子に好意を抱いて、慣

れない姿でも、奇麗なあと思っている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2.「太鼓」と「旅情」 

 
  「踊子は太鼓を提げてゐた。私は振り返り振り返り眺めて、旅情が自分の身についたと

思つた。」（一） 

 

この「太鼓」と「旅情」とは何か、説明してもらったところで、次のような四つのパタ

ンの見解が出てきた。各パタンはここで僅かの一例を引き出し、説明しておく。  

 

説明 1［伊豆という場の設定と係わる「旅」のイメージ］ 

         太鼓はよく雰囲気を盛り上がる時や興を助ける時に使われる。だから、 主人公

は太鼓を提げていた踊子を見ると、まるで伊豆（田舎）の風物を見るように、日

常生活を脱却していて、一層旅の雰囲気になれたと思った。 

説明 2［日本の伝統的な古風のものとして見なされるもの］ 

         踊子の外見が稗史的な娘と主人公に感じられて、日本の伝統的な物とも言える。

そのため、主人公は伊豆の旅情を抱くようになった。 

説明 3［旅芸人のイメージと繋がるものとして］ 

         太鼓というのは“旅芸人”の象徴だと思う。そして、世間から逃げようとする

旅を始まった「自分」にとって、“旅芸人”が別の世界のようだ。旅を始まる原因

を思い出されて、だから旅情も一層強くなった。 

説明 4［踊子個人に向ける「私」の想い］ 

         主人公は太鼓を踊子のイメージにして、振り返り眺めている間に旅情ができた。

もともと一人で寂しい旅だが、踊子にめぐりあってから、ある一つの期待が胸にで

きた。これから太鼓と一緒に道連れになる。 

 

3.「大島」と「詩」 

 
  「大島を聞くと私は一層詩を感じて、また踊子の美しい髪を眺めた。」（二） 

ここの「詩」とは何か、その美的感覚の享受に関して、説明してもらい、次のような日

常とは違った異空間へ連れていく表現効果をほぼ全員に認めてもらっている。これは冒頭

部分の「つづら折り」の表現と同じく、ある古典的な響きを含んだ非日常性をもっている

ものである。「大島」と「詩」の関連性については、上述の踊子という「人物」の異質性と

同じように、ここでは「場」としての異質なものとして読み取れる。学習者の説明には「旅

情と係わるイメージとして捉えるもの」、「旅芸人の浮浪の生活と連帯し、想起されるもの」

というようなものが大体一致しているが、その中にはやはり、「詩」という言葉の一般的な

解釈をし、「昔の人が旅行をしているうちに何か感動することを書く旅行紀行文を指して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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るだろう」、といった誤りとなるものも出ていた。 

 

4.「不自然な程」の「美しい黒髪」 

   

踊子と一緒に五目を並べている箇所。 

 

   「二人きりだから、初めのうち彼女は遠くの方から手を伸ばして石を下してゐたが、

だんだん我を忘れて一心に碁盤の上へ覆ひかぶさつて来た。不自然な程美しい黒髪

が私の胸に触れさうになつた。」（四） 

 

踊子の「黒髪」がなぜ「不自然な程」の美しいものと言うのか、その理由を説明しても

らう。いよいよ接近してくる踊子の存在に対して、清純な姿は勿論、ひいては「私」の性

的な欲望を感じさせる二面性をもった少女として、次々と私の欲念と絡み合い、描かれて

いくのである。それは「黒髪→大きい眼→前髪に挿した櫛→脣と眦の紅→『踊子を今夜は

私の部屋に泊らせるのだ』→『踊子の今夜が汚れるのだあらうかと悩ましかつた』」という

過程を経て、だんだんと私の「空想」が高ぶっていき、いよいよ山場の共同湯のシーンで、

「若桐」と「子供」という言葉で結晶された踊子の無邪気な裸身によって、その美的化身

の踊子像が昇華されていくのである。こうした踊子の年齢の食い違いによる錯覚、又は主

人公の彼女への性的意識の目覚めと喚起の部分として、ほぼ正確に読めている箇所でもあ

る。 

 

5.「美しく光る黒眼がちの大きい眼」 

 
  踊子が「水戸黄門漫遊記」を朗読している箇所。 

 

  「この美しく光る黒眼がちの大きい眼は踊子の一番美しい持ちものだつた。 二重瞼

の線が言ひようなく綺麗だつた。」（四） 

 

6.踊子の「濃い化粧」と「情緒的な寝姿」 

 

  第四章湯ケ野出立の約束をした早朝に見出した踊子のイメージ。 

  「昨夜の濃い化粧が残つてゐた。脣と眦の紅が少し滲んでゐた。この情緒的な寝姿が私

の胸を染めた。」（四） 

 

なぜ踊子の「濃い化粧」の「唇と眦の紅」がこうにも彼に「情緒的な寝姿」となるか、

その「情緒的な」彼の踊子への思いを考え、説明してもらう。ここでは、明らかにこの「情

緒的」な用語にはそのエロスチックな感覚が次の「説明１」の説明が当を得ている以外の

ものは、かなり認識の相違を見せた学習者が多く出てきている。その誤まりといえば、要

するにその後の「説明２」と「説明３」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る。 

 

説明 1［主人公の踊子への欲念の現れ］ 

その濃い化粧は主人公が踊子への憧れを指すと思います。ですから、主人公は踊子

に対する憧れも残っています。それに、踊子の寝姿は主人公にとって、誘惑的なも

ので、煽り立てられたものです。 

説明 2［踊子の「子供」という清純なイメージとして把握されたもの］ 

       踊子は主人公にとって、野の匂いを失わない無邪気で純粋な少女である。そのた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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踊子の濃い化粧が残っていても、踊子の寝姿が子供のような寝姿と主人公に思わ

れる。こうした「情緒的な寝姿」が可憐で自然な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説明 3［主人公の不快な気持ちとして読み取れたもの］ 

      彼は踊子に対しての欲望から来たのである。自分の女と思っているのに、他人に弄 

ぶことは自然にマイナスの気分となって情緒的な思いとなった。 

 

それから、下田港での別れの際の箇所では、「昨夜のままの化粧が私を一層感情的にした。

眦の紅が怒つてゐるかのやうな顔に幼い凛々しさを与へてゐた。」（七）となっているが、

なぜ踊子の「化粧」の「眦の紅」がここにも二度と彼をして、「一層感情的にした」のか、

その「感情的な」彼の踊子への思いを考えさせ、説明してもらう。ここは私と踊子との関

係性がますます激化してくる部分である。私の踊子をセックスの対象として見ようとする

意識の顕在化として見受けられる部分でもある。ここの「私を一層感情的にした」という

言葉の意味合いは「第四章」の引用箇所にある「情緒的な」彼の踊子への思いとほぼ同質

のものであり、ひたすらに「私」の踊子への想念が強化されていく作品の展開でもある。

しかし、残念ながら学習者にはやはり前述の「情緒的」という表現と同じく、「感情的」と

いう言葉を「女」としてではなく、以下のような清純な姿としての「子供」のイメージと

して誤読をしてしまうものが多く見られた。しかも、そういう解釈の中には一部は踊子と

別れていく主人公の「別れの悲しみ」として、人物の心情変化をとんでもない意味合いで

読み取ったのだから、むしろ面白い現象の一つである。 

 

説明 1  踊子が昨夜の化粧がまだ残っていて、前回と違うのは、ここは分離の場面    

である。彼はそれを見ると「一層感情的にした」のは別れる感情だ。でも、ある

一つの考えは、彼が離れても、彼女は普段のまま夜遅くまで化粧が残っていて、

それは現実的な問題だろうか。踊子という仕事はこのような状況がよく見られる。

だから、彼を一層感情的にしたのかも知れないと思う。  

説明 2  今は別れの時、踊子の「昨夜のままの化粧」は、その情緒的な感じはもとより、

別れの悲しみも含まれて、主人公はその複雑な感情が出て来た。踊り子への愛憐

と別れの悲しみと、その踊り子への愛はここに「一層感情的にした」というわけ

だ。 

 

7.「前髪に挿した櫛」 

 
「湯ケ野にゐる時から私は、この前髪に挿した櫛を貰つて行くつもりだつたので、犬

の毛を梳くのはいけないと思つた。」（五） 

 

なぜ「この前髪に挿した櫛」を踊子が「犬の毛を梳くのはいけないと」彼は思ったのか、

その理由について、「櫛」のイメージと関連して説明してもらう。そして、「美」の化身と

して美化され、純化されている踊子像には微塵にも「醜」の部分の付着が許されない部分

の描写でもある。ここの「櫛」のイメージはどう解釈していいかは、又様々な見解を示し

ているのである。ここの部分の描写はさすがに学習者には「私」が踊子を上から下を見下

ろす形の特権的な異質性には気づかないでいるのである。記念品としてもらっていこうと

する「私」の欲望の内面には、「犬の毛を梳くのはいけない」、とその美への執拗な愛着を

示している箇所である。これは「踊子を今夜私の部屋に泊まらせる」欲念のそれと同じよ

うに、どこに彼は踊子に「髪に挿した櫛を貰つて行く」と求める権利が許されていたのか、

という「他者」不在の愛の飢餓感の存在という二元的な内面性が孕んでいるのであ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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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と踊子との社会的位置の不一致による男性的なエゴと解釈するよりも、「私」の一方的な

思い入れによるこの恋愛感情の不毛性を同時に物語っているのである。 

 

説明 1 別れた以後、彼女のことを思い出す記念品としてもらうつもりだったのに、踊子 

がそれを犬の毛を梳くと、彼はたぶん何だか櫛もその感情もその思い出まで全部汚 

されてしまった感じがしただろう。 

 

8.「私」の「空想」 

 

（1）「踊子を今夜私の部屋に泊まらせるのだ」という「私」の「空想」 

 

  「あの芸人は今夜どこで泊るでせう。」 

  「あんな者、どこで泊るやら分かるものでございますか、旦那様。お客があればあ

り次第、どこにだつて泊るんでございますよ。今夜の宿のあてなんぞございますも

のか。」 

     甚だしい軽蔑を含んだ婆さんの言葉が、そうならば、踊子を今夜は私の部屋に泊

らせるのだ、と思つた程私を煽り立てた。」（一） 

 

なぜ「甚だしい軽蔑を含んだ婆さんの言葉が」、こうにも私の空想を、「そうならば、踊

子を今夜は私の部屋に泊らせるのだ、と思つた程」彼を「煽り立てた」のだろうか。その

理由と経緯を説明してもらったところ、ここでは、その前に「甚だしい軽蔑を含んだ婆さ

んの言葉」が踊子に集約されている「旅芸人」という身分と職業の人間に対する社会的位

置の上下関係がある程度暗示を与えているためか、ほぼそれを性格に読めているものであ

る。勿論、一部には「説明二」のような誤りも出てきているのである。 

 

  説明 1 ここには主人公は踊子のことを気に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のだ。美しく古風の不思議

な形で髪を結っていた踊子に一目惚れになり、それで主人公にとって踊子は大切だ。

彼女に軽蔑の意味を含む言葉は許されないのだ。だから、彼を煽り立てた。 

 

（2）「折れた」「私」の「空想」 

 

     「まあ！厭らしい。この子は色気づいたんだよ。あれあれ……。」と、四 

十女が呆れ果てたといふ風に眉をひそめて手拭を投げた。踊り子はそれを拾つて、

窮屈さうに畳を拭いた。 

     この意外な言葉で、私はふと自分を省みた。峠の婆さんに煽り立てられた空想がぽ

きんと折れるのを感じた。（二） 

 

 なぜこの場面において、私は「この意外な言葉で、私はふと自分を省みた。峠の婆さん

に煽り立てられた空想がぽきんと折れるのを感じた」のだろうか。彼の「空想」は何物だ

ったのか、この時「省みられた自分」とは、どんな「自分」だったのか、説明してもらっ

た。ここは第一章の私の「空想」のとてつもない発展による独りよがりが情けなく「折れ

る」部分の描写である。それでは、なぜここの「色気づいた」という四十女の一言がこう

もこれまで婆さんに煽り立てられていた「私」の踊子という「女」に対する欲念を断念さ

せるほどの威力を持つものか、という問題が問われることになる。「色気づいた」という

言葉が「意外」なものであるだけに、主人公にはっと踊子を「女」として興味をもってい

た我を省みる契機となるものである。そういう微妙な主人公の心理面の転折がほぼ正確 



 40

 に読み取られているのである。以下は僅か一例を引き出してみよう。 

 

説明 1 ここの「空想」は、踊子を自分の部屋に泊まらせることだ。この時「省みら 

れた自分」とは、踊子はまだまだ若くて、純真な少女だと感じた「自分」で 

ある。 

 

9.「踊子の今夜が汚れるのだらうと悩ましかつた」こと 

  湯ケ野の晩、踊子が座敷にでる太鼓の音を聞く箇所。 

「私は眼を光らせた。この静けさが何であるかを闇を通して見ようとした。 

    踊子の今夜が汚れるのだあらうかと悩ましかつた。」（二） 

 

なぜここでは彼は依然として踊子のことを懸念して、「踊子の今夜が汚れるのだあらうか

と悩ましかつた」のだろうか。彼の踊子への思いはどういう内容のものかを考えて、説明

してもらった。ここでは、「私」は踊子への想念が一時的に「折れた」とは言いながら、ま

だ性的対象として踊子を見ようとする主人公の矛盾した心的態度が窺われるものである。

ただ、興味深い問題としては、この「悩ましい」主人公の想念がここまで現してきた彼の

「空想」とは、内実の部分ではどういう相違を見せているか、ひいてはど！れほど思春期

にある少年的・男性的な意味合いのものがその中に含まれているか、という二次元的な問

題も含まれているのである。ここは二通りの読み方をしているから、「説明１」はむしろ正

しい人間理解としての読み方となっており、「説明２」はそのまま思春期にある少年的・男

性的な性的欲望を正しく読めていない人間への無理解として認定していいものであろう。 

 

説明 1 彼の踊子への思いは、むしろ他人に寝させるよりも、私の部屋に来て、私た 

ち一緒に、静かな夜を暮らす方がいいということだろう。つまり、禁じられ 

ない性幻想と、踊子が汚れるだろうという悩みを混じっている。 

説明 2 彼はもう踊子がまだ子供みたいということを分かっているのがやはり踊子の 

仕事は客さんに楽しませることだ。またいつか仕事の関係で汚れることがあ 

ると思っている。考えれば考えるほど心配する。これはこの主人公の不安で、 

或いは彼の正義感だろう。こんないい子と思って、誰も大切にするはずであ 

る。 

 

10.「若桐」と「子供」 

   朝の共同湯のシーン 

 

    「それが踊子だつた。若桐のやうに足のよく伸びた白い裸身を眺めて、私は心に清水

を感じ、ほうと深い息を吐いてから、ことこと笑つた。子供なんだ。私達を見つけ

た喜びで真裸のまま光の中に飛び出し、爪先きで背一ぱいに伸び上る程に子供なん

だ。私は朗らかな喜びでことことと笑ひ続けた。頭が拭はれたやうに澄んで来た。

微笑がいつまでもとまらなかつた。 

       踊子の髪が豊か過ぎるので、十七八に見えてゐたのだ。その上娘盛りのやうに装は

せてあるので、私はとんでもない思ひ違ひをしてゐたのだ。」（三） 

 

踊子のイメージの実体がより一層明確になってくる描写となるが、ここの踊子のイメー

ジはどういうものであろうか。ここの「若桐」と「子供」の表現がどういう意味なのか説

明してもらった。又、ここの「私はとんでもない思ひ違ひをしてゐたのだ」という自己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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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はどういう意味合いの言葉として作者が言っているのか、同時に二百字以内で分析して

もらった。まず、ここでは、踊子への性的関心はいきなり逆転し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箇所

の描写である。ここの「若桐」という一語に集約されている主人公の「子供なんだ」とい

う嘆きの感情と自問自答は果たして学習者にはどういう意味合いのものとして感じられた

のだろう。そこには作家川端の少女趣味のもの、字面どおりに踊子を「女」から「子供」

へと自分の見方を修正する部分のもの、私の心が洗われ純化されていく踊子像のもの、と

いった三種類の見方が成立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それから、以上の「設問１～設問 10」で把握されたキーワードと引用箇所を通して、引

き続きまとめた踊子のイメージの変化を具体的な言葉で統合させ、説明してもらった。又、

そうした「私」の踊子に寄せる感情の変化の裏には、「私」自身にはどういう内部の感情が

潜んでいたかという問題を以下の「私」の問題性への発展の暗示として一緒に考えさせ、

分析してもらった。そして、二百字以内で発表された意見はほぼ「女」から「子供」への

踊子像の変化の裏には、「孤児根性」で歪んでいる主人公がその純粋さに触れることによっ

て、自分が純化され、浄化されていく過程として認められているのが分かる。 

 

 

3.學習目標之檢視：敘事者之他者性 
 

ここまで美的対象として捉えられつつある踊子像の完結と共に、いよいよ顕在化してく

る「私」という自己の問題性も、今度は見逃されてはならない中心的視点となる。勿論、

『伊豆の踊り子』の山場は終末部の第七章における別れの場面である。ここでは指導方法

としては、「私」の受けた感銘、私の感傷的態度の介入した箇所を通して、そこに作家の美

意識の問題を吟味させ、一篇の主題の総合を浮き彫りにしてみるのである。そして、同時

にこの終末部の「私」の味わった解放感と救済の意味を考えさせて、肯定か否定か、学生

の意見を求めるように試みた。それもまず以下の第五章に出てくる前触れとしての「いい

人」と「孤児根性」という 初の自己言及、それを一気にクライマックスへもって行かれ

た第七章の「私」の「涙」と「清々しい満足」といったようなキーワードによって把握さ

れた作者の自己の問題性を促し、意識させるものである。   

 

11.「いい人」  12.「孤児根性」 

 

暫く低い声が続いてから踊り子の言ふのが聞えた。「いい人ね」 

       「それはさう、いい人らしい。」「ほんとにいい人ね。いい人はいいね。」 

この物言ひは単純で明けつ放しな響きを持つてゐた。感情の傾きをぽいと幼く投げ

出して見せただつた。私は自身にも自分をいい人だと素直に感じることが出来た。

晴れ晴れと眼を上げて明るい山々を眺めた。瞼の裏が微かに痛んだ。二十歳の私は

自分の性質が孤児根性で歪んでゐると厳しい反省を重ね、その息苦しい憂鬱に堪へ

切れないで伊豆の旅に出て来てゐるのだつた。だから世間尋常の意味で自分がいい

人に見えることは、言ひようなく有難いのだつた。」（五） 

 

ここは「私」の噂が聞こえてくる箇所であり、「私」の性格に関したものがより明確に姿

を現してくるものでもある。踊子から噂にすぎないこの「いい人」という言葉の意味は何

だろうか。以上の引用文を全部中国語に訳してから、「いい人」という言葉の意味を学習者

に二百字以内で自分なりに説明してもらった。そして、これまで差別され、疎外されて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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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主人公の歪んだ「孤児根性」が旅芸人の「いい人」という一言によって、その不安と鬱

屈から解放され、自分を癒されていく一節でもある。だが、問題はここの「私」と「旅芸

人」との間に成立された共感・同類意識の内実は果たして も深い意味での、ナイーブな

型の人間信頼と言えるかどうか、という疑問も生まれてくる。つまり、お互いは差別され

た者同士であるという現実に対して、両者にも同次元の段階において、完全に一つに融け

合った状態のものかどうか。ここの主人公の解放感及び救済の意味はどこか彼自身の勝手

な思い入れが存在していなかったのか。いわゆる「世間尋常の意味」としての「いい人」

は恐らく単に「他者」によって発動された「私」の内部感情の精神浄化作用をもたらして

きている段階に止まるに過ぎないだろう。たとえ、社会的地位が違い、踊子への「私」の

思いが別次元のものであっても、相変わらずそうした感情移入の働きが発動され、一つの

カタルシスに達していくのである。ここの「いい人ね」と言われた「私」の感動はやはり

この作品の癒し・浄化作用という作品の主題が把握されても頷くべきのものであろう。そ

のため、ここの「私」の感動は一方的なものであろうが、やはりその同類意識という共感

の内面感情を肯定の意味として学習者に分析して理解させるべきのものだと思う。 

 

説明 1 彼は踊子たちに好奇心もなく、軽蔑も含まない、尋常な好意を寄せたからこそ、踊

子たちも素直に彼を受け入れた。「いい人」という言葉は、踊子たちの主人公に真心

の打算のない感想な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その裸の人間対人間の感情は珍しいと思

う。その心からの言葉で、孤独の主人公が人間の社会へ帰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自分で

考える。 

 

13.「私」の「清々しい満足」  14.「美しい空虚な気持ち」 

 
次から以上の「いい人」という言葉によって解放された「私」は終末部の私の涙の意味

と関連させ、「私」の精神浄化がいよいよ私なりの救済が遂げられ、「私」の「清々しい満

足」という用語によって一つの完結を示していく。 

 

   「何かご不幸でもおありになつたのですか。」 

   「いいえ、今人に別れて来たんです。」 

私は非常に素直に言つた。泣いてゐるのを見られても平気だつた。私は何も考えてゐ

なかつた。ただ清々しい満足の中に静かに眠つてゐるやうだつた。（略）私はどんなに

親切にされても、それを大変自然に受け入れられるやうな美しい空虚な気持ちだつ

た。（略）何もかもが一つに融け合つて感じられた。 

 

この「私」の「清々しい満足」と「何もかもが一つに融け合つて感じられた」「何も残ら

ないやうな甘い快さ」は、何ものであったのか、前の「いい人ね」という評価と関連させ、

二百字以内で学習者の意見を求め、分析してもらった。そして、大体想像されたように、

ここでは、ほぼ全員がこの終末部から「私」と「他者」との間における人間信頼の交流の

成立を認めており、クライマックスとしての主人公の精神浄化の完結として、作品の主題

の総合的な把握ができているのである。 

 

しかし、「いい人ね」とさりげなく褒められ、その癒しを受けて、 後に「涙」をこぼし

た「私」は、一方においては、「美しい空虚な気持ち」であった。ここの「美しい空虚な気

持ち」という表現は矛盾したものだと思われるか、その理由について、もう一度学習者に

再確認の作業を施した。ここでは、文面通りの作家の美意識の問題と、一時的な「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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との融合の瞬間として読み取れているのがほとんどである（説明１）。しかし、それよりも

ここには「私」という自己の問題性を乗り越えて、「私」が無意識のうちに「他者」不在の

人間信頼・感情交流である事実をも同時に暴露されているという事実を僅かの一例（説明

２）だけ指摘されているから、教師側からその問題性に結び付け、吟味と批評の練習をさ

せたのである。 

 

説明1 主人公にとって、旅芸人との知り合いはいい思い出です。いろんな人と知り合って、

人の親切さを感じました。旅芸人と別れた場面はまるで家族と別れるように、気持

ちが空虚になりました。気持ちが空虚ですが、自分の孤児根性が洗われて、浄化さ

れたのはありがたいと感じました。それで、旅芸人と別れる時、「美しい空虚な気

持ち」を感じました。 

説明 2 美しい気持ちというのは、やはり人間と人間の間の尋常の好意を認識し、主人公が

打算もない人間の好意と信頼を得たからのだと思う。自分の孤児根性が洗われたか

らこそ、自己が平常の社会へ帰ることができる。そのため、美しい感情が記される。

空虚という気持ちは、たぶん主人公が人間の間の尋常な好意を分かっても、自分が

やはり孤児だという孤独な気持ちを持ったのだと思う。 

 

4. 觀看與被觀看：「自我中的他者」 

 

透過與舞孃以及流浪藝人的相遇，何謂「流浪藝人」?也就是為了使學生思考作家普遍的

人性理解之内情，藉由以上的「問題１～問題１４」促使學生掌握被提示出來的登場人物與

主人公之間的自他關係中的特性，在指導操作的最後階段，提出「問題 15」，為了設計作為

人性理解的「解讀」，從「自我中的他者」這個觀點，再次使學生練習玩味、批評作品全體的

問題性。例如，以下所提出的二個問題。 

 

為何「我」僅僅因為感受到流浪藝人的親切，就這麼感動，留下淚來呢?與「我」的孤兒

性情相對照，讓學生思考討論「世間尋常」、「好人」與「親切」的涵義後，寫出二百字的感

想。此外，在這部作品的最後部分裡，讓學生思考「我」所體認到的解放感與救濟的意義，

肯定或否定皆可，主要是要尋求學習者的意見。結果，如預料一般，全員都採肯定的意見。

雖然在「我」與「他者」之間，可見得社會位置的上下關係，在這部作品裡「自己」與「他

者」間，學習者未察覺到非意外的不協調感與心理上存在的距離以及，對川端來說，是作為

相互作用之單方自我解放與救濟的閉鎖性。為了設計可以達到對人性理解的「解讀」有更進

一步的整合性，由教師這方提示這裡的「自己」與「他者」之間的問題性來刺激「讀解」。  

 

説明 1 流浪藝人即使貧窮且受到社會的差別待遇，仍是擁有「不失大自然之氣的悠閑感」，

對只不過是過客的「我」善盡誠意，並「親切」地對待。 

那樣的「親切」就是人間真正的「善」。以乖僻的眼光來看世人的「我」，對那麼溫柔

的人們裡的「世間尋常」之「好人」感到認同，並且激發我內心深處的情感，讓「我」

留下淚來。 

 

如上所述，指導方法即是依照作品的「主題」，提示主要的關鍵字，透過更普遍的人性

理解的「解讀」，看見實踐了喚起所謂的學生讀後感或印象的「問題意識」之例。只是，另一

方面，在日本語教育中，高級階段的文学教育裡，相對的讀解能力當然是必須的。以上學習

者的説明或意見中的錯誤表現甚多這件事，也是指導上不容忽視的現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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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如同石田敏子⁽
9
⁾的見解，在「解讀」作品時，學習者特別感到困難的地方是，由「（６）

缺乏文化的事項」以及「（７）思考方法與構思的差異」這兩種文化的障礙所產生出來的問題。

關於理解這種異文化的作品之問題性，筆者提出以下幾個問題，考慮作家與作品間的關係，

關於「在作品中感動到的『表現』（詞彙）」與「作品中特別作為日本文化或川端康成獨自的

『表現』，覺得有美感的『表現』（詞彙）」，讓學習者各別舉出 10 個例子。在此，發現在川端

文體裡幾乎成定説的旅情以及詩情，或美意識・叙情性的東西多次被引為例證。並且，作為

引導的方法來引起注意之關鍵詞的提示，似乎在何處起了作用，而幾乎集中在舞孃形象之美

的對象「表現」吸引了學習者的目光。而在川端文體中經常出現的比喻表現與擬人法中，常

使用的自然描寫的掌握方法，是學習者感興趣的部份。比起「具有特異性的異文化」倒不如

說是「具有普遍性的人性理解」，從這兩點來思考，儘可能以「教導文化」這種日本人的深層

思維來進行解釋分析的指導。 

 

 
 

注： 

 

(1) 時枝誠記（1941、1955）。『国語学原論』、『同続編』。東京：岩波書店。 

(2) 高木市之助（1958）。「国語学と国文学」，『国語教育のための国語講座第 8巻  文 

学教育』，熊沢龍、倉沢栄吉、阪倉篤義、永野賢、滑川道夫、増淵恒吉編集，東京： 

朝倉書店。 

(3) 塚原鉄雄（1958）。「文学教育と国語学」，『国語教育のための国語講座第 8巻  文 

学教育』，熊沢龍、倉沢栄吉、阪倉篤義、永野賢、滑川道夫、増淵恒吉編集，東京： 

朝倉書店。 

(4) 倉沢栄吉（1964）。「読解教育と文学教育」，『講座現代語第三巻  読解と鑑賞』，森 

岡健二、永野賢、宮地裕、市川孝編集，東京：明治書院。 

(5) 中村光夫（1938）。「川端康成」，『中央公論』。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6) 山本健吉（1959）。『川端康成  近代文学鑑賞講座第十三巻』。東京：角川書店。 

(7) 羽島徹哉（1979）。「研究選書二十一」，『作家川端の基底』。東京：教育出版センタ 

ー。 

(8) 高田瑞穂(1976) 。「『伊豆の踊子』の文学史的意義」，川端康成研究会編「川端康 

成研究双書１」，『傷痕の青春』，東京：教育出版センター。 

(9) 石田敏子（1988）。「読解の指導」，『日本語教授法』，東京：大修館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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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善與惡之渾沌世界：芥川龍之介〈羅生門〉 

 

1. 主體性之文本閱讀與賞析 

 

首先要明白界定在日語文教育的場域裏閱讀文學作品的方法及原則。從學習的目標與效

果來看，此問題亦指如何區別以培養實用的語言能力為主之「語言教育」（包括閱讀教育）和

以普通的人性理解為目標之「文學教育」二者的問題。 

 

所謂文學教育就某種意義而言，它也和一般讀解．閱讀方法的指導相關，重點在於如何

讓兩者更具有機性的互動。所謂教授日語文，便是教授日語文的發音、文字、句型、語彙等

日語文體系上的知識，教授日語文難免和單純以日本人立場所說的「國語教育」有重疊之處。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人所謂的國語教育其目標之基本要義為＜將孩子培養成優秀的日語

使用者＞36。然而，其目標之並非單指＜以標準語教授文字、發音、句型、文法等系統性的知

識，以及對日文的正確理解＞，而是＜培養正確欣賞以語言構成之藝術、文學作品的能力，

以及培養創造藝術、文學作品的基礎＞，＜使其發覺祖國語言的力量，培養對祖國語言的感

情、及正確的民族意識＞。
37而「文學教育」若只採用一般的讀解方法教授的話，勢必無法透

過作品的各樣人物，經由其形象的認知來理解日本人歷史、生活。其理由在於，作品中必然

包含文學理論、文學史、作家論、作品論等，因此必須將「文學教育」與「閱讀教育」區隔

開，而且「文學教育」同時也必須以更具普世的人性理解為目標。＜文學作品反映了偉大作

家正確的現實認知，以及對人性、社會等深刻的思想。讀者不得將這種思想降低至和自己的

水準相同，閱讀者必須仔細地反覆閱讀才可能學習到更多的事物。更進一步才能超越個人的

制約、觸及作家崇高的精神而逐漸接近活生生的人類，這正是所謂人的成長。＞
38 

 

那麼，換個立場去看待外國人學習者對外國文學作品的解讀時，將本國與日本內外的差

異擺一邊，必須第一優先考量的是追求普世價值的人性理解這一點；其次仍得探討在實踐層

面要如何將指導具體化的問題。亦即如何在學習者眾多的見解中去掌握其閱讀的主觀性？如

何予以評估？又如何引導其閱讀方向等等。當然，提出參考文獻中研究史的幾個學說整理引

導出單一一元化結論使其理解是最簡單的捷徑，但是單單強迫灌輸某些定論的客觀性「閱讀」

時，往往會導致過份給予學習者不必要的偏見，而妨礙了其主觀性的解讀。此種教師單方面

的填鴨式指導法，可以想見導致學習者無法親身感受作品意境的興味和感動性；將無法按部

就班學習自己和其他學習者、乃至自己和專門評論家間意見分歧時，該透過何種閱讀方法導

向自己能認同的結論？同時，反面來說，缺乏指導方法的閱讀指導又往往會形成一種放任主

義，結果使得學習者只能以自己的基準捕捉濃縮於作品中的社會現象，變成只有「自我」的

                                                 
36 如此國語教育的目標是 1956 年日本教育科學研究會・國語部會所標揭的目標。 
37 宮崎典男『文学作品の読み方指導』、むぎ書房、1980.6 
38 同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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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更加危險的是，其所謂的「自我」容易受限於本身、本國的生活體驗，亦即從異文化

理解方面而言，不但是無法理解「他者」的人，甚至連其對外國文化的接近和「社會認識」

的機會也隨之消逝。在此，筆者採取的指導方法是，以作品的主題把握和「自 

我．他者」的相對構圖所架構成之人性認識為學習架構，以描寫部分之「關鍵詞（Keyword）」

的提示與玩味為主要方法，探求學習者的「主體性閱讀」。而教室活動也將以上種種主觀的解

讀以及解讀結果和研究史中幾個定論合而一，將其比較對照，而逐步擴大至正確把握主題和

認識作家的方向，架構組織成一文學閱讀指導課程。  

  

2. 實踐面的指導個案：關鍵詞之詮釋 

 

以下以芥川龍之介的《羅生門》（大正４年９月作，發表於同年「帝國文學」十月號，

作者時年二十四歳）為例，說明其指導方法和授課進行方式。此作品向來被視為芥川龍之介

之準處女作，與《鼻》《芋粥》兩作品並列為其「王朝物語」之初期基礎作品。其出處引用了

《今昔物語》當中之一節。其大綱是：＜平安朝末期，一個被主人解雇的傭工於京都南方隘

口之羅生門避雨，陷入無法決定是否餓死或成為竊盜之兩難當中。他為求一夜安穩登上羅生

門閣樓後，發現有個令人毛骨悚然的老太婆在拔屍體的毛髮。傭工受正義感趨使欲制服老太

婆﹔而老太婆告知為了衣食，只好拔生前行壞死者的毛髮製作假髮。傭工聽著聽著湧現某種

勇氣，剝去老太婆的衣物消失在闇夜中＞。作品主題一目了然談的是人類為生存所抱持的利

己主義。此種狗急跳牆、明哲保身的人性的必要之惡，在這篇早期作品中便已出現芥川龍之

介個人厭世的人生哲學。而拿此作品做教材閱讀時，又該如何評估學習者個個不同的主觀閱

讀？又要如何予以正確引導其解讀方向呢？以下為其具體實踐過程中的實例。 

 

2-1. 羅生門場域的象徵意義：「黃昏」「蟋蟀」「烏鴉」 

 

首先要求就篇名「羅生門」之場域問題為框架來思考。其方法是，提出描寫方面的關鍵

詞，將學習者各樣的解釋和說明透過共同討論，適當掌握其意涵。例如，首先要求學習者思

考文章開頭「薄暮‧黃昏」文字的表達效果和提示，檢視學習者對於將入夜的時間點其意義

理解的程度。 

一天薄暮，一個傭工正站在羅生門下躲雨。寬敞的城門下，除他沒有第二個人了。僅

有一隻蟋蟀，停在處處紅漆斑駁的大圓柱上。羅生門既在朱雀大路上，照理該有幾個

戴高頂女笠或烏紗帽的人在那裡躲雨的，而竟除了他沒有第二個人。（注：中譯文引述

自金溟若譯《羅生門‧河童》新潮文庫、志文出版社、1969 版本） 

 

開頭的「薄暮‧黃昏」場景，其將入夜的時間點意義以及「蟋蟀」的形象者，對主角傭

工的心理狀態和令人毛骨悚然的「羅生門」世界雙方的提示上具有何種效果？在此要求學習

者併入自己的感想加以分析。其解答裡提出了「暗示已荒廢羅生門的寂寥感」、「象徵傭人孤

獨的存在」、「死亡世界中唯一的生命顯現」、「季節感的寂寥感」等四種完全不同角度的看法。

在此，「蟋蟀」當它與「烏鴉」同時出現在意味著「死亡」的「羅生門」這個場域時，大部分

的學習者都可理解它們同樣象徵著「寂寥感」。然而，以上的「蟋蟀」它不只使人聯想到「羅

生門」的場域問題，它也提示了主角傭工迷惘孤獨的心理狀態。問題是要解讀此刻傭工心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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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孤獨其內在面貌為何，學習者仍處於多樣分歧的理解層次。接下來，嘗試讓學生針對此處

「蟋蟀」的「孤獨」象徵發表看法，而有「顯出京城的荒涼及貧窮已非同小可。這同時也暗

示了傭工的孤獨無依無安身之地、被逼入了絕路的困境」、「相對於烏鴉，代表著「獨自」「個

人」。獨自一人時，可以隨性所至；以自身利益來決定謀路，而不受「團體」限制」、「蟋蟀還

在時，羅生門尚為成為完全死的世界；然而當蟋蟀離去時羅生門進入完全死的世界」、「蟋蟀

是代表自然性、而老太婆是象徵自由的對應關係。因老太婆僕人從＜無＞的理論跳脫、接受

指出以新的方式展開生活」等等三種不同的解讀。這些見解明顯可見是採「從羅生門這場域

聯想到之時代關聯性」、「由＜生＞與＜死＞的兩義性所想像出的意義」、「由傭工與＜他者＞

即老太婆間的對應關係看待人的＜孤獨＞意義」等三個框架的角度去看待問題的。 

  

欲解決以上學習者紛歧的看法之前，在此暫且一起來探究在各項學說中羅生門這場域具

有何種象徵性意義的問題。首先，一般日本人的印象中它被認為是靈異故事多和此門相關的

恐怖場所，一聽到這名字便會馬上想到賴光四天王的心腹隨從渡邊綱在此門下砍斷鬼一隻手

的傳說，其他這類的靈異故事多和此門相關。進入京城的南大門－京城正面的大玄關，相當

於今日東京車站；其後京城移向東北，西南荒廢，加上國庫財務吃緊，京城的大玄關便任其

荒廢；一聽到「羅生門」的名字，我們便會實際意識到過去的傳說，芥川很巧妙地捕捉到這

感覺，藉著這般的篇名和開頭數行描寫羅生門的荒涼，成功表達當年百鬼橫行的氣氛，加上

登場的是屍體和彷彿妖怪的老太婆，後來內容巧妙地轉變至漸漸明白她只是普通的老太婆。

身為一個故事敘述者，作者的才能實在令人驚嘆。39 

 

整體而言，若對羅生門這場域的性格加以限定，它被賦予了「荒廢的京都景象」、「死亡

空間」、「既定價值觀的崩潰」等三種特質。開頭兩句中顯示了「黃昏」、「雨」兩景象在文中

佔重要地位（「薄暮‧黃昏」隨著時間的推移轉變成「夜」），接著重複「除了他沒有第二個人

了」，用以強調傭工的孤獨。藉著「蟋蟀」和「烏鴉」兩生物的點綴描寫象徵了傭工的孤獨。

除了傭工以外唯一生命體「蟋蟀」出現時顯現出其生命的不安，而傭工失業者的身分更使其

孤獨不安具決定性表現效果。然而，問題並不那麼單純，原文的描寫中如同「當時的京都是

非常衰微的，現在這個傭工被長年僱用他的主人解雇，事實上只是這個衰微的小小餘波罷了。」

的說明般，傭人失去自己歸屬之處的原因，一切乃是緣自於京都的衰微，而打碎長久信仰之

佛像、佛具當作火柴賣這事，可以歸咎於當時社會之中心價值觀的崩潰吧。京都的荒廢，含

有所謂既定價值觀之崩潰的性質。40 

 

同時，羅生門周遭具有死亡空間之性質。從「甚至沒有人認的死屍，也都送到這個城樓

來拋棄」習慣做法可清楚了解，而藉由「烏鴉」的描寫突顯出來此種當時習俗。41此處的「烏

鴉」與上述「蟋蟀」的形象對於烘托出荒廢的「羅生門」（場域的問題性），以及傭工的心理

（人物、事件的問題性）兩點而言，其描寫具有何種象徵性效果？學習者對此處的「烏鴉」

其象徵性做何解讀呢？ 

                                                 
39 長野嘗一「羅生門」、『古典と近代作家――芥川竜之介』、昭和 42年 4 月 

40 今野哲「『羅生門』論――生を希求するかたち――」、『二松』平成 3年 3月 

41 海老井英次「『羅生門』──＜自我＞覚醒のドラマ」、『芥川竜之介論考──自我覚醒から解体へ──』、昭 

和 63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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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不知道從哪裡飛來的，許多烏鴉都齊聚到這裡來。白天，不知道有多少，在空中

畫著圓圈，繞著高翹的鴟尾啼叫盤旋。當羅生門的上空被晚霞染成一片紅色時，牠們

向時撒著芝麻一般，尤其清晰。烏鴉，當然是啄成樓上的死人肉來的。──但今天，

也許是時刻已晚，一隻也看不到。只有在處處坍塌的隙縫且長著長草的石階上，可以

看到烏鴉的糞便點點的白白地黏在上面。傭人在七級石階的最上階，穿了洗褪了色的

藍色短襖坐在那兒。一面關心右頰上那顆偌大面皰，茫然望著雨落著。（同上中譯文引

述自金溟若中譯版本） 

①【一般論有關「惡」的共同聯想】 

＊烏鴉象徵了黑暗之下的邪惡，黃昏裏群聚的烏鴉，到凋零、陰暗的羅生門來吃著死人

肉，這讓羅生門更陰森可怕。 

②【對羅生門此種異常世界的生存原理之認知】 

＊烏鴉為啄食死人肉維生的生物，烏鴉大肆出沒，刻劃出羅生門的荒廢之嚴重。同時烏

鴉是種為了求生存而不擇手段的卑劣生物，與拔取死人頭髮維生的老太婆及剝取老太

婆衣物的下人相呼應。 

③【主角傭人其自我的問題性】 

＊「不知從何處聚集來很多的烏鴉。」烏鴉既是「團體」，就必定「集體」行動。因受「團

體」拘束就無法自由行動。也象徵著傭人賴以維生的社會。 

④【對於老太婆這個他我的認知】  
＊ 醜惡, 骯髒的象徵。烏鴉之於腐肉，正如老太婆之於死屍；動物不用受到善惡的評判;

然而，下人之於老太婆的行為，及老太婆之於死屍的行為和烏鴉相較之下不禁令人懷

疑其道德何在？ 

 
  此處的「烏鴉」之解讀和「蟋蟀」的形象相同，都發揮了對荒廢的「羅生門」（這場

域）所表現出的象徵效果，此點大多數學習者都能正確理解為一般論有關「惡」的共同

聯想的「烏鴉象徵了黑暗之下的邪惡」；對羅生門此種異常世界的生存原理之認知的「烏

鴉是種為了求生存而不擇手段的卑劣生物，與拔取死人頭髮維生的老太婆及剝取老太婆

衣物的下人相呼應」；或是主角傭人其自我的問題性的「烏鴉既是「團體」，就必定「集

體」行動。因受「團體」拘束就無法自由行動。也象徵著傭人賴以維生的社會」；以及對

老太婆這個他者認知的「烏鴉之於腐肉，正如老太婆之於死屍；動物不用受到善惡的評

判」等四種意涵。「烏鴉」和上述的「蟋蟀」字眼同時微妙地和傭人的心理狀態一起思考

時，其內容解讀明顯的有所不同，問題是，它能被理解到何種程度？以上各種解讀可見

早先其初步印象為由一般論點的「邪惡與不幸」；進一步看待「羅生門」場域的問題；而

後再更深層去省思傭工與他者──老太婆的對應關係。學生一步步地已經逐漸接近「善」

與「惡」的兩面性主題，而各自有立場分明的肯定論、否定論兩種見解。然而在這個階

段而言，學生的答案對於「善」和「惡」是以何種意涵去思考它和「自我」、「他者」、「時

代」間的糾葛關連呢？這是關乎學習者對生命認知的問題，此外，同時在此也導出主角

的「自我」該如何去對應「他我」、「時代」的問題，亦即是探討重點逐漸往傭工的「勇

氣」問題展開。而傭工其自我行動原理之「勇氣」是否得當？以及他的他者認知、社會

認知是否失焦？這些思考角度已把學習者其思維之焦點轉向主角「自我」的實際面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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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逐漸推進成尋求作家芥川龍之介其創作意圖的方向發展。 

 

2-2. 主角的性格及心理掌握：「面皰」與「勇氣」 

 

請學習者留意以下重複出現的關鍵詞，將前後數個出現「面皰」的場景相結合，思

考傭工的心理變化，尤其是與他的「勇氣」表現合併思考，具體要求學習者掌握主角行

為的特徵，敦促其理解這兩個關鍵詞的意涵。 

老太婆說了大概這樣意思的話。 

傭人把大刀入鞘，左手按住刀柄，冷冷地聽著。這期間，他的右手在掛心著臉頰上

紅色化膿的面皰。但聽著聽著，傭人的心中產生出一種勇氣。那是剛才在城樓下，

他所欠缺的勇氣。然而與剛才爬上這城樓，抓住這老太婆時的勇氣，卻是全然相反

的勇氣。這時，他在餓死或做賊這點，不僅沒有感到迷惘，就他的心情來說，對於

餓死，差不多連考慮都不用，把它逐出意識外了。 

「真的如此？」 

老太婆的話說畢，傭人用嘲笑的口吻這樣反詰。接著他踏上一步，突然右手離開面

皰，一邊捉緊老太婆的領口，緊追著說： 

「那麼，我剝你的衣服，應該不懷恨了。我也是不這樣做，變得餓死的吶。」傭人

迅速地剝下老太婆的衣服。（同上中譯文引述自金溟若中譯版本） 

 

  由「面皰」字眼細察傭工內在心理、真實感情的表現時，該如何予以解讀呢？要選

擇餓死或下海做賊？猶豫不定的傭工是否直接面臨了善惡的抉擇？或者，猶如面對生死

大關般的傭工是否對餓死實際感受到迫切的不安呢？在此，看學生的解讀前，首先就各

學說中有關此「面皰」的解釋，有以下六種說法。 

(1) 從面皰可想像出傭工的年輕、皮膚的乾燥及其他。意味其為青年的效果。
42 

(2) 重複描寫「面皰」的意圖是把它當成推動小說進展的＜小道具＞。傭工要變成盜賊卻

＜無法提出勇氣＞的當兒，會＜在意面皰＞；而當他下了決定之後＜手離開了面皰

＞。它與傭工的精神狀態緊密不可分。
43 

(3) 可將＜在意面皰＞一事看作傭工的＜自卑感＞。44 

(4) 被過去的文化或習慣等深植於內心的自我意識。45 

(5) 解讀成傭工＜殘餘的虛榮心，而這正是他僅剩的人味（非惡魔的人性）＞。46 

(6) ＜在意面皰＞一事即＜顯示傭工膽小的性格＞。47 

                                                 
42吉田精一注『近代文学注釈大系芥川竜之介集』、有精堂、昭和 38.5.30 

43宇野浩二『芥川竜之介（その十二）』昭和 27.8.1『文学界』 

44寺村滋「「羅生門」の精神分析的解釈」、昭和 31.12.30、『滋賀大学 国語国文学』 

45森常治「芥川竜之介の『羅生門』」、昭和 40.6.1、『解釈と鑑賞』 

46川崎寿彦『分析批評入門』、至文堂、昭和 42.6.1 

47石割透『芥川竜之介』、有精堂、昭和 6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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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看學生們又如何去掌握與「面皰」相關的傭工內心世界呢？ 

① 【「面皰」所意味的年輕造成他對善惡判斷之猶豫不決】 

＊我認為僕人並非對餓死感到不安。而是對自己的行為感到迷惑吧！「青春痘」象徵著

僕人還年輕，對於世俗的價值觀，倫理觀還有點模糊，他並不確定他的行動是否正確，

所以僕人才會感到不安吧！我覺得。 

② 【「面皰」所意味的年輕造成他對「惡」之憎恨──傭人的正義感和羞恥心】 

＊面皰緊緊地依附在下人的臉上，正如未遇到老太婆之前下人所堅持的善念亦是 

根深蒂固於下人的心中；然而，一但下人接受了老太婆的理論，則其堅持亦可放棄，下

人形於外的下意識動作（撫摸面皰）自然而然就消失了。 

③ 【「面皰」化膿的形象顯現出傭人的「自私」】 

＊面皰的成長到化膿，象徵下人萌生行惡的念頭、對行惡一事的猶豫，到選擇搶奪老太

婆衣物決心墮落的過程。僕人對於餓死的不安並未真正感到如此迫切，免除餓死的方

法除了成為強盜之外還有許多，僕人只是在為惡的抉擇中猶豫而已。 

 

正如預測一般，此處的「面皰」立刻令人聯想到傭工的「年輕」。但是，所謂「年輕」其

背後的象徵意義該如何解讀呢？它與作品主題「惡」的關聯性及傭工受到「飢餓」威脅的精

神狀態等等，其多面向的解釋是可能的。而在指導方法中應該特別留意的是，督促學生進一

步去觀察在「面皰」字眼前後文同時出現的關鍵詞「勇氣」其有機性功能。亦即，在看待「面

皰」與傭工的心理變化時，也須同時注意他「勇氣」的關聯性問題，它說明了傭工之前對「惡」

的憎惡心如何產生大逆轉，驟然一頭跳進「惡」的世界。在此，＜邊掛心著臉頰上紅色化膿

的面皰邊聽著＞轉變成＜聽著聽著，傭人的心中產生出一種勇氣＞。從＜那是剛才在城樓下，

他所欠缺的勇氣＞轉變成＜與剛才爬上這城樓，抓住這老太婆時的勇氣，卻是全然相反的勇

氣＞。此時，＜他對餓死或做賊這點，不僅沒有感到迷惘，就此刻他的心情來說，所謂餓死

一事幾乎無法想像早就被拋到他下意識外了＞。如此這般經過三階段變化所形成的新「勇氣」

出現時，他＜右手突然離開面皰＞，＜剝下老太婆的衣服＞。悍然行惡的勇氣是從他「右手

離開面皰」那一刻產生的，就這點而言大多數學生的解讀是無誤的。 

 

但是，在此要探討的是發揮故事進展功能的小道具「面皰」的解釋很兩極化的現象，顯

示出這種是善念或惡念二分化的解讀與此作品的主題──混沌的善惡解讀相關連。正面的意

見中，將其視為社會道德規範中的善念──亦即是青年的正義感與羞恥心﹔負面的意見則指

出，讓人想像到所謂人類本性中「惡」這種原罪的原理。不用說，在指導有關作品主題部份

時，不能任意脫離作家創作目的中關乎的人性認知以及對外國異文化的理解兩點做任何主觀

思考。然而，在觸及核心主題提出討論之前，筆者接著所嘗試的是提醒學習者注意在此篇中

的「他者」──老太婆的存在及她抱持的生存原則──所謂「無可奈何的事」這個關鍵詞，

促使學生進一步檢視傭工行為模式中受他者觸動下顯現的「他者指向」問題，衍生出新的問

題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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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老太婆「他者」的存在：「自非尋常人物」 

 

以下是作品中傭工沿著樓梯爬上羅生門時的場景描寫。 

 

通往羅生門城樓的闊梯字中段，一個像貓一樣縮瑟著身體，摒住呼吸，在窺探著樓上的

情況。從樓上射下來的火光，微微地映在那人的右頰上。那是短髯中，有著紅色化膿面

皰的臉頰。開頭時，傭人大膽地斷定，在這上面的只有死人而已。而爬上二三級梯子後，

上面居然有什麼人點上火光，而且那火光好像在那裡移動著。這是因為那混濁的黃光，

在滿布蜘蛛網的天花板上搖曳著，讓他很快便知道了。當這雨夜，在這羅生門上點燃燈

火的，自非尋常人物。（略）傭人這時才看清了蹲在那些死屍中的人。那是穿著檜皮色的

衣裳，又矮又瘦、滿頭白髮，像猿猴一般的老太婆。（略）傭人懷著六分的恐懼和四分好

奇心，霎時間連呼吸都忘了。借舊志作者的話，有「全身毛孔都豎起來」的感覺。＞（同

上中譯文引述自金溟若中譯版本） 

 

要求學生就上述引用文中詮釋所謂「自非尋常人物」之老太婆的第一印象時，意外發現

學生對所謂「自非尋常人物」有錯誤解讀現象。首先，就其何謂「非尋常」的內涵解讀，採

正面看法的認為「她一定是個了不起的人物」、「她一定是個膽大之人」、「一般人不敢靠進氣

氛詭異的地方，老婆婆獨自一人在此一定有其過人之處非等閒之輩」、「這定是個膽大非凡的

人、絕對不是一般等閒人物，而是個有一番作為的人才是」、「傭人覺得這樣的夜晚，在這種

地方也不會害怕的人想必不是省油的燈」、「有膽識的奇人」等。而採負面意涵做解釋的則有

「會來這麼恐怖的地方的人，大概是亡命之徒之類的人」、「不是鬼怪就是邪惡的人」、「該是

個近似妖魔或鬼怪的人」、「不是妖怪就是犯人」、「可能不是善類」等看法。 

 

如果在作品中對「他者」形象掌握錯誤的話，它甚至對主角的行為、心理狀態的掌握也

可能造成扭曲的解釋，為求正確理解原文語感的微妙差異，應提醒學生注意「自非尋常人物」

這關鍵詞的前後文中，老太婆這個「他者」其動物般的形象描述以及其形象意義所在，＜當

這雨夜，在這羅生門上＞這般強調場面詭異氣氛的描述。各家說法中，對於老太婆的形象特

質及意義，都點明了「像猿猴一般的老太婆」具意外性、醜怪性的形象問題。輕蔑的認為，

即使上面有人，＜也都是死人＞的傭工為求一夜安穩，抱著＜當這雨夜，在這羅生門上點燃

燈火的，自非尋常人物＞的警戒心，＜像貓一樣縮瑟著身體，摒住呼吸＞，爬上陡峭的梯子

後，＜傭工這時才看清了蹲在那些死屍中的人，那是穿著檜皮色的衣裳，又矮又瘦、滿頭白

髮，像猿猴一般的老太婆＞。顯然地，這時老太婆的形象而言，傭工對老太婆行為的憎惡、

正義感的高漲、侮蔑等心理發展，都是被該場域詭異性的氣氛與老太婆十足具意外性、醜怪

性張力下的登場所觸發的，而這種直覺性的反應也是促使傭工發現其善性最重要的重要因

素，這種互動關係不可忽視。
48 

也就是說，當要去看待所謂「非尋常人物」的老太婆「他者」的定位時，它其實是與傭

                                                 
48勝倉壽一「『羅生門』――生の摂理――」、『芥川竜之介の歴史小説』、昭和 5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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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面皰」「勇氣」的三階段變化相同，在作品中同時逐漸改變了面貌。由傭工的眼中看來，

老太婆這個「他者」做為羅生門這個場域的居民是十分的貼切的，＜老太婆的形象比喻首先

以「雞」形容，轉為「眼眶發紅的肉食鳥」甚至「烏鴉」的形象變化中，暗示了她從面臨死

亡危機的弱者變成蠶食弱者之毫無慈悲的強者，轉化成犧牲屍骸也在所不惜的生命執著；相

比之下，在羅生門為求一夜安穩的傭工，不過是把羅生門當作終極求生存的場域的老太婆手

中的可憐犧牲品罷了。49 

 

3. 主題的掌握：自他相對化之「惡」的邏輯 

3-1. 變為「尋常人物」的老太婆 

 

傭工惡的邏輯是如何定義的呢？由傭工「惡」的逆轉性如何去探究他自我的生命態度？

這毋寧是此作品的重要核心問題。首先在此引用傭工想法大逆轉之處的描寫。 

 

隨著頭髮一根根的掉落，恐怖從傭人的心一點一點地消失。同時對這老太婆的強烈憎

惡隨之一點點地湧上來──不，說對這老太婆，也許有語病吧。毋寧是對一切惡的反

感，在每一分鐘裡增強起來。這時如果有人對這個傭人重新提出他剛才在門下曾經思

索過的：要餓死或做竊盜的問題，恐怕傭人會毫不遲疑地選擇餓死的吧。像那樣地，

這個人憎恨罪惡的心就像老太婆插在地板上的松木片似的熊熊燃燒起來了。 

傭人自然不懂為何老太婆要拔死人的頭髮。所以，順理成章，不知要把它歸在善惡的

哪一邊。 

可是，對傭人而言，在這雨夜裡，在這羅生門上，拔死人頭髮一事，已是那樣無法饒

恕的罪惡了。當然，傭人已把剛才自己要當盜賊的心情忘得一乾二淨了。＞（同上中

譯文引述自金溟若中譯版本） 

 

以上的引用描述顯示了傭人的心理變化，從開始時的恐怖與好奇心，乃至聽老太婆訴說

＜情非得已、無可奈何＞的論調當中，他的感受逐漸強化為失望、反感、憎惡。而由此處傭

工的心理構造及其逆轉性當中可以得知他對「惡」的定義與認知，對老太婆行為的「反感」

是什麼？以及傭工之「惡」的定義其內在真實面貌如何？在此處請學生予以說明。首先從學

生的答案中可知對「拔死人頭髮一事」有著不同的各種解讀。「對被丟在羅生門已經很悲慘的

棄屍做出這種事，感到她是沒有憐憫心的」、「是有違社會道德的事」、「非人類行為」、「對屍

體不敬的舉止」、「在生的人是非常尊敬已經往生的人」等違反一般倫理道德的涵義。但是在

此對傭工而言，所謂「褻瀆屍體」為什麼是屬於「無法饒恕的罪惡」？它的基準實在非常籠

統，學生也無法更具辯證觀念去思考解讀傭工的自我的問題性。在這個關鍵解讀上，筆者採

取了以下的指導方法予以分析，亦即在論及對老太婆惡的邏輯感到失望的傭工其心理之逆轉

性時，同時須提醒注意關鍵詞「惡」的前後文描述，還有正確捕捉掌握原先與他相對峙此時

卻變成「尋常人物」的老太婆這個「他者」的形象。 

                                                 
49同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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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這頭髮，拔這頭髮，想做假髮哩。」 

傭人由於老太婆的回答出乎意料地平凡而感到失望。而隨著這失望，剛才的憎惡又

隨著冷冷的輕蔑進入心中。於是，對方似乎也察覺到了吧。老太婆一隻手仍拿著從

死屍頭上拔下的頭髮，用蛙鳴般的聲音，口吃著，說道。 

「不錯，拔死人頭髮這事，確實是件壞事。可是這裡的死人們，都是該受這些事的

人啊。（略）我不認為這女人所做的是壞事。不做，就得餓死，也是無可奈何的事。

那麼既已了解這無可奈何的女人，該會寬恕我吧。」＞（同上中譯文引述自金溟若

中譯版本） 

 

為何＜傭工由於老太婆的回答出乎意料地平凡而感到失望＞呢？傭工到底有何期待？

他期待什麼回答？作者替他預備了什麼樣的回答？針對「傭工脆弱的倫理道德」；以及「傭

工的期待與老太婆的背叛」；甚至「傭工原先的緊張感轉成失望、侮蔑進而變成憎惡的心理

變化」等三點進行思考，作者在傭工的自我生命姿態及他者認知上做了何種設計？首先在

「傭工的期待」這點上，學生的各項解釋是：「〈 非平凡人物 〉〈 了不起的人物 〉」、「更

多無可奈何的理由，像家人生病等等，令人可以同情諒解的」、「他原本期待一種能說服自

己不去做賊而能生存下去的力量」、「傭工期待老太婆所為是規模、內容都十分驚人的大壞

事」等等意見。而各項見解都集中在傭工的自我面貌的正反面解讀上，此刻究竟應該把中

心觀點放在傭工對自己的自我救贖、自我解放上？還是傭工是基於自己的善的邏輯才急切

的去審判他者呢？為了克服此種主觀的解讀，接下來進而看學生如何評價「傭人的期待與

老太婆的背叛」這種自他兩者的互動關係，並從物語中「惡」的逆轉性要求學生說明其趣

味性所在。幾乎大多數學生都可掌握清楚為了延續生命之生存原理的惡的邏輯，但對這種

惡的邏輯學生卻有了極端兩極化的正反評價。 

 

① 正面評價 

Ａ. 【生存原理下理所當然的結論】 

＊雖然我不想贊成老婆婆將自私合理化的理論，但卻不得不承認她的理論。確實，只要是

人，心中都同時具有正義及惡意的一面。惡意的部分，平常隱藏在內心深處，而因某契

機才會突然露出表面。老婆婆「為了生存」犯罪。或許我哪天也會「為了生存」而犯罪

也說不定。 

Ｂ. 【對自己生命欠缺積極的姿勢：無主體性、他者指向的惡的邏輯】 

＊而老太婆面臨了不拔頭髮，就必須餓死的存亡的關頭，她選擇拔死人的頭髮。這雖不是

好事，但情非得已，故不算壞事。更何況這死人，生前做了壞事，故以惡制惡，非惡。 

②負面評價【不可原諒的惡】 

＊我認為老太婆只是在狡辯罷了，如果作錯了事就用這種是事而非的理由的話，那人人都

能原諒，就都無罪了嗎？ 

 

由以上學生的價值判斷看來，大部分被看似合理的老太婆之惡的邏輯引導，不假思索便

接受一般論調中有關人性自私的簡易說辭，但在此傭工單憑直覺式的反應陷入了老太婆這強

悍的生存原理陷阱中卻不自知，在這幕有如小丑鬧劇中其實也同時暴露了傭工欠缺選擇「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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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或做賊」的勇氣下，其人膚淺情緒性的生命態度。反倒是老太婆能順應情況隨時改變自己

的行為，才是強悍有力的生活者。對此傭人毋寧是毫無自覺的，他對於自我生存的危機不能

保持緊張感受，輕易地挪用他人弱肉強食這種冷酷理論，在此有必要喚醒學生思考他缺乏主

體性的問題。老太婆這般「惡」的邏輯，可說正是默許黑暗邪惡生命的行為，老太婆其「無

可奈何」之生存邏輯構造是不帶有絲毫尋求「饒恕」意味的。 

 

3-2. 傭工之「惡」的逆轉性 
 

對拔頭髮來做假髮的老太婆其回答＜出乎意料地平凡而感到失望＞，＜同時隨著這失

望，剛才的憎惡又隨著冷冷的輕蔑進入心中＞的傭人心理發展，該如何解讀他的性格問題呢？

針對傭工感到失望的意義，川崎壽彥氏的見解是：＜所謂惡並不是如當時那令人毛骨悚然的

環境所暗示出來的東西，也非他以命相賭那般值得憎惡的東西＞，＜他會失望是因為自己的

虛榮心被背叛了＞。50另外，平岡敏夫氏的說法則是：＜對作者而言，可能也沒預想到其他的

答案吧，但是，作者將它寫進書裡的原因只是期待未盡合理既異常又神秘的東西。＞。51但是，

在此點勝倉壽一氏卻掌握了傭工膚淺的人性問題：＜在此，期待老太婆的回答最好有些出奇

的理由，亦即導致其出此下策的倫理道德之類的糾葛，甚至她得忍受做出這等邪惡其過程中

的苦惱等，這才是僕人所期待的答案。這種感傷自憐自艾的人性主義，對於老太婆所訴求的

殘酷生存原理下的必然結論，卻被淺薄地解讀為生存的重要法則，正顯示出傭工的膚淺人格，

此點是有必要正確掌握的。＞52 

 

由此看來，到底傭工因他者影響下期待落空而「感到失望」的生命態度要如何評價？由

傭工反射性的感情變化、被他者中心的邏輯牽著鼻子走的生命悲哀要如何去讀取作者的創作

意圖？在此處讓學生由自他對照的觀點去檢視作品之趣味性，加以檢討。 

 

①【以他者為中心之傭工的膚淺人格】 

＊正義目的是用來懲奸除惡的，且立場是超然獨立的，不會因外界事物影響而動搖。而傭工

的正義，被他人所行之惡擺弄，它所呈現的面貌是有趣的。此外，他兀自想像壞人所為必

全然為驚人的壞事，這樣的想像，後來落空，讓人覺得愚蠢、可笑。 

② 【自他的同質性──自他二者混沌善惡的顯現】 

＊有趣的是作者對人性的矛盾的諷刺吧！僕人從之前的「如果不選擇的話」，到看到老婆婆後

所表現的「正義凜然」，一轉眼他的想法就大改變，對於善惡的定義是如此的善變，之後，

聽了老婆婆的原由，又給了他勇氣，推翻自己剛剛的正義，又對惡下了另一個定義。人真

是沒格的動物，在亂世尤其明顯。 

 

  若對此種自我形象予以評價的話，學生的看法大致分為「人性的原罪」、「他人中心之過

度在意他人」、「由其背景之場景、時代而生之個人的悲哀」等三種意見。而且，比較前者採

後者的回答人數明顯順序遞減，可見對學習者而言，不要說他者指向的行為模式，甚至連支

配每個個我生命的場域問題──亦即是與時代社會之糾葛等深層架構，這些都是理解困難的

                                                 
50川崎寿彦氏著『分析批評入門』、昭和４３．６至文堂、ｐ４３１、ｐ４３４ 
51平岡敏夫『現代国語Ｉ改訂版・学習指導の研究』、昭和５７．１１、筑摩書房 

52 同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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癥結所在。在此，問題觸角也終究延伸到與作家芥川龍之介的思想問題連結的階段，從「他

者中心」的壓抑體制中如何解放人性之作品主題，它與作家的思想連接點何在呢？這問題還

是得在教師的指導下，加入參考文獻中肯定論輿否定論合併，以芥川龍之介其他關連作品之

「生命的苦惱」這個共同課題，一同提示做擴充的解讀才能求得解決。 

 

3-3.結局之問題性：「誰也不知道傭工的去向」 

   

如前所述，膚淺的傭工在一步步落入老太婆強悍的生存邏輯陷阱中而不自知，在這個逐

漸逼近關乎傭工自我形象的缺陷時，有必要一氣呵成導引至結尾部分傭工最後去向問題做總

結思考。 
 

像死了一般倒在地上的老太婆，從死屍中站起赤裸的身體，只是轉瞬間的事。她發出

如訴如泣的聲音，靠著仍在燃燒的火光，扒到了梯口。於是她倒垂著雪白的頭髮，窺

視著城門之下。外面僅有黑洞洞的夜。誰也不知道傭工的去向。（同上中譯文引述自金

溟若中譯版本） 

 

這結尾部分要求學生與中譯文做比較對照之後，提出其直譯或意譯的問題性請學生試述

明。從作者芥川龍之介在結尾所提示的象徵性描寫該有哪些想像空間？而有了「這是下人決

定作賊的鋪陳，他走向了黑暗的深淵」、「立場不同時就無法清楚歸結處出善惡，[下人的去向

沒有人知道]的結尾中,善惡是相關,糾結在一起的存在」、「有沒有變成盜賊，芥川並沒有提出

明確的答案，」、「芥川藉著「羅生門」抒發感覺。渴望於放逐自己，離開此一充滿苦痛的世

界，以獲得解脫。」「傭人最後卻被與以前的自己有相同的遭遇的盜賊殺死了。這大概是因果

報應的結果吧！」等各種見解。其看法不脫「向下沉淪為＜邪惡．強盜＞」的毀滅黑暗沈淪

結局；以及回歸虛無曖昧的生命盡頭意味的「純粹是混沌善惡的構造」、「作家芥川本身虛無

的人生挫折」、「發狂抑或接受因果報應命運的到來」等兩大框架的思維模式。而接下來再針

對這結尾部分的描寫，為求讓學習者能積極結合創作目的及作家論思考起見，由作家對人性

的認識如何去評價提出此等人生觀的作家？由這個結尾部分描寫尋求學習者的感想，而有以

下各般的見解。 
 

①【在他者中心的壓抑體制下，無法得到解放的作家芥川龍之介的苦惱】 

＊作者消極的否定人類。而更難缺乏面對自己的人生的勇氣。做倒想必已對自己的人生產生

懷疑。 

②【善悪不清的人性本來面貌 】        

＊旁白並未提及傭工是否踏上惡之道.[盡是漆黑的夜]的世界封鎖在黑暗中.[羅生門]的世界封

印在黑暗中.我們封印自己的獸性,扮演著好人活下去. 標榜[善人]活著的人同時又行著惡持

續活著.人是戴著各種假面扮演著個種角色活著的。 

③【完全符合作者創作目的的有趣作品】 

＊傭工最後是為惡亦或為善就留給讀者自己去判斷，就好像這個世界裡，所以的善與惡都是

由人們自己去評斷的一樣。作者將自己的主觀意識去除，使整篇故事變得更富有想像的空

間，成為有趣的文章。 

在考慮到與作家關連性的時候，首先得提示出作品的「初出稿 ‧初版稿」和「定稿」其

間的改稿問題。作品結尾部分的描寫經過改寫後，可發現以下相異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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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傭工已冒著雨，急切趕往京都城準備下海去幹強盜了。」 

（『帝大文学』大正 4.11）（初出） 

＊「傭工已冒著雨，正急切趕往京都城去做強盜。」 

（『羅生門』所收作品）（初版） 

＊「誰也不知道傭工的去向。」 

（『鼻』春陽堂、大正 7.7 所收作品）（定稿） 

 

就傭工的去向初出版本的傭工的「未來」發展，完全義無反顧的那種「冒著雨」到「京

都城」去幹「強盜」是十分具體的形象，而且它是以「急忙」這樣的詞彙描寫出來。那是不

帶一點消極或否定的性格態度。如同前述，老太婆「說的話」，對傭工來說有啟示作用，雖說

是她的說辭藉口必然地包含了自私心態，但它也打開了傭工「自我覺醒」的解放方法。到這

地步，傭工的「未來」完全失去了具體的形象，而擴散成抽象模糊的世界。相對地，此時也

衍生了「傭工的去向誰也不知道」的結果，這造就了定稿「羅生門」與初稿間擁有迴然不同

性質廣度的作品。所謂「誰也不知道」的人，也就是失去了具體形象的人物，和他者關係是

抽象化的存在。（略）依於此，就這一句來說，嘗試救贖的傭工失敗了，它隱含芥川在『偸盗』

作品之後的灰暗思考，投射出芥川虛無苦澀的表情。在這「誰也不知道」的模糊形象中，芥

川一生顯現出他不為人理解的藝術家的孤獨模樣。53 

 

4.文本評價與異文化理解 

4-1.作品評價的問題：自他觀照之善悪主題 

 

帶有這樣的「世界」普世性格特徵的自私人性問題，以及傭工其覺醒過程中暴露出受他

者催化作用開示的虛偽生命問題等等，大致從以上三節的檢視推演過程中學習者都可歸納出

結論。接下來的問題是從理解異文化的立場來看，這樣的「人性自私」的主題其評價會有何

困難呢？為了更清楚檢驗，由以下的四種說法要求學生選出一個適當的，結果選「學說 3」

的人佔大多數，接著同時要求學生試說明贊成的理由。 

 

學説１：「人類各自所抱持的人性自私問題」 

學説２：「人性自私的沒慈悲心」 

 

＊我認為善與惡是比較而產生的意識而讓行為標上有意義的善惡也是我們自己吧.常常會認

為光明是善的，黑暗是惡的。但是這種分別是由於自己的意識所產生的吧！所以，人們會

因為場合，對象的不同，而會改變思想的原因，那結局或許不同。所以，我認為人類身上

的善與惡是同時存在的。 

＊人在一般的情況下，是能清楚判斷善惡。但像羅生門的情況之下，如果不做惡事的話，就

得死。有時被迫作惡是不得已的。沒辦法說對錯。心裡明明知道這是不好的事，卻還是去

做的情形也不少。所以我覺得對於人來說，善惡的矛盾的確是同時存在。 

＊善與惡本來就不是相對的，而是人類依照世俗規範去給予評價的，如果沒有善就不會有所

謂的惡，但是有時候一些想法可能會受到環境、或者現實影響，使得不好的念頭悄然而生，

就像僕人為了不要餓死而產生了當盜匪的念頭一樣。 

                                                 
53 同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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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解答可看出都能明瞭指出傭工判斷善惡的標準，是依據各種不同的「状況、環

境、現實、場合和對象」而形成主觀的變化。同時，這些變化契機明顯地僅有一位學生明白

地點破它是緣由於「老太婆說的話」。老太婆自始至終因情況而轉換自己的行為，她的生命形

態是原始力量所支撐的。相反的，傭工的行為是不存在這種邏輯的，這樣欠缺主體性的自我

有必要督促學生去省思其意涵。 

在這裡，「自我」與「他者」的相互觀照上，針對老太婆和傭工間的對照問題，藉設定以

下的問題敦促學生注意兩者生命的異質性，要求學生選擇支持老太婆或傭工哪一邊的立場？

傭工會期望從老太婆那得到饒恕嗎？或者是，可以想像老太婆後來有可能會想饒恕傭工嗎？

就種種主觀的克服上使用以下的兩種評論家的說法，要求學生選出其中一個或是試說明其它

自己不同的意見。 

學説３：「人身上的善與惡是同時存在的」 

學説４：「是善是惡無法徹底做絕的、不安定的人性狀態」 

學説 5：意味著自他力量的強弱：老婆（弱者）→下人（強者） 

學説 6：意味著真實與虛偽不同的「生命」。 

傭工（藉虛偽勉強保有了的「生命」（以老太婆的邏輯為藉口當作自己的邏輯

挪用，進而推演到產生勇氣剝下老太婆的衣物，暴露出傭工的情緒心理問題）

→老太婆（原始力量所支撐的「生命」）。 

 
在思考傭工虛偽的生命態度時，從「學說 2」的 44 名學生的解答中，要求學生試著歸納

出其理由為「比起只是一心單純想活下去的老婆婆，僱工的弱肉強食的行為更是表裡不一，

用他人的理論來支持自己的惡行，為自己的惡行找藉口。」、「猶豫在善與惡之間的傭人其實

是虛偽且沒種；相反的,老婆婆卻早已洞悉行惡是無需理由的.因為不論是怎樣的理由 都只是

藉口」、「老太婆比較誠實，在那種時代裡，她所做的也是逼不得已。不像僕人一樣，又想尋

找安慰，又想合理化自己的所作所為，卻又拿自己編造的道理來責備別人」等意見。 

 

從學生的各種見解可知，大致都能察覺到傭工虛偽的生命態度的問題性，並且對於傭工

藉他者指向的惡的邏輯採負面評價者居多。但如此一來，兩者間的善惡邏輯被簡化成相對性

的生命的糾葛而已，可以就這樣無條件的去評價老太婆的罪惡比起傭工高尚嗎？這個問題恐

怕是學習者本身的人性認知和人性審判的標準何在的嚴肅問題。如前所言，老太婆的罪惡如

果自認為是必要之惡，當然她自始就不需要他人的「原諒」，所以傭工單純從日常生活延伸而

出的虛偽生命當然和老太婆不再是彼此對立的關係，因此，也就不用以輕蔑的眼光來看待傭

工吧！我們從作家觀點來分析兩者的糾葛的話，意外的發現也許沒有什麼太大的意義。反正

充其量這只不過是人類世界每天重複上演的鬧劇而已不是嗎？正如世間呈現出一副悲劇樣態

的事件，意外地其中卻隱藏空虛色彩的喜劇本質。老太婆的存在是對於＜面對危機的人＞扮

演＜提示應如何選擇的角色＞54，甚至可視為老太婆具備了＜不具神性的耶穌般＞的性格，＜

依此，這幕鬧劇的核心，是釐清對傭工來說老太婆的存在意義何在？傭工藉老太婆的話一躍

往下沈淪得到他自以為是的自由解放（實際上是循著急陡的樓梯走向夜的深淵，這樣的一個

下降的姿勢），所以老太婆的惡應該看做我們一般日常生活延伸下的必要之惡，而不是與日常

                                                 
54小堀桂一郎「芥川竜之介の出発――『羅生門』恣考」、『批評』、昭和 43.9 後『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叢書 芥川 

竜之介』昭和 45.10 所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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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相違背對立的行為＞55。 

 

4-2. 延伸閱讀：作家周邊與關連作品 

 

照芥川的說法，純粹單因戀愛失敗百般苦惱而對人性有新的體認。只是由偶然單一事件

就造就了一篇作品，而憑此就囊括作家其人的整體形像毋寧是危險又不妥當的。與表妹彌生

的婚事遭到養父母的強烈反對，雖遵從他們的意思，下意識卻加重了芥川壓抑的不滿和反抗

心，這種心態也依稀等同於作品中傭工對老太婆嫌惡輕蔑的感情。 

 

當時寫的小說，有《羅生門》與《鼻》兩篇。當時自己仍為半年以來放不開的戀愛問

題所牽絆，獨自一人就陷入消沉，所以想儘量找一些脫離現狀、儘可能有趣愉快的題

材來寫，就從今昔物語取材寫成這兩個短篇。（『當時的自己』＜別稿＞） 

 

正如以上由附錄於作品解說中有關此篇的執筆動機所言，傭工的自我執著其戲劇化的解

放是循著作家的說法直線進行的，所以想當然爾的，學習者就有了上節的作品評語。然而，

傭工在他者為中心的壓抑體制下尋求解放的戲劇模式，也可從周邊其他作品一探類似的關連

問題。《仙人》（大正 5.8 第四次「新思潮」）這部作品中，有關主角李小二的心理描寫是具：

＜如同一般尋常人一樣活下去的意願也毫無眷戀的就此煙消枯槁了＞（上）；＜為何活下去是

如此的痛苦？為什麼即便是那麼痛苦，還不得不活下去呢？＞的特徵。 照吉田俊彦氏的解

説，李小二所採取的「消極生命態度」和傭工是截然不同的一個人物。傭工缺乏「勇氣」，他

的行為模式老是猶豫不決只憑情緒性反射性的思考去實現自我。＜李小二對生活的窮苦＞即

使覺得不公平仍屈服於命運，他與老人邂逅時，拿自己與老人的生活程度比較，在生活上似

乎處於較優勢的自己即使對老人抱持著「總覺得」「有些過意不去的心情」，卻還拼命「特別

誇張述說自己生活的窮苦」，而邊反省「自己的同情心還不夠徹底」的同時卻又想去關照老人

的困境。李小二的生活態度無非就是以他者為中心的顧忌心情。＜而相對地，在羅生門的世

界中，弱者轉變為強者，將自身的罪惡合理化的老太婆，她惡的邏輯是為促使傭工轉化改變

為「自我中心」的生活態度的一個巨大力量。＞56 

 

  那麼說來，究竟傭工將「他者中心」的生活邏輯以侮蔑的心情付之一笑時，他那種「勇

氣」是是否完全認同老太婆惡的邏輯而產生的呢？掙脫往日以「他者」為中心的邏輯觀念，「傭

工冒著雨，正急著趕往京都城去幹強盜」的背影，可以說擺脫掉「他者」的壓抑體制下得到

百分百的自由解放和新生嗎？由法律、習慣、道徳的社會（複數的他者）的拘束下解放的傭

人，當然已獲得新生命吧。然而，我們不可忽視一點，在他獲得新的勇氣之時，是以老太婆

那句「沒有辦法」的生命直觀得到大大的推動力量的。如前所言，傭工對善悪的指標是伴隨

京都城的潰壞而產生既定價值觀的同時淪喪，遇見老太婆對他而言無疑是一個契機，當然他

所得到的新勇氣，不是原封不動直接從老太婆的邏輯得來的。反而他的勇氣是定位在否定老

太婆的原理的方向。依照今野哲氏的説法，老太婆的＜在生死的指標之前善惡的指標是無效

的，這種自他普遍共存的惡是絕不存在的認知，無疑是早先徬徨在羅生門之下的傭工無法擁

                                                 
55同注 40 
56同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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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這點才是傭工獲得勇氣的一個明確根據＞。57因此，在結尾喃喃自語「誰也不知道傭工

的去向」的芥川龍之介，他把經常與他者的邏輯相對照才有辦法找到自己生存原理的傭工的

生命不安，就此放逐至「黑洞洞的闇夜」。將自己生命本質借由依附他者邏輯而活的傭工，其

生命的危機也在此展現。在這個世上生存下去，他愈是要脫離「顧忌他者」的心情，意圖以

「自我中心」活下去，但曾幾何時他在「勇氣」的獲得方法上，不自覺地又便宜借用了他者

的邏輯，如此這般，他愈是暴露在自我分裂的危機之中。這種痛苦生活在「對他者顧忌心情」

下的生命形態，其實是和芥川龍之介他本身嚴謹的批判精神與博學強記下所得的世紀末的頹

廢意識相關連的。 

 

要談真正的作品解讀，尤其要整理彙整作家其人的人性體認的意義問題時，最需要下功

夫的是「惡」這個主題的捕捉方法和作品結尾部分理解程度的問題。在此，關於最終作品整

體的評價和捕捉作家形像上，由以下三個設定的問題，試著釐清學生問題意識。從以下 1 到

3 的設定問題中，用（？）提示的要點以二者擇一的方式要學生提出對自己而言最不易理解

的問題點，並要求其試述理由。也就是探討傭工的「自我」和老太婆這樣的一個「他者」，檢

討這兩者對生命態度的不同，以認識人性的角度去判讀在善惡混沌不明的世界裡要做何價值

判斷和選擇。對心一橫跳進「惡」的世界中，充分的利用老太婆邏輯的傭工而言，我們該見

到的是傭工生命的解放？抑或是傭工本身帶有的原罪性的惡的本質？或者是自我與他者同性

質的「生存」本具有的二元矛盾？在這樣自他的「生的悲哀」真相中，應如何判別揭露其中

的差異？這也是如何去觀照我們存活的舞台（生活場域的社會）的一個問題。也唯有如此這

般往自我與他者的內部挖掘下去，才有可能去思考自他間幾乎無法意識到的偽善性質與彼此

該有的憐恤之情，也才有可能與作家的創作目的是否妥當做更深刻的省察。 

 

①【人性認知的意涵問題──「善」與「悪」的混沌不清】 

（？）Ａ．傭工是偽善者的惡，傭工應被譴責。→１６人 

（？）Ｂ．老太婆是「悪」的，即使被傭工壓迫也沒有辦法的事→１３人 

（？）Ｃ．両者共同都是人悲哀的生命表現。→１９人 

 

單從解答來看，無論採何種解說，對傭工自我的簡化思考以及他對善惡判斷來看，發現

他缺乏積極的態度，以及他自我覺醒內在面隱藏的他者指向問題性等等。還有，傭工的善惡

判斷中看不出像老太婆那般面臨生死的緊迫性，更進一層的讀出兩者的異質性。到這個階段，

眾多的主觀意見當中漸漸開始意識到之前朦朧不清的問題，它是自我與他者被放在社會這個

框架內的所謂社會場域的意味。因此，特地在此就「羅生門」為篇名的舞台意義提出兩個說

法，以作家所認識的這個世界的性格特徵和對生命的重新領悟為中心，討論究竟是「魔鬼」

的世界？亦或是意味著「死亡」的問題。 

 

②【「羅生門」這舞台（場所）的象徵意義】 

（？）反日常的「魔鬼」世界→３０人 

（？）脫離日常性質的「死亡」世界→３０人 

 

                                                 
57吉田俊彦「『羅生門』の地上的、動物的イメージと我執の解放」、『芥川竜之介──《偸盗》への道』、桜楓社、 

昭和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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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羅生門」這世界可見的性格特徵我們若以「虛無」稱之，那麼傭工「自我」真實面

貌的「覺醒」，是在這種異常的「魔鬼」世界才開始顯露出真實感的。就此而言，傭工自我的

覺醒表面上是他個人以他者指向下演了一場鬧劇而已，但這種性格的內在層面也可看做是被

逼趕進無自覺的虛偽新生命領悟，它同時也述說著傭人救贖的失敗。在結束整篇的解讀之時，

針對傭工其生命態度和行為邏輯是否有「他者」的介入必要，具體要求歸納以下關於傭工其

自我的偽善性。 

 

③【傭工的性格問題、傭工的心理變化（勇氣的解釋問題）之難以理解】 

（？）傭工從「他者」的邏輯得到暗示而作惡→２８人 

（？）傭工即使沒遇到老太婆，最終也必然會成為強盜。「他者」的介入不是絕對必要的→

２３人 
 

各樣的見解中大致都能融會貫通關於他者指向的自我的偽善性。依據他者的邏輯所產生

出的勇氣，終究是人彼此以欺瞞的心情下被塗抹出來的整個世界真相，善惡到頭來只是相對

立的概念。在這世紀末的虛無世界裡，彼此早就不再尋求原諒，而架構出一個虛擬的、表面

看似相互理解；其實盡是自私心態的世間構造。當然老太婆的出現的確給予了傭工勇氣的契

機，但無論如何，在混沌的善惡判斷裡，徒然只是逕自暴露出人性自我虛妄的虛偽罷了。 

 

5. 從關鍵詞到問題之生成：文本閱讀之異文化理解難 

要求學生舉出這作品中認為難以理解的表現和問題點，並要其說明理由。在語彙的問題

方面，特別要其提出認為是關鍵詞的字眼，而歸納出以下各種意見。 

 

①【面皰】 

＊意味著僕人的年輕，並暗示憎悪之心。 

＊青春痘是惡和迷惘的一個象徵。僕人的手離開了青春痘，表示僕人也捨棄了心中的正義感

而不再在乎所謂的惡。 

＊面皰代表了下人的心境轉變。 

②【勇氣】 

＊勇氣，每次出現的意義都不相同，我認為勇氣是此篇的一個大重點。 

＊下人期待得到對「除了成盜賊別無他法」積極肯定的勇氣。 

③【悪】 

＊下人的心理一直有善惡的問題，他一直在掙扎，再加上老婆對下人說的理由，都是圍繞著

善惡問題。 

＊惡以各種不同的風貌在文中呈現，不斷探討人性的惡的本質。惡的合理化。整篇文章幾乎

都是探討惡與善的判斷及人性本惡。惡變成了善。而善真的有其存在的必要嗎？在非日常

的生活裡，善惡無法去判別。 

④【服装的語彙──「市女笠・揉烏帽子・襖」】 

＊即使看了中譯本，對於這兩個詞的意思仍然不了解，而戴著它們的人又是代表什麼身分，

我也不太清楚。 

⑤【關於動物的形象和提示的效果──「蟋蟀」「面皰」「鴉」「勇氣」】 

＊羅生門整篇文章除了老婆婆和僕人外，無一生人是個死的世界但卻出現許多動物，不太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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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作者的用意。 

＊「大圓柱上停著一隻蟋蟀」「連停在朱漆剝落柱上的蟋蟀也已不知哪裡去了」這裡的蟋蟀到

底是什麼印象，是喻指當時的寂寥氣氛，還是僕人的心境呢？ 

⑥【日語文法表達的讀解的問題】 

Ａ.【無法理解意思的──「不是普通人」】 

＊所謂「不是普通的人」是什麼意思呢？不是很清楚。我的疑問是：這只是單純的指「不是

普通人」嗎？ 

Ｂ.【比喩的字眼──「全身毛髮都豎了起來」「蟾蜍般的躡蠕聲」】 

＊「蟾蜍般的躡蠕聲」這種形容方式雖然很容易知道字面上的意義，但不容易去理解作者所

想的情境。 

Ｃ.【與主題的「悪」相關的人性認知和社會認知的問題──「不可原諒的惡」「對所有惡的

反感」】 

＊人為了生存而犯罪.但是,我們又該如何看待「不得不去犯罪」這樣的論點呢?傭工聽了老婆

婆的話之後就決定去當盜匪.這真的算得上是一件罪不可恕的事情嗎? 

Ｄ. 【作家的創作目的──結尾的「誰也不知傭工的行蹤」】 

＊正因誰也不知傭工的行蹤更無法了解作者的本意 到底作者的想法是怎樣沒有解答。 

＊不知道為何作者要讓僕人的行蹤不知去向，這樣的結尾是要象徵什麼嗎？是人類的卑怯，

還是自私呢？我實在想不透。 

 

也有列舉出其它例如「憎惡的心、黑洞洞的夜、做下去的話、屍體、羅生門、善、神秘、

悲哀、黑暗、混沌、善悪、不是普通人、太刀」等語彙。以上各種對於難理解的日文表現上，

像服裝之類的異文化表現語彙儘可能用圖片或幻燈提示說明。而有關於動物的象徵性則從其

它論文參照其解釋法，針對作家的描寫能力讓學習者各自對自己的解讀法做評述。如果是日

語文讀解能力的問題儘量豐富地引用其他例子，讓學習者理解其意思尋求解決，並在指導方

法上留意以下四點。 

1. 關鍵詞的意思解釋是否有被錯誤解讀？ 

2. 是否有思考到主題的關連性？ 

3. 督促其拿自己的主觀看法與其它評論比較對照。 

4.  結合翻譯文章，對照是否有異同與誤譯以及不自然的譯文，從中引導掌握正確

的字彙意涵。 

 

①【與其直譯不如和中文相對應的簡潔表現較好】 

＊「ここにいる死人どもは、皆、その位な事を、されてもいい人間ばかりだぞよ。」 

葉笛訳：「待在這裡的死人們 , 都些就是這樣對付也該受的人哪。」 

金溟若訳：「這裡的死人們 , 差不多都是那樣被人家對待 , 也沒有人覺得有什麼關係

吶。」 

私は「被扔在這裡的死人 , 都是些罪有應得的人。」這譯文較好。 

＊原文：「何をしていた。云へ、云はふと、これだぞよ。」 

葉笛訳：「你幹什麼 , 說 。不說 , 就叫你吃這個！」 

金溟若訳：「在做什麼 , 說 。不說 , 看這！」 

私は「妳在幹什麼 , 說 。不說 , 就殺了你！」と訳す方がいいと思う。 

「說，不說就有你好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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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雨にふりこめられた下人が、行く所なくて、途方にくれていた」 

   葉笛訳：「被雨困住的僕人沒地方可去而進退兩難。」 

金溟若訳：「被雨趕著的僕人傭工 , 前途茫茫無處可去。」 

私は「被雨困住的僕人 , 無處可去 , 一籌莫展。」と訳す方がいいと思う。 

 

②【文法方面的誤譯】  

＊「もう火桶がほしいほどの寒さである。」（程度を表す比喩表現） 

葉笛訳：「是需要火盆的寒冷了」 

金溟若訳：「冷得令人懷念火缽了」  

私は「是冷得需要火盆了」と訳す方がいいと思う。 

＊「老婆が屍骸につまづきながら、あはてふためいて逃げようとする行く手を塞いて、、、」

（長的連體修飾翻譯方法） 

葉笛訳：「在捆綁屍體中擋住老太婆慌張欲逃的去路」 

金溟若訳：「老太婆被死屍絆住傭工擋住了慌張欲逃的去路」 

私は「傭工擋住了老太婆被死屍絆住慌張欲逃的去路」と訳す方がいいと思う。「擋住驚

慌欲逃的老太婆的去路」 

＊「肩で息を切りながら」（省略助詞的翻譯） 

葉笛訳：「肩膀不住的抽畜」 

金溟若訳：「用肩頭喘息」 

葉笛訳比較好。 

＊「髪は手に従って抜けるらしい」（省略及脱落翻譯） 

「頭髮像是隨手會掉下來的樣子」 

ここはちょっと原文の感じと違うと思っている。原文には髪が簡単に抜けるという意

味ではないか。 

中譯中，「頭髮像是隨手會掉下來的樣子」和原文的感覺不太一樣，原文的意思應是頭

髮很容易拔下的感覺。 

＊「羅生門の楼の上へ出る、…」（助詞的誤譯） 

    走出羅生門 

走入羅生門 

＊「細い喉で、尖った喉仏の動いているのが見える。」 

    因為喉嚨太細 

因為脖子太細 

＊「欠かさず菜料に買っていたそうな。」（延續時間的誤譯） 

     不斷的當菜料買著 

聽說他們當成必備菜，向她買了好一段時間呢！ 

＊「下人は七段ある石段の一番上の段に、洗ひざらした紺の襖の尻を据えて、右の頬に

出来た、大きなにきびを気にしながら、ぼんやり、雨のふるのを眺めていた。」（動詞

的誤譯） 

「傭工在共有九級石階的最上一級，把洗褪了顏色的藍夾襖墊在屁股下，一面關心著右

頰上那顆諾大的青春痘，茫然望著兩腳。」 

「僕人在七級石階最上面的一階，穿著洗褪了色的紺色短襖坐在那裡，擔心著生在右面

頰的大面皰，呆呆的望著雨在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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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洗ひざらした紺の襖の尻を据えて」的翻譯是披著？墊著？或穿著？兩者有不同

的看法。 

 

③【無法理解的字彙】 

＊「市女笠、揉烏帽子」（服装之類不能理解） 

名詞解釋部分：「戴市女斗笠和軟烏紗帽的人」應該指的是一般婦人和當差的，這樣的翻

譯方式不容易讓人理解。 

＊ 文章描写の部分：「ひきのつぶやくの声」（動物的な象徴性の不可解） 

文章描寫的部分：「用癩蛤蟆躡蠕似的聲音」，是什麼樣的聲音讀者很難理解。 

 

④【不自然的翻譯】 

＊「下人の行方は、誰も知らない。」 

「誰也不知道傭工的去向」 

「沒有人知道僕人的蹤跡」 

＊「旧記の記者の語を借りれば、『頭身の毛も太る』やうに感じたのである」と書いていて、

中訳文の旧記の記者の語が分かりやすいと思う。 

中譯本中「就如舊記所說的那樣真令人感到毛骨聳然了」 

應該要直譯為「借舊記作者的話是像『全身毛髮都豎了起來』的感覺」。 

＊「どうにもならないことを、どうにかする為には、手段を選んでいる遑はない。」 

  「要使無可奈何的事有個著落」 

閱讀中譯文時，雖全可理解，但讀起中文總覺得沒有日語班感受強烈。而感到有點奇怪。 

   

如前所述，作為指導方法的首先是關鍵詞的掌握，例如場所的象徵意義而言的，「黃昏」

「蟋蟀」「烏鴉」，以及主角的性格和其心理的掌握而言的，「面皰」「勇氣」之類的為第一步

的導入作業。再來是主題的把握，對「惡」的邏輯由自他相對照為中心觀點，問題意識，擺

在他者的老太婆這個存在的變化，把就是從「非尋常人物」漸往「普通人物」的演變中去探

討，傭人惡的逆轉性，一步步接近其自我的生命態度問題，最後再集結所有字他的關照去延

伸到作家論的方面。也就是，去思索「誰也不知道傭工的去向」這個結尾的問題性。同時，

就異質文化理解的困難，點方面除了「自他對照之善惡主題」與「作家形像的掌握」之外，

就難以理解的語彙表現同時，也是著運用相關的中譯文補助教材佐之。 

 

但是，在另一方面，文學教育同時不可避免的要求相當讀解能力的具備。在上述學習者

的說明和意見中，不可否認其日文表達錯誤不少。這現象在指導層面上也是帶來困擾不可忽

視的問題。正如石田敏子氏所指出的，閱讀作品之時學習者感到特別吃力的是「欠缺文化方

面的常識」「思考方法、構想的不同」這類的文化障礙（注 28）。因此要如何在作品的反覆玩

味閱讀當中時，督促學習者的一些特殊語彙（有關主題的關鍵字、登場人物的性格和言行的

掌握以及最後的救贖問題性，相關的重要字彙）是十分重要的指導方法，是目的不外乎為求

喚醒學習者的問題意識而已。筆者深信，依據如此方法，不僅更普遍性質的人性認識，同時

也和異文化理解有了更密集的親身感受，更有助於消彌上述般的各種日文表達上的錯誤字眼

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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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本分析之架構與統合：橫光利一〈春天乘馬車來〉 

 

1.前言 

所謂文學作品的空間，是一種非日常性的虛構空間。在日語學習之文學教育的場域，參

與如此虛構空間的體驗並非是一種目的，而是透過本文閱讀，從一系列的語彙當中去探索作

者的創作意圖。同時，以教育意義及認知意義來思考時，外語學習之文學作品的「閱讀」，就

是從學習過程當中體驗到的雙重的異文化所成立的。閱讀本身就是與外國作家．作品的一個

對話，參與對話除了帶來緊張與樂趣外，同時激發出學習者個人感想。但是問題就在於如何

更具意識去組織化學習者的主觀感受與作品評價，然後再重新組合。本論文是以大學日文系

的四年級學生為對象，以橫光利一《春天乘馬車來》為例，將實際的指導過程中所實行之文

本閱讀的分析與統合所做的整理。重新省思日語教育之日本文學課程的功用， 訂定「導入」、

「構造閱讀」、「形象閱讀」、「綜合閱讀」等四種學習模式，並闡明文學作品的「閱讀」和文

化學習，以及「文學」和語言學習之間的關係及定位。 
 

2.導入：檢視文學作品的創作過程 

 

若要探討以讀者本位來思考的「閱讀」的原點，其實不應該干涉讀者要如何去閱讀到什

麼或是某個出場人物。但若是在教室內閱讀的情形之下，學習者要如何閱讀教材化的作品，

就不得不受到教師的干涉。學習者在「閱讀」的過程中，任意地朝自己所想的方向行進，對

於作品的理解可能會有所偏差。教師必須從此種自由觀點的「閱讀」中抽離或轉換，來指導

學習者注重作品中的「語彙」。然後加深文本「閱讀」，讓學習者再度質疑自己最初的閱讀方

式。以此獲得「形象閱讀」、「講造閱讀」等相對的新觀點。在此脫離之前的同質體驗，帶領

學習者進入異質體驗。當然，在學習階段所產生的「閱讀」行為，會孕育出各式各樣的個人

要素及反抗，自然跟擁有相同文化的讀者．學習者比起來，所引起的混亂及反抗會更複雜。 

 

不過，透過教材化的作品，指導者所追求的學習目標不僅僅是執著於異質體驗。方法之

一是誘導讀者愉悅地進入作品中一句句的「語彙」。由此產生了一個問題，那就是對於「文學

語彙」的處理方式。有別於一般外語學習所強調的「實用語彙」，讓學習者注意到一連串具有

特殊意義的「文學語彙」，然後再構造化，如此將學習者主觀的「閱讀」相對化，就是指導者

所扮演的角色。但是，首要的問題是應該如何將文本閱讀設定成多少觀點及範圍，以及繼續

展開。以及如何繼續展開。第二個問題是對於各種角度閱讀所產生學習者各種不同的「單純

的閱讀」要認可到什麼樣的程度，像這樣對作品理解可能性的問題。 

 

為了理解作品，必須在某種程度上把握住作品的根本思想或主題於幾個範圍之內。但是，

在理解一篇作品的主題．思想．構造等等的情形之下，有時因為與學習者的生活體驗共通，

所以有些部份是很容易理解的，不過有時侯卻無法理解作品中所描述的人性本質或人物的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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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意義。像這樣的問題在導入的階段是無法立刻解決的，原則上筆者將這些問題原封不動的

先保留起來。因為導入是對作品的一種經驗的認識，還尚未連結到理性認識(作品．作家評價)

的階段產生結晶。但在導入的準備階段，究竟要有怎麼樣的深度才能理解作品的世界呢？關

於這一點，參照宮崎典男氏的論說做為指導方法，首先將作家創作活動的過程分為「主題」、

「觀察及體驗」、「累積及分析」，來教導學習者把握住這幾點58。 

 

2.1 主題 

 

舉例來說，如果將文學作品的閱讀規定為以一連串的語彙來重新創造的話，基礎的方法

最重要的還是「文學語彙」。不過要如何組織作品中所提示的「語彙」，教師要如何運用等教

材編成的方法就是必要的問題了。例如導入的第一項作業就是要提出主題，率先調整閱讀的

方式。先把一些先行研究的學說之類的評論告訴學習者，然後再誘導學習者進入他人學說所

捕捉到的作品主題，像這樣的指導方式並不妥當。因為這會妨礙主觀的「閱讀」。必須顧慮專

家的評論以及學習者的各種關心或評價，然後讓學習者在作者(作家)或時代的關聯性中來理解

作品。就算學習者的理解方式是相當主觀的矛盾，教師也決不能立刻限定住作品主題的範圍。

以下先以各文藝評論來提示《春天乘馬車來》的作品主題。 

 

《春天乘馬車來》發表於大正 15 年 (1926) 8 月１日所發行的「女性」雜誌第十卷第二號。

充份地反映了橫光本身的體驗，被認為是私小說的作品59。關於『春天乘馬車來』這個標題，

是受到橫光氏喜歡的西歐文學裡，挪威的作家基伊蘭德（1849～1906）的小說「希望它穿著

四月的綠衣」的影響60。橫光利一的作品系列中，有三篇短篇作品是以臥病在床的妻子及妻子

的死為主題的。那三部作品分別是『春天乘馬車來』、『四處都有蛾』（「文藝春秋」1926.10）、

『花園的思想』（「改造」1926.3），發表時期正值「文藝時代」發行中所謂新感覺派的時期，

也可看出這些作品所具有的特別意義61。『春天乘馬車來』就是橫光利一使用這種寫作技巧，

取材於實際體驗看護生病的妻子，避免私小說的寫法，敘述先生是時運不濟的新進作家，以

及因病變得吹毛求疵，而有時卻像回到少女時代般天真無邪的妻子，這兩人面對死亡的心理

變化、對於死及苦痛的態度，還有夫婦間的愛情62。橫光根據自己的看護體驗撰寫了『春天乘

馬車來』。這部作品是對於妻子去世的深刻哀悼所創作出來的，在作品的深處有著難以言喻的

悲傷。正確直率地描述看著即將死去妻子的先生，心中的混亂及絕望63。以描繪世態的側面或

觀念為特色的新感覺派的手法，有可能探索愛與死這種人們根源的問題嗎？橫光用這些作品

作了回答。64  

 

2-2. 觀察及體驗 

                                                 
58  宮崎典男『文学作品の読み方指導』、むぎ書房、1980.6 
59 「鑑賞日本現代文学 14 横光利一」、角川書店、1986 
60 福田清人、『横光利一』、清水書院、1967.1 
61 『鑑賞日本現代文学 14 横光利一』、角川書店、1986 
62 河上徹太郎『日本現代文学全集 横光利一 解説』、講談社、1969.1 
63 『鑑賞日本現代文学 14 横光利一 』、 角川書店、1986 
64 谷沢永一『近代文学史の構想』、礼泉書院、19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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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以上的參考資料在導入的階段就提供予學習者，那麼首先「愛與死」以及新感覺

派的表現方法能夠到達什麼境界的二大主題就會大致上被定住。但是以讀者的個人經驗，對

於與自己的生活體驗完全不同的外國作家的經驗是不太可能有太深的興趣。例如讀『春天乘

馬車來』時，對於不得已必須照顧生病妻子的作者體驗，很難會有強烈的興趣或期待。因此，

在導入的階段所紹介的作品背景及創作意圖的地方，為了要引起學習者某種程度的共鳴，必

須明確把握作品的定位。例如促使學習者注意以下的各點，訂定課程的方向。 

 

①同一作家前後時期作品之間的關聯性 

②作品與同時代(時代背景)之間的關聯性 

③與作品內所描述的作家生涯中決定性的事件之間的關聯性 

④與作品的主題相關的作家思想之間的關聯性 

 

於是，導入「作品背景」和「創作意圖」兩項目時，給予下列的參考資料。首先由同一

作家前後時期作品間的關聯性來思考，清楚規定在作家生涯上作品的定位。「橫光利一氏的文

章發展歷史上大致上可分為三期。也就是所謂的『新感覺派』的追求到達了一個頂點，完成

了『花園的思想』（昭和 2.2）。所謂『新感覺』，在此溶入了橫光氏的全身當中。以『花園的

思想』為最終作品，橫光氏的文章由感覺的文章移轉到心理的文章。對於人類局部觀察的眼，

開始延伸至底部。這種往底部視野的擴大，『機械』（昭和 5.9）被認為是曲線文章成熟的紀念
65。在『機械』這部作品當中，文體改變，突然轉變為心理主義的方向。也就是說，『花園的

思想』為止是第一期、『機械』之前為第二期、從『機械』以後是第三期。『春天乘馬車來』

這部短編小說的時代背景屬於第一期「新感覺時代」。 

 

然後從作品同時代(時代背景)之間的關聯性來看，接著舉出感覺派同時代作家的特徵。也

就是新感覺派對於明治自然主義以來的平板調所提出的批評，強調新時代的文學必須要從「生

活」本位的文學轉變為「表現」本位的文學
66。在這裡所談的感覺，並不是實際的官能感覺，

而是理智的再構成的感覺。經常使用比喻或擬人法
67。新感覺派頡取了未來派、立體派、表現

派、達達藝術主義派、象徵派、權威派等前衛藝術的新思潮，超越了以往私小說的現實主義68。

「新感覺派」所主張的新感覺是新時代的感覺。換言之，就是主張現代主義的現代文學。 

 

另外，尋求作品中所敘述的作家生涯的決定性事件之間的關聯性，釐清作家身邊的事情。

由於橫光氏早稻田時代的友人小島勤很欣賞橫光，自然而然地橫光氏就常常出入小島家，後

來就愛上了小島的長女。但小島的長女不幸因肺病去世，橫光就又愛上了小島的次女君子。

不過小島友人後來加入社會思想派，與橫光之間產生對立。小島反對妹妹君子與橫光的戀愛。

而且，君子和姐姐同樣得了肺病，在對君子付出愛的四年裡，過著難以形容的痛苦日子。橫

光一面在鎌倉海岸的療養所看護生病的妻子，同時創作出『春天乘馬車來』這部短編小說。

同類的作品其他還有『顫抖的薔薇』、『妻』、『四處都有蛾』、『花園的思想』等等，所有的短

                                                 
65 古谷綱武『横光利一』、1984・1 
66 『昭和文学全集５』、小学館、1986 
67 遠藤嘉基･池垣武郎『注解 日本文学史』、中央図書。1994.1 
68 吉田精一『現代文学史』、桜楓社、1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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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都展現出橫光的人間溫暖69。『春天乘馬車來』是作家根據看護臨終的同居人(作品中稱做＜

妻子＞)小島君子的體驗所寫的作品，在這一節中，述敘了作者決心把承擔生病妻子的「痛苦」

當作是「一根玻璃燒瓶」，也就是一個實驗容器，「從一切感覺上來吟味」「舔盡」70。 

 

最後，作為是預備知識，舉出與作品的主題相關的作家思想之間的關聯性。例如，關於

這種新感覺派的表現法．擬人法等的文體表現，荒井惇見氏認為「『春天乘馬車來』具有柔軟

性，以最圓熟的形式呈現了超越新感覺派的表現形式及濃厚的色彩描寫的橫光內心的人倫愛
71。翻開『春天乘馬車來』一卷，強烈地感覺到初期的橫光氏，將當時且殘存於現今的自然主

義現實的黑暗以及陰鬱一掃而空72。 

 

像這樣讓學習著試著去概觀『春天乘馬車來』這部作品的發表年次、新感覺派同時代作

家的特徵以及作家的一生，並且整理出前後發表的相關作品的共通點及同時代評價的作品定

位，找出相似的內容，那麼作品理解第一步的立腳點就能毫無困難地固定住了。也就是能夠

提出主題，將問題點定在「夫婦的愛情表現」「生與死」這二點上了。而且還能引發學習者對

於作品細部的疑問，像是先生的「痛苦的決心」的表現方法是如何以新感覺派的「感覺的眼」

來吟味的呢？在這樣的準備作業中，讓讀者定住有如原點的視點，對於作品不僅是給予更明

確的印象，也能幫助讀者塑造出更積極．情緒的學習態度。 

 

3.  累積與分析的階段：本文的構造與形象 

 

在此必須更深入分析的文學作品，是根據作家觀察所累積的人類生活的真實的結果。這

次針對已固定的作品主題及定位，引導進入對作家所提出之「主題」的評價態度。但是這終

究是個目標，是個理想。為了採取分析的思考態度，要將如以下在形象面所描述的人物及事

件特徵拉到「構造」「語彙」上，試著結合，加強事件具有的意義與作品的想像力。 

 

3-1. 構造閱讀的階段：大綱的瞬間與機能 

 

作家對作品全體的構造、大綱的展開下了相當的苦心，作品的主題終究是由一個個的場

景所表現出來的。然後在那當中，各個人物像也表現出清晰的形象。將之重新建立起承轉合

構造的動作，對於更能立體的捕捉作品構造是很有效的。構造的組合方式，必須從以下的範

圍內及效果來把握住。下列圖表是採用了奧田靖雄氏的「大綱」分析法，◆記號是代表學習

者所掌握到最初的立體圖。 

 

 

 

 

                                                 
69 福田清人、『横光利一』、清水書院、1967.1 
70  三好行雄・竹盛天雄『近代文学 6昭和文学の実質』、有斐閣、1977.10 

71  荒井惇見『横光利一』、清水書院、1967 
72  保昌正夫『横光利一全集月報集成』、河出書房新社、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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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的瞬間與機能 

各個瞬間 内容 機能 

開端 

1. 主要事件之前的狀況 

◆娶她，曾跟她家裡經過了四、五年長的折

衝。結婚後，夾在母親和妻之間，那兩年的

時間也痛苦。母親去世後，與妻二人了，她

卻忽然因胸疾臥病在床，他想到這一年來的

艱難。 

2. 事件發生的出發點 

◆二人開始互相責備。丈夫由於看護妻子的疲

勞開始變得呆滯。妻子因為一病不起，晃神

的猜疑襲來，生理上的病痛成為心理上的自

暴自棄。 

A.表現的意味 

◆ 強化情緒性(劇情張力的效果) 

◆妻子對於死亡的不安，以及丈夫非真心的取

悅妻子的應對方式。 

◆ 相反的相對效果 

◆丈夫是理性的、現實的。相對來說，妻子是

感性的、非現實的。 

B.主題與性格的暗示 

◆丈夫他看的是烏龜，妻子看的是松樹。 

事件的發

生 

1. 主要事件的發生 

◆「檻中的理論」 

◆妻子的病 

2. 對出場人物的生活．人際關係帶來變化的重大事

件(新關係的成立或變化) 

◆自從妻子一病不起之後，經濟的重擔全落到丈夫身

上，即使如此丈夫還是為了妻子不停奔波，不但失去

了自由，也變得呆滯，而妻子變得多疑，認為丈夫總

有一天會離自己而去，每天跟丈夫吵架。 

A.對讀者生活上帶來明確的問題提示 

◆兩人總是不斷吵架。 

 

B.描繪出事件的性格所在 

◆爭吵有關「檻中的理論」。 

後續 

1. 在事件發生之後所引起的幾個事件 

◆妻子不滿丈夫的工作，彼此爭吵有關檻中的理論。

2. 事件對相關人等生活與關係上帶來的變化 

◆妻子變得歇斯底里，夫妻間常吵架。經濟的壓迫不

斷襲來。 

圍繞在人際關係的複雜微妙關係開始對讀者產

生作用 

◆ 不顧雙親的反對而結婚。妻子因病造成性

格扭曲，兩人每天不斷吵架。在妻子被宣

告不治之後，兩人停止爭吵，不把時間浪

費在吵架上，自然走向和解之途，確定了

兩人的愛。 

事件的最

高潮 

 

1. 對立的性格的衝撞的最緊張場景(發展的最高潮)

◆在互相爭吵聲當中。吐痰的場面。 

2. 事件往一定方向解決 

◆妻子被宣判死亡之後，彼此的心變得互相敞開。

3. 對主角命運的決定性意味 

◆由於妻子的死使得兩人和解，再度確認了彼此的

愛。 

 

A. 鮮明映照出人物典型的性格所在 

◆ 妻子的「檻中的理論」與丈夫的「痛苦」

 

B. 作品主題呈現出決定性的意義 

◆  對於有如「一根玻璃燒瓶」的丈夫

的「痛苦」的態度。 

問題的結

論（事件

的結局） 

事件發展結果帶來的狀態 

◆兩人到了最後開始安靜的準備面對死亡。安靜地迎

接死亡。認為死是自然的倫常而看得很開。彼此的愛

隨著春天的到來，而開花結果。 

 

A. 提出問題結論。 

◆當走到「她和我已付了所有」的境界時，兩

人的愛到達了「無私」的境界。透過把自己的

愛全部交給心愛的人，兩人的愛變得純潔。 

B. 作家對事件或出場人物的思想．理想．態

度──思考作家的態度及作品的評價問題

◆以細膩的筆觸深深挖掘夫婦間愛與死的體

驗。作家試圖正面面對這樣的悲劇。 

 

以上列的組合重新構成作品的構造，不僅提示了必要的關鍵詞，也有助於擴大對事件以

及人物形象的感動要素。接下來話題轉移到以語彙與表現為基礎的「形象閱讀」階段。 

 
3.2 形象閱讀的階段：語彙與表現 

 

在提示一句關鍵詞時常伴隨著某種程度上的困難。例如與時代背景相關的特殊語彙、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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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句的用法、方言、難解詞彙等等，或是在某個場景中感情的表現方法等各種形式。但教師

應該注意的是，文學教育始終不是閱讀指導或文法指導。因此，筆者在這個階段所舉出的「語

彙」，是更嚴密的僅限定為「關鍵詞」來談論。與本文解釋相同，學習者經由解釋各個關鍵詞，

來學習屬於自己的社會或人生的表象法，但問題是如果能夠一一正確的解讀做為作者的思想

或基本態度結晶的關鍵詞，那麼就更能全體把握住內在的統一性。這種頭尾一貫性的解釋，

因敘事者意識的操作，投射在前後描述的數個關鍵詞上。讓學習者在潛移默化中把握住前提

關鍵詞的統一意義，自然就能展現出有關主題把握的解釋。以下依序檢討 23 位學習者所掌握

的作品關鍵詞以及理解度。 

 

關鍵詞 檻中的

理論 

痛苦 一根玻璃燒瓶 春天乘馬車來 天竺葵 艱難 死 

提出人數 １９ 1３ ５ ５ ３ １ １ 

 
首先引用本文中出現「檻中的理論」處之例文。 

 

①＜她微笑的從檻欄似的床櫺中，望著直冒蒸氣的鍋子。 

「從這邊看起來，妳真像一隻不可思議的動物。」 

「哦，即使像動物，我仍然是你太太。」 

「嗯，是想胗肝的檻中太太。妳呀，無論何時都帶點兒殘忍性。」 

「你才是呢，你理智的，殘忍的，總是想離開我身邊」 

「那是檻中的理論。」 

為了應付她那敏感得連他額上煙影般的皺紋都逃不過她的感覺，近來他總是用這句話來

做結論。雖然這樣，有時她激烈起來，仍常使他招架不住。＞ 

②＜這樣被反詰，他自然說那是她檻中的理論。但果然，這只是我自己為自己而細嚼吞嚥的

痛苦嗎？＞ 

③＜但是他又為了自己休息的理由，一連幾天後悔自己使自己不能休息。為了生活，為了病

人的療養，他在另個房間工作。她卻又以檻中的理論來攻他。＞ 

④＜她的「檻中理論」，和被檻所繫的他的理論，不時衝突，因此她在檻中製造的病態理論的

銳利，把自身的肺組織日益加速破壞。＞ 

 

有十七位學習者認為這句關鍵詞代表了被關在「檻」中生病妻子的被害妄想症，是為了

解除妻子的不安或寂寞的理論，是病態的理論。解釋為「病態的理論」可以明顯地看出這是

以丈夫立場的「他者認識」觀點來領會的。另外，有一位學習者解釋為夫婦兩人所分享的肺

病這種生理的束縛以及不得不看護生病妻子的丈夫的精神束縛。明確地領會到夫婦兩方對照

的自他認識，這是屬於少數派的看法。做第三種解釋的僅有一位，他認為生病的妻子為了和

丈夫對等的面對面，這是一種生命力的表現。這樣的意思解釋也就是以「生的意義」的觀點

來給予註釋的看法。以下是各個解釋分析的內容。 

 

◆這個理論在自己所處的「檻」外並不適用。妻子因為生了病，感到很寂寞，總覺得丈夫會

離去，所以妻子才產生了檻中的理論。妻子的理論是責備丈夫冷淡的感情理論。希望丈夫

在身旁消除自己的寂寞與不安。（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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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有十三位學習者認為「痛苦」是主要的關鍵詞。以下先列舉引用的本文。 

 

①＜娶她，曾跟她家裡經過了四、五年長的折衝，而結婚後，夾在母親和妻之間，那兩年的

時間也痛苦。母親去世後，與妻二人了，她卻忽然因胸疾臥病在床，他想到這一年來的

艱難。＞ 

②＜他從未想到逃避那不斷襲來的痛苦底浪潮，只覺得那種種不同性質的痛苦之浪的原因，

像與生俱來似的。他決心把所有的痛苦如舌頭舔砂糖般，從一切感覺上來吟味舔盡，而

後便知何種味道是可口的。──我的身體是一根玻璃燒瓶，必須比什麼都透明。他想。

＞ 

③＜連在這種莫大的痛苦中，比起妻子健康時，她帶給自己的嫉妒之苦，還是柔和幾倍。和

她健康的肉體比，他覺得這有著腐肺的病體的她，較給他幸福。──這真新鮮，再也無

法找到比這更新鮮的解釋了。＞ 

 

「痛苦」這一詞的意思解釋出現了三種類型。首先是有十位學習者將「痛苦」分成兩類。

由於難以實行工作及生活上的義務而產生的實際苦悶，被強迫接受面對死亡的妻子她的放縱

及絕對的服從的心理苦悶這兩方面的痛苦，認為是主角的心理狀態的看法。這個看法是學習

者領悟出事物的性質及兩方對「生的意義」的接受方式。採取第二種解釋的有一位學習者，

他認為「痛苦」有三個階段。也就是結婚前與妻子家庭間長期鬪爭的「痛苦」、婚後夾在母親

與妻子間的「痛苦」、還有為了維持妻子的生命，實行生活義務的困難。最後，有二位學習者

提出第三種解釋。他們認為自己肉體存在的根本就是心理「痛苦」的原因，也就是主角宿命

的自我認知。以下是各個說明解釋的內容。 

 

①痛苦分成兩部份。 

 ａ(實際的苦悶)為了盡量延長妻子的生命，在實行生活義務上的困難。 

    ｂ(心理的苦悶)由於強迫接受逐漸朝向死亡的妻子她的放縱及必須絕對的服從而出現的悲

哀。纏繞著他的是在實際生活上無法預料的黑暗以及陪伴面對死亡的愛妻所生的心理苦

痛，但他還是超越了自己，試圖以理性的態度跳脫眼前的困境。(十人) 

 

頡取出「一根玻璃燒瓶」這句關鍵詞的五位學習者的觀點又是如何呢？接著來看看本文中的

描寫。 

 

他從未想到逃避那不斷襲來的痛苦底浪潮，只覺得那種種不同性質的痛苦之浪的原因，

像與生俱來似的。他決心把所有的痛苦如舌頭舔砂糖般，從一切感覺上來吟味舔盡，而

後便知何種味道是可口的。──我的身體是一根玻璃燒瓶，必須比什麼都透明。他想。 

 

這句話的意義用三種不同的觀點來看，一是有三位學習者定義為主角對於自己的「痛苦」

的態度，也就是主角的自我認知。二是有一位學習者認為是可說是作家的性情或是宿命性質

的東西，也就是從「痛苦」當中主動地獲得某種生命糧食的作家生存態度。最後，第三種看

法是有一位學習者認為這是為了應付概觀的人類極限狀況的態度。 

 

◆這不僅只是委身忍耐的態度，而是更積極地從痛苦當中獲得某些事物的態度。所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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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比任何東西都還透明的那句話，可以說是身為作者的他的性情。不過，把自己的身體當

做實驗器具，容納所受到痛苦的量也就會有個限度。當超出容量時，他的態度也就不得不

有所改變。(三位) 

 

有五位學習者提出了第四個關鍵詞，也就是標題「春天乘馬車來」。以下列舉本文引用之各

處。 

 
＜「春天終於來了。」 

「哦，好美！」她微笑的把衰瘦的手伸向花。 

「真的好美！」 

「從哪裡來的呢？」 

「這束花坐著馬車，最先從海岸把春天一路撒過來。」 

她接過花束，雙手抱在胸前，蒼白的臉埋在花裡，便恍惚地閉上眼睛。＞ 

 

在最終場景出現這句與標題相同的關鍵詞，也有三種看法。首先有二人認為這是暗示妻

子的死亡。還有二人認為是冬去春來，象徵著作者從「鬪爭」「艱難」痛苦」等等死的脅迫轉

換為光明的希望。最後僅有一人認為是與已經完全準備好面對死亡，像「冬」一般的家庭對

比來到的初春氣味的花束，是漠視了兩人面對死亡的現實，帶有諷刺意味，有些勉強的早春

的到來。以上的三種解釋都與結尾的救贖問題有所關聯。只不過當中的差異只是肯定或否定

罷了。 

 

有三人舉出第五個關鍵詞「天竺葵」。這些人將焦點放在圍繞在出場人物四周的景色描

寫。從植物「天竺葵」的速描效果可以有二種閱讀方式。一是有二人認為這是暗示隨著季節

的變換，妻子的生命力也逐漸衰弱。還有一人認為是暗示在妻子生命衰弱的同時，夫婦兩人

面對死亡的態度。兩種看法都認為與暗示「死」這個主題有關。但後者對於出場人物的心理

狀態與態度的變化，看得出來有加以考察。 

 

◆時間流逝，寒冬到來。原本枯萎的「天竺葵的莖似乾繩般的交纏在地上。」妻子的身體也

彷彿枯萎般漸漸惡化。橫光與妻子君之間的爭論也從這裡開始。也就是「檻中的理論」與

橫光的「看護」的理論間的鬪爭。 

這是發生在晚冬的事。這時醫生告訴橫光說「尊夫人已不行了。」由於太過驚訝使他無法

接受事實，但在他看到了妻子的樣子就有了覺悟。「已不行了」的妻子「表情並不悲傷的默

默望著天花板。」此時的君或許已經準備好面對死亡了。她的身體似乎就像天竺葵的莖一

樣地衰弱了。 

作者以天竺葵的樣子來暗示妻子的病以及兩人面對死亡的態度。(一人) 

 

接著是第六個關鍵詞「艱難」。這詞彙是由僅僅一人所提出來的意見。他的著眼點位於主

角夾在妻子與母親之間的過去、母親死後妻子卻又患上肺結核等作者的不幸事件上。 

 
娶她，曾跟她家裡經過了四、五年長的折衝，而結婚後，夾在母親和妻之間，那兩年的

時間也痛苦。母親去世後，與妻二人了，她卻忽然因胸疾臥病在床，他想到這一年來的

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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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理所當然會被提出來的「死」這個關鍵詞的表現。雖然只有一人指出這個語彙，

但如下列此人所具有前後構造化、具有邏輯的閱讀方式是更須注意的地方。他認為對於「死」

的態度變化存在於整編作品中，掌握住一邊與死亡反抗，一面又必須接受死亡的心理變化。 

 
◆關於妻子的死，最初與最後的態度有相當大的變化。剛開始他對於妻子的死並沒有太大的

感覺。在兩人的對話當中，妻子常常任性的說「我，死了也沒關係。」「你若這樣冷淡，我

倒不如死了的好！」他看到妻子經常把「死」掛在嘴上，反而更不明白「死」到底是怎麼

一回事了。 

接著，隨著妻子病情的惡化，變得連看都無法看一眼她喜歡的雞胗肝。她說「我寧可聽一

段聖經。」人在求助於宗教的力量時，大都是自己感到不安、悲傷的時候。所以從此時夫

婦才意識到「死」。 

最後，某天醫生宣告妻子將死，剛開始他從吟味痛苦這種積極的態度中逃了出來。對於喪

妻這件事，他實在是悲傷到無法致信。「如果就這樣一直不要見到妻，不要見她，感覺上會

以為她一直活著。」「死是什麼呢？只是見不到而已，他想。」在最後的日子，夫婦兩人雙

方互相能夠給的都已給了，剩下的已什麼都沒有了。所以兩人已完全的接受死亡，毫無所

懼了。(一人) 

 

4. 統合閱讀的階段 

 

本文的描寫原本就是註解的對象，要和某個語彙生成連結，必定也要有作家本身濃密的

呼吸交替運動。諸如此類的語言表現，對正確地解讀「語彙」具有某種程度的權威性。在本

文解釋時，與語彙前前後後出現的頻率無關，應該要給予一定且統一的定義。為了引導學習

者作正確的解釋，要更著眼於頭尾一貫的解釋。但對於此種「解釋分析」的基準，＜是以近

代以後的實證經驗科學為基礎。這種情形的「分析碼」就是基於文藝學或批評理論的作品分

析法，並且是絕不動搖非常堅固的組合。一般而言，以構造論(設定、事件、大綱、架構、伏

筆)、鏡像觀看論(作家與敘事者、同化與異化、焦點人物與對象人物、一人稱觀點與三人稱觀

點等等)、表現論(反復、對比、文體、印象語、比喻、音喻、象徵、倒裝、誇飾、省略、韻律、

表記、句點等等)、人物論(主角、對手、人物像以及這些人的變化、內心的轉換點、人物的稱

呼等)、文體論(敘述語氣、文末表現、作風等)為基準的作品分析法較為有力＞
73。這種閱讀方

式剃除了讀者主觀的觀點，以更演繹的．客觀的「作品分析法」為基準，依各個不同作品所

適用的理論找出定義來。但就算學習者好不容易經由「構造閱讀」與「形象閱讀」達到一定

的作品理解，一旦進入對統合主題與批評閱讀的「統合閱讀」階段，就很容易陷入作品脈絡

中恣意且錯誤的理解。為了避免發生此類事態，教師必須盡量在最後階段引導學習者有能力

感性地去解讀存在於各個文脈「分析碼」背後的基盤。 

 

4-1.文本解讀的統合 

舉例而言，透過抓住像以上的關鍵字，學習者對於「夫婦的愛情表現」和「生與生」這

                                                 
73 鶴田清司 「『とんかつ』の＜解釈＞と＜分析＞──聖と俗の交差する世界」『＜新しい作品論＞へ、＜

新しい教材論＞へ ６』、田中実・須貝千里編著、右文書院、19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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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主題把握的解釋究竟是如何表現的呢？對於像「自他的相互關聯」與「生存的意義」是

什麼原因讓他們感動的呢？有沒有可能讓學習者知道如何對峙夫婦間的糾葛及和解的過程

呢？透過檢視學習者的感想與統合閱讀的方式，以此部作品的整理報告為限，做為異文化的

理解，本文解釋大致可分為三種傾向。也就是成立於統合作品的構成與人物上的「構造閱讀」、

掌握住主題相關的關鍵詞，以「他者」的對比觀點所支撐的「吟味閱讀」、可看出觀點的空白

的「類型化閱讀」等三種本文解釋的類型。 

 

構造讀閱 吟味閱讀 類型化閱讀 

①夫婦的心情表現及關

係融洽的變化 

①對妻子的「檻中的理論」

與丈夫的「痛苦」的心理

變化 

①夫婦愛的達成與死

的超然 本文解釋

的類型 
②結合季節的進行及景

色來描寫夫婦兩人的心

情變化與態度 

②最初場景的「松樹」與最

終場景的「麝香碗豆花」的

融合效果 

②丈夫看護的態度 

 
提出「構造閱讀」①的「夫婦的心情表現及關係融洽的變化」之解釋的人，掌握住隨著事

件進行的作品段落．構成的「構造閱讀」。另外，做出「構造閱讀」②的「結合季節的進行及景

色來描寫夫婦兩人的心情變化與態度」之解釋的人，重點是特別放在由夫婦對話所看出的愛情

表現以及後半部為死亡做準備的地方，並且著眼於有關主要人物細部的周圍背景以及動的．靜

的變化，在表現效果上，成功地一口氣概觀了全體的「構造閱讀」。他們掌握住了各段落．構成

的把握及整理(「構造閱讀」)。    

 

①這部作品從冬天到春天──結合季節的進行描敘兩人逐漸變化的心情及關係。這是個感覺

到冬天腳步將近了的初冬。枯萎的天竺葵，暗示了健康時期的妻子與現在躺在病床上的妻

子，兩者的影像相互重疊。在「檻欄似的床櫺」中動彈不得的妻子，責備丈夫的＜冷＞，

希望他旁在身旁的「檻中的理論」是有點被害妄想症(病態的理論)的理論。就是因為妻子

無法再和丈夫長相廝守，所以才那麼任性地想要認自己是被愛的。他為了妻子去買新鮮的

胗肝，盡可能用各種完美的形容詞來增進妻子的食慾。隨著妻子病情的惡化，他終於必須

無時無刻待在妻子身旁。漸漸感到疲憊的他，持續看護著妻子，照顧妻子。他以實際的行

動代替他難以啟齒的話語。看到丈夫的樣子就猜想到醫生已宣告自己不治的妻子，覺悟自

己已無法活著向丈夫「報恩」，終於對他坦白心中的肺腑之言。隨著冬天的行進，妻子的

病情更加惡化。妻子再度確認了丈夫的感情，靜靜地凝視處於身邊的「死亡」。他為了面

對終有一天來臨的喪妻之日，做好了心理準備。所謂「早春」，就是在「鬥爭」．「痛苦」．

「艱難」之後的「早春」。兩人互相讚嘆麝香碗豆花很美的瞬間，就是夫婦倆最幸福的時

刻。 

②作者特別以季節的流逝、景色的描寫來描繪心情的變化。 

A.初冬－｢海濱松樹颯颯作響。」 

    在文章開頭出現的枯萎天葵，暗示了妻子的樣子及現在躺在病床上的妻子的樣子。他為

了不傷到她，試圖轉換柔和的話題，他甚至從未想過要逃避不斷襲來的痛苦。主角就如

同理性的從痛苦中獲得些什麼的玻璃燒瓶一般，決定要比任何東西都還來得「透明」 

 

B．「海風從水平線上終日吹來，已是冬天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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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節流逝，冬天終於來了。妻子的病情惡化，但仍然有食慾。對於繞著「檻中的理論」

打轉的妻子，主張自己為了維持生活必須離開妻子工作的正當性的「理論」。 因痰、激

烈腹痛及發作時而苦的妻子，總是在檻外冷靜地責罵在身旁看護自己的他。 

 

C.「院子裡的草地被冬天的海風吹枯了。」 

       某天，由醫生口中得知妻子不治的他，就「像一件貨物」似的隨著車子的擺動一路被

顛著回來。他想要就這樣不要再見到妻子。不見到妻子的話，就覺得妻子好像還活著一

樣。他變得想要從現實逃開的消極態度。妻子甚至寫好了遺書，要他在自己死後再拿出

來看。相對於妻子的冷靜，他還沒準備好接受妻子的死去。 

 

D.晚冬－「天竺葵的球根掘出後，扔在花壇石頭旁被霜凍爛了。」 

    球根「被霜凍爛了」，再也無法開出美麗的花朵。妻子的病情更加惡化，妻子對於終日的

痛苦大都是一語不發。他為了守護妻子內心的平安，便朗讀聖經給她聽。兩人就有如枯

萎的一對根莖，終日沉默以對。現在，兩人已準備好面對死亡。再有什麼事情發生，也

不會感到畏懼。他們已超越俗世眾生的世界，變得「清靜無為」了。 

E.早春－「春天終於來了。」 

某天，他收到友人送來的一束麝香碗豆花。長期受到寒風襲擊的家裡，初次早春到來了。

她接過花束，雙手抱在胸前，「蒼白的臉埋在花裡，便恍惚地閉上眼睛」，這個動作暗示

了「死亡」。那是無法用鮮明的花束所覆蓋住的。作品的結尾方式真的是太美了。 

 

接下來所整理出的統合解釋，是掌握住主題相關的關鍵詞，以「他者」的對比觀點所支

撐的「吟味閱讀」。在「吟味閱讀」①所見，他們將主要的焦點放在對妻子的「檻中的理論」

的爭吵與對丈夫「痛苦」的態度變化。關於主題的「愛與死」的認知變化，透過「語彙」將

重點放在「吟味閱讀」上。接著在「吟味閱讀」②的解釋上，他們著眼於最初場景的「松樹」

與最終場景的「一束麝香碗豆花」的融合效果上面。這樣的感想，並不是不可理解的批判妻

子的「檻中的理論」，也不是同情丈夫的「痛苦」。更不是單純的責難冷酷的「死亡」。倒不如

說是冷靜地指出，在這樣的極限狀況下人們所存在的不確定性──從爭鬥到面對現實──所

產生的「生存痛苦」的問題。他們甚至注意到結尾的各個地方，對於極致的救贖問題表現出

思考性的閱讀及關心。讓這些學習者將閱讀過後的印象統整出主題，對同一作家的關聯作品

或同一課題產生興趣，他們是有潛力的學習者。這類的學習者具有能夠到達最終目標「發展

閱讀」的特性。 

 
①因生病而神經敏感，變得任性的妻子常常拿出「檻中的理論」來和他爭吵。在這種時候他

對所生活所有的痛苦，完全沒有逃避的心理，反而認為就是因為活著才會有痛苦，並且抱

持著積極的態度玩味著痛苦試著嘗盡所有滋味。在後半部，因看護妻子以及生活的壓力不

斷堆積，令他感到很疲憊。之前極積面對痛苦的態度也產生了矛盾與變化。妻子被宣告不

治之後，他那積極的態度完瓦解，他想要逃避現實。但此時妻子反而冷靜的準備迎接死亡。

看到這樣的妻子，他也逐漸變得能夠毫無遺憾的接受妻子的死。最後，就如同冬天過去，

春天乘馬車而來一般，兩人的痛苦消失了，而幸福終於來到了。 

   

②在兩人的對話，有關「松樹」的對話，生病的妻子完全不明白兩人的差異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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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的痛苦，只是躺在病床上任性地對丈夫做無理的要求。生病的妻子和看護

妻子的丈夫經過許多爭吵，最後看見一束麝香碗豆花，造成融合的效果，本作

品的構成，大部份在於兩人的互相爭執。最後，丈夫及妻子對麝香碗豆花發出

「哦，好美！」「真的好美！」的讚嘆，共有「好美」這句話的兩人到達真的融

合，完全解除了兩人在最初的「松樹」的差異。 

 
接下來看到第三項「類型化閱讀」的①，有一些學習者提出「夫婦愛的達成與死的超

然」，以及②的「丈夫看護的態度」的看法。①的解釋是將最初的感想適當的大致整理。

學習者表現出對夫婦愛情表現的感動。當然這是因為在解讀出「愛與死」這二大主題之

下所湧上的感動，這種感動是很重要的。學習者從頭到尾執著於「檻中的理論」，面對死

亡的夫婦倆經過苦惱，結果超越了死亡，與春天明亮的形象結合，到達融合的結局，他

們充分理解了作品的構造。②的解釋可以說是無法針對夫婦的對立及糾葛的主要原因做

詳細考察的類型化閱讀。但此種作品理解僅止於主角克服苦惱的盡頭，並不是學習者本

身的苦惱與克服。在此值得質疑的是「雖然深深被感動，但有可能冷靜地從表面關鍵詞

的漩渦中跳脫出來嗎？」這個問題。這感想只表現出過於簡單的共鳴而已。給人的印象

只是凝視那樣的苦惱與共鳴、給予新的自我發現的契機、改變學習者自身的東西(顛覆既

有的價值觀)、促成新的「疑問」罷了。 

 

①雖然妻子很任性，但並不表示她不愛她丈夫。事實上，妻子也很愛她的丈夫。因病產

生不安的心情，妻子總是拿「檻中的理論」來責備、責罵丈夫，實際上她是用這種方

法來引起丈夫的注意。因為自己是將死之人，害怕自己會被丈夫拋棄，所以才會說出

完全相反的話來刺激丈夫。，如果丈夫激動地回嘴的話，自己就能感覺到被愛的感覺。

明明愛著丈夫，卻又說一些殘忍的話的妻子，其實內心是非常矛盾的。這都是因為「生

病」的關係。 

 

②本文中寫道「冒著風沙，他每天跑兩趟，尋買給妻吃的新鮮雞胗肝。」我認為這是一種愛

情表現。為了生病的妻子，盡全力去買妻子喜歡吃的東西，在現今的社會已經非常少見

了。另一方面，令我最感動的是「他的一隻手擦著她全身流出的汗，另隻手擦她口裡的

痰。」的這個部份。因為對我來說，這才是真正的愛情表現。有時在電視上常看到丈夫

為了半身不遂的另一半而任勞任怨的新聞，我都會很感動，也曾為此而流淚。因此在這

個地方是我印象最深之處。 

 

4.2 詮釋的糾葛與混亂：典型及批評意識 

 

一路看著學生們各式各樣的解讀於此，首先注意到的是缺乏批評性的「問題意識」。也

就是說，就算讀得懂文字的意思，對於存在於文脈及形象背後，例如作家個人的人性理解與

社會認知的妥當性，缺乏疑問的意識。事實上，外語學習者傾向於無批評性的以完全讚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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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度去閱讀。結果學習就容易僅止於感性的解讀文字表面的意思。那麼，要如何做才好呢？

如果將作品評價的頂點，限制在一定的類型裡，那麼學習者就有可能會在這範圍內喪失價值

判斷的再生。不要讓學習者只滿足於正確的解讀，為了要引導出學習者「質疑」的能力，更

要不斷地反覆質疑作家的文體表現(描寫)方法以及主題。透過以上詳細的分析，為了避免僅

限於一種作品評價的讀解主義，必須把發現新價值的「質疑」放進指導方法裡。雖說文學是

以「語彙」所組成，但那只是一種手段，最後所追求的是我們對於現實世界有何關聯，此類

的生存姿態的疑質。指導者在最後階段，必須要注意學習者對於決定性的正確答案的堅持程

度及適當性。 

 

但是，如同先前所述，為了使學習者區分作品的「解釋」與「分析」，使用了「構造閱

讀」（主題、事件、大綱、構成）與「形象閱讀」(人物、心情變化、關鍵詞、事件的解決、

救贖的可否、文體表現)等客觀的解讀方法。根據這種方法，可以在某種程度上避免將自己

的生活體驗與作品裡的世界重疊這種主觀性的解讀。那麼最後所提出的作品評價，當然就會

變得比最初的「解釋」更加豐富，更加有深度了。不過，像這樣的評價也往往會忽視以上所

談的學習方法，很容易急躁地陷入錯誤的理解。為了避免這種批評的過剩與不足，最重要的

還是要巧妙地組合上述的「本文解釋」與「分析」。以下舉列來試著檢討如何有效地統合下

列的評價。 

 

①感到最痛苦的應該是丈夫(橫光)吧。看護妻子，卻又不得不掩飾即將失去妻子的不安。不管

感到如何不安，還是得冷靜的面對痛苦的現實，繼續看護妻子。所以我認為或許真正害怕，

真正感到寂寞的，並不是妻子，而是丈夫。我的阿姨在二年前罹患了肝癌，隨著阿姨病情

的惡化，入院的次數變得頻繁。但相反的我們的心情卻越來越平穩，那是因為我們希望在

有限的時間內，盡量取悅阿姨。未來的事情誰也不知道，最重要的是要好好地把握現在。

雖然現在只要想到阿姨的將來就覺得有點悲傷，但我們已經不感到害怕了，因為該給的都

已經給了。 

②「死是什麼呢？」橫光這麼問自己。我也擁有相同的疑問。人在不得不面對死亡的時候，會

變成什麼樣子呢？為什麼人對於死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呢？橫光在「春天乘馬車來」這部

作品中，向我們丟出了這個問題。我認為死並不可怕，可怕的是人的心。如果能以平常心

來面對死亡的話，那麼橫光的妻子君或許就能夠靜靜地度過最後的人生。但是身為一般人

的我們是不可能做得到的。這永遠是個無解的問題。 

 

對於作家所捕捉的生活現象的本質，以自己的認知方式來虛構、創造作品的新世界。因

此，對於濃縮在作品世界裡一種典型的價值判斷，讀者應該要如何給予作品評價呢？作家的

思想是時代的產物，在作品中的事件是根據作家本身所提出的特殊體驗，所以那些感想絕對

不是不變的真實。因此，在最後理解的階段所應該追求的是和同一作家其他系列作品的關聯

性，也就是必須觸及到去概觀作家的特徵與文學史的觀點。但是對於在作品世界裡所提及的

生活事實，在跟學習者本身的生活結合之下，對於作家的現實必須採取批評的態度。一旦學

習者必須由自己的立場來定義作品的思想，這就已經不只是一個外國作家的現實生活，也是

將組織化的「主題」「關鍵詞」來固定的精密語言學習，與生活實踐所做的結合。在結束這種

檢視過程之後所提出的「自我評價」，就絕對不是主觀的自以為是的自閉的東西，而是更進一

步的碰觸到普通人真實的生活，同時透過有機的關係，發展至異文化的新發現。不僅如此，

從結論中所整理出來的學習者報告當中，增強了對文學作品的信賴感與喜愛，也擴大了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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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以思考的態度引發了研究觀點。也刺激了具體化的問題意識，更加深了對同個作家．同

個主題．同個時代的關心，讓學習者在教室以外的地方也能自行「閱讀」，並且結合學習與創

造等閱讀的擴大與發展。 

 

5. 語文學習與文化學習：文學語彙的力量 

   

在外語教育的場域，閱讀文學作到底有什麼意義、應該把學習目標及指導依據放在什麼

基準，現今這些都是棘手的問題。依照日本的文學教育，有人提議說「要修正以往偏重詳細

讀解文學文章，要加強指導學生擁有自己的想法，並具有敘述邏輯意見的能力，還有因應目

的或場景適當表達的能力，為了達成此目標，要確實養成學生讀解的能力及喜好讀書的態度。

例如讓學生充分練習演講或說明事情、互相交談或討論、寫信、整理記錄或報告等等。」
74。

也就是說日本的國語教育中的文學教育，一改以往的詳細讀解，轉變為培養更實用的語言能

力。並且新的學習指導要領也承襲了這個方針，將「說、聽、寫、讀」放在學習目標的最下

位。連日本方面對文學教育的改革方向也顯示出對於「文學閱讀」的懷疑。 

 

「日本名著選讀」這一個科目，在台灣的大學日文系裡，是以學習高級日語為目標，當做

認識日本的教養科目，大致編排在大三或大四的課程裡。依單純的表面認識而被定位的「日

本名著選讀」，具有被空洞化的危險宿命。只要所謂實用的語言能力停滯於學習的層次上，對

於教師以及學生都非常容易偏向詳細解讀表面的文章之教學方式。所以，對於語彙的學習無

法跳脫出初級階段的統一性，甚至不論是擁有個性的多樣批判意識及東西，與隱藏於社會的

「他者」相關的「生」的邏輯認識，都沒辦法做到。結果不僅造成對日本文化沒有自覺性，

更導致成沒有發展性的封閉狀態。 

 

的確在現今情報化、消費化、外國文化的植民地方化浸透的社會上，我們生活在將自己

國家的社會認知，甚至是世界認知均質化、片斷化的危險當中。易被輕視的「文學閱讀」總

被錯認為是外語學習者為了學習到更精緻、更實用的語言能力的學習方法。頂多被當做是「記

號」的「文學語彙」，在日本的文學教育裡，或是在外語中的文學教育裡，大概也是被定位為

相似的位置。對於發生在自己四周的所有事件、他者的存在、以及社會認知，依表現行為所

蘊釀出來的自我認知、對同質化及相對化的自我意知的運作方式等等，這個冷淡的社會阻礙

了在與他者之間的關係中，自我所動搖的內心世界主題的再構成。因此人們越來越被牽引到

扭曲的自我掌握的方向，被困在無法譬喻的「不安」裡。要怎麼做，才能將被提示的他者，

也就是作家的觀點當成有效的類似體驗、或是好好咀嚼存在的意義，以及去理解潛藏於現實

社會深層的「生的意義」、「生存的概念」呢？存在於語彙內部的力量是很重要的關鍵。 

 

因此，筆者在教育的現場再三強調以吟味「語彙」為中心的「他者認知」．「社會制度之

理解」的文學教育。隨著與文學語彙相遇，能夠喚起深切的感動及批判的意識，切入作品構

造的框架，進一步地透過語彙的力量，重新質疑各個人物的生存方式。所以筆者在此，首先

避開了以往文學作品詳細解讀的方式，提出有別於實用語彙的「文本閱讀」。並且為了避免「閱

讀」的封閉性的事態發生，希望可以正面地掌握住根據關鍵詞所做的各種解釋。 

 

                                                 
74 教育課程審議会「中間まとめ」19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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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看到「心是人生最大的戰場」這句廣告詞。在夏目漱石《心》這部作品就曾表現

出駕御我心的困難度，如今就更不用強調了。至於要具備什麼程度的語言能力才算夠的這個

問題，並不是隨便統計幾個數字就能夠說明。所有的語言表現，不用說都是社會所共有的一

種約定俗成的東西。培養出具有自由運用的能力，在日語教育的場域是沒有例外的。但是真

正的人性理解、在自我當中的他者這種自他認識以及世界形象，是更大的世界性的約定俗成。

透過有力的表現方法，去確認生存的意義，才是文學語彙的最大力量。，因他者認識而生的

自我的再發現以及再檢討，是在文學教育的過程中必須好好掌握的。 

 

就如以上學習者的學習過程所示，可以看出非日常性的語彙也會造成困惑的現象。就算

是解釋共同體或文化共同體也對於非日常性的體驗及語彙問題議論紛紛，那麼，外語學習者

要達到什麼樣的內在作品理解才算適當呢？舉例來說，這部作品裡「死」的壓迫狀態和夫婦

吵架的形式以及文體表現的背後所隱藏的作者的創作意圖等等，只是單純的對主角而言嗎？

在文學的虛構當中喚起了這種問題意識，相反地將概念化的文學語彙及描寫具象化．具體化，

我希望能以這種豐富的感受方式做為文學教育的目標來教導學生。所以學習者所追求的收

穫，並不是一些教訓或主題。就算是以隨便得態度來瀏覽「構造閱讀」也沒關係。我希望能

教導學生的是在讀完文學「語彙」之後，能夠深切地加以反覆閱讀玩味的課程。文學教育是

為了讓學生讀解出意義深遠的語彙的教育。因此有些表現上的錯誤並不重要。 

 

我所做的結論，就是透過「構造閱讀」以及「形象閱讀」的把握方法，必須從個別的他

者體驗，靠一般意義的自他融合(在這裡的情形並不單純意指作品中糾葛的自我及他者)，明白

表現出更有效的語彙意義，實際感覺到事物的本質。在文學的世界裡所描寫的人物形象大都

是不完全的。在結尾處並不一定能帶來唯一的救贖。對於此種人類的存在，一方面不斷地湧

上疑問意識，文學教育也提供了一個模型。我相信將來新的「質疑」並不會只停在僅限一次

的閱讀體驗，這個漩渦會漸漸擴大，期待能夠看到繼續發展的異文化體驗的樂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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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性別他者與文化他者：林芙美子〈晚菊〉 
 

1.何 謂 文 本 ： 文 本 分 析 方 法 的 變 遷  

1-1. 讀 者 論 的 復 權 ： 符 碼 論 /文 本 論 的 封 閉 性  
 

三好行雄於昭和 42.6（1967）作品論『作品論試解』（『作品論の試み』），

曾留下一句名言，將以往以鑑賞角度解釋的作品論比喻為「就像沒有出口的房間一

般」。三好行雄的新解釋將分析對象的文本，無止境的顛覆讀者的感動或執意想法，

使讀者所創造的「深入觸及」即恣意的解釋與批評成為可能。如此具多樣性的作品

論，一方面也意味著，將作品從作家的絕對權威性地位分離，視「文本」為「允予

可能的複數性」，除了語言的實體性之外，也試著將當代的生活、現實與事件等歷

史學上的定位作為批評的根據。 

 

之後，羅蘭巴特的文本概念（『物語的構照分析』，昭和 55.11，水篶書房）吸

引了許多日本的研究學者，究竟巴特與三好行雄的「文本」概念不同在於何種問題

意識？巴特的文本指的是「還元不可能的複數性」，如此絕對恣意的「爆發」及「散

佈」，與讀者間無法有「意思的共存」，複數的擴大為「意思的複數性」。假如認同

讀者的多樣性解釋，那麼文本最後就僅只是「單一物質的片斷」而已，這就是因讀

者的行為否定了窮極絕對世界的意味，此一解釋的根據、教育的意涵。然而，巴特

的「文本」解釋方法，原本深層裡就潛藏著一種「滅神」的虛無主義存在。 

 

的確，自三好行雄的理論以來，經巴特的文本理論，現在的文學研究及文化研

究，可以說已經完全顛覆以往的鑑賞作品角度，在文本理論上有了一定的完成。即

是，使讀者主體創造的分析與批評成為可能，基於一種讀者復權根據上的理論。因

此，1980 年代以降，取代作品論的是記号論・文本論，研究學者各自站在不同立場

上，展開各種不同解釋，開創了讀者論的時代。對於如此將「作者」作為看不到的

「制度」而加以排除的文本理論，早先對「作品論」的自律性持有懷疑的前田愛在

『近代讀者的成立』作了先驅的研究，再來從文化記号論・ 文本論的立場，首先提

出諸如『都市空間中的文學』（『都市空間の中の文学』筑摩書房，1982）的課題

加以強調之。龜井秀雄重要性的指出記号論・文本論等構照分析「只能寫出自我封

閉性（自閉症）的自己完結的作品論」 75，對文本論的無方法與恣意性帶來省思。 

在這十幾年間，在日本近代文學研究領域裡，女性主義文學批評大為盛行，欲

闡明「文本背後看不見的制度」，提出串連環繞在文本周遭的社會與歷史的諸多論

述的概念。龜井秀雄的見解在於，為了克服文本論方法的「自閉症」，「研究作者的

表現主體性如何的在表現上使之對象化，必須嚴密的審視敘述者的認識＝指示構

照，以及表現＝自己意識的展開」。 

 

                                                 
75 龜井秀雄『感性的變革』（『感性の変革』），講談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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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本分析的課題：「共同體」脈絡（Context）之掌握  
 

至於在作品的文本分析之際，應基於何種概念劃定「作者」像才妥當呢？諸如

上述的「文本分析」的方法，一旦帶入到文學教育的領域時，在置於教育與文學研

究中間的立場上，對於身為讀者的學習者，應追究如何的「文本分析」方法，為有

之必要。田近洵一在「讀書行為論」中提倡「文本的搗毀・再生」──「自我內在

的文本」（「自己化的他者」）此一文本分析方法，諸如以下敘述。 

 

讀者要超越既成的觀念或自己的主觀與他者相遇，必須以現象成立的內

在文本的搗毀・再生為目的，如何達到此一目的，就只有回歸追究創造出文

本的話語，再來追究文本與原作品的關係。對於主體內部的自己化的他者（＝

文本），可以說至少文本範圍之外的原作品是無法自己化的他者。藉由重新

審視文本以及原作品的關係，讀者就能超越主觀性。此時，自己化的他者，

意即「自我內在的文本」會持續不斷的變容下去，這也就是所謂的＜閱讀分

析＞76。 

 

對於所謂的「滅神」
77的文本解釋，田中實與上述田近洵一的「內在的文本」見

解持相對立，將＜原文＞（原本的文章，此一文字的集合體，相當於無主性巴特文

本概念）與＜文本＞（原本文章為讀者所意識化的現象關係概念），前＜文本＞（將

文本中顯現的原文的影、讀者的價值觀・世界觀再構成的概念）相互間設置差異點，

提議「追求新民主主義的主體，即『夢的讀者共同體』」。 

 

所謂的＜原文＞，對讀者而言是永遠「不可能到達的《他者》」，這個不可

能了解的《他者》身影＝與前＜文本＞的糾葛為＜作品的意志＞作用所在。

這個作用力引起糾葛，讓讀者既存的生的形體瓦解，最終引領出宇宙生命中

共通的「命」。＜本文＞與＜原文＞的相異，這個細微所見的作用發現正是

閱讀分析中＜主觀－客觀＞架構轉換具體的關鍵所在。如此一來，這就是通

往文學與文學教育再生的道路。（略）為了將文學活化與再生，一方面了結

傳統戰後民主主義的近代的自我，另一方面認清後現代主義一直以來在上方

追求新知，朝向追求超越這雙方的新民主主義的主體『夢的讀者共同體』，

相信這就是筆者之後應走的道路
78。 

                                                 
76 

田近洵一「讀書行為論的課題」（「読書行為論の課題」）座談會「閱讀的無主狀態如何超越－所

謂的原文為何？」（「読みのアナーキーをどう超えるかー＜原文＞とは何か」）、田近洵一・田

中実・須貝千里、2000.7.16教育出版會議室、『文學的力×教材的力』（『文学の力×教材の力』）

理論編所収、Ｐ68-Ｐ110教育出版、2001.6  

77田 中 実『 文 學 的 力 ×教 材 的 力 』（『 文 学 の 力 ×教 材 の 力 』）理 論 編 P23、教 育 出 版 、2001.6「 文 學 作
品 的 價 值 是 透 過 ＜ 語 彙 的 構 造 ＞ ， 受 動 讀 者 與 讀 者 的 價 值 世 界 對 峙 ， 使 之 變 革 。 所 謂 的 ＜ 本 文 ＞
為 何 ？ 讀 者 所 捕 捉 的 對 象 是 否 為 絕 對 實 在 的 想 定 ？ 還 是 非 在（ 虛 無 主 義 ）？ 這 個 也 與 “ 神 的 作 用 ＂
此 一 神 學 問 題 相 重 複 。 假 如 正 面 持 續 對 視 恐 怕 使 人 發 狂 或 自 殺 ， 向 某 空 白 誘 導 的 難 題 。 自 此 ， 才
有 了 世 界 為 何 ？ 自 己 為 何 ？ 的 疑 問 ， 可 以 說 開 始 有 了 對 文 學 作 品 的 文 章 “ 閱 讀 為 何 種 行 為 ？ ＂ 的
疑 問 」  

78田中実「原文此第三項」（「＜原文＞という第三項」）『文學的力×教材的力』（『文学の力×教

材の力』）理論編P55、教育出版、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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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本閱讀之異文化理解 

2-1.參照他者之自我觀照 

 

接下來再從心理學的視點來觸及與他者之間作為傳達手段的話語（自國的意味

世界的規則、語言活動的規則）的共存條件。特別是外國學習者，此特殊的讀者的

立場來他者理解（作品世界呈現的外國作家，以及外國語的文章表現、人物像的異

質性、事件的特徵，主題的不可解面等總括的異文化理解）之時，究竟應以何理解

為目標？如何才能達到他者理解？欲試著探討自他認識的內面構照，以及理解過程

的方法。 

 

全球化所帶來的社會現象，與他者長久由語言而共有（連帶）存在為困難，原

本欲理解他者就是件極難之事，個個的理解是獨善的理解（？）情況時，理解就需

依規則而決定行為的不可能性，此一似是而非的論點。加以追究的話，這個論點不

僅是規則的理解是呈多義的，無法與他者有相通的話語，也就是由於意味著相互意

思溝通的不可能。1990 年代以後，在集團之中，自律且孤立的個人存在為過度的絕

對，集團的同調性呈顯著的話，關於個人與全體，自己與他者等，就意味著複數眼

光的思考（平衡感覺）是衰退的。將心理學的「理解」依照維根斯坦 79的理解概念來

思考的話，與「熟能生巧」這一句諺語所顯現的行動樣式是一致的，理解生成的基

本條件是本人進入充滿應理解的規則世界，融入那世界的「生活形式」。 

 

原來「融入」與「進入那世界」是理解生成有效的方法。但是，對於異文化世

界 的 住 民 而 言 ， 進 入 到 所 謂 的 「 同 質 世 界 」， 比 起 相 同 國 家 、 人 種 、 文 化 的 人 ， 就

成 了 很 大 的 難 題 。 即 便 如 此 ， 為 了 避 免 陷 入 自 己 矛 盾 的 「 獨 善 」， 我 們 應 該 如 何 在

眼中看見「他者」？在此，進一步的來介紹盧曼
80的教育溝通傳達概念。盧曼所說的

溝通傳達指的是，對於一定的環境，心的系統選擇情報、發話行為、理解，這三層

的選擇過程。盧曼的溝通傳達理論上，超越上述的維根斯坦理論的是「藉他者參照

行自己反照」，發現到這一個社會的溝通傳達契機。他從觀察之觀察（理解之理解）

發現到質疑意味世界的規則（語言活動的規則）的契機，也從社會的溝通傳達發現

到這個觀察之觀察的契機。我們即便依照各自依循的規則來觀察，那就僅僅只是「獨

善」意即自我矛盾的產生，為了從自我矛盾逃離，我們應該以什麼為主題？如何的

來觀察主題加以觀察？這個觀察之觀察（第二回觀察）要藉由觀察絕對無法敘述的

他者──誠如盧曼所言「絕對是無法傳達的自己環境」──才為可能 81，也就是思及

他者的自我提及，歸根究底只有他者參照使自己豐富，使自己反照（對獨善、自我

矛盾的批判）成為可能。所謂的「他者」指的是，我眼中所呈現的他者像，意即我

（眼中的形象），這樣的「他者」並非真正的「他者」。將他者視為他者像呢？或是

                                                 
79 「由於任何的行為方式也能與規則劃為一致」（Wittgenstein 1968＝1976:I §201） 

維根斯坦以「心」為前提，「以心傳心」這句日本の俗諺，如同「模仿」這個古典的概念所暗示

的並非與他者的心在何處有所共鳴的心。 

80 ＝Luhmann 1984:280 1993:110-120 
81 Luhmann 199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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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全的他者來思考呢？藉此大大的改變溝通傳達的本質。將他者以完全的他者來

思考時，只要無相當的情況，溝通傳達就能活性化。藉由先前的他者參照所行的自

己反照是依參加者相互作用使然。 

 

身處在全球化現象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以前的共同體受到激烈的侵蝕，親密

關 係 的 喪 失 ， 因 此 突 顯 出 「 與 他 人 無 關 就 是 幸 福 」， 此 一 想 法 是 現 代 社 會 最 大 的 特

徵 。 如 此 充 滿 虛 無 主 義 的 否 定 的 「 他 者 認 識 」， 如 何 的 將 之 逆 轉 為 受 到 期 盼 的 。 對

「他者」的教育首先需要理解「他者的理解不可能性」。「合意」──自他的融合到

何 程 度 為 可 能 的 期 待 呢 ？ 這 個 與 徹 底 的 承 認 他 者 為 「 理 解 不 可 能 的 他 者 」， 認 定 的

態度有關。也又是說，將他者作為他者來認識，是由於尚未了解他者，將自他的存

在，完全的「異質的他者」視為代替不可能的他者，非自己的所有物，依此認定的

態度才始存在。 

 

基 於 上 述 的 異 文 化 理 解 ， 在日 本 文 學 教 育 的 實 踐 場 域 ，「 文 本 分 析 」 的 姿 態 及

方法是自己所出示的。即是，總歸來說學習者要以徹底理解「自我內在的他者」─

─在自己主觀所感以上運行的自國的社會制度，以及「完全的他者」──在外國作

家獨特的體驗與價值觀背後支配的外國社會制度，這兩者不同的意思為目標，集中

在自他認識的一點上。學習者藉由這樣的他者參照行自己反照，透過這樣的讀書行

為 ， 受 到 「 異 文 化 」 所 支 配 的 「 他 者 」（ 作 品 登 場 人 物 的 形 象 性 、 敘 述 者 的 敘 述 方

式、作者所處的時代性・社會性、事件的特徵、主題的妥當性等）身上一直不斷的

感受到不調和、拒絕、自己內面價值觀反覆的崩壞與再生，認同自他同樣終究是徹

底 的 「 理 解 不 可 能 的 他 者 」， 而 且 相 互 是 完 全 「 異 質 的 他 者 」、 代 替 不 可 能 的 他 者 ，

如此認清他者的一種理解過程。 

 

2-2.遇見多重性他者：主題之指導方法 

 

文學研究取文化研究方向持續改變的現在，當然文學教育也意味著必須「應該

教導學生的不僅只是文學作品的相關知識，也要教導閱讀文章的具體方法（技術）
82」。但是，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有可能招致指導者強迫性的危險結果，或許可以說是

一種正解到達主義也不為過。在文學教育的實踐場域，要如何才能找出讀者的主體

性，與「異質的他者」相遇呢？學習者的學習結果不會單以語言技術面來思考，只

停留在語彙的咀嚼與獲得而已。透過各種分析閱讀產生作品的構造性、解明「語彙

構造」，藉此至今所想像不到的世界像──即「男與女」「自我與他者」「讀者與作

家」「本國與外國」如此兩項對立──的內在解明，體得更新意味的一般「合意」

的獲得與牽扯。 

 

依照此一原點，在作品的主題指導層面，以往的正解到達主義的學習方法必須

重新審視。蓑手重則在日本向來的主題指導上提出了此一指導方法，「以直觀主題

作為發表，從中作為主題內容多少保留正確的部份，再來將之分類整理為一些直觀

                                                 
82渋谷孝「文學，再見──國語教材的再檢討」（「文学よ、さようなら──国語教材の再検討」）『月刊

國語教育』、1994.11 



 86

主題，為了與下一次的精讀階段的檢証主題相比較而保留之」83。另一方面，市毛勝

雄對此發表不同意見，「以往的主題指導一定是種落入的陷阱，一個主題的固定觀

念，這主題或那主題，不是這主題也不是那主題是另一主題，如此兩者擇一或三者

擇一的思考方式」84。這些的意見完全是針對於「主題是否唯一」對多樣性的閱讀分

析作批判。 

 

文本解釋之際，將以往多樣的指示與嘗試帶到教育的領域，毋寧是誠如高木ま

さき（Takagi Masaki）所表示的「並非思考主題為何，而是試著去重新思考以何種

目的為主題 85」。在此，高木先生所提示的指導方法是對於學習者，欲將「語言記述

的表記」的提示放在作品理解行為的核心部份。也就是說，「將一個語言記號，在

相同語言其他一些的點上，藉由同質的記號來解釋」86語彙，即使是語言學習時也是

很重要的運作。簡而言之，即是「總體的來說明作品諸要素的關係的思想或感情」，

給予此閱讀分析的方向性為教師的指導態度。 

 

但是，當然這是將讀者論的立場導入＜閱讀分析＞的指導中，以學習者的多樣

性閱讀作為主體者來定位。在此，作為第二個指導方法上，高木まさき強調加以讓

自己與作品的「他者性」相對面，成為確實遇見他者的契機，建議「將其他各個學

習者的閱讀分析並列的來思考，與其他相同學習者的閱讀分析相交會」。 

 

3.林芙美子〈晩菊〉 

 

諸如前上述，對於異文化間的他者理解，首先提出融入到「同質社會」為一個

方法，尚且為了避免陷入自己的「獨善」，需要「藉由他者參照行自我反照」，看見

「 絕 對 無 法 敘 述 的 他 者 」。 這 也 意 味 著 ， 透 過 文 學 作 品 的 閱 讀 分 析 ， 外 國 的 意 味 世

界的規則（語言活動的規則）──與作品的語彙無所關連之下，終究是無從去思考。

然而，在外國文學教育領域，這也意味著作品的語彙所賦予的定位，很遺憾的只強

調讓學習者學習語言技術的層面，說起來未免有點欲藉此讓閱讀分析成立的傾向。 

那 麼 ， 關 於 在 閱 讀 分 析 的 學 習 上 ， 應 該 去 思 考 或 發 現 何 種 語 彙 或 敘 述 呢 ？ 以 下 分

析，首先涉及到田近洵一所提出的方法。 87 

 

 

 

                                                 
83  蓑手重則『文藝作品的主題理論與指導』（『文芸作品の主題の理論と指導』），明治圖書，

1973.4 

84 市毛勝雄『主題認識的構照』（『主題認識の構造』），明治図書，1980.10 

85高木まさき「主題指導為何？」（「主題指導とは何だったのか」）『發現「他者」的國語教學』（『「他

者」を発見する国語の授業』），大修館書店、2001.6 

86羅曼．雅各森「語言學與詩學」（「言語学と詩学」）1960.川本茂雄監修『一般語言學』（『一般言語学』）、

みすず書房、  1973.3 

87田近洵一『引導閱 讀的樂趣文學的授課』（『読みの面白さを引き出す文学の授業』）Ｐ13～

Ｐ17、國土社、19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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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閱讀分析成立的作品語彙 

表示動作或樣子的語彙（描寫的語彙） ①  

人物或人物身處狀況、與人物相關事物、具體的表現（描寫）。 

關係語彙 ②  

表示人物、狀況、其他的事物等等之間多樣的關係的語彙。 

作品的構造 ③  

故事的展開、作品的構成（構思情節）。 

敘述的語彙 ④  

表示敘述者的視點、敘述方法等等的語彙。 

（2）將關係語彙的關連方式依照以下的視點使之具體化 

對語彙賦予意識 ①  

著眼於何種語彙呢？ 

意思與形象的生成 ②  

對語彙（人物的行為舉止或敘述的表現）發現到何種意思，同時形象化

呢？ 

反應・批評 ③  

認為人物的行為舉止或敘述如何？ 

 

接下來對於上述提及的諸言論，以「異文化間的他者理解」為學習目標，讀者

論的多樣文本分析上，將「夢的讀者共同體的獲得」作為課題，採取「自我內在的

他者・藉他者參照行自己反照」的分析理論方法，允許學習者多樣性的閱讀分析、解

釋、批評。以林芙美子的作品『晩菊』為例，思考其中「語彙」所賦予的意思意識，

展開學習活動的實踐。 

 

3-1.作家與文本的特徵：林芙美子的漂泊流浪與戀愛經驗 

 

   首先舉出林芙美子其漂泊放浪的成長過程之特徵。林芙美子明治 36 年（1903）

在下關市出生（北九州市出生的說法也有）。本名叫フミコ（fumiko）。她的母親阿

菊（キク）離開芙美子的生父宮田麻太郎，並與小自己 20 歲的澤井喜三郎結婚，一

家三口輾轉各地四處行商，過著流浪的生活。 

 

   芙美子也經歷過熱烈的初戀。她和因島出身的文學青年之間有過一段很深的愛

情。大正 11 年（1922）從女子學校畢業後，為了追隨男友她便到東京的大學就學，

但最後兩人的愛情還是未果。芙美子在東京又開始了她的放浪生活。當澡堂的脫鞋

服務生、工人、居酒屋服務生等等，以此餬口過日子。此時，她也開始執筆寫作《歌

日記》（原《放浪記》），另一方面也和無政府主義詩人來往，受到他們的感染。昭

和 3 年，最初以詩人身份受到矚目的芙美子，後來因為將自己灰暗的人生體驗以日



 88

記的文體寫成《放浪記》，連載於《女人藝術》雜誌中，而且在昭和 5 年（1930）由

改造社出版成書，因此她成為最佳暢銷作家，一躍成名。 

 

    中日戰爭爆發後，芙美子以中國、東南亞的從軍作家身份活躍著。戰後新聞出

版事業發達，她便展開旺盛的創作活動，呈現出一代作家的成熟期。她嘗試在《う

ず潮》（昭和 22 年）這本雜誌上連載新聞小說，例如短篇的有《晚菊》（昭和 23 年）、

長篇的有《浮雲》（昭和 24 年）等代表作，一展芙美子出類拔萃的文筆。昭和 24

年（1949）《晚菊》這篇小說讓芙美子獲得第三屆女流文學獎。昭和 26 年（1951）

在朝日新聞連載小說《飯》時，因為過勞而猝死。芙美子的文風是活靈活現地描繪

在黑暗現實中生活而苦惱的人們樣貌，但她並沒有向現實社會提出尖銳的訴求，反

而是蕩漾著如流轉般虛無感的詩意。她筆下的人物都因獨特的個性讓自己的情緒具

體呈現，令讀者印象深刻。此外，她追求在幻滅、心死、愛欲當中動彈不得的人們

的空虛感，開拓自己獨創的文學境界。 88 

 

    如上述，先提供最基本的資料，稍微認識本作品成立的背景與作家生平等等。

接下來的階段便是希望能試著在第一次上課之前，整理出五百自以內的 

課文大意。下段即為其梗概掌握之例子。如預想的，本作品在「男女互相對立之佈

局」、「名為阿欣的老邁藝技」這些特點最先引起注目，最具特徵。                    

 

主角阿欣是一位即使要迎接 56 歲但卻不失志氣與嬌嫩的極具風華之女性。昔日

在赤坂當藝妓的阿欣，如今渡過戰後風波從事小金額借貸之時，一位年齡足以

當她兒子的舊情人來訪。「感到自己老了的話就輸了！」她像是煽動著這個殘存

的情感火苗，無論如何費盡苦心化妝等待，面對長火盆的她卻什麼都燃燒不起

來。因此，當她一知道舊情人是為了金錢需要而來訪時，她不得不倍感掃興與

心寒。緊握著長火盆的火發怒的男子，以及把男子年輕時的照片當燃料燒、大

開拉門的女性，這兩者之間對立的安排下，往往冷冷地浮現這兩人背後的荒蕪。

在這兩人內心的杯葛當中交織著過去與現在，芙美子用冷靜的筆觸，描繪出男

女之間愛憎的欲火與醒後深沈荒涼。
89 

 

但是如果只瞭解故事大綱是沒有什麼意義的，而且也無法解讀人物形象以至於

人物的行為性格、和心情或情緒有密切關係的背景、環境的影響等等眾多因素。因

此不如把文本的故事性相關概念釐清，以事件與人物特徵作為線索，採用建構故事

形象的內部二元項目來思考。例如，該如何掌握本作品最典型的男女形象？以場景

區分的「結構式閱讀」──如色戀的餘燼般久別重逢前所抱持的感情和自我認識，

一旦重逢卻又是極為單純而不禁發生曲折的自我與他者之內心情感變化，衰敗老妓

的 內 心 風 景 等 等 。 此 外 ， 男 女 二 元 對 立 安 排 之 下 的 「 形 象 式 閱 讀 」。 或 者 是 「 主 題

式 閱 讀 」 中 該 被 質 詢 的 「 無 法 理 解 之 他 者 」 所 顯 現 出 自 我 與 他 者 之 斷 絕 結 構 、「 色

戀」這個特殊異文化產物之認識與理解等等。本作品可說正是男女二元對立的佈局

裡最具形象化的作品。從「由觀照他者而自我反觀」之男女雙方的杯葛、對決當中，

                                                 
88現代日本文学大系 69『林芙美子』筑摩書房、昭和 44.11 
89現代日本文学全集 45『林芙美子』筑摩書房、昭和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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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知 自 我 與 他 者 的 認 識 ； 而 在 結 尾 處 所 呈 現 的 衰 敗 老 藝 妓 的 寂 寥 內 心 風 景 ；「 無 法

理 解 之 他 者 」 所 顯 現 的 自 我 與 他 者 的 斷 絕 結 構 ；「 色 戀 」 此 種 特 殊 異 文 化 產 物 之 認

識與理解等等，這個作品可以喚起我們這些問題意識，張開想像的羽翼，進而賦予

我們豐富的感想或是想像式的他者認識之契機。作為指導的先後順序，邊講究詞彙

等 的 關 鍵 詞 ， 邊 使 用 「 焦 點 式 閱 讀 」「 對 比 式 閱 讀 」 等 的 「 閱 讀 」 方 法 ， 便 應 該 能

掌握異質性的他者之對立安排。不放過和「老妓的色戀」此主題有關連之場景、語

句所代表的含意，進而從文脈中推測並統合整體印象，這應該是加深文本的閱讀、

更接近主旨的方式吧。 

 

3-2. 異質的他者象：老藝妓的生命意象 

 

    首先是掌握和前藝妓老女人──相澤欣相關之形象。阿欣出生於秋田，五歲左

右便被東京的相澤家收養。收養的人家是以稻草為生，是人人眼中相當有錢的人

家。十九歲時從養母的家逃出，在赤坂的鈴木家開始成為藝妓，被評為大美女。之

後阿欣曾一度離婚，到五十歲時邂逅了年齡足以當自己兒子的田部。兩人因太平洋

戰爭而分離，戰後復員歸來的田部有了太太，而阿欣也和其他男子斷斷續續地交往

而又分手。即使五十六歲了，她也只和啞巴女傭過著寂寞的兩人生活。曾經以豔麗

自傲的她，最後失去了青春，失去了吸引男性的魅力。本作品主要以阿欣和田部重

逢的場景為重點，作者以此描繪阿欣這位老女人的執著，和她的幻滅。 

    如此掌握以第三人稱來敘述的阿欣形象這點，請學習者以口頭發表的方式列出

引用文，讓他們說說自己的第一印象。 

 

＜きんは両親がなかった。秋田の本庄近くの小砂川の生まれだという事だけが記憶に

あって、五つぐらいの時に東京に貰われて、相沢の姓を名乗り、相沢家の娘として

育った。＞ 

＜きんは娘時代に赤坂の万竜に似ていると言われた。人妻になった万竜を一度見掛け

た事があったが、惚れ惚れとするような美しい女であった。きんはその見事な美し

さに唸ってしまった。＞ 

＜──きんが十九の頃、相沢の家も合百の鳥越という男が出入り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か

ら、家がなんとなくかたむき始め、養母のりつは酒乱のような癖がついて、長い事

暗い生活が続いていたが、きんはふっとした冗談から鳥越に犯されてしまった。き

んはその頃、やぶれかぶれな気持ちで家を飛び出して、赤坂の鈴本という家から芸

者になって出た。＞ 

＜きんは欣也という名前で芸者に出たが、すぐ、講談雑誌なんかに写真が載ったりし

て、しまいには、その頃の流行のエハガキになったりしたものである。＞ 

＜きんが芸者になったのは、十九の時であった。大した芸事も身につけてはいなかっ

たが、只、美しいと言う事で芸者に成り得た。＞ 

 

以上の引用文から主人公相沢きんの形象性に関して、なるほどきんという老女の過去の

生い立ちに目を向けて、捉えた色気たっぷりの過去の出自問題が単に第一次印象の読み取

りができている。以下のような諸特徴が先ず学習者によって把握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①「養女という生い立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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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同じ芸者出の「赤坂の万竜」との対照意識 

③「若い頃に犯された経験と焼け気分の中での芸者出」 

④「一時人気を呼んだ若い時の美貌」 

⑤「芸事を諳んじていないただの美しい芸者」 

 

この次はその「執着」の内実への把握と、「幻滅」という心理面への評価問題を更に思考

してもらうために、この老女を取り囲む周辺人物との関わり方から、自我と他者との葛藤

の面へイメージさせてみる。以下は再会以前の田部との関係性――きんの肉体的な若さを

誇っていた過去を提示させていく。 

 

＜きんが田部を知ったのは、すみ子夫婦が戸塚に学生相手の玄人下宿をしている頃で、

きんは三年ばかり続いていた旦那と別れて、すみ子の下宿に一部屋を借りて気楽に暮

らしていた。太平洋戦争が始まった頃である。きんはすみ子の茶の間で行きあう学生

の田部と知り合い、親子ほども年の違う田部と、何時か人目を忍ぶ仲になっていた。

＞ 

＜きんは田部を尋ねて二度ほど広島へ行った。広島へ着くなり、旅館へ軍服姿の田部が

尋ねてきた。革臭い田部の体臭にきんは辟易しながらも、二晩を田部と広島の旅館で

暮らした。はるばると遠い地を尋ねて、くたくたに疲れていたきんは、田部の逞しい

力にほんろうされて、あの時は死ぬような思いだったと人に告白していった。二度ほ

ど田部を尋ねて広島行き、その後田部から幾度電報がきても、きんは広島へは行かな

かった。＞ 

＜一人寝の折、きんは真夜中に眼が覚めると、娘時代からの男の数を指でひそかに折り

数えてみた。（中略）きんは数え歌のように、男の思い出に心が煙りたくむせてくる。

思い出す男の別れかたによって涙の出て来るような人もあった。きんは一人一人の男

に就いては、出逢いの時のみを考えるのが好きであった。＞ 

＜その頃、仏蘭西人で東洋見物に来ていたもうかなりな年齢の紳士の座席に呼ばれて、

きんは紳士から日本のマルグリツト・ゴオチエとして愛されるようになり、きん自信

も、椿姫気取りで来た事もある。肉体的には案外つまらない人であったが、きんには

何となく忘れがたい人であった。（中略）オパールとこまかいダイヤをちりばめた腕

輪を贈ってきたが、それだけは戦争 中にも手放さなかった。＞ 

＜――きんの関係した男達は、みんなそれぞれに偉くなっていったが、この終戦後は、

その男達のおおかたは消息も判ら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 

＜きんはその頃、千葉の松戸で花壇をつくっている男と知り合っていた。（略）年はま

だ四十歳そこそこであったが、頭髪がつるりと禿げて、年よりは老けてみえた。板谷

清次といった。二三度家の事できんを尋ねてきたけれども、板谷は何時の間にかきん

の処へ週に一度は尋ねて来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た。（略）田部から電話がかかって見る

と、板谷よりも、きんは若い田部の方に惹かれている事を悟る。広島では辛かったけ

れども、あの頃の田部は軍人であったし、あの荒々しい若さも今になれば無理もなか

った事だとつまされて嬉しい思い出である。激しい思い出ほど、時がたてば何となく

なつかしいものだ。＞ 

＜きんは、急に寒気だつようなきがした。板谷との長閑な間柄が恋しくなって来る。＞

＜田部と柴又に行ったあと、終戦直後に、山崎という男と一度、柴又へ行った記憶があ

る。山崎はつい先達て胃の手術で死んでしまった。（略）山崎とは二度目のあい引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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であったが、女に初心な山崎の若さが、きんにはしみじみと神聖に感じられた。＞

以上の描写で先ず「肉体的な快楽の提供者」という田部の男性像が把握されるが、それ

以外にきんと他の男との関係に着目させてみる。学習者の初発的な印象として、田部とい

う昔の恋人の「逞しい力」以外に、きんの関係した他の男――「椿姫気取りさせてくれる

仏蘭西人紳士」、「初心な山崎の若さ」、現在の「板谷との長閑な間柄」、「関係した男達」の

不在の現在など、きんを取り巻く過去から現在まで交渉を持ってきた「男という他者」に

ついて、以下の通りに、イメージ化するものである。 

①「戦争下における親子ほども年の違う田部との邂逅」 

②「戦時中の肉体的な交渉――田部の逞しい力」 

③きんの侘しい老いの現在と相対させるもの――「男の思い出に心が煙りたくむせて

くるきん」 

④「椿姫気取りさせてくれる仏蘭西人紳士」――きんの純なところの恋愛感情 

⑤「関係した男達の不在現象」――きんの侘しい老いの現在が喚起される 

⑥「板谷と過去の田部との対照性」 

⑦「板谷との長閑な間柄が語られるきんの老いの現在」 

⑧「女に初心な山崎の若さがきんにただ神聖に感じられた」――きんの理想とする恋

愛対象の一造形 

しかし、たとえ世間から遮断され、老いた現在を暮らしている老女のきんには、彼女に

付き添っている同性の他者の形象性――唖の女中きぬに目を向けるようになる。 

 

＜女中との二人住まいで、四間ばかりの家うちは、外見には淋しかったのだけれども、

きんは少しも淋しくもなかったし、外出ぎらいであってみれば、二人暮らしを不自

由とも思わなかった。＞ 

＜女中は唖なので、どんな男が尋ねてきても他人に聞かれる心配はない。＞ 

＜「いい娘だね．．．」田部がにやにや笑いながら言った。「ええ、でも唖なのよ」ほほ

と言った表情で田部はぢいっと女中の姿をみつめていた。柔和な眼もとで、女中は

丁寧に田部に頭をさげた。きんは、ふっと、気にもかけなかった女中の若さが目障

りになった。＞ 

＜きぬは、新聞紙の型紙をつくって、洋裁の勉強を一生懸命にしていた。大きなお尻

をぺったりと畳につけて、かがみ込むようにして鋏を使っている。きっちり巻いた

髪の襟元が、艶々と白くて、見ぼれるようにたっぷりとした肉付きであった。＞ 

 

唖の女中きぬはきんと一緒に暮らしている奉公人である。別に美人ではないが、若さで

田部に魅力的に見られる。この作品の中では、セリフがほとんどないが、きんという老い

た美人に対して対照的な役目を担っている。このきぬという唖の女中から、以下の「老い

の現在・女という他者」の意味づけとして読解される。 

①「外部の世間から遮断された女中との二人住まい」 

②「きんの策略」――女中は唖なので、どんな男が尋ねてきても他人に聞かれる心配は

ない 

③「田部の関心を引かせる女中の若さへの嫉妬感情」――それと対比させるきんの老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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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女中きぬの艶々と見ぼれるような肉付き」――それと対比させるきんの老い 

 

4. 性別他者：自他的隔絕構造 

4-1.藝妓的「色相」與「金錢感覺」 

 

以上のように、学習の入り口として、登場人物の設定の仕方や文章の構成の特徴につい

て、更に確かめる学習に取り組み、作品の構造（プロット）と関わらせながら人物の言動

や様子を読み深めていく。次から主題について考えてもらうために、「焦点化の読み」「対

比させる読み」による読みの深化を図って、主題となるメダ的言語、或いはキーワードを

手掛かりに書かれている事柄の意味を吟味させたり、その初発的印象を大きく変容させて

みる。ここで、芸者の「色」――きんの「若さ・美しさ」への執着の意味をキーワードと

して見つけ出してもらい、主題を自分にとってより確かなものにして、読み取らせてみる。

しかも、物語の主題に繋がる事柄として支えるものとしては、場面構成や人物設定の対比

的な構造（自他の関係性）なども、同時に理解の面で挙げられていくことになる。 

先ずは以下の読みで、主人公の芸者きんの形象への意味付けとして、現在の「老い」

で相対化される過去の美しさへの自負という意味で捉えられている。 

 

＜きんは娘の頃は神楽坂小町と囃され、かつての赤坂の万竜に似ているといわれ

た美貌の持ち主で、頽齢の今でも多年の身だしなみで若々しくて美しい。＞ 

＜きんは、と言ふ名前で芸者に出たが、すぐ、講談雑誌なんかに写真が載つたり

して、その頃流行のエハガキになつたりしたものである。＞ 

＜きんが芸者になったのは、十九の時であった。大した芸事も身につけてはいな

かったが、只、美しいという事で芸者になり得た。＞ 

 

しかも、過去の恋人の田部との再会以前の、現在の「老いを感じさせ」るまいと、懸命

に化粧をし、舞台姿を整えるきんの努力する様子も印象的で、その「老いたる」五十歳の

現在の侘しい風景に目を留まらせていくものである。 

 

＜きんは女の年なんか、長年の修業でどうにもごまかせてみせる＞ 

＜五十歳のきんは、知らない人の目には三十七八位にしか見えない若さ＞ 

＜もう、すでに五十歳は越している筈だのに、匂うばかりの女らしさである。

田部はきんの本当の年齢を知らなかった。＞ 

＜別れたあの時よりも若やいで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けっして自分の老いを感じさ

せては敗北だ。＞ 

＜きんは自分が現在五十歳を過ぎた女だとはどうしても合点がゆかなかった。長く

生きて来たものだと思う時もあったが、また短い青春だった思う時もある。＞ 

＜女が何時までも美しさを保つという事は、金がなくてはどうにもならない事なの

だと悟った。＞ 

＜その錦絵のような美しさが、いまの自分にはもう遠い過去の事になり果てたよ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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な気がしてならなかった。若い頃は骨身に沁みて金慾に目が暮れていたものだけ

れども、年を取るにつれて、しかも、ひどい戦争の波をくぐり抜けてみると、き

んは、男のない生活は空虚で頼りない気がしてならない。年齢によって、自分の

美しさも少しずつは変化して来ていたし、その年々で自分の美しさの風格が違っ

て来ていた。 

読解： 

きんにとって、女の年は長年の修業と言う。年の問題は他人の目に「若い」、「本

当の年齢を知らない」、「老いを感じさせない」すればいい。自分はいかに老いと

思っても、他人にちゃんと隠してあるのは一番重要な課題だ。美しさはかならず

若い人しか持てないとは限らない。美しさは年齢によって少しずつ変わって来て、

年々で風格が違って来ているはずだ。 

 

このようにして、きんという女性はあくまでも「家庭的な女」として媚びてゆくいわれ

のない」――社会制度そのものを拒否して、「家庭」の社会的な枠付けからはみ出された「芸

者」あがりの、異類の女である。そのため、なるほど金銭的な生活の場からより一層自我

の「美と若さ」に賭けてきた。 

 

＜きんは金のない男を相手にするやうな事はけつしてしなかつた。金のない男ほど

魅力のないものはない。＞ 

＜女が何時までも美しさを保つと言ふ事は、金がなくてはどうにもならない事なの

だと悟つた。＞ 

＜きんは、金にあわてるという事をしなかった。金銭というものは、あわてさえし

なければすくすくと雪だるまのようにふくらんでくれる利徳のあるものだとい

う事を長年の修業で心得ていた。＞ 

＜きんは、眼の前にだらしなく酔っている男に一銭の金も出すのは厭であった。自

尊心のない男ほど厭なものはない。＞ 

読解１： 

きんにとって、金は世界中取り替えないものであった。金はよい物質生活が暮ら

せ、よい男が捜せ、さらに、青春が買えた。金のない男がきんにとっては普通な

人間であった。金のためにきんを会う田部は以前の魅力を失って、また、きんに

対した感情も消えたから、きんはもちろん田部の要求を何度も断ってしまった。

読解２： 

「女が何時までも美しさを保つという事は、金がなくてはどうにもならない事なの

だと悟った」きんは金を少なく持っていて、つつましく暮らしている。もし、金

によって美しさを保ちたいなら、金持ちの男に頼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つきまし

て、きんにとって理想的な男はせめて金を持た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田部のような

「金のない男」はかえって、きんに俗で厭な反感をもたらした。しかし、男を「人

生の力頼み」とするのは単純に「金」のためなのか？それとも、「恋」も存在する

はずか？ 

 

 

 

4-２.文化的他者：「衰老」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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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して、いざその色気が枯れてきた「老い」と否応なしに直面させられた時点に立った

時に、さっさと金目当てにきた男を突き放してしまう、颯爽とした、一番「自立した女」

といえるだろう。「恋愛」という男と女の関係―セクシァリティに全く何らの「幻想」も持

たないきんには、「色恋」の終極において、その索漠とした荒涼な心象風景を、恋という幻

想の敗北と見るべきか、それとも男と女の性差を無意味にした人間の救済としてみるべき

か、芙美子の「ジェンダー表現」にある「恋愛」の実態は、更に厳密な意味付けと定義づ

けが必要とす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う。社会制度からの脱出として二重的な意味としてあっ

さり退けた男との対関係――家庭の妻と恋愛幻想の二項目において、どこにその「郷愁」

らしい執着心が存在しているのか、というのを問題提起にして、作品の構成（プロット）

の面で更に注意を促してみた。 

 

「老い」にめぐる作品の構成 

読解： 

①時の経過に従って見ると、まず、芸者時代、昔の恋人の田部さんと再会前、来訪

後、三つの部分に分かれて説明する。きんは芸者時代の武器は「色」であった。

そして「色」とは年を重ねると共に基本的には機械的に失われていく性質のもの

である。若いときのきんは苦労せずにその美貌を「芸」として駆使できたのであ

る。でずから、きんは「美しい」、「若い」が女としての一番大切なものだと大変

重視している。 

②田部と一年ぶりに会わなくて、今回の対面は自分の老いを田部に感じられなたく

ない。一生懸命に若く見えることに努力する。―――他人に「若く見られたい」

ということはきんにとって、一番重要なことだ。だから、彼女はなるべく若さを

維持する。これも彼女が近い未来に迫りくる「老い」への恐ろしさをあらわす。

③結論から言えばかつて美形と、身の回りに親や子や成長し変化する人々を持たな

い境遇と自己中心と、金銭的苦労のない事から、きんは「老い」のみへの強烈な

関心を持つ。 

 

場面ごとに把握した後、きんの「老い」への強い関心をもう一つの主題として捉えるこ

ともできる。それは又以上の他者の目とか、「美」への拘りなどと対比的な構造の巧みさに

自然に気付いていく。きんがいかに「若さ」を示そうとしても、一皮むけば其の向こうに

どうしようもない「老い」を露呈する。学習者にそれぞれの捉え方を生かして短文で感想

を纏めらせるようにすると、以下のような本文読みを手掛かりにして、田部という他者の

視点が導入され、更にその「老い」の自意識を対比させ、皮肉めいた意味合いとして見詰

めなおされていく。 

 

＜映画や芝居を見たいという気もなかったし、きんは何の目的もなくうつろうつろと

外出することはきらいであった。明るい太陽の下では、老年の女のみじめさをよう

しゃくなく見せつけられる。如何なる金のかかった服飾も天日の前では何の役にも

たたない。＞ 

＜たかが虫けら同然の老女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なが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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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中がウイスキ－のグラスと、さっきのハムやチーズをもりあわせた皿を持って来

た。「好い娘だね…」田部がにやにやわらいながら云った。「ええ、でも唖なのよ」

ほほうと云った表情で、田部はじいっと女中の姿をみつめていた。柔和なめもとで、

女中は丁寧に田部に頭をさげた。きんは、ふっと、気にもかけなかった女中のわか

さが目障りになった。＞ 

＜さっき見た唖の女中のみずみずしい若さが妙にまぶたにだぶって来た。美しい女で

はないが若いという事が女に目の太えてきた田部には新鮮であった。なまじ、この

出会いが始めてならば、こうしたもどかしさも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田部は、さっ

きよりも疲れの見えて来たきんの顔に老いを感じる。きんは何か察したのか、さっ

と立ち上がって、隣室に行くと、鏡台の前に行き、ホルモンの注射器を取って、ず

ぶりと腕に射した。＞ 

 

以上の語りにおける他者の視点が導入されると、以下のように一般論で観察できた学習

者と、男・世間という他者との対比において観察の観察をし得ている学習者の、二つの読

解の仕方に分かれてしまった。 

 

① 他者の視点の欠落――すぐ自分の状況と引き寄せようとする一般論 

読解１： 

主人公-きんは昔は美しいということで芸者になり得た。物語の冒頭から、主人公の

きんが昔の恋人に自分の「老い」を感じさせたくないと始まる。文によって、きんは

いつでもどこでも、他人に「若く見られたい」ということがある。しかし、生活形態

の中では、人は恐らく自然にそれぞれの年齢の役割を演じさせられ、それに応じて「老

い」てゆき、「老い」てゆくことは自然なこととして甘受していくのだろう。ですか

ら、流れた時間の残酷さは「老い」をつきつけ、「若さ」がにせものであることをき

んに衝撃している。それによって、きんの心境変化が展開される。 

読解２： 

人は「老いる」が生きている限り、逃れ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だから、きんは自らの

内から自然に発散しようのない「若さ」を、外からの刺激によって、その瞬間瞬間を

ごまかしくみせる方法を取ったのである。きんにとって、内からの肉体的､精神的な本

質的な「若さ」より、他人に「若く見られたい」という、他者の目が注目された点で

ある。 

 

② 他者の視点の獲得――男・世間という他者との対比 

 

読解１： 

外に出て行くと老いを太陽の光の下では身逃すことはできない。他人の目に老いが見

られるから目的もない外出がきらいだ。どんな金のかかった服も老いに役もたたないと

きん自身は分かった。他人に老いに見えることが恐くて嫌いだ。 

読解２： 

「若さ」を共有した過去が懐かしものであればあるだけ、男の「老い」はきんにとって

「あわせ鏡」だったのである。すでに、失望やライバル意識さえ覚える男に再びあ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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ということに、永遠の「若さ」が不可能だと覚悟する。 

読解３： 

女は美しいかどうかはもう一つの問題だが男のにとってもっと引かれるのは若い方

である。田部はきんと女中と比べて、きんは老いのことが言うまでもなく、それを発現

したきんはホルモンの注射器を取って腕に射した。自らの内から自然に発散しようのな

い「若さ」をその瞬間をごまかしてみせる方法をとったのである。きんにはその方法し

かなかった。 

 

4-３.新的覺醒：老藝妓的他者觀看與自我觀照 

 

 上述のような学習者の声を果たして教師は、如何に深く、鋭く受け止めるべきだろうか。

こういうような他者への問題意識が甚だ薄いという現象は、ある意味で、学習者を取りな

く現実世界の競争原理をそのまま反映しているもので、つまり、そこには競争相手かつ関

係のない他人から疎外された孤立した「生」の意味を彼らは確実に噛み締めているのでは

ないだろうか。「読みの主観性」や「他者の視点の欠落」などの問題を、「正解主義」の権

威性をもって対応していくと、学習者の多様多彩な読みの深化を妨げることになる。だか

ら、第三段階の読みの深化と拡大において、そのまま「結びの解決方法」へ仕向けていく

ようにする。例えば、『晩菊』の結びには、田部が金策目当ての訪問だったことを知ると、

きんは興醒めにも殺意を起こらせて長火鉢の火をにぎりしめて怒りをあらわにする田部と、

田部の若いころの写真を火にくべて障子を開け放つきんの対立の構図に、時に押された男

女の荒廃が寒々と浮かびあがる。二人の心理的な葛藤の中へその過去と現在とを交させる

ことによって、男女の愛憎のほむらとそれがさめた後での深とした荒涼とが冷静な筆つき

で描かれている。この作品の結び方には、人間は突き詰めて言うと、結局他者との葛藤・

対決を通して、他者の不可解性を否応なしに認識させ、その中で自分の存在さえ解体化し

て、閉鎖状態の状況に陥り、一人ぽっちで生きていくしかない、という虚無的な自己崩壊

の現象を表出していく。 

 

ここで、男と女の葛藤対決の「読み」によって提起される「他者」だけに留まることな

く、なお、ここで、きんの「他者参照による自己反照」という題で、「本文」と「プレ＜本

文＞」の相違点を設けて、「私の中の他者」というように、両者の絡み合いから、男と女と

の対立構図を批評や感想を述べてもらうと、以下のようにきんの恋愛感情の特異性・欠陥

性に対して、より具体的な批判意識が生まれてくる。 

 

＜昔の焼きつくような二人の恋が、いまになってみると、お互いの上に何の影響もな

かった事に気がついて来る。あれは恋ではなく、強く惹きあう雌雄だけのつながり

だ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 

＜ここに坐っている田部は、只、何でもない知人のつながりといてだけのものになっ

ている。きんの胸に冷やかなものが流れて来た。＞ 

＜長火鉢の前にいる田部が、好きなのかきらいなのか少しも判からないのだ。帰って

貰いたくもあり、もう少し、何かを相手の心に残したい焦りもある。＞ 

＜きんは、さっき泣いた感情を消さないように、そっと、昔の思い出をたぐりよせ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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うと努力している。そのくせ、田部とは違う男の顔が心に浮ぶ。＞ 

＜長い歳月に晒されたという事が、複雑な感情をお互いの胸の中にたたみこんでしま

った。昔のあのなつかしさはもう二度と再び戻っては来ないほど、二人とも並行し

て年を取って来たのだ。＞ 

＜小説的な偶然はこの現実にはみじんもない。小説の方がはるかに甘いのかも知れな

い。微妙な人生の真実。二人はお互いをここで拒絶しあう為に逢っているに過ぎな

い。＞ 

読解： 

きんは男を「人生の力頼み」とするのは単純に「金」のためではなく、情感の頼

りも含めている。情感の頼りというより、異性という他者が求める行為によって、

自分のナルシズムの充足ができて、夢に生きていくの方が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そう

いう情感はお互いに尊重することもなく、分かち合うこともなく、ただきんの理想

条件を基準として計る。一人一人数えられない男を換えても完璧な相手は現れない

し、年につれてますます淋しくなる一途しかない。田部は只きんの幻想における一

人の犠牲者だけだ。つまり、きんにとって、男は「金」と「恋」の利用とするもの

しかない。きんはロマンチストでもあるが、実は本格的なリアリストとも言えるだ

ろう。 

 

5. 不可言說的他者： 

従来の読み方指導は、ややもすると文章の検討は教師の思いつくままの立場で瑣末的な

詳しさで行われ、読み取った結果の感想については、一通りの客観的意味を押し付けがち

であった。分析批評の立場で応用される作品の読みは学習者の様々な主体的な感想表現を

確実に問題するように心がけるものである。ただ、主体的な読みは恣意的な読みに陥るこ

とを防ぐために、既に他者の視点の導入、他者参照による自己反照などの観察方法を提示

してきたにも関わらず、作品の本質理解及び評価問題においては、読み手の一人一人微妙

に異なった想像と反応、感動を見せてくれる。 

仮に以上で有効な観察方法として「自己」と「他者」、「男」と「女」、「現実」と「幻想」

を対置しようとしても、我々の生きている世界は常に「他者」と関係のない「自己」はあ

り得ない、「幻想」と関係のない「現実」は考えられない、男」と関係のない「女」もなお

生存していけない、という逆の視点から認識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ある。「他者」との共

存によって支えられた従来の規範的な人間関係が現代社会においては、崩れつつある。人

間関係における自他の相対的な断絶は合意を阻害し、自分にも世界にも意味を見出せない

ニヒニズムを増幅していく。それでは、以下のような諸意見の理解の仕方の特質を教師は

どうやって有効な説得力のある指導で対応していくべきだろうか。 

 

5-1. 文本之批評分析觀點的妥切性 

 

外国文学の現場において、求められるべき「他者像」は第一節で述べてきた通り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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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ゲーム（規則）を異にする者のこと」90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ものである。つまり、 

「他者」とは「共同体」を異にする者、「異人」91の具現者でもある。そういう意味で考え

ると、外国文学における異文化現象には大いにパタン化した規則や共同性が共有しないど

ころか、その他者との出会いによって自己の共同体の危うさが露呈されればされるほど、

真の「他者との対話」や「他者認識の創造の契機」をもたらしてくれるものである。「他者」

と「自己の主体性」との関わりについて、問題意識が絶えず喚起されていきながら、学習

者の感動や問題意識はもはや作中人物の相関性の地点に留まっていいはずのものはあるま

い。むしろ早くから読後の感想として、語りによって提起される他者の文脈に沿って、自

己の視座を転換し、自己相対化の目で、「読者行為論」における「本文の倒壊・再生」――

「私の中の本文」（「自己化した他者」）が生成・変革されていくものである。以下は『晩菊』

の読みを通して得た他者理解を①「一般論」、②「＜芸者＞の形象性」、③「他者との対比

読み」、という三項目に区別させ、学習者の批評意識から異文化理解における他者理解の内

実を解明してみたい。 

 

①他者の視点が欠落した一般論 

 

Ａ．「男と女の絆の本質」として把握された批評 

読解： 

この作品の中で現在 56 歳のきんには二つの側面が現れている。一つは現実生活を行

っているきんで、手堅い女という側面、もう一つの側面は「男に対する女」という側面

である。この側面が田部との再会によって一度幻想を抱かせるが、結局は幻滅の結果に

導き、きんの孤独感を深めさせている。「男女の絆の本質」とその変化性――人生の真

実。男の心を 後に繋ぎ止めるものは、結局若い肉体の魅力であることを知悉している

きんにその現実を改めて認識させた。ここから、肉体を知っても心は知らないという男

女の交情の無残も感じられる。 

Ｂ. 「金」と「恋」と「男」の相関性として把握された批評 

読解： 

「きんは女の年なんか、長年の修業でどうにもごまかせてみせる」という年齢の我執。

「女が何時までも美しさを保つという事は、金がなくてはどうにもならない事なのだと

悟った」という美しさの我執は金によってだけ保つことができる。それに、金の重視は

自身の美しさばかりではなく、それも相手の基準判断の標準だ。「きんは金のない男を

相手にするような事件はけっしてしなかった。金のない男ほど魅力のないものはない。」

きんは「人生の力頼み」を「男」しか設定しないのは大きな間違いだ。また、「男」

によって「金」と「恋」をもらえると信じているのはまして甘すぎて無理だ。家庭のあ

る男が多少家計のため、金の心配することはあたりまえた。しかし、きんはそういう金

のことを俗だと思う。恋する場合はすごくロマンチックで理想と信じて、付き合う相手

                                                 
90 柄谷行人『探究Ｉ』講談社、1986.12（クリプキによるウィトゲンシュタインの読みである） 
91 赤坂憲雄『異人論序説』、筑摩書房、1992.8 

「内集団の私的コードから洩れた、あるいは排斥された諸要素（属性）である否定的な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を具現している他者こそが、その社会秩序にとっての＜異人＞である。＜異人＞とはだから、存在的に異

質かつ奇異なものである、と言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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は金のことを心配する必要がないと要求する。本当の家庭生活はもともと「金」と「恋」

の間にバランスよく維持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家庭的な女」という妻はきんの眼から

見ると俗で興味もないが、きんよりずっと現実をよく理解し、甘くないではないだろう

か。 

Ｃ.「外見より中身はもっと大切なのだ」という表面認識として把握された批評 

読解： 

五十六歳のきんはかつて恋した田部から電話をうけ、田部との再会に心はときめい

て、田部の訪ねるのを非常に楽しんだ。きんは自分の外見を若く見られるために、風呂

に入って、念入りな化粧をして、けっして自分の老いを感じさせなかった。ところが、

田部はお金のためにきんのところに来た。彼はきんの肉体に未練をもたなかった。一方、

ひどく老いこんで、前歯の抜けている田部を見たきんは昔の夢が消えて失望してしまっ

た。金策を目的に来た田部に対して、軽蔑な気持ちになって幻想が破れる。ここで、き

んは「昔の焼きつくような二人の恋が、いまになってみりと、お互いの上に何の影響も

なかった事に気がついて来る。あれは恋ではなく、強く惹きあう雌雄だけのつながりだ

ったのかも知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を悟った。 

現実の人生のなかに、小説のような甘いものは少ない。現実はいつも残酷である。時

間につれて、老いになるのは当たり前で、逃げることができない自然現象である。外見

より中身はもっと大切なのである。みんなは老いになることがある。他の人よりもっと

魅力をもちたいなら、自分を充実するのは必要である。ひたすら外見（若さ、美しさな

ど）を重視するのは足りない。 

 

②「芸者」の形象性 

 

Ａ．芸者の鑑であるきんの美の問題として把握される批評 

読解： 

どうして万竜のように幸せに暮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ですか。それに対して、私は以下

のように考える。そうはなっていないのは、三つの点がある。まず、きんの生れ育ち

と生活感覚が影響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きんは子供のときから、両親がなかった。そ

して、きんは下層階級の人で、それが終戦後には中流まで上がってきている。しかし、

きんは全体的なレベルアップがない。次は、きんの視野の狭さからとも言える。万竜

の美しさは必ず年齢や化粧だけではなくて、人妻となった生活から来る美しさも含ま

れているはずだと思われる。つまり、精神的な満足である。だが、きんはそう考えな

かった。それはきんの人生に対する理解の浅さを提示し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 後に、

きんの思考の歪みや偏った生き方である。偏った生き方と言うのは、人妻である事を

放棄するのはそれはそれでよいが、男から見える外見の若さだけは自分の生かされる

武器と言う人生観である。 

Ｂ．きんの金銭感覚として把握される批評 

読解： 

有名な芸者になっても、きんは｢男だけが人生の力頼みのような気がした｣と思います

から、｢芸術品｣のような恋を希求す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その上、｢男から離れてしま

った生活は考えでもぞっとする｣きんが時間の経つにつれての自分の｢老い｣を意識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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て、そして｢女が何時までも美しさを保つということは、金がなくてはどうにもならな

いことなのだろ悟った｣と。つまり、芸者になったきんにとって、お金があれば、自ら

はいつまでも美しさを保つことができて、それで男もできました。 

Ｃ．きんの「老い」への恐怖として把握される批評 

読解： 

きんは金のない男を相手にするようなことはけっしてしなかった。それは金を提供し

てくれることができない男と付き合うのは無駄なことである。時がたつにつれて、き

んはだんだん若くはない。ところが、知らない人の目には３７、８位にしか見えない

５０歳のきんは３０歳ほど年下の田部と恋に落ちたけれども、だからこそ、彼女は色

褪せたくなかったのである。かつて美形であったこと、それが彼女に「老い」への恐

怖と「老いたくない」という願望を強くさせた第一の要因であったというよう。 

Ｄ.「老い」から見た他者性として把握される批評 

読解１： 

きんにとっては美貌が一番大切なものだと思っている、芸者なので、美しさがなけれ

ば、彼女は生けないという意識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それに、自意識を満足するため

に、舞台で自己をうまく演じるという意味も見える。だから、きんは内からの精神の

「若さ」を求めないで、他者の目から「見栄の若さ」を求める。 

読解２： 

きんは自分の「色」を武器とするから、「過去の美しさ」を追求する。しかし、時に

つれて、彼女は老いになって、男性仁対する失望を加えて、何度も鏡の前に化粧して

も、鏡に映し出される現実の老いを目に合わざるを得ない。人は時の流れの中にだん

だん老いになるものだ。だから、「老いたくない」、「若いままでいたい」などのは無

理だ。作品の中のきんは過去の美しさを偲んで、何度も鏡の前に化粧して、人目を避

けても、 後まで自分の明らかな「老い」を認めざるを得なかった。 

 

③ 他者と対比される作品の重層構造 

 

他者参照による自己反照の物語 

読解１： 

田部に会うまでの前半部において、きんは＜夢＞と＜現実＞、＜過去＞と＜現在＞を

二重生きていた。まず、物語に於けるきんは、何度も「鏡」に前で自分の容姿を確認し

て、化粧をしている。きんは自分の＜生＞という「舞台」を見る、見られる「私」によ

って演じているのである。きんはロマンチストであった。鏡に映しだされる現実には目

を背け「、昔はエハガキにもなっあでやかな美しい自分に姿」を夢想する。豪華なバラ

から「昔を夢見る」一人寝の折りには「娘時代からの男の数を指でひそかに折り数えて」

「男の思い出」に陶酔する。過去の記憶で支えられた夢に生きるきんはにとって、自己

のある田部の実在は認められていない。きんは会う以前に、田部を「思い出」の中に封

じこめていたのである。しかし、現実の「田部はひどく老けこんで前歯の抜けているの

を見たきんは昔の夢も消えて失望してしまった。」そればかりではない。きんの分別と

経験はもうはやく田部が金策のために来たことを察知する。「自尊心のない男」への思

いは失望から蔑視、敵意へと移行していく。他方きんは、自分の明らかな「老い」を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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覚せざるを得ない状況に陥っている。 

読解２： 

五十代の女として、若いときの光栄は忘れられない。若いときの自分にとって、恋を

することは一つ一つの芸術作品を造りだすように、きんの美しさを飾っていた。特に田

部と再び会うとき、作者は田部の側に立って心理描写をする所である。時の経過に従っ

て見ると、きんは昔のままの美しさで女が坐っていることに「不思議な気」がした。次

に金の無心をかわされた場面では、田部は「きんの取り澄しているのが憎々しかった。

上等の古物を見ているようでおかしく」もあった。同時に、きんの顔に「老い」を見る。

その 後に、田部はきんを殺す気がするとき、きんは田部にとって「虫けら同然の老女

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ものになった。そして、作者は「二人は」という立場でその心理分

析をしている。二人は「並行して年と取ってきた」、二人は「お互いをここで拒絶しあ

うために逢っているに過ぎない」として、きんは自分の老いを向けざるを得ないのであ

る。この作品の 後、写真を焼くことによって、きんは若い頃の自分とも決別したとは

いえる。 

 

 

5-2.如何詮釋掌握共同體的脈絡：讀者論的侷限性 

 

以上のように、いよいよ「芸者」の形象性と内実に開眼して、「他者」との関わりを不可

欠なものとして理解される女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への批評意識が生まれてきたわけである。

だが、作品の理解度において問われるべきものの、「他者不在」という他者の視点が欠落し

た一般論について、 後にそれを検討してもらうことにした。作品評価という立場からこ

の作品の読みで、難解と思われる問題を提出してもらってみたところ、語り手の背後で操

っている作者――林芙美子の創作態度と、登場人物の所属する集団・共同体である芸者世

界の色好みの論理構造へ目を向けて問題意識が自ずから生まれてくるものである。 

 

①人間欲・金銭欲への批判 

A.問い：きんはなぜそこまで美しさに賭けているのか？ 

解釈分析： 

きんは自分の美しさを保持するために思わいたのは、現在の女と比べても遜色ではな

い。しかし、こんな美しさは内心からのではなく、表面的だけである。本当ではない美

しさは長い間で保持できない。みんなが永遠で若い人にするが、それは自然に逆らうこ

とである。どうしてもホルモンを使っても、どうしても手術を受けても、ついには老い

になる。 

きんも田部も人間の欲望の代表の人である。きんは不老長寿の欲望で、田部はお金

に対する貪欲である。人間は欲望の転換である。消えるようになるものに対する一生懸

命に保持して、失ったら自分の人生の意味がないような様子を持つ。事実を受けるのが

難しいか。人生のさまざまな時期を経つのが大変だか。大部分の人間は変化を受ける勇

気がないから、老いとか、貧乏とか、こんなことを恐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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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問い：金のない男がつまり魅力のない男か？ 

解釈分析： 

きんは過去への「広島では辛かったけれども、あの頃の田部は軍人であった

し、あの荒々しい若さも今のなれば無理もなかった事だとつまされて嬉しい思い

出」のせいで、忘られないし、「好きなのかきらいなのか少しも判らないのだ。帰

って、貰いたくもあり、もう少し、何かを相手の心に残したい焦りもある」とは

っきり判断もできないけれど、金の話をしたら、残酷な現実に向かなければなら

ない。これで、昔の官能的な思い出は、「あれは恋ではなく、強く惹きあう雌雄だ

けのつながりだったのかも知れない。風に漂う落葉のようなもろい男女のつなが

り」ときんが認知して来た。借金の事件で、二人とも「微妙な人生の真実」を発

見し、「昔のあのなつかしさはもう二度と再び戻って来ない」であることは現実の

残酷を示した。きんが金のない男に魅力がないと思うから、「酔っている男に一銭

の金も出すのは厭であった。」、田部が理想な相手でないと意識して、ついに、田

部の「貴公子みたい」な写真をくべた。きんが田部への感情、思い出、写真をく

べた煙のように消えて、自らの幻想を解放した。つまり、きれいな思い出より、

汚いお金が大事だと考えられる。 

 

② 救済の可否について――主人公の自負と自己肯定 

問い：なぜきんは自分が「すこしも淋しくない」と思っていたか？ 

解釈分析： 

きんの外見には淋しかったけれども、なぜきんは自分が「すこしも淋しくない」と思

っていたか。特別な興味がなかったきんにとって、お金を持てば、生活には満足だと思

っていた。芸者の仕事をしたことがあったきんは、老いという怖いものを避けるように

するため、多くのお金を持つのが必要だとおもっていた。十数年を経って、お金がなく

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存在という仲間になった。お金がなければ、きんの人生の意味を失う

ようになって、きんの第二生命のような青春も守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つまり、お金

はきんの切り取れない一部分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った。お金を持つと、きんは言えない満

足が出た。 

 

③語り手の視点・作者の創作態度まで広げていく問題 

問い：この作品の一つ特徴は語り手の冷徹まで心理描写であり、しかし、作者自身が

女で、女が女を厳しく描いた原因は何ですか？ 

解釈分析： 

この作品の中、きんは自分の若さと女の美しさを持つために、一生懸命お金を追求

していた。しかし、人間はどんな努力をしても、年齢の跡を埋すことはできない。美

貌を武器として、豊かな生活を立てることも無理である。作者がこの小説を通じて、

戦後の女性が経済的に独立の能力を育てるべきだと言うことを暗喩したともいえよ

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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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化他者：藝妓的邊緣詩學 

 

經過一連串的整理以及解釋分析的結果，我們可以說最令人難以認同、無法理

解的部分就是關於「藝者」的戀愛感覺以及他者認識，或者是社會認識。對於存在

於作品中的人物以及讀者之間的雙重意義的「他者不在」的現象這點，我們究竟要

如 何 來 進 行 解 釋 呢 ？ 我 們 最 後 在 檢 討 作 品 的 形 象 性 以 及 主 題 指 導 的 結 果 時 ，  在 某

種程度上必須從教材研究來往作品研究的方向進行連結，而也有必要從「女性的性

慾」，甚至是與作家相關的同時代言論（同時代的作家將苦悶的心情反映在作品中）

來展開論述。在先行研究之中，我們可以從這種處於凋零之年以及孤獨人生之深淵

的 身 影 之 中 ， 看 出 「 被 藝 妓 的 衰 老 所 束 縛 的 虛 無 感 」， 而 這 是 經 常 在 先 行 研 究 中 被

指出的一點。水田宗子以及岩淵宏子針對「從〈晚菊〉看後現代主義」92這個主題展

開對談，而從女性情慾這個觀點舉出林芙美子的三個代表作品－《放浪記》《浮雲》

〈晚菊〉，特別是將〈晚菊〉這個作品定位為「正視女性情慾問題的作品」。而把「戀

愛」這課題放在「戰爭時期這種所謂非常時期」的非日常空間下來進行討論，而將

之 視 為 「 在 非 日 常 的 情 形 下 男 女 雙 方 抱 持 的 幻 想 」。 而 這 也 是 為 什 麼 到 了 「 非 日 常

的幻想消失的今天，男女紛紛覺醒，特別是女性之所以會用冷眼來觀看前來借錢的

男性的原因」。 

 

但是〈晚菊〉這部作品，這種男女之間的關係－也就是把情慾視為「衰老的人

生」-然後再結合已經消退的情慾進行這樣的解讀，並將之視為「不需得到男性的救

贖」「能夠自立的女人」－的阿欣的形象。而在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晚菊』

裡頭的阿欣這個人物雖然在性別社會中賭上了用來評價女性的美麗與年輕，但是我

們真的可以說美麗本身毫無價值嗎？相反的，美的兩義性是同時帶來福與禍的一種

雙層意涵，進而幻化為作品中的女性形象顯現在我們讀者面前」。  

 

從性別觀點來看的話，林芙美子的作品與其他同時代的作家，像是宮本百合子、

佐 多 稻 子 、 平 林 泰 子 （ 平 林 た い 子 ）、 岡 本 加 乃 子 （ 岡 本 か の 子 ） 以 及 円 地 文 子 這

些 女 流 作 家 不 同 的 地 方 在 於 ，「 在 男 女 二 元 論 的 文 化 構 造 中 ， 她 試 著 摸 索 出 能 夠 突

破該文化構造的獨特性思想以及方法，同時又在生活之中，女性言論無法根基於該

構造的情形下，林芙美子的作品嘗試將它實現」。另外，其作品也反映了時代特色，

「林芙美子奔放的感性以及想像力，擷取出在戰後的廢墟以及荒廢下，日本式社會

以及家父長性家族的崩壞，以及伴隨於其上的日本性男/女的二者對立關係正逐漸消

滅 的 情 形， 並 且 在 那 荒 廢 及 混 亂 之 下 ， 展 現 出 自 己 獨 特 又 充 滿 活 力 的 性 別 表 現 」。

如果我們可以在這層意義上來思考的話，那麼「故事進行的方向乃是朝著以突破男

女對等為目標、在男女不定型的關係和世界中來突破現代主義，或是在性別差異的

二 元 論 的 文 化 構 造 中 或 是 人 生 觀 都 變 的 毫 無 意 義 的 這 一 點 上 」， 阿 欣 這 個 正 面 性 的

女性形象獲得了好評。 

 

                                                 
92 「ジェンダーの視点から読む 林芙美子の魅力」、 水田宗子‧岩淵宏子、「解釈と鑑賞」、１９９８.２.

１、巻号６３‐２ 通巻８０１ P１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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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好色的邏輯：「創作藝術品」的戀愛幻想  

 

因此，在探討伴隨著主題閱讀以及他者的形象性，所衍生的作品評價時，我覺

得我們同時也必須提示、指出異文化理解的這個層面。而其方法就是首先先從浩色

的理論－「創作出藝術品」般的戀情這個必要條件來做查證。關於色戀，如果從肉

體性意義來思考的話，首先就必須先指出藝妓以及娼婦間性質存在的差異。一般藝

妓被要求具備的乃是「藝的成熟以及性的成熟」這兩者。「和現代相比，過去處在

女性職業有限的時代下，有才華的好女孩若是優先考量經經性的必要時，最快最好

的選擇就是藝妓或是娼婦－遊女。藝妓和娼婦在遊玩的本質這點上，在深層意義上

有著相異的部份。藝妓首先必須具備的就是一般遊藝的技能，接著第二個必須具備

的就是在學習兼見習「技能」＝「營業額」時，體驗「半熟練」的過程。所謂在首

次接客的「營業額」指的是，這個行業的收入有一部份乃是根基於性。(略)也就是

我們可以說，所謂藝妓的存在就是同時兼具了藝的遊玩以及性的遊玩這兩種功能。」
93 

 

除此之外，色戀的另一個限制條件，就是要從心理層面的意義來細細玩味。從

「 藝 」 所 衍 生 而 出 的 態 度 就 是 「 色 」「 艷 」「 粹 」「 戀 」 這 種 像 是 藝 術 品 般 ， 經 過 萃

鍊而出的心理態度。阿欣的功能証恰巧是處於「色女」的首位這種微妙的位置上，

並非三味線或是小歌這類特定的技藝。用一句話來解釋的話，就是「色」。其特質

是點出了阿欣準備迎合男性的這種身影。「萃練的態度和毫不緊張的容貌在她的身

上所顯現出來的艷正是藝妓的「藝」。(略)結果創造出「戀」這個藝術品的阿欣本

身，自己儼然已經成為一個「藝術品」而呈現出在讀者面前了。」也就是說，對阿

欣來說，所謂的戀愛就是，「色女」(好色的理論)，被定型為活在自我陶醉的回憶

中的「色女」。「對阿欣來說，所謂的戀愛只是戀愛的另ㄧ方取得特權性的立場，

簡單來說就只是情況的含數問題罷了。但是在這情況下所充實的一瞬間是阿欣的一

生所無法體驗的東西。(略)還原阿 欣和「很久以前的某位男性」所對談的〈情話〉

時，發揮了「內心幻化做煙霧」般的自我陶醉的作用，而被修飾為純情性的潤飾之

情節劇(「依勢物語」風格)也大功告成。而這也正是活在「色女」(好色之女)的理論

下，阿欣慾望的極限值。」 

 

６-２. 戀愛的兩異性：制度的執著與逃離 

 

接下來要從阿欣的他者認識這層面，來探討接受衰老這事實的方式，或是從阿

欣的精神層面來探討阿欣對戀愛的幻想及其精神層面上的他者認識。我們可以說，

只有藝妓才會比誰都清楚，在相遇時男女雙方互相燃燒般、這種只有在遇到藝妓時

才會衍生出的像藝術品似的戀情，而這種理解也只有用性快樂來提供戀愛瞬間性的

藝妓才會有此深度的了解。在和田部二次見面的場面上，阿欣的焦躁感究竟象徵著

什 麼 呢 ？ ＜ 即 使 氣 氛 夠 ， 但 是 阿 欣 卻 深 深 記 得 心 靈 絲 毫 不 受 干 擾 這 件 重 要 的 事 情

                                                 
93 井手香理「芸者のカガミ―『晩菊』への一視点」、「日本文学論叢（法政大学大学院）」、２０００.３.３１、

通巻 29 P２１～３１ 

 

 



 105

＞。＜雖然有想要回去的念頭，但是還是焦急著想要在對方的內心留下什麼東西。

和自己分手之後，在田部的眼中也看到了形形色色的女人＞。＜兩者不帶傻氣、像

燃燒般的戀情在現在看來，似乎也都沒有給對方有任何影響。只是那並非是戀情，

說不定只是雌性雄性之間強力相互吸引所產生的關係＞，這種面臨年華無情凋零的

老女人之意向，活生生的呈現出了一種寂寥感。在失去肉體的魅力、面對前來借錢

的男人，阿金究竟不願放棄的東西是什麼呢？這裡所反射出來的是阿金對於「衰老」

之自我認識。我們可以從「性快樂」、「金錢」、「氣氛」這些餘韻殘留的藝妓嗜好中

看出，他依舊保持著過去年輕時代的心靈習慣，而導致她堅持戀愛幻想中「純」的

這個部份。但是衍生出「氣氛」所必須的「年輕」、「美貌」一旦被對方所看穿時，

阿欣突然領悟對於「衰老」的自我認識也被無情的一一道出。 

 

結果阿欣自己對於「純」的堅持，也就被解釋為反映在她對「年輕」的執著以

及對「衰老」的恐懼上。女人為了「維持美貌」而體會豪華的舞姿、「風韻留存」

的意義，也體認到了男人發揮了「金錢」功用的這個社會認知。而這和田部的女性

(他 者)認識是同樣受到注目的。在 田部的想法裡，喃喃自語著＜「雖然有有贖身的

人，但是女人真好呀！」＞，對於女人的自我實現，我們可看出它呈現了只要存在

「 贖 身 的 人 」， 而 社 會 制 度 的 女 性 功 能 如 果 也 能 發 揮 功 用 的 話 ， 那 麼 就 確 保 了 女 性

的容身之地，這樣的他者認識。他把藝妓的「衰老」視為從女性功能跳脫出的意涵，

而 投 以 輕 視 的 眼 光 。  ＜ 痛 恨 阿 欣 事 不 關 己 的 態 度 。 像 是 在 賞 玩 上 等 古 董 一 樣 的 怪

異。＞、＜像是在經過一夜春宵之後而採取的態度＞、＜像蟲一樣苟活的老女人＞ 

藉由這些田部所採取的他者視線，我們可以看出阿欣的虛幻形象正在面臨無情的崩

毀。 

 

如同以上我們所見，田部在觀看他者的視線，其實就是透露出了阿欣欲跳脫這

制度的「女性」性別差異(自我認同)之意識。作為一位娼婦，阿欣不僅沒有在家庭

發揮女性的性功能、也不結婚，而選擇把提供性快樂當做生存的唯一手段。而最後

卻還是不得不回到老弱、日常的生活場域，而在那等待阿欣的則是更加嚴厲的「日

常」生活。藝妓和家庭女性不同，他們把自己的身體當做道具在使用，並且提供性

快樂，並把「色戀」的氣氛當作藝術品在販賣，排除男性和世俗的「性別差異文化」、

「女性他者」而達成他的策略。但是制度外的「異類」女性從家庭制度中脫落、逃

離之後，在選擇職業時被視為自立更生的唯一武器的女性「身體」一旦「衰老」凋

零之後，我們就可以在阿欣的生活感受這一點上注意到，阿欣的「隱形人」這形象

被設定為謹慎的自我限制。 

 

把被人觀賞當做職業的藝妓，其生命力的強韌、單身的現實意義會顯現在哪裡

呢？阿欣俐落的將以下的生活方式給一一捨棄。她把＜看電影或看戲劇＞、＜讀小

說集＞、＜外出＞當作嗜好，而用來打發無聊，另外她又把＜年老之後認養養女＞、

＜等待＞、＜開餐廳＞、＜借人週轉金＞＜只要不慌張的話就可以像堆雪堆一樣的

同時累積利益。＞＜把阿住的丈夫－浩義當做高利貸來使用＞等等當作年老之後經

濟面上的支撐，進而毫無掩飾的精打細算地打理這些生活方式。而她即使遭到世俗

遺棄而過著孤獨年老的獨居生活，她的生活空間卻是＜毫無漏洞＞，＜因為女傭是

啞吧所以也不用擔心各式各樣的男子前來會遭到旁人說三道四＞，硬朗地拒絕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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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而強韌的女性。與其從性別差異的觀點，倒不如說在本質性上她是依靠自己而

生存的女人。 

 

但是另一方面，「對她來說，比起身體內部的肉體性、精神性本質的「年輕」」，

她比較在意的東西，就跟我們多數人也會在意的東西是一樣的。那就是在他人眼裡

「希望看起來會比較年輕」這個反應在他者眼裡的問題。因為她看起來比實際年齡

年輕許多，所以她也會和學生展開年齡差距甚大的師生戀。也正因為如此，她不希

望她原本光鮮亮麗的姿色面臨褪色的命運。」他乃是在本質上依靠著自己過活的女

性，所以比起依靠「男人」，她寧可視願意犧牲自我，而成為一位拒絕為了他者生

存下去的女性。」94但是諷刺的是，阿欣這位女性一方面非常在意「他者的視 線」，

一方面卻又拒絕依賴他者生存下去，而變成活在異空間的異質女性。那就是「照片」

這件事讓她從帶有鄉愁般的戀愛感覺中，秀出了其火花所散發出的味道。＜都這麼

久了，還一直握有這張照片的我不正是非常的純情嗎？＞、＜那真是抱歉。我可是

非 常 的 純 情 哦 ！ ＞  儘 管 她 戀 愛 定 位 為 「 藝 術 品 」 ， 但 是 她 無 視 身 體 上 的 衰 老 ， 而

執著於「藝」的戀愛感受。但是那卻是她致命的錯誤。當然，我們在這裡所說的她

的誤解指的是，和自己年齡不相稱的「藝術品」般的戀愛幻想，以及對於和自己幾

乎一樣已經一把年紀的他者──田部的無法理解。 

 

＜阿欣用兩手撐著臉頰，睜大著眼盯著田部蒼白的嘴唇。歷經百年的戀愛應該

也能成真吧！而靜靜地仔細端詳眼前的這位男人。一點都不失青春期少年才有的害

羞。甚至想要給他一袋錢讓他跟自己回家。但是阿欣卻討厭拿錢給「眼前這位無法

振作又喝的爛醉的男人」。還不如把錢給清純羞澀的少男。因為再也沒有比毫無自

尊心來的討厭的男人了。阿欣也有好幾次藉由與異性交歡而嘗到男性青澀一面的經

驗。這種男性的青澀深深吸引了阿欣，而她也認為那是高尚的東西。她對於挑選理

想對象之外的其他事情都沒有興趣＞。  因為這次的再會，她被迫無言的接受自他

認識，而切斷對過去回憶中的戀愛與美貌之思念，給了她實際地對現在的自己做一

個自我反省的機會。而開始懷念起與老藝妓的戀愛對象－情夫板谷之間「長久悠閒

的日子」。專一的想法、燃燒似的心靈這些熱情都一一消失，就連肉體的快樂也都

無法給予的對象。而只是被空虛的氣氛(像薔薇般的禮物)所支撐的「異類」(身為異

邦人的排他意識)女性的戀愛烙印罷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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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不可言說的他者：日本近代慾望的匱乏與書寫表現 

 

1.序言 

 

既往以來，「私小說」的日常性質的寫實精神，被認為是描寫幻想或夢境的虛構文學的

對立概念。但是「私小說」在建構虛構上缺乏創造力，使其反而成為讓日本的「近代小說」

往「客觀小說」發展上的一個障礙與元兇。 

 

柄谷行人《日本的精神分析》（『日本の精神分析』、文芸春秋、2002.7）「第一章 言語

與國家」探討拉岡之精神分析方法，思考索緒爾語言論述中音聲語言與文字語言顯現的言

語與國家的關係。並與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アンダーソン；白石隆・白石さや訳『想

像の共同体』）及薩依德的《東方主義》結合一起，思考「國家」──幻想的共同體的本質，

討論「天皇制」所代表的明治時期以後絕對主義王權國家的意涵。 
 
同書第二章「日本精神分析」為本，就芥川龍之介《諸神的微笑》之文本分析與坂口

安吾《墮落論》論述為主軸。分析大和魂——對「閹割」情結未曾有過恐懼感之日本人的

自我構造，思考天皇制的表象性與潛藏在日本風景中的「改造力量」之所指。鋪陳 1930 年

代現代化的普羅大眾登場之後，「私小說」寫實精神的藝術理念產生的困惑與危機意識之因

由。詮釋芥川的「沒有類故事情節的小說」之回歸「東洋」的文學理念的意涵。所謂的私

小説是否為「日本特有」產物？進而思考日本近代慾望的「匱乏」中，其「不可言說的他

者」掌握上的困難何在的議題。 
 

2. 語言與國家：言文一致運動及近代國民國家之形成 

2-1. 十九世紀後半所發生的言文一致運動 

 

    世界許多地區於十九世紀後半開始以自國語言進行書寫。其與日本的言文一致運動差

不多於相同時期發生。因此，日本亦不例外地產生了符合近代國民國家之形成的問題。不

僅是希臘，即使是在古代也是，若是一個國家欲脫離「帝國」而獨立時，需擁有自己的文

字語言，然而在當時所採取的就是音聲中心主義的思想。例如，音聲中心主義出現於九世

紀初的日本。由將密佛教從中國傳入的空海身上來看最具典型。由於梵語（真言）偏於音

聲性，因此他主張假名比漢字較為真實，並賦予和歌極高的評價。進而，將天照大神與為

佛陀等同視之，透過佛教賦予天皇制之體制基礎。在此背景下，開始對以漢字所製造的中

國律令體制有了批判性。日本的音聲中心主義就此出現於空海的真言佛教中。同時亦成為

日本國族主義之基礎。 

 世界帝國：Nation=state（國民國家）與帝國之相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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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Nation=State（國民國家）之考察中，帝國主義與帝國不同，帝國主義為國民國家的

延伸。國族 Nation 為基於領土、民族、國家於歷史性的共有之事上，無法建立帝國。「帝國」

包含了多數國家以及多數民族。因此，其必須具有與一部份族群及都市國家相異性質之原理。 

 位於中國世界帝國之邊緣：奈良時代的日本 

    若不從如此「帝國」之背景下看待奈良時代的日本，就無法理解之。日本所保存下來的

當時佛像等，之所以有空間距離遙遠的希臘及波斯的藝術痕跡，在在證明了當時之中國為世

界帝國，而日本正是存在於中國邊緣的證據。佛教並不是僅為中國帝國的存在而具備必要性。

而是因應日本的大和朝廷欲確立大規模的國家時所需。舉例來說，奈良時代的日本之所以將

佛教視為國教導入，是由於僅有一部分族群的大和朝廷為了抑制其他諸多族群，進而須以普

遍性的宗教作為後盾。  

 帝國的法律基本上為國際法 

帝國不介入對於附屬其下的各個國家、各個族群的文化及法律制度。然而帝國所關心

的，比起國家本身的支配，而是在於其各個國家之「間」（距離空間），換句話說，即是維持

各個族群、國家之間的交通及通商的安全。因此，帝國的法律基本上為國際法。 

 帝國的特徵：從有獨立音聲進而擁有存於外在之普遍語言（文字） 

帝國的特徵在於擁有類似其之普遍語言（文字）。帝國之中所使用的語言應多不可考，

但其類似之語言卻不被視為「語言」。重要的是世界語言或是普遍性之語言。而其特徵即是

在於基本上普遍之超越性的語言概念，它是從多樣的音聲（語言）中獨立出來的。否則，就

不可能具備普遍及超越性。 

2-2.  近代國家——以「明治維新」為表象的「王政復古」 

一般來說，將迄今被隔離的書寫語言及音聲語言，透過新的書寫語言（言文一致）進行

综合的過程去除的話，Nation（國家）就無法成立。而所謂國家的語言，若果它遺忘了它是

藉著把書寫語言（拉丁語及漢字等）所翻譯出來的文字而成立的事實，而在文字上判定出直

接內在情感而散發出來，在此時點國家的語言就此成立。  
    問題更為複雜化的，是在現代的國家（Nation）=國族（State）的不同階段，在古代所發

生的事實被重疊混淆。舉例來說，在日本，同樣的事發生於「明治維新」時期。「明治維新」

實際上不僅以西洋化、資本主義化為目標，另一方面，是以「王政復古」的表象而出現的。

就日本的國族主義來說，與印尼不同，它是在追求古代國家及文學上而出現的結果。 
 
2-3. 索緒爾（Saussuree）的語言與國家 

——將語言與「國語」切割開來思考而成的「語言」 

索緒爾認為語言為一個關係體系，並將其命名為「語言」（langue）95。索緒爾為了說明

「語言」（langue），舉了法語及英語的例子日語被認為是一個「語言」（langue）。日本的國語

亦因而成為「語言」（langue）。譬如說，文藝批評家江藤淳雖用此種方法來理解索緒爾，並

欲連結到本居宣長等人之學說。然而，用其方式來理解索緒爾的語言學實為完全錯誤的。實

際上，將英語當作是「國語」的國家為數繁多，且將許多語言當作是「國語」的國家亦不在

少數。寧可說所謂「語言」langue，就是為了將語言與「國語」切割開來思考而成的概念。 
                                                 

95 語言(langue)：索緒爾將言語活動(1anguage)拆分為兩個組成部分，即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索緒爾認

為，“在任何時候，言語活動既包含著一個已定系統，又包含一種演變”。言語(parole)是某個社會的共有物

語言(langue)會藉著某個個人在實際的某個時候某個場所所使用。是言語活動中個人的/瞬間的/具體的/個別

的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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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與政治（國家）的關係 

音聲語言雖是最原始的，但由於政治性考量，終究落得被銷毀的下場。歷史語言學派所

舉出的語言，全都是曾經存在於歷史的國家所使用的語言，且是文字語言。事實上，若不是

如此的話，就不會有記憶，因而亦不會成為語言學所研究的對象了。另一方面，索緒爾之所

以提出「共時語言學」，不僅是為了將語言從有其國家歷史切割來看，而是將語言當作對人

類是原始性的條件進行考察，並以此為目標。因此，他所意指的語言（langue），是只要有兩

個人，而兩人之間有溝通行為存在的話，語言就成立了。 
 

2-3. 近代的超克：時枝誠記的索緒爾批判 

 

   時枝說：「語言若離開了主體，是絕對無法存活的。」。並對索緒爾的論說提出批判。但，

這是誤解，不如說索緒爾所批判的是歷史語言學的特質。索緒爾一直強調的是，語言學充其

量不過是從「說話的主體」出發的東西。總而言之，他並非從音聲和文字其中之一看待為原

始性質進行探討，而是不論是何種語言，都是為了闡明語言之所以於本質上仍為語言的原因。 

   然而，時枝不僅批判了索緒爾，實際上，與當時日本的索緒爾派相較之下，不如說他更

是站在接近索緒爾的立場上。……其中之一，是因為他在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內的京城帝國大

學擔任教授一職。包含了台灣、朝鮮、愛奴、沖繩等異民族=語言的日本帝國裡，必須將日語

與民族和國家切割開來看。以及日語和它所伴隨而來的文化亦必須切割開來。由於他身處於

已形成日本帝國主義的帝國裡，因而必須重新思考所謂日語的語言。 

 

現今若是日本國語的領域和日本國家、日本民族領域全然一致的時代，國語即是日

本國家所使用的語言，即使將它定義成日本民族所使用的語言亦不為過，但日本國

語倘若是如其方法所定義的話，不論由哪點來看都太過投機。其若從今日的國家與

民族及語言之間的關係來探窺的話就能理解。（『国語学史』） 

如以上田萬年博士所言強調朝鮮半島的話，必定以愛護朝鮮語為第一目標。但在另

一方面，於一視同仁的理念之下，卻認為將日語普及必須視為教育的第一事業。而

此矛盾究竟要如何才能解決？上田博士的國語觀是否有誤？抑或是將視為國語的日

語普及化此事本身有誤嗎？這是極重要的問題。（『国語研究法』一九四七年） 

    

此「矛盾」在於作為擴張國族主義的帝國主義，與其他民族的國族主義產生衝突，或是

潛藏存在於引起衝突時的事物上。而它並不只是語言學者會遇見的矛盾。然而，國家（nation）

以國語為核心時，會在語言學中產生最為嚴重的矛盾。為此矛盾所苦的時枝，與其他較為遲

鈍的語言學者完全不同。時枝以狹義的語言學者、國語學者的身分持續研究。並且公然反對

強制朝鮮人學日語的政策。但卻同時主張，作為大東亞共榮圈內標準語的日語的優勢。 

 

國語比起國家立場，是更有特殊價值的語言，而日語和此種價值意識分離，與朝鮮語

及其他所有語言一樣，都不過是處於同等地位的語言對象。因此，我能夠理解國語與

日語在某種場合其內涵是相異的。當方言不亞於標準語，或是具有研究價值的語言對

象，不管任何人，對作為自己母語的方言都會有一股親切感吧！然而，國家的立場卻

是盡可能地致力於使這些方言消失。於此出現的又是標準語教育、國語教育的優越

性。而國語其實所代表的是日本國家的，或者是日本國民的語言。比起國家立場，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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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價值對方言來說，即意味著相對於朝鮮語的優越性。而之所以方言和朝鮮語必須

認可國語的優勢，若回溯其根本，則必須說它是根據近代國家型態而成的。自此，我

們又再次被開啟了思考有關大東亞共榮圈裡日語優勢的根源。（「朝鮮に於ける国語政

策及び国語教育の将来」・雑誌「日本語」第二巻八号・一九四二年八月） 

 

時枝想做的並不是對於日本國語的批判，而是在於日本國語不能通用的帝國主義不斷擴

大的狀況下，為了能藉著日語進行政治性的支配，因而進行其政治性的中和。西田幾太郎為

中心的京都學派的哲學者，不斷地對於帝國主義有否定的動作，因而將現已成形的帝國主義

侵略，以「大東亞共榮圈」定義之。這正是「近代的超越與克服」。但只看他們的用字遣詞，

看得出和帝國主義是敵對的關係。然而，他們僅僅是將現實之實際狀態正當化，而操弄了哲

學的偽善性言論。而同樣的，時枝雖然確實意圖超越十九世紀以來的近代語言學（國語學），

但他也其也僅止於和京都學派所言的「近代的超越與克服」平行並列罷了。由此來看，我們

可以針對時枝的言論進行批評。 

  

2-4. 《東方主義》與《想像的共同體》：國家（Nation）是「想像的共同體」？ 
 
   美國於八〇年代以後伴隨著薩伊德的《東方主義》，亦受到《想像的共同體》一書極大的

影響。如後殖民主義與文化研究，此書亦成為官方學派的制度性的論述。事實上，就算是將

國家（nation）視為想像物，但其必然擁有某種現實的必然性。將其單單視做是幻想，不能

算是批判。所以我認為，此種啟蒙主義的批判已毫無意義。所需要的是更為根本的批判與實

踐。 
人的死法若是能夠被偶然左右的話，人始終也逃離不了終究一死的定律。人的生命亦

是充滿了偶然即必然的結合。我們全都知道我們擁有固有的遺傳屬性、我們的性、我

們所生活的時代制約、我們身體的能力及我們的母語等等之偶然性和無法迴避性。而

傳統宗教世界觀的偉大功績——（當然必須將傳統宗教的世界觀，與為了發揮特定的

支配、巧取豪奪的體制之正當化的功能做區別）那就是，此等宗教的世界觀是在於：

存在宇宙的人、以種類分別的人以及與生命的偶然性等相關的事物上。佛教、基督教

或是伊斯蘭教，都是在數十種各式各樣的社會性構成體中，歷經數千年而持續存活

著。而在在證明，此等宗教對於生病、重殘、悲傷、老去、死亡等人類為之所苦的重

擔，迄今都進行充滿了想像力的回應。（『想像の共同体』白石隆、白石さや訳・リブ

ロポート） 

 

 替代宗教的國族主義 

安德森提到西方背景中，十八世紀的啟蒙主義及合理主義性的世界觀的支配下，宗教性

的思考模式已衰退。然後，代替宗教，以死和不死的問題來回應的就是國族主義。國族（nation）

是將個人界定於民族的祖先至子孫的永續性當中。而它正是代替了宗教，實現了「不死」。 

國族主義確實是想像力下的產物。但重要的是，它是將宗教視為是幻想的啟蒙主義之後

才出現的。也就是說，不能將宗教從啟蒙中去除，即使去除了也是意味著它仍以其他的形式

顯現。雖是幻想，但亦有分能簡單就否定的幻想，以及無法輕易否定的幻想。 

 

2-5.  幻想的共同體：對馬克思之國民國家的批判 

 



 112

  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的概念，是由年輕的馬克思將國家視

為幻想的共同體而來的。吉本隆明所言的「共同幻想」亦是相同。唯在此需注意的是，馬克

思是基於何種意義而使用「幻想」一詞。十八世紀的啟蒙主義者曾說：「不僅是宗教，所謂國

家與民族亦是幻想（假象）」。然而，馬克思卻對啟蒙主義者持著批判的態度。 

宗教裡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

生靈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它正像是沒有精神的制度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

的鴉片。 

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現實的幸福。要求拋開關於自

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開那需要幻想的處境。因此對宗教的批判就是對苦難世

界－宗教是它們的靈光圈－的批判的胚胎。（《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844 年） 

 

2-6. 馬克思《資本論》：共同體交換的真相 

 

   馬克思在《資本論》中，提到交易是從共同體與共同體之間的交換開始的。但，在在之

前亦有不同類型的交換。第一，共同體內部的交換。此為「贈與－回報」即所謂互惠的交換。

而此雖為互助性的，但若不履行回報，就會形成被排斥（村八分【被村民懲罰集體毆打】）的

形式。共同體的拘束既強烈又具排他性。 

   第二種類型為強奪。無論如何，比起交換，巧取豪奪的方式要快得多。若將此方式交換

的話畢竟不符，但為能持續的強奪，而須從別的敵人手中保護搶奪的對象並培植產業。這正

是國家的原型。國家為了能奪取更多的東西，透過再次分配，保障該土地及其再次生產的勞

動力，並透過灌溉等之公共事業，提高農業生產力。第三，如馬克思所言，共同體與共同體

之間有交易存在。此種交換是隨著相互同意所成立。而認為彼此都持有等價時，就可進行交

換。但，此交換擁有的剰餘價值，進而產生資本。商人資本並非根據如古典經濟學者所責難

的詐欺，而是價值體系相異的地區之間的交換。譬如在某地所低價買入的東西，在別的地方

以高價賣出的話，分別以等價交換的形式時，即產生差額（剩餘價值）。而產業資本就原理來

說亦是相同的。 

 

 中產階級革命與國族主義 

我認為國族（nation）的基礎包含了市場經濟的滲透，再者，隨著都市的啟蒙主義，包

含已被解體的農業共同體。 

但，他們所真正「嫁娶」的是在中產階級革命中。如同法國革命時，提倡所謂的自由、

平等、友愛之三位一體的觀念，資本、國家、國族為不可分割並且被統合在一塊。因此，我

認為應將現代國家之概念補上資本制=nation。舉例來說，經濟上自由地行動，並因而招致階

級性的對立以及諸多矛盾時，即形成藉著國民的互助的情感來克服，並透過議會來調整國家

權力，進而進行再次配分財產的形式。國族與國家對抗的說法，或許有些無法理解。實際上，

是因為國家（nation）與國族（state）的區分較為困難。英語亦然，國族主義同時意味著民

族主義，亦有國家主義的意思存在。 
 

 天皇制：象徵明治時期之後絕對主義王權的國家 

   天皇制象徵明治時期之後絕對主義王權的國家。雖然如此，但並不是明治以後的天皇制。

因為天皇制是一種絕對主義王權。但又不是古代的王權，因為其所代表的已經是個國家。而



 113

為了否定此種天皇制的國家，權藤提出七世紀以前的天皇為國家社稷前身的領導者的說法，

所以對他來說，天皇並不只與國家區分，亦是對抗國家原理的國族的象徵。但，權藤的主張

變成將天皇置於強化國家權力頂端的結果。意即國家（nation）在無意間轉換成國族（state）。

因此，重要的是，資本制=國家（nation）=國族（state）為互補完成的構造，不能將其單獨分

離看待。 
 

3. 天皇制的表象性：潛在於日本風景中的「改造力量」 

3-1. 芥川龍之介《諸神的微笑》96 
 

芥川龍之介撰寫了許多短篇小說，從素材來看，主要是依據明治的文明繁盛期、十六

世紀的基督、平安時代的《今昔物語》等。可看出來選擇此等素材都非常隨意，但，仔細一

看，芥川認為在他出生之前的日本人，驗證對於外國文化與思想是如何接受，他們其實是抱

持一貫的意志。而其在《諸神的微笑》一作中明確表現出來。此可說是芥川基督教故事（切

支丹物）中最為重要的作品。 

    此作中並沒有特別的故事情節。主角的歐爾岡鐵諾為耶穌會的傳教士。他覺得日本的風

景美麗，對於基督教傳教的成果雖也滿意，卻還是隱約地感到不安。他思考著必須和「在這

個國家的山川中所潛藏的力量，以及人們肉眼看不見的靈」對抗。屢次的幻覺襲來，而在其

中出現了一位老人。老人為日本諸個「靈的其中一人」，並說著在日本，由外而來的思想也好，

儒教也好，佛教也是，都會在這個國家被改造。「所謂我們的力量，並非為破壞的力量。而是

改造的力量。」 

 

隨事物變遷，上帝終究還是會轉變成此國的人民吧!中國和印度也改變了。西方也必

須改變。我們存在在樹木中、低窪的流水中，甚至在搖曳玫瑰花瓣的風中。殘留在寺

廟牆壁上的夕陽光輝中。不管在何時、亦或是何地都存在著。請小心！請您小心啊！

（一九二二年） 

 

 已被「改造」的馬克思主義：芥川感受到中產階級知識份子對馬克思主義的不安，芥

川的自殺是無意義的嗎？ 

 戦後日本知識份子的「轉向」之「近代的超克」：「請小心！請您小心！」 

 

我從許久之前就如此思考：「芥川這麼寫的時候，到底直接的意味是什麼？」。當一九二

二年在書寫這部作品時，芥川的思維必定已將日本國內於俄羅斯革命之後，已迅速擴大為馬

克思主義運動之上了。而晚年的芥川對於馬克思主義或是無產文學持有好感的同時，亦備感

威脅。一九二七年他自殺之時，體會到造成無產階級革命之必然，卻也無法跟進。顯現了中

產階級知識份子的不安。但，自芥川自殺經過不到十年的時間，馬克思主義者受到壓迫，便

                                                 
96 《諸神的微笑》：「神々の微笑」。大正 10 年（1922）1 月發表於《新小説》。南蠻寺的歐爾岡鐵諾神父對

日本這個國家十分滿意。風景美麗；氣候溫和；土人們的個性也容易親近；寺院也蓋好了；信徒更不斷增

加。但他總有抹不安，原因為何卻不甚理解。此時，這個國家的靈出現了，據他所說，宙斯在這個國家是

勝不了的，因為這個國家會把外來的事物全部改造之故。此文本內容就在日本這個國度是如何地將外來文

化消化完畢，再以日本風格重新製造的方法上，以神父與靈二者間之對話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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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地棄械轉向了。不僅如此，當時他們並非單純地放棄馬克思主義，而是實現所謂的「天

皇下的共產主義」（佐野學）97，轉化成法西斯的型態。換言之，此時的馬克思主義已被「改

造」了。他們雖曾經忽視芥川之死，但他們意識型態的遽變不就正如芥川所警告的：「請小心！

請您小心啊！」的最佳寫照嗎？ 

 

於戰後再行出發時，日本的知識份子當然首先得從意識型態「轉向」的問題開始。一九

三〇年代至四〇年代期間，不僅是馬克思主義者，乃至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等等知識

分子的全面性「轉向」，正是回歸到所謂的「近代的超克」──超越了所謂近代、西方、資本

主義、俄羅斯共產主義等──。換句話說，西方外來思想──不只是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

及基督教等，全都被「改造」了。 

 

 天皇制構造中「無責任的體系」：丸山真男的論點 

在戰後對如此轉向的道德責難及反省雖已形成，但卻不穩固。一群學者中終究出現了欲

從日本的社會性、文化性構造中，找出造成其原因的人。其中最早且直逼問題核心的人就是

丸山真男。他將日本所發生的事，並未以法西斯主義解釋之。他反而由日本的法西斯主義與

德國的納粹主義相比較進行考察。 

 

丸山的想法認為，納粹黨中至少具有清楚的意志與主體，因而責任亦存在。相對於此，

日本的法西斯主義卻沒有支撐其主義的明確的政治主體，因此亦無所謂的責任意識。於此，

雖成立了行動派，但看似不論誰都非為其主體，因而全都形成「順其自然」的形式。丸山將

其命名為「無責任的體系」，並將此種系統稱之為「天皇制的構造」。 

 

如此一來，所謂天皇－官僚－資本階級的支配階層終究亦無法擁有責任意識。因此，

奇妙的是，除了說明日本天皇制的機構本身促使戰爭實行之外，形成無法在一般的

意義上去追究完成戰爭是主動推動的結果。而此觀點須以社會科學方法來闡明之。

否則，單方面將獨占資本中的戰爭主體一元化，造成「全都是獨占資本所造成的」

一元論觀點，以及「軍方的少年軍官的錯!佐官階級也不對！其他人都是無罪的」等

兩種極端謬誤的產生。總而言之，我認為為了探究統治支配階層的戰爭責任的問題，

闡明日本天皇制本身的構造以及深植的病因實為重要。（「日本支配層の戦争責任」

一九五六年稿・『丸山真男集』別巻・岩波書店） 

 

 外來思想雜居的日本空間性：沒有堅定自我原理的日本 

 

換言之，自外來導入的思想，絕非受到「壓抑」，而只是形成於空間上的「雜居」。新的

                                                 
97 佐野學「天皇下的共產主義」：佐野學《天皇制與社會主義》 （『天皇制と社会主義』1946 年)。佐野學（1892

年 2 月 22 日 - 1953 年 3 月 9 日）為昭和初期日本共產黨委員長。在獄中發表轉向聲明，引起極大迴響。

自東京帝国大学學法學部畢，參加新人會。畢業後，為後藤新平助手，服務於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後，於

早稻田大學執教鞭。1922 年參加新成立的日本共產黨。隔年逃亡至蘇聯，1925 年歸國。再建共產黨，1927
年就任委員長。後藤新平死後，隨即於 1929 年為中國所檢舉，以違反治安維持法為由，受到無期徒刑的判

決。1933 年與鍋山貞親一同於獄中提出轉向聲明。內容為接受蘇聯指導下進行共產主義運動是錯誤的行為，

今後將進行尊重天皇的社會主義運動云云。1943 年出獄。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組織勞農前衛黨，亦擔任

早稻田大學教授。以反蘇聯反共立場著有《唯物史觀批判》（1948 年）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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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未有本質性的對決，就此被保存下來，而再次有新的思想導入時，就會被突然抽離。就

這樣，在日本變成什麼都有。因而，丸山真男將之稱為「神道」。 

 

丸山真男僅將此與西洋對比來進行考察，但中國文學者的批評家竹內好認為，可將此問

題與亞洲各國對比思考之。與近代西方的接觸中，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對其有反動性的「抵

抗」，相對地日本無此狀況，而順遂地進行了「現代化」。竹內認為那是因為日本並無擁有應

該「抵抗」的「自我」。意即，所謂具有原理的座標軸是，與其說有「發展」，毋寧說招致了

（一時地、長期地）「停滯」。竹內的想法認為日本「發展」的秘密在於亦無自我、亦無原理。
98 

總而言之，不管是丸山真男還是竹內好，都認為日本沒有所謂堅定的自我或原理。若是

有堅定原理或是自我的話，就必定會與外來之物產生衝突。但，在某種意義上，日本對於無

論什麼都能接受。如此一來，亦就是代表未能接受任何東西。而外來的事物若確立，亦就是

它們被「改造」之時。然而，如此說的話，不正是應驗了芥川龍之介所說的：「請小心！請您

小心啊！」嗎？ 

 

 否定近代主體的後現代主義的思想：為何日本也走在後現代主義的先端？ 

 

事實上，與丸山和竹內的戰後批評的類似言論，於一九七〇年代至八〇年代，完全地倒

退了。其中之一的原因是外來思想的影響。丸山和竹內以無自我（主體）來批判日本思想的

缺陷，亦即由於自西方否定近代主體的後現代主義思想的到來。而當近代西方所謂固有的主

體及原理性的偏執傾向一旦被否定，進而推崇去除偏執傾向的精神分裂中非正式體系的思考

之時，人們開始想：「假若是那種東西的話，在日本不是老早就有了嗎？」。同時，日本人取

出了封存在戰後倉庫內的西田幾多郎等人的「近代的超克」思想。其結果，日本亦走向了後

現代主義的先端。 

 

3-2. 漢字與假名的併用 

 

芥川一作中雖有「靈」登場，但並非是統整後的諸靈。應該一個個文字細細地咀嚼。「所

謂我們的力量，並非為破壞的力量。而是改造的力量。」的字眼於此文開頭雖已提過，於此

我再次引用。 

 

隨著事物變遷，宙斯終究還是會幻化成此國的人民吧!中國和印度也變了。西方也必須

改變。我們存在在樹木中、低窪的流水中，甚至在搖曳玫瑰花瓣的風中。殘留在寺廟

牆壁上的夕陽光輝中。不管在何時、亦或是何地都存在著。請小心！請您小心啊！ 

 

而所謂萬物皆有靈論，是主張一草一木中都有靈寄宿並持續運作的想法。但，芥川所言的「改

造的力量」是指同樣的事嗎？若是萬物皆有靈論的話就不特別限定於日本。基督教的傳教士

所到的亞洲、非洲的內地各處，萬物有靈論的說法應更是根深蒂固才是。那麼，日本為何得

特別地「小心」呢？那必定不單單是萬物有靈論，或是原始文化的作用。另外，老人（日本

的靈）如下亦說道： 

                                                 
98 竹內好(1910-1977)：『近代の超克』筑摩書房 (19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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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需要小心的是，本地垂跡這個宗教。這宗教讓這個國家的人民認為，大日孁貴

神和大日如來佛相同的。此為大日孁貴神的勝利呢？還是大日如來的勝利呢？假設

現在這個國家的人民大多不知道大日孁貴神，但卻知道大日如來的話，即使如此，

他們的夢裡所見到的大日如來的身影中，相較於印度佛陀的身影，大概他們窺不見

大日孁貴神吧？我與親鸞及日蓮也一起走在娑羅雙樹的花蔭下。他們所隨喜讚嘆的

佛，並不是頂著靈光圈的黑人。而是充滿溫柔威嚴的上宮太子的兄弟。──但，跟

您說了這麼久，依照約定您還是放棄吧！總而言之，我想告訴您的是，上帝即使來

了這個國家，終究是勝利不了的。 

 

 日本的佛教為「外來思想」？：與接受西洋基督教的方法做比較 

 

與芥川的觀點相關的，在相同時期和辻哲郎也關注到以下觀點：既無法將佛教排除來思

考日本思想史，且佛教各派所遺留下來的地區就僅存在於日本，不僅如此，佛教至今仍是被

視為「外來思想」。和辻哲郎用西方的基督教的接納方式來做比較，指出了日本較為獨特。 

 

在此點上我們應該發現佛教本身的非戰鬥性格以及日本人本身宗教的寬容性。他們為

皈依佛教，而並未有絲毫不得已捨棄固有的神之信仰的感受。於現代亦顯而易見的是

擁有熱切的信仰對於崇敬「神佛」並無任何矛盾。其亦被視為是欠缺信仰的徹底性。

日本人的佛教化並未成為意味著所謂徹底否定佛教外要素的「頓悟」（回心）。日本人

即使將佛教變成為自己的東西。所以，佛教成為日本文化的血肉，經過漫長的世紀，

佛教仍有被視為是「外來思想」的可能性存在。（「日本における仏教思想の移植」一

九二三年稿、之後改稿『和辻哲郎全集』四巻・岩波書店） 

 

和辻哲郎將日本迅速地接受佛教的理由之一，歸納於「佛教本身的非戰鬥性格」。當然此

種想法是錯誤的。佛教經典中，如法華經擁有極為「戰鬥性的」「排他性」性格，即使是現在

在日本仍有類似的活動。不僅如此，自印度發源的佛教是極為本質的思想，「移植」了佛教就

等同於同時要求「徹底否定佛教以外的要素」的行為。 

 

 藉著被「閹割」而形成「自我」——中國的漢字被日本征服了嗎？ 

不管任何地區，它們都是藉著被基督教、伊斯蘭教、佛教等「世界宗教」「閹割」而才形

成了「自我」。而類似的地區中，外來的世界宗教之所以不可能將自己視為是外來的，乃是由

於憑藉著「閹割」自己本身才形成的。另一方面，和辻提及日本人將佛教「視為自己的東西」，

但並非是將擁有佛教的「自我」擺在前面。或許可以說，印度卻擁有那樣的「自我」，也擁有

原理吧！雖然之後會更詳加說明，誠如精神分析學者拉岡所說，日本應說是為了排除掉藉著

世界宗教「閹割」自我，反而形成不了「自我」吧！而與佛教當下無任何抵抗，並「已根深

蒂固」之間並無矛盾。意即，接受任何事物為某種形態上的排除。其結果，一邊將佛教教義

滲透至所到之處，但卻又仍以外來物之姿持續著。 

 

其與「本地垂跡說」以及相反的「本地垂跡說」──將外來之物視為這個國家原有事物

的出現──想法不同。那麼，日本固有的「改造力量」應在何處才看的見呢？我所感興趣的，

是芥川下面所指出的。例如，面對說著「沒有人贏得過上帝」的傳教士，老人如以下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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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實際發生過的事。還是請您聽吧！從遙遠地方來到此國的，不僅是只有上帝。

孔子、孟子、荘子、──其他從中國來的哲人們，許多都來到這國家。而且當時，這

國家才剛剛誕生。中國的哲人們除了「道」之外，帶來了不管是吳國的絲綢也好，秦

國的玉也罷，帶來了很多的東西。不，比起那些寶物，他們甚至帶來了尊貴且神聖的

文字。但是，中國有因而征服了我們嗎？例如請您看看文字。文字並非征服了我們，

取而代之的是文字為我們所征服了。我所認識的從前的人中，有一位名叫柿本人麻呂

的詩人。他所做的七夕之歌，至今仍流傳在這國家，請您去讀看看。牛郎織女並未被

寫在那首歌中，因為那首歌所吟詠的戀人充其量也只是彥星與棚機津女。他們腦海所

響起的，正宛若此國的河川，響徹天際的川流聲。既不是像中國的黃河及揚子江，亦

不是銀河的浪潮聲。然而，比起和歌一事，我必須跟您提文字的事情。人麻呂為了寫

那首歌，便使用了中國的文字。但，比起為了記下意思，他更是為了發音才使用其文

字的。像是「舟」（syuu）這個文字傳來之後，久而久之就為「船」（fune）了。不這

樣做的話，我們的語言說不定早已變成中國話了。此正是比較之於人麻呂個人，還更

為守護著人麻呂的心的──我們這個國家諸神的力量。 
 

於此，芥川所提的是比起多樣的外來宗教與哲學，它們是如何地在日本被改造，他更注

目於外來的漢字透過「訓讀」被熟稔地把弄的過程。中國周邊各國在接受漢字上，最後還是

放棄了漢字。然而，其中，只有日本接收了漢字，並將其視為日語表現中不可或缺並進而使

其內面化。不僅如此，同時，漢字和漢語仍總是被視為外來之物。 

 

 日本的音聲語言：用訓讀來發音漢字的意義 

古代的東亞地區內，擁有文字的僅為中國。而其周邊的各民族所擁有的「文化」，就是

僅有接收漢字這件事情上。而在中國所謂的「文化」，就是在於使用漢字上。另一方面，和

性質為「孤立語」的中文相符的漢字，對於擁有性質為「膠著語」的語言民族要接收漢字，

是有其困難存在的。可想而知，漢字並非為象形文字，而是表意並同時表音的文字。在古代，

接受漢字的各個民族，將漢語以原來樣貌接收，同時為能表現自己的（音聲）語言，於是使

用漢字來表音。 

將漢字以訓來發音是意味著什麼？第一，是將外來的漢字內面化的結果。而日本人早已

不思考如何以訓讀來發音漢字，而是單單思考著如何以漢字來表現日語。朝鮮跟其相比為對

照性的例子。在朝鮮，漢字只是用來發音，充其量只是外來性的文字。而讀寫文字的知識階

級為了能匹敵中國人，於是開始寫起漢文。然而，在日本，十二世紀時，「和漢混合文」成了

標準化，形成以日語來解讀漢文的結果。結果，能夠寫漢文的人可說是少之又少。取而代之

的，能讀寫日語的人數至古代就佔多數。 

 

 明治以後日本書寫語言裡片假名的表記 

第二，更為重要的是，漢字被日語的內部所吸收，同時卻又經常停留在表面外層。譬如，

以漢字所寫成的文章，被視為是外來且抽象性的。而其於明治以後的日本書寫文字中變得更

為複雜。最初，西方概念以漢字來翻譯，同時，又使用以片假名來表記的方法。由於片假名

被當作為閱讀佛教經典等的漢文時所補助使用而來，因此，片假名可說為性質偏向於表示外

國語時所使用。總而言之，以漢字與片假名來表記的範圍內，不管到哪，外來物之外來性質

都可以被保存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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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使用三種文字語言並區別其出處的群體，除了日本別無他處。而且，其情況已持

續了千年以上。若無視此種特徵，不用說是文學，就連日本的所謂各種制度、思考都沒辦法

理解。話雖如此，但各種制度、思考，亦是藉著如此這般的書寫（ecriture）才有可能成立的。 

 

3-3. 「曖昧日本的自我」：日本人主體的病理 

 

舉例來說，楊格派的精神分析醫生，河合隼雄如以下寫道：（P71-72） 

       

日本人在擷取他國文化時的敏銳度，已有一定之評價。自國外所產生的思想與藝術等

立即被輸入並「流行」起來。然而，其亦在瞬間一時地上升的流行思想。突然以落下

之姿消失殆盡。如此一來，又馬上產生出新的流行。而也就這樣，歐美的思想與藝術

等琳瑯滿目隨處可見，而其中之ㄧ自日本母體的子宮脫離時，便已被日本化。其與

Isaiah Ben-Dasan99所說日本僅擁有所謂日本教這宗教的說法亦有關聯吧！（「母性社

会日本の“永遠の少年たち＂」一九七五年稿『母性社会日本の病理』中央公論社） 

倘若從西方人的角度看日本人的自我，似乎只能感受到其答案是否存在都是不明。某

個外國人說到，跟日本人進行交涉時，因其個人的判斷不太明確，或是不了解其責任

所在而為此費了很大的力氣。是由於日本人遲遲未給明確的判斷，以「要最後與上司

商量之後……」等方式來回應。而進而跟其上司進行交涉時，卻又得到「須與部下商

量後…….」的回應，使得外國人被搞糊塗了。（「日本人の自我構造」一九七五稿・

同右） 

 

 主張日本人「不需要精神分析」的拉崗 

 

    關於此點，我想將觀點置於法國的精神分析醫生拉崗有關日本的敘述。拉崗似乎對於日

本的文字用法大感興趣，至少有三次都寫到其文字用法。例如日本譯版的《文集》100出版時，

以〈更貼近日本的讀者〉一文，拉崗認為對於使用日語文字的人「沒有必要被精神分析」。進

而，甚至對日本讀者說：「希望讓你們讀完這本書的序文之後，馬上就有想把我的書闔上的感

覺」！而拉崗所關注的焦點即是，在日本，是以訓來解讀漢字的事實。 
 
       為了要敘述事實的人們，用音讀（l’on-yomi）來注釋訓讀（le kun-yomi）就能充足

表達意思。其就像是剛出爐的新鮮鬆餅一般，事實上是完成它們的人的幸福啊！ 
  不管在哪個國家無法擁有的幸運是：就算不完全是使用自己的方言，而卻可以在自

己的國語中使用中國話，不論為何，更需要強調的一點是：不可能不斷地由思考，

亦即是可能觸及由所謂的無意識到言語（parole)
101的距離，而從未知的國語中借用

                                                 
99 Isaiah Ben-Dasan『日本人とユダヤ人』 

100 《文集》：“Ecrits”。『エクリ』宮本忠雄共訳、弘文堂、1972 
101 索緒爾語言理論的要點可以概括如下﹕  

語言和言語：人的說話既是個人的行為﹐又受社會的制約。索緒爾把這種現象統稱言語活動。為了確切地

規定語言學研究的對象﹐索緒爾把言語活動分成“語言”(langue)和“語言理論。￥索緒爾語言理論的要點。

可以概括如下﹕  
語言是言語活動中的社會部分﹐它不受個人意志的支配﹐是社會成員共有的﹐是一種社會心理現象。言語

是言語活動中受個人意志支配的部分﹐它帶有個人發音､用詞､造句的特點。但是不管個人的特點如何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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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文字的事情發生。為了進行精神分析，偶然地恰好被認為適當的國際各國語言的

實例當中，擷取其一來看，或許會產生麻煩的背離問題。 

我不怕誤解並可不諱言，對於說日語的人來講，所謂以謊言當作媒介
‧‧‧‧‧‧‧

，也就是說，

完全沒有說謊地敘述真實的作為在日本人而言其實如家常便飯。（一九七二年一月二

七日 宮本忠雄他訳・弘文堂） 

 

用音讀來注釋訓讀就足夠了，這種說法意味著什麼？那是意指日語的音聲可以立刻變為

漢字的形態。換言之，與音聲無關，意即日本人可以用漢字來表示而知道其意思。拉崗自此

處之所以導出日本人「不需精神分析」結論的理由是，或許可說是從佛洛伊德將無意識以「象

形文字」理解之一樣吧！  

 

3-4. 大和魂分析：對「閹割」未抱恐懼的日本人自我構造 

 

然而，在這情況下重要的是，將漢字以音與訓來讀的方式，以及漢字與假名併用的方式，

是如何建構了「日本人的自我構造」。關於此點可以參考的是拉崗所述的「壓抑」（repression），

並與之區別而提出的「排除」（foreclosure）的概念。它的意思就是代表著原本初所壓抑的排

除，換言之，意味著閹割的排除。一般來說，在佛洛伊德的想法，認為在幼兒期主體因藉著

原初壓抑而形成。並且，主體更是立足於「閹割」的恐懼而生。結果主體中糾葛著神經症狀

性質的東西。另一方面，也可能產生閹割或是原初壓抑的「排除」。但這些都不足以完整構成

主體。而結果會招致精神病（分裂症）性的東西。 

 

而對這種情形，拉崗所說的「閹割」並非「男性生殖器」的問題，而是意指象徵界，亦

即參與進入所謂語言的世界（文化）。但一方面一邊進入語言世界，卻又有同時不進入的方法。

舉例來說，所謂的訓讀，就是一邊接收漢字卻又不是完全接受。那是因為訓讀是自己隨意念

                                                                                                                                                                  
同﹐同一社團中的個人都可以互通﹐這是因為有語言的統一作用的緣故。索緒爾進而指出﹐語言有內部要

素和外部要素﹐因此語言研究又可以分為內部語言學和外部語言學。內部語言學研究語言本身的結構系

統﹐外部語言學研究語言與民族､文化､地理､歷史等方面的關係。索緒爾用下棋作比喻來說明兩者的分

野﹕下棋的規則是內部要素﹐至於棋戲的起源､傳播﹐乃至製作棋具的材料､造型﹐都是外部要素。把木

頭的棋子換成像牙的﹐對系統無關緊要﹐可是增減棋子的數目就會深深影響到棋法﹐因為這是關涉系統的

內部要素。索緒爾主張﹐研究語言學﹐首先是研究語言的系統(結構)﹐開結構主義的先河。  
語言的能指和所指：索緒爾進而論述語言本身的構造。他認為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符號由  “能

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 )兩部分組成。所指就是概念﹐能指是聲音的心理印跡﹐或音響形像。索緒

爾又指出﹐語言符號有兩個特性﹕ 符號的任意性﹐例如漢語火之所以叫 hu ﹐水之所以叫 shu ﹐是任意

的﹐無法論證的﹔ 符號構成的是線性序列﹐話只能一詞一句地說﹐不能幾句話同時說。同時﹐索緒爾又

有兩點補充﹕ 語言始終是社會成員每人每時都在使用的系統﹐說話者只是現成地接受﹐因此具有很大的

持續性。 語言符號所代表的事物和符號本身的形式﹐可以隨時間的推移而有所改變﹐因此語言是不斷變

化和發展的。兩部分。語言是言語活動中的社會部分﹐它不受個人意志的支配﹐是社會成員共有的﹐是一

種社會心理現象。言語是言語活動中受個人意志支配的部分﹐它帶有個人發音､用詞､造句的特點。但是

不管個人的特點如何不同﹐同一社團中的個人都可以互通﹐這是因為有語言的統一作用的緣故。索緒爾進

而指出﹐語言有內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因此語言研究又可以分為內部語言學和外部語言學。內部語言學研

究語言本身的結構系統﹐外部語言學研究語言與民族､文化､地理､歷史等方面的關係。索緒爾用下棋作

比喻來說明兩者的分野﹕下棋的規則是內部要素﹐至於棋戲的起源､傳播﹐乃至製作棋具的材料､造型﹐

都是外部要素。把木頭的棋子換成像牙的﹐對系統無關緊要﹐可是增減棋子的數目就會深深影響到棋法﹐

因為這是關涉系統的內部要素。索緒爾主張﹐研究語言學﹐首先是研究語言的系統(結構)﹐開結構主義的

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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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來的。而相對於中國周邊的民族接受了漢字，日本所產生的就是類此「閹割」的「排除」。

若真有所謂的「日本性質」，大概僅只於此吧。 

 

 本居宣長「大和魂」的概念──所謂渺小日本 nation（民族）的「哀愁情感」 

在此情形中，國族（nation）與國家之區別實為必要。譬如，與國家連結的國族主義

（nationalism）若是以龐大的權力及光榮為標的，那麼連結國族（nation；民族）的國族主義

（nationalism）即是以渺小的、且反而以哀憐情感的共同性為其基礎。宣長的見解正是如此。

他沒有說日本也存在著如佛教與儒教的偉大觀念。他反而說在知性、道德性的標準上日本並

無任何原創物存在。唯有，珍視因知性、道德性原理而被否定且被隱藏的微小感情（對事物

產生的哀愁情感），才是所謂的大和魂所代表的意義。 

 

 詞（玉）與辭（テニヲハ助詞）的區別──日語比漢語更具優越性嗎？ 

譬如，宣長認為日語比漢語優越的地方在於日語擁有テニヲハ（テ、ニ、ヲ、ハ日語的

助詞）。他將語言分為詞和辭。區別成概念的（詞）及無法成為概念的（辭）。更簡單說，即

是在於能以漢字來寫的概念，以及不能用漢字寫出來的區別。如此，大部分的概念都可以用

漢字寫出，而如テニヲハ的助詞就沒辦法呈現概念。其中沒有包含任何具有價值的內容。不

僅如此，此等「辭」之中表現了無法成為概念的微妙感情及情緒。宣長說：「此即是大和」。 

 

3-4. 満州戦場與日韓併合及大逆事件：大正時代言論的遺失物與暴力性 

 

《諸神的微笑》中提到「此為大日孁貴神的勝利呢？還是大日如來的勝利呢？」。對「お

ぎん（ogin）」來說，是異教獲勝呢？還是基督教勝利呢？此一問題與前面所提到的是相同的。

總而言之，芥川想說的是基督教在沒被破壞的狀況下被「改造」了。 

芥川在《諸神的微笑》一書所觀看的，並非十六世紀時的日本。而是和他所處的同時代

背景而寫的。事實上，日本人針對日本人抑或是日本文化開始熱切討論的時期，是從大正時

代開始的。大正時代在西方列強下，為了以現代國家之姿並確立自我進而拼命努力的日本

人，在日俄戰爭後，自軍事及經濟上的緊繃解放，並且抱著從自己也躋進列強的榮耀中，開

始論述日本文化的獨自性的時期。然而，其就正如到日俄戰爭時期為止的日本人一樣，日本

人忘了界定這個世界的普遍性「力量」。 

 

美國的日本思想史學者 H·D 哈如圖涅（H.D.Harootunian）102，對於明治到大正為止的

言論變化，以「從文明到文化」用詞加注其特徵。文明於全球為普遍性的標準，但若與政治

經濟、科學技術相關的標準的話。文化就與地域性的特殊標準，以及精神性、藝術性標準有

關了。此點也已經在日俄戰爭期所寫成，岡倉天心的《茶之書》103一書中被表明出來。 

 

不能知覺自己身上的偉大之處其實為渺小的人，便容易忽略其他人身上渺小之處所蘊

含的偉大。一般的西方人，沉浸在滑順的自我滿足中，對於茶道只認為是構成東洋的

珍奇與稚氣無數奇特物之一例而已吧！西洋人對於日本沉溺於和平且沉穩的技藝中

時，卻將其視為野蠻國家。但，日本在滿州的戰場犯下大殺戮之後，就被稱之為文明

                                                 
102  H·D· 哈如圖涅：H.D.Harootunian《現代性與文化翻譯》“Modernity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 
103  岡倉天心《茶之書》：1906 年（明治 3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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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近代，「武士的教條」──針對我國士兵踴躍地捨棄性命的「死之術」雖可聽

到許多評論，但茶道卻幾乎引不起其他人的注意。但茶道才是大大地表現出我們的「生

之術」。倘若我國為成為文明國家，而必須藉著寒毛直憟的戰爭光榮才能達到的話，

我們便會一直樂於當個野蠻人吧！一直到出現了我們技藝及理想合理地被尊敬為止，

讓我們喜悅地等待吧！（『茶の本』『岡倉天心全集』第一巻・平凡社） 
 

大正時期日本社會所忘卻的不只是「滿州的戰場」。大正時代的社會雖成立於日韓合併

以及大逆事件之後，但有關於此二事件於此時期之言論中完全沒有出現。被稱做是大正民主

（Taishou Democracy）104的時代，其實是隱藏此種暴力所形成的。認為「讓我們忘了大逆事

件及其它事吧！現在是「文化」的時代，亦是民主的時代」的人，正是大正時期的文化人。

但是至少芥川強烈意識到根源存在的暴力。他之所以強調文化的「改造力量」，無寧是為此

而說的。 

 

 危機意識的喪失：和辻哲郎「回歸日本」的《風土》 

大正時期開始對於日本人與日本文化產生的疑問中，即使表面偽裝成有危機感，但其實

無真正的危機感。真正具有危機性的時代中，人們並無閒暇對「文化」進行批評。而且，無

重大危機的（critical）意識所論述的文化論亦無臨界的危機（criticality）。僅有的只是對於

現在的合理化及正當化。而其代表人物正是先前我已引用過的哲學者和辻哲郎。他之前寫了

有關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與祁克果（Soren Aabye Kierkegaard）的論集，但

卻突然於《古寺巡禮》（1919 年）一書中「回歸日本」。廣為皆知的是和辻在《風土》（1935
年）等作品中，進行說明日本人與日本文化的特異性。另一方面，芥川是否有進行過類似的

工作，幾乎不為人知。但，已經明確的事實是芥川遠比和辻要來的尖銳且剛硬難以取悅。舉

例來說，芥川決不說出類似如日本為優越國家的話。反而是辛辣地自我批評。但，透過其自

我批評正是暗地表示了日本的優越性。 
 

3-5. 回歸「東洋」：芥川的「沒有類故事情節的小說」 

 

小說成為「日本的東西」的時期時是在於私小說身上。而私小說發展到支配了文壇時正

是大正時期。芥川當時持反對意見，他企圖書寫虛構小說亦即「有類故事情節的小說」。但他

在晚年時，卻評論志賀直哉的私小說等為「沒有類故事情節的小說」。他自己也開始撰寫如〈玄

鶴山房〉與〈齒輪〉等「沒有類故事情節的小說」。並且敘述道： 

 

沒有像「故事」情節的小說當然並非僅描寫自己周遭雜事的小說。它是所有小說中最

                                                 
104 大正民主（Taishou Democracy）：「大正民主」的名稱為信夫清三郎（歷史學者）於 1954 年（昭和 29 年）

於其本身著作中所提倡的稱呼，之後成為固有名詞。但此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造詞，其定義與内容也有

曖昧之處。所謂大正民主是指日本大正時代出現的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運動。

究竟應以什麼定義「大正民主」眾說紛紜。有 1905 年（明治 38 年）-1925 年（大正 14 年）期間之説；1918
年（大正 7 年）-1931 年（昭和 6 年）之説；1905 年（明治 38 年）-1931 年（昭和 6 年）之説等等。其共

通點在於以大正天皇在位期間 1912 年-1926 年昭和元年）為中心，以 1918 年第一次世界大戰終了與富山

縣發生白米暴動為自由民主主義運動的核心。大正自由民主主義運動（或是大正民主）為大正時代興起，

捲日本全國的民主主義或自由主義的的風潮與思潮的總稱。在政治方面有普通選舉制度、言論・集會・結

社自由相關的運動；在外交方面有訴求停止侵略戰爭與殖民地支配的運動；在社會方面有男女平等、部落

歧視解放運動、集結遊行權、罷工權等的取得運動；在文化方面有自由教育的取得、大學自治權取得運動、

美術團體自文部省支配獨立等等，在各方面展開各樣自主性集團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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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近詩的小說。而且比散文詩等更為貼近小說。我再三重複，我不認為這種沒有類故

事情節的小說它是最好的。但，若以「純粹程度」的角度來看的話──不淪於通俗喜

好的觀點來看，它是最純粹的小說。再次引用畫的例子，沒有素描的畫即不成立。【康

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以「即興」等為題的數張畫作例外。】但，比起素描，

於色彩中付託了生命的畫已經成立不少。幸好，遠渡來至日本的塞尚（Paul Cezanne）

的數枚畫作就清楚地證明了此一事實。而我對較貼近此種畫作的小說感到興趣。（「文

芸的な、余りに文芸的な」。『改造』1927 年 2 月号～8月号） 

 

 芥川與谷崎潤一郎之爭論：自西方而來的小說是否被日本所「改造」了？ 

 

從《諸神的微笑》來看，芥川的這種主張可以聽出他的心聲：自西方到來的小說（novel）

在日本已被「改造」了。但對芥川這種主張，谷崎潤一郎以下文強烈反駁： 

 

構造的美觀換句話說就是建築的美觀。因此，為了恣意地發揮此種美，須要相當大的

空間及開展。芥川說俳句裡也有所謂構造的美觀，也說茶室中亦有組合上的趣味，但，

在這些地方中人事物並無層層累積的感覺。沒有芥川先生所謂的「可寫成綿綿絮絮的

長篇小說之肉體力量」。而我也確信缺乏此種肉體力量實為日本文學顯著的弱點。 

雖然無禮，但我在此須肆無忌憚地說，同樣為短篇作家的芥川先生與志賀先生之間的

差異，在於有無肉體力量的感受。深沉的呼吸；強壯的手腕；極具韌性的腰幹──即

使是短篇，只要是優秀的短篇作品裡都能有這種感受。即使是長篇作品，也有隨便的

作者會寫到中途就喘不過氣來，而優秀的長篇作品中，數個事件所堆疊而來的美麗

──有如蜿蜒起伏山脈般的雄偉。我所說構成的能力就是意指於此。（谷崎潤一郎『饒

舌録』1929 年、改造社） 

──除去了情節的趣味性，也意即捨棄了小說的形式所擁有的特權。而我認為日本的

小說中最欠缺的即是此構成的能力，將許多故事錯綜的情節以幾何學的方式組合的才

能。所以，我於此特別將此問題提出來。但是否日本人不僅限於文學，而是不管是對

任何事，都缺乏此方面的能力？如果說缺乏此種能力也無傷大雅，且東方亦自有東方

風格的文學，那也就算了。但進而選擇小說的形式就令人覺得怪異了。不僅如此，我

認為同樣是在東方，中國人和日本人相比，前者說不定更具有構造的能力。不論是誰，

只要讀過中國的小說及故事類的人，都會認為如此。日本過去雖也有情節有趣的小

說，比較長篇的或是較為不太一樣的，大概都是模仿中國的小說，且跟小說始祖相比，

日本的小說基礎顯得曖昧不明，並過於扭曲歪斜。（同上） 

 

 「類故事情節」的解體：谷崎潤一郎認為朝向現代主義先端的小說準則 

 

谷崎爾後提出了「回歸東洋」一詞。但他所喜愛的「東洋」小說中，是具有此「構成的

能力」的。意即，於某種意義上，谷崎所謂的「東洋」與「西洋」相似，但谷崎他卻一邊說

「回歸東洋」，其實他根本一點也沒變。 

與谷崎所言的「回歸東洋」相對照地，芥川於評價私小說的同時，且並不認為其就是「回

歸東洋」。因為他認為私小說是能夠與西洋現代主義的先端匹敵的事業。所謂現代主義的先

端，意即將「類故事情節」解體。但，芥川將日本的私小說視為那般的東西，實為他的錯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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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沒有具備構成故事能力者與將故事解體者，兩者實有看似相同的時候。這與將「近代的

匱乏」看似為「近代的超克」的作為是同樣的事情。實際上芥川並非擁護私小說。他所擁護

的單單只有自己的作品。 

 

2-7. 天皇制的根源：回歸正典的《古事記》的分析 

 

譬如丸山真男將「日本思想」的特質，透過分析《古事記》進而欲找出古代的「古層」

（「歴史意識の『古層』」一九七二年稿」）。簡單來說，就是對於作為、製作，把其生成擺在

優先位的思維。丸山認為在西方作為被置於優勢地位。但並非起初就如此。在「古層」中西

方和日本是相同的。 

 

在日本，丸山真男所說的「古層」之所以未受到壓抑，單單是由於過去日本未受到異民

族軍事鎮壓所致。並非由於傳入日本的宗教是佛教，而就沒有「閹割」的情況發生。佛教並

非寬容的宗教。反之，也並非由於是一神教因而特別嚴苛。 

 

世界帝國為了鎮壓多數族群及國家，因而需要世界宗教。因為自己的族群神明無法做到

類似的事情。奈良時代的日本，大和朝廷為了能以國家之姿立足，因而導入律令制以及佛教。

日本即使並非受到外來的強制，亦會因內部需要而被迫這樣做。但即使如此，所謂沒有外來

的強制發生過是極大的理由。誠如和辻所說，那是因為日本人能選擇性地接受佛教所致。因

此不論何時佛教都被視為「外來思想」。 

 

 坂口安吾〈墮落論〉〈續墮落論〉：天皇制的留存，是因為擁有意義深遠的神話力量？ 

但如此事例之所以成立，是由於日本位於所謂世界帝國中國邊境的島國，而並非是因為

日本擁有什麼某種內在的「力量」。同樣地，日本的天皇制之所以能繼續留存，並不是因為

日本擁有意義深遠的神話力量，由於有朝鮮半島的存在，才會一次都未受到異民族直接地統

治。坂口安吾說： 

 

天皇制雖為縱貫日本歷史的制度之一，但天皇的尊嚴卻常淪為利用者的道具，所謂天

皇的尊嚴從無一次真實地存在過。對於藤原氏與將軍來說，究竟為何需要天皇制呢？

為何他們自己沒有掌握最高主權呢？那是因為他們了解到與其自己掌握主權，還不如

天皇制來的便利；與其自己發號施令於天下，不如讓天皇發號施令，藉著自己首先服

從其號令讓普羅大眾看，進而讓號令能更容易地遍行。（中略）自己將自己稱呼為神，

並能從人民得到絕對尊嚴是絕無可能。但，藉著自己屈服於天皇並使其為神，進而強

迫人民即為可能。他們進而隨意地一邊擁立天皇，一邊屈服在天皇的跟前；並藉著自

己的屈服，強求人民回應天皇的尊嚴，再利用其尊嚴來發號施令。其並非僅限於遙遠

歷史的藤原氏及武家的故事。（中略）看吧！此戰爭不也是一樣嗎？（「続堕落論」一

九四六年十二月稿・ちくま文庫『坂口安吾全集 14』）〉 

 

 西田幾多郎「無的場所」：以零記號運作至今的天皇 

 

然而，似乎自後代開始天皇作為零記號或「無的場所」（西田幾多郎）運作著。例如西田



 124

幾多郎將「無的場所」的哲學概念用於政治性定義上。「我國的歷史中，皇室不論於何處都是

處於無之有的狀態。是矛盾性的自我同一。」（『日本文化の問題』岩波書店）。西田說：「意即

皇室並不是以政治的權力，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權力背後以「無之有」的狀態持續著。於明治

憲法中，雖曾出現類似絕對主義性的君主，但與西方和中國的君主不同，其為「無之有」。於

大東亞共榮圈亦是，並不是以支配權力君臨天下，而是作為統合各個自律的亞洲各國單一體

（monad）的無之場所」。 
 
第一，時枝從一開始就拜讀了西田的評論。且他的《國語學原論》（1941 年）用和「近

代的超克」討論會（1941 年）相同的脈絡所寫成的。意即，他並不是把日語視為國語，而是

為了將日語定位成大東亞共榮圈的「公用語」，才寫了此本書。 
 
國學者舉出了連結「テニヲハ」（辭=助詞）與「詞」（玉＝tama）之間的聯繫的例子。意

即，其與印歐語中所謂的繫辭（copula）相對應。時枝根據國學者所說的區別，將詞和辭解

釋成「詞」＝客體的表現；以及「辭」＝主體的表現。 
 
詞與辭（助詞）的區別，是從將漢字以訓讀的方法來發音開始。所以，基本上是來自日

本的「漢字假名」的併用這個歷史事件而來。若無視此點，我們為何能相信將所謂「日語的

倫理」之事物以非歷史性來假設的哲學家呢？ 

 

 《古事記》的書記法 

針對「日本特有的事物」進行思考，並非從民族的精神與心理的構造等想像物開始，必

須從語言的角度出發。但我們需關注的是作為「書寫」（ecriture）的語言。丸山真男回溯古

代所寫的歷史書籍，意圖思考日本人思維的古層，但他一邊分析《古事記》的語言，卻全然

沒注意到有關《古事記》的「書寫」（ecriture）本身。注意到其中所表現的內容，卻沒有將

其表現型態視為一項課題。意即，他並未審視關於「歷史」所被記述下來的「書寫」（ecriture）

其本身的歷史性。以萬葉假名所寫成的《古事記》，事實上是在以漢文所寫成的《日本書紀》

之後才完成的。原本所謂撰寫歷史的想法，是來自於中國以及朝鮮。因此，《古事記》是將

已用漢文寫成的書，進而用和語再翻譯而成的。如若去除其將漢字表音化所使用的萬葉假

名，是不可能完成的。 

 

3-8. 東亞的歷史性地政學：朝鮮半島與無「閹割」意識的「大和魂」 

 

對此我們可以說明本居宣長是如何用「大和魂」來稱呼的產生源由。日本列島自古以來

雖有許多種族遠渡而來，但卻一次都未受到軍事的征服。所以，所謂的壓抑與「閹割」亦曾

未發生。 

 

然而，於此需思考其理由。日本之所以未受到軍事的征服，是由於日本與中國以及蒙古，

或是俄羅斯之間存在著朝鮮半島，在朝鮮半島侵入行為就被阻擋下來。十四世紀瞬間征服了

中國至阿拉伯為止的蒙古，亦統治支配朝鮮有三十年之久。而他們之所以為何放棄征服日

本，並非如日本的歷史所認為的因為「神風」（颱風）吹襲的關係，而是在於他們在朝鮮時，

由於朝鮮的反抗因而力量早已用盡的原因。此亦有相反的例子。十六世紀末，豐臣秀吉當時

擁有壓倒性的軍事力量，而欲征服明朝帝國，但由於朝鮮的抵抗因此放棄了。若舉出明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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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亡很大的原因是因為流寇來看，倘若沒了朝鮮的抵抗，可說秀吉也不無可能會征服明朝。 

朝鮮的存在，大大了限制了日本的政治性及文化性的型態。朝鮮對於異民族侵入，仍不

斷地努力地保持國家的輪廓。相對於此，日本藉由將所謂大海的自然界線視為國家界線，因

而長久國家與社會的區別曖昧不明。 

 

 造成天皇制之構造存在的要素———具有強烈地體系性壓抑的朝鮮國的存在 

坂口安吾說過，天皇制是由於欲使用其權威，進而進一步統治其天下的歷代統治者所作

成的。關於此點，戰後的美國佔領軍抑或是麥克阿瑟的政策亦相同。他們為了能利用天皇以

對付蘇聯的戰略，政治性地免除了天皇應負的戰爭責任。其結果，日本保存著所謂  「天皇

制的構造」同時並以經濟強國之姿復活了。然而，我於此欲附加一點，造成成立如此天皇制

的構造，是由於社會共產主義勢力過去在於遠東地區擴展之故。亦可說，社會主義勢力造成

戰後日本的政治體制──象徵天皇制與放棄戰爭為代表──能繼續保存。但，若沒有韓國成

為蘇聯及中國勢力南下的防波堤的話，天皇制也不可能繼續存在。 

 

另一方面，也可說地理位置處於中國與日本之間，即代表朝鮮的政治、文化型態自此被

制約住。日本沒有所謂原理性、體系性所造成的壓抑，相反地來說，正是因為擁有強烈體系

性壓抑的朝鮮國家存在，且由於朝鮮有過數次被異民族侵略的經驗，因此更加強化了朝鮮的

「壓抑」及「主體」等意識。暫且遠離這些根源性的「關係」，思考兩者的歷史，再進一步

看待他們之間的關係，結果就是只能主張日韓各自的獨特性。 

 

最後我要說的是，我並不認為日本的天皇制是如何地根深蒂固。之所以強調天皇制是如

此根深蒂固的「分析」，只是自然而然被如此看待的結果而已。將僅為偶然的事物必然化，

並視為獨特性事物的思考方式，會流於使類似的事物永遠存在。我們應想起，在戰後坂口安

吾說過如下的話： 

日本國民諸君，我大力向諸君主張日本人及日本本身的墮落。我主張日本及日本人必

須墮落。（略）只要天皇制繼續存留著，且如此歷史性的機制繼續糾纏於日本的觀念

中，便無法期待日本在人性上有燦爛開花的一天。人們的正確光芒將永遠被阻隔封

閉，真實的人的幸福、人性的苦惱、所有人類真實的姿態，將永遠都不會有造訪日本

的一天！（前文〈續墮落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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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林秀雄《給 x 的信》 

 

我曾經寫過以下的話：總是習慣設下陷阱來捕捉這個世界的真實的我，雖然認為世上應

該只會唱著吝嗇的歌，但我總是能夠聽到在歌中隱藏著的，陌生而甜美的欲望及感情。所以，

我總是後悔的比人家晚。就在我正想給你寫一封稍微長一點的信時，突然想起了這句話。真

不是個好現象。突然想起自己以前說過的話，總之不是什麼好事。後悔的比人家晚的男人，

人類不會很快地就改變自己原本的想法。 

 

與其說是習慣，也許說我是清楚坦承自己的弱點會比較恰當。我和一般人一樣無法逃脫

自己的缺點，當我們想要逃脫，並想著要怎樣疼愛這個人時就一定會帶來心碎的結果。而且

我也和一般人一樣到了三十歲才第一次深切瞭解到自己的平庸。如果我這麼說的話你對我一

定不會有任何同情，這樣我也能輕鬆點。 

 

不管重看幾次，我的臉都如此模糊，覺得終於看清楚時，便判斷這個傢伙注定不會有什

麼好事發生。託您的福(千萬別忘了這個詞語)，確實能證明我這個礙事的人所說過的話。你能

瞭解嗎，就算是礙事的人也得在世上做出決定然後活下去。 

 

對某個吃過苦通達人情事理的人來說，『光陰似箭』是所有人類發明的諺語中最好的一

個。無論如何，這句諺語是極具悲劇性的。我認為帶著悲劇性的事物通常都富有教訓性。這

句諺語讓我察覺沒見過太多世面，尚未成熟的自己。但是，僅只是試著思考這種帶教訓意味

的事情，就已經夠讓人覺得可怕，並陷入周期性的感嘆之中了。 

 

支配人類的有兩件重要的事，一是過去，一是虛榮。這兩者對我來說也失去了明確的意

思。大家都說正值壯年卻毫無作為是很滑稽的事。我也覺得很滑稽。最近滑稽這個詞語的意

思變的越來越曖昧而令人感到困擾。最近因為這件事，而讓我覺得要掌握每件事正確的意義

是極度困難的。再次說明，我現在正陷入周期性的感嘆之中。 

 

我原本並不是生性喜歡強說愁的人，或者如你所知，是把不喜歡的事當成一種規定來看

的男人。無可排解的哀愁向我襲來，事情相當的複雜。無意義的嘆息不知為何老停不下來。

大家看了我的表情後，都說應該是神經衰弱吧？(這個問題很容易)，嗯，大概不會錯吧！ (這

個回答很正當) ，然後就說出這樣的回答。接著會說出為我著想的話，思及此，我感到非常

滿足。你應該不會覺得我是個無可救藥的男人。我現在把這份哀愁寄託在信中的其它地方寄

給你。因為我相信像我這樣的人，也需要擁有想聽我訴說的好友。這是這封信的結論。雖然

才剛說完結論，但我還再說。人們常常指責我這些不過是我的騙術罷了，(如你所知，不知曾

經何時，我走上寫文學相關的評論來維生之路了。) 可是這只不過是平凡的我的一個習性而

已。這是我非常想要大家了解的事情。不然我為何要在信的一開頭就寫我會想要設下陷阱來

捕捉世間的真實呢？從我不值一讀的雜文中，大家說我是逆說家，諷刺家，警世家或資本主

義擁護者….這些都是世人不經思考衝動之下的言論而已。世上到底要出多少個怪物才夠呢?

我反省自己的沒用，產生了不可思議的心情，我不是和世人有同感的呆子，但也無法喜歡生

氣的自己，只能不知如這何是好的流下討厭的汗，沉默著。這實在是非常憂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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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說我是雄辯家、語言的鍊金師。被人群製造出來的我如果能被用豐富的語彙描述的

話……..我一邊讀著サントプ－プ一邊嘆氣。你知道我是很沉默的人。但是如果不知道該怎樣

承受這樣沉默著的弱小自己的話…….。 

                   

我唯一需要的朋友啊，如果這位朋友是你的話，我唯一想說的事已經不具意義了。不是

這樣嗎?我相信你能理解我的結論。就算是說言不及義的話語，也需要頃聽的朋友。就我的理

解，人類就是這樣的動物。 

 

我現在要將我的性格撒向空中，從此要為了搜集的工作而不辭辛勞。誰這樣寫過。我現

在也不辭辛勞的工作著，因為我已經充份的把自己弄壞了。一如看到令人煩燥的臉孔一般，

為何你不再對我嚴厲一點呢  現在我是這樣想的。 

 

我對於自己的言行舉止和真正的自己結合起來這件事，在很久以前就彷彿觸碰到不知名

的暗礁。而察覺到不管怎樣努力也只是繼續停在原地不動而已這件事，也已經很久了。仔細

想想這其實是很容易的工作，只不過是心理上的某種遠近法的問題而已。 

 

在每個人多樣的心理層面中多少都會有一面是會呈現在外的。  為了我們自身行動的方

便我不知是從何開始，覺得其實這樣一點也不方便的， 當我發現我的那面鏡子過度地反射自

己時，那面鏡子已經失去原本的樣子了。這個小小的發現會帶來多少的痛苦和敗德，我應該

就算想知道也無能為力。 

 

自始以來鏡子就快速的照出所有的形體，我不得不沒來由的看著沒和我商量過就反射出

來的這些形體，也沒和我商量過，我的腦中出現了一個照像狂來和我同居。每一次被逼的焦

燥時，他拍下一張張我焦燥的臉孔。就算我閉上疲累的雙眼，我那張愚蠢的臉孔也依然浮現

在眼前。 

 

沉思複雜抽象的問題時，或就只是上廁所時，照像機都一樣的在拍攝讓我變成小笨蛋般

的我的身形，也一樣一直出現在眼前。我無法忍受這種一再重覆的事情。到底在想什麼，到

底是為了什麼，對我來說是沒意義的，我只是不斷地感覺到自己的極限強行地被擺在眼前。

夢和現實交錯著，我對於自己的事或他人的事，都無法被信任。活在這個世上，就是要把梗

住呼吸的紛擾事物給撥開，而在我身後推著我的是紅色的他人。徬徨的走著走著，夜晚來臨

了。雖然斷斷續續的睡眠是我唯一的休息方式，但不得不醒來的睡眠，怎樣想都覺得很奇怪。 

 

就我以往的經驗，我不認為大部份的人都能充份的瞭解我。我知道用這種方式活下去是不

可能的。也因為問過生理學的醫生和社會學的醫生，而知道了病名等事情。所以知道一定是

生病沒錯。但是我和所有的病人一樣，能不能治好是其次，到底要不要問病名反倒是個大問

題。雖然你大概不會得這種病，但你一定能理解這個問題吧。這是病人唯一擁有的價值。 

 

在右邊發生事件時會望向什麼事也沒生的左邊心裡想的和嘴上說的完全是兩回事也不以

為意在電車裡因為突然很想拔隔壁男人的頭髮，於是找他說話。對我來說所有的言行舉止都

是一樣的意思。當然大家會懷疑我的精神狀態，但我常常能在糟糕的事情當中看見正氣。 

 



 128

為什麼不能遵守約定？為什麼亂講話？對於被他人質問的這件事，我真的百思不得其解。

到底要逼迫我到什麼地步才肯罷休？對於自己言語上或行為上的某種不足，用不誠實這種詞

語來稱呼它，我感到相當意外。但是這種心情能向誰訴說？當我獨處時，『為什麼』這個詞彙

的陰影有多讓我辛苦？現在他人好像已經  不再向你詢問了。不斷輪迴的結局，是令自己增

添傷痛，還是得到安慰呢？連都失去的我，搜尋之眼所望向之處必定有好處存在。我搜尋到

的殘骸一定有著什麼益處在其中。 

 

我至今仍是這樣的。對於看到截取我言行舉止的片段(所有的言行舉止都是枝微末節、片

段的)，任意捏造我的意見這件事，總覺得有股難以名狀的厭惡感襲來。和溫柔的雙眼相交會

的機會實在是少之又少。只有溫柔的雙眼是恐怖的，因為不知道會被看見什麼。只有溫柔的

雙眼是美麗的，對我來說是無法追尋的，因為隱藏著密秘密。只有這雙是最有神，最能洞察

一切的眼。如果擁有這雙眼是很困難的事，那為什麼大家還是這麼直率的說就是那個傢伙呢？

我為什麼沒有那樣的勇氣呢？用一張看似伶俐的臉發表的意見我全都不喜歡。不管是對的還

是錯的都一樣讓我心煩。一樣沒有任何意義。例如在我母親的觀念裡，一和腳這兩個東西是

無相關的，但即使母親完全不能理解我的言行，在她眼中永遠有我這個兒子存在。 

 

我一直希望我只要對自我感受性的獨特行動誠實就好。與其說是希望不如說被強迫這麼

做。透過文字強行這麼做。僅只是被強迫，對我來說就已經足夠了。我想不出還能在誠實這

個詞彙中再加上什麼意思。不止是誠實，還有愛、正義等，我對於每次都用奇特的發音，毫

不知羞地說出這些詞彙的人們至今仍無法理解。 

 

我大概能明瞭的事就只有自身的痛苦而已。只有這個因為長久的痛苦而產生的麻庳精神

而已。麻庳的頭腦變得只能『看』了。我茫然的雙眼前通過許多形體，為什麼他們都遵守著

某種秩序通行呢？為什麼樹木會看成樹木，小狗就只會看成小狗呢？我感到一種奇妙的不安

感。我一直拼命地在忍耐，但是一點也不明白在忍耐什麼。極度的注意，但不明白到底在注

意什麼。你能夠明白這種疲累嗎？在此時次刻，我感到我想要活下去的心中，存有某種物理

性的誤差。我難以忍受這種誤差。我到底是思考著死亡，還是我根本已經死了？閉上雙眼，

雪飄下來，無色無聲，但我想要阻止，怎樣也無法把小說寫好。像這種文學描寫的虛無性，

我打算能有某種程度的瞭解。 

 

不用說你也知道，我曾在自殺的輪迴中徘徊。我認為生在這個時代，正值做夢年紀的青

年，一次都沒有自殺過的人，必定是生長於非常幸福的環境下。我至今曾企圖兩次自殺，一

次是因為無聊，一次是為了女人。我沒有對誰說過像這種蠢蛋一樣的自殺經驗談，夢幻的故

事都是愚蠢的。拼命的只有當事人而已。與其被他人傳著被簡化的內容不如活在當下嗎？我

現在是從夢中醒來嗎？這些思考全都是無可救藥的沒有用。我相信聽者會覺得無聊是有道理

的。 

 

一次是為了無聊，一次是為了女人，現在想起來還覺得真是不正經。但是這份痛苦是確

實的，透過這些像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及愚蠢至極的經驗，我有了一些體悟。雖然有自殺的人

存在，但這些打算自殺的人，本身並無法成為一種意義。因為吞下過多的海水，因為被車子

截成兩半，到處都有因各式各樣的理由而死亡的男女，這些只不過是無比單純清楚的事情罷

了。人是無法為了女人或金錢自殺的。大致上來說，是不會為了清楚明白的痛苦而自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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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再也無法忍受不得不重複的無意義努力而產生的單調而死的。死亡總是從對面朝我們

走來。我們也許會為了見他而出門，但相遇的場所是無法明確斷定的。 

 

請原諒我說的很快又口不擇言的話語。總而言之我活下來了。總之是這樣。總之是人類

發明的一個很棒的詞語，重點在於現在難以描述的事物過去也難以描述，特別是精神方面的

事情。現在正在遠去的事物難以掌握，已經遠去的事物改變了形狀，現正遠去。 

當我再度被絕望侵襲時，路人看見我浮現出的自殺二字，然後確認了這個詞已經被穿上

令人害羞的盛裝，我感覺到一股憂鬱的感動。這個時刻，我真正開始思考起，不管誰都好，

我渴望某人的臂膀，渴望成為某人的目標。 

 

雖然很突然但我和那個女人分開了。我也很想平常的說：反正一開始就沒有愛上過她。

某一個時代的小說家總是很想這樣說。或許這會意外的成為文學批評上重大的日子也說不

定。總之當我覺得產生了類似後悔的感覺時，就說我已經深深愛上了比較好。離別至今我仍

深深愛著她，誰也無法憎恨曾經愛過的女人。當然我也漸漸明白，和女人的交往很容易產生

愛恨。 

 

我並不想和你報告我和女人交往的經過。我並沒有寫愛情小說的天份，而且也沒有某些

人擁有的能將自己做過的事情始末仔細重現的奇妙本領。總的來說，只要我一想到這是過去

的事，就不禁覺得要論述它是不可能的事。我難以描述的至今經驗，存在於肉身的哪裡呢？

只要一想到此我的內心就激動不已。我察覺到我只愛著我付出過的時間，即使不知道它們的

內容。與其說我愛著與我分離的女人，不如說女人是被放在我留下的足跡之上。我如此思考

著。 

 

我試著與女人一起生活，瞭解到男人對女人的口出惡言其實是帶著感傷的。當然我並不

想使用這麼沒用的詞語，但是不管是要我說明、描寫、甚至是歌頌與前女友的生活，我的回

答都是一樣的。從我至今累積而來的經驗中，這是一個最自然也最直接的感慨。 

 

我經常想，在我們每一個活生生的經驗裡，總會不可思議的用一些沒用的詞語來描述他

們，只不過這種詞語因為缺乏交換價值，所以用過就會被遺忘了。如果能夠把這些詞語收集

起來，並清楚的看他們，我們會同意語言是人類所有表現中最高級的事物。暫且不管時下想

寫就寫的小說和詩的氾濫使得樂趣全無，我懷抱著小小的希望，希望對於他人這樣的詞語能

夠讓我的內心產生衝擊。 

 

語彙是滲入腦袋，承受無數抵抗的電流。正因為有抵抗，所以語彙帶有現實的意思。不

能承受抵抗的語彙，沒有從人口中說出來的必要我相信所謂的公式，並不只有無聊而已。世

上沒有這種東西。到處都買的到的商品，若不是粗糙的便宜貨，就一定是過度的奢侈品。我

這樣說大概有些人會有很誇張的回應吧。也不知道能不能當做比喻。但是我並無意譁眾取寵。

這世上沒有公式，也無法用它來判斷。這是我累積而來的結論。這個念頭在腦中已經很久，

最近終於把它說出來了。然後也覺得自己多少變成熟了。雖然很想說其中還帶著些許的疲勞，

但這樣實在有點蠢。 

 

女人是我變成熟的場所。一舉破滅總是用讀書來理解這個世界的我那可恨的夢。話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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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但我並沒有比他人談過比較多次的戀愛。什麼事都很平常的發生。 

很想把女人殺掉、實際上是女人很想試著殺我、檢視著彼此的臉卻變得不知是愛還是恨、互

相懷疑到底相愛是誰的錯、對方為了自己沒有說謊反而生氣、對方明明做的很好反而失望……

總之我受不了說明的麻煩。 

 

時下喪失想像力的資本家對戀愛這種事當然是遲鈍，但是這種遲鈍是來自資本主義或社

會主義對戀愛的輕蔑態度的這類言論我沒有興趣。不管怎樣我對於那種覺得戀愛很愚蠢的

人，不管是老或少，我都覺得他們很孩子氣。就算這個時代不適合上演戀愛劇，但我在意的

問題是，不管適合與否，戀愛這個東西幾世紀以來，都以社會中的小螺絲釘，另一個小型的

社會般的反撲方式朝我們襲來。 

 

我不知道戀愛裡是否有帶著真正的愛，但至少會有真正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戀愛之人

擁有旁人察覺不到的可能性，這無法成為他們做夢的證據。在這個與世隔絕的複雜國度裡，

我們寧可徹底覺醒，旁人認為我們醉了那般徹底覺醒。這個時代是人不會仔細觀看別人的時

代。所有的秩序都消失了，無用思考也消失了，取而代之的是現實生活中的苦樂與無聊。一

切的抽象都不被允許，曖昧不明的語彙也再無立足之地。這個時代人類的語彙終將沒有變得

曖昧不明，也沒有活靈活現的出現。這個時代不是心連著心專一專情的時代。所以這是唯一

讓人變成熟的場所。 

 

女人僅用一點點材料就能提出很確實的人類學理論。通常這會被稱作是普通女人的無

腦，但所有的男人都忘了，只有男人才會說出無腦這個詞。就我來看，就像女人會意識到自

己是女人般，男人並不會意識到自己是個男人。這件事情以不同的形式存在於所有男女關係

的核心當中。迷戀這件事情，是代替世上的人去瞭解有男也有女這件事。女人要求我像個男

人，而我對這個要求感到驚慌。 

 

妙的是，這個簡單明瞭的要求對男人來說是相當難理解的。我發現對我來說男人本來就

是夢想中的樣子。他做為一個社會人，有著不得不遵守的待人接物時的規範。我懷疑他到底

有沒有一次機會能和這些活生生的要求會面。他知性的夢想到底有多複雜，女人僅是一個要

求都忍受不了。但是男人都是高傲的，(女人的高傲是眾所皆知的)。稍微受挫就馬上推崇單純

的女性魅力。在這其中感到一股不安感，發現時戰爭已經結束了。 

 

女人不瞭解男人唐突的慾望，或者說根本不想瞭解(雖然說這兩個是同一件事)。比如說她

們會半認真地遲鈍的問，『到底怎麼了？』當然這種時候因為男人不喜歡女人的表情，所以他

們無法理解女人的遲鈍，或者根本不想瞭解。生氣也好害羞也好，總之被迫陷在沒用的行為

裡。女人因為不管怎樣都打算做點什麼，所以沒辦法忍受男人的沒用。若是事情變複雜了，

女人就會開始哭。這真的是相當正確的實踐，女人用眼淚來解決一切問題，接著從慾望中覺

醒。若男人只是變成沒用的傢伙，被女人的眼淚牽著鼻子走的話是解決不了任何問題的。他

的慾望也會消失。男人覺得女人像個小孩，卻不自知其實自己才是個小孩。女人覺得自己像

個小孩，卻不自知其實自己已經變成了一個成熟的女人。 

 

我察覺到這其中有股複雜巨大的運動。女人的虛假和謊言是女人獨創的產物。以女人的

勇氣來舉例，對男人的智慧來說，女人的勇氣充滿了無法忍受的虛假裝飾。在這類事情上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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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是男人或女人都缺少，也無法，擁有清楚的意識。這樣為什麼在兩人相遇的地方總是進行

著複雜的運動呢？我看的出來，人與人的感受之間相遇的場所，是最奇妙的場所。比如對我

來說，就算這個世上沒有一個人值得尊敬，可是在和他們來往交談的地方，我便能看到他們

難以親近的威嚴。不止限於男女間的問題，友情和親情的關係等等，舉凡要在心與心之間建

造美麗的橋時，最重要的不就是這座橋而已嗎？若是脫離這座橋，人類的感情和理智不就只

是虛幻的堡壘而已嗎？人一旦沒有實際喜歡的對象時，便思考著自己到底是怎樣的人是全無

意義的不是嗎？ 

 

近代人對自我的解體，就算只不過是個比喻，在自我裡面大概是找不到能夠支持抵抗那

座橋的事物吧！ 

 

我想起尼采的話，『對我來說人情不是同意他人，而是忍耐著去同意他人。』他的愛和忍

耐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差別呢？還是說兩者是同樣的呢？我無法判斷。我仍陷在我的孤獨感之

中。 

 

所有的書物都是傳說。真實的事物不會被記錄下來。我們是不停改變著生長著的生物。

我最近重讀尼采的書，對於沒有發現以前寫過的文字而感到吃驚。帶著極度厭惡造假的話的

性格，不幸的帶著一流小說家眼力的他的命運，將我捉住再也離不開。他乍看之下抽象的語

彙，越看越覺得他們緊緊接連著錯綜複雜的現實。他不帶理智也不帶感情的批判，因為不管

是帶著理智還是感情去批判，只不過是不停歇的叫喊著這個世上無法遵守的規則而已。人們

在他頭上捏造的超人土偶，只不過是他本身捏造的土偶罷了。這個個性矛盾的人，非常自然

的被歸定衛生無害的假說裡。他想證實這個假說，卻越來越偏離這個假說。 

 

超人一詞取代了人類一詞。人類這個記號追過了社會這個記號。如果在其中有什麼深刻

的理由，那他現在也應該有什麼深刻的理由。仔細想想，所有年代這兩件事都是對立的。但

是也未必在某個年代就會取得平衡。 

 

在今天不論是誰也包括尼采，都是歷史歷史的叫喚著。要處理世上的事情時，不順著時

間的方向走才是最正確的。但對我來說這個世界是一個結晶體，我們不會總是順著結晶體切

割。我們都順著歷史的洪流前進，但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浮力。原來時間只是一把箭，我無

法跟著它走。就算是這樣，我年歲的增長和這個世界年歲的增長，總是交錯並行，並教會我

什麼是生活感情，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不用說這一定是錯覺。只是人類不相信這個錯覺，

到底能得到什麼呢？人類被這種錯覺牽引著，難道不是在這十字路口最容易受傷的動物嗎？ 

我並不相信個人主義思想，舉凡清楚明白的思想我都不相信。只是每個人都懷著難以向由各

種經驗累積而固定性格思想的他人流傳的主義，對於這件事不是相不相信的問題，是個人現

實的狀態。某個階級到某個階級，某個世紀到某個世紀，都抱著難以流傳的主義生存著。這

種嚴重的糾紛或許可以用理智來整理，但我並不認為老天所賜與人類的理智，僅只是用來處

理糾紛而已。 

 

整理和解決是兩件不同的事。被整理好的世界只不過是為了完美對應現實的世界而被製

造出來的東西。我不懷疑這個世界的存在或價值就等於我相信這個世界嗎？我該懷疑嗎？因

為我對於這個世界上被人類所知，只是無意義堆疊出來的理論完全無法產生興趣。能引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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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的只有一個。那就是：這個世界到底能不能產生人類生活的信條呢？人們為了相信這個

世界或不相信這個世界，所以在這個世界裡附加了什麼呢？人們為了相信這個世界或不相信

這個世界，所以需要什麼樣的感情機制呢？在這個世界上相信和不相信的人有著不一樣的生

活方式，如果想著有一個複雜的臉孔，在身邊就會馬上出現一個難以改變的臉孔。我無法遇

見也無法想像這充滿魅惑的風景。難道不是這樣嗎？你認為呢？ 

 

不止是尼采，我在所有影響力深遠的思想家表現中，常覺得人類的思慮已經再也無法超

越他們了。沒有超越他們的思想家，我是無法閱讀他們的作品的。在到達頂點前的語彙，在

到達前會不會喪失了意思呢？雖然不是絕望的表現，但是被絕望所逼迫著。雖然不是無意義，

但是不斷變動的意思難以固定下來。我對於和在極限間徘徊的語彙相遇，有著難以言喻的感

動。我無法說明這感動的內容，但我絕不認為這種感動是我任性妄為的夢。 

 

面臨著以正確為目標的語言表現的危機，不正是所有固執的理論家的道路嗎？我覺得這

是難以改變的事。我國的傳統和西洋的傳統比較起來，面臨這種言語上的危機時只表現這種

危機其它方面都不管的思想家，擁有多豐富的內涵呢？為此我非常吃驚。正如同卓越的思想

容易消失，這個不幸的反證是真實的事。只有容易消逝的部份，思想中隱藏著會更改的理由。

我常常不得不思考思想的精髓。 

 

這樣的感慨無法避免時下感傷陋習的毀謗。我也知道對於思想的精髓這種語彙不放在心

上的人有很多。只是這些沒心的人到底是依存什麼思想呢？這些被依存的思想應該只是被少

數的人所彰顯。如果沒有，如果這是連角落都清楚不已的體系，那為什麼還有這麼多信徒對

此做著無結果的爭論呢？為什麼沒有結果的爭論就在我的眼前呢？而且對方的思想越接近自

己，爭論就一定會越充滿詭計嗎？真是很奇妙的事情。 

 

請原諒我的冗長發言，我所說的事並沒有什麼特別。但請相信我寫下的文字。在這個世

界上沒有思想。只有人們對其深入的程度而已。不透過和語彙結合就無法表達的思想，存在

著孕含危機的精髓。 

 

如果這個精髓就是思鄉的真實部份，人類的思想史和真正的思想史到底具有什麼意義

呢？這是令我痛苦的一個巨大疑問。但是我偷偷的相信著這個疑問的最底層。如果這個真正

的思想史是人類能夠編造出來的東西，大概能夠看見他們連結著和這同樣形狀的珠玉吧。真

正的思想大概和本能很相像。察覺到這件事時是驚人般的簡單明瞭，但是想要說明，便會立

刻轉變為迷宮般困難。如果思考成這是人類的工作的話，就會恍然大悟靠人類的力量是不可

能的，但如果只是想成是人類的一種思想來判斷，那就不是一種幻想了。是人的生命中某種

現實的層面。在今天被討厭的，如同神或永遠一樣流傳長久的語彙。因為這種高等語言，一

般來說人類本來就沒有不帶痛苦思考的明確對象。是巧妙形容人類某種思想的形容詞。 

 

大眾順著這種感情的要求，讀取著當代思想家的思想。所以與其說他們因此而被牽動，

不如說他們為了自己而主動地狡滑地利用著這些思想。所以說思想史實際上只不過是經大眾

之手而扭曲變形的思想史。在那兒陳列著的傑出物品的名字，只不過是醜惡的裝扮罷了。為

了援助這種大眾的狡滑而產生的一種職業叫批評家，他們總是不得已的以假面示人。 

 



 133

相反的，不管是怎樣的個人，如果想在這個世上留下足跡，在某種意義便意味著得協助

自己所生存的社會。換句話說就是得輸給這個社會。社會總是戰勝個人。思想史就是社會對

個人的戰勝史。在這裡不存在比少數還困難的問題。 

 

『為什麼狗要搖尾巴呢？』『因為尾巴不會搖狗』。這個笑話意喻深刻。 

 

支配某個時代的思想和某個獨創的個人是緊密結合的。現代人為何只敘述這種結合，卻

不敘述在這之間同時存在著難以跨越的差別呢？只不過是流行。所有的流行都是虛幻，不幸

的是所有的虛幻似乎都理所當然。恐怕這就是自然原本是正直的，但是說謊者是沒有失去我

只是說謊而已這種狡猾心態的正直者，這複雜事情的原因。 

 

我們社會的本能是討厭孤獨並覺得它恐怖的。事實上不如說我們的嫌惡和恐怖都是名為

孤獨的幽靈所製造出來的，我們一直在和他們作戰，還比較恰當。只不過是和我們的影子作

戰罷了。 

 

能忍受及接受社會的錯亂和矛盾的個性是很堅強的個性。在他的雙眼與現實之間，不存

在任何理論性的媒介。在他個人實踐的地盤上，不比社會寬廣也不比社會狹小。要保持這種

複雜的精神，是一種真正的孤獨。不指責無所事事或自閉的人，總是大喇喇的在他人面前坦

露自我的個性，不可能穿著孤獨的外衣。為什麼呢？我覺得這個算術相當簡單明瞭。因為社

會為了自我保持下去，就勢必得有一個非人類的組織，大多數的人和這個機關維持著淺薄的

關係，怎樣也無法養成互相交換幻想的語言的習慣。社會依照著個人的習慣生存下去。所謂

的社會革命就是新的習慣被新製造出來。這大概是因為嫌惡因為不喜歡習慣而革命的關係。

金錢是活生生的東西，也就是說人類和金錢多少是類似的。 

 

2+2=4 是一種純粹乾淨的抽象概念。形容這是抽象的這件事，是近乎愚蠢的純粹乾淨的

抽象概念。在這抽象之上的科學，終究也只能以實證為目標，還有事實證明而已。遠離抽象

世界的人類思想是非實證的，多少都存在著不乾淨的抽象世界。 

 

所以在人類世界裡，不論再怎樣正確的理論，也只不過是文體和修辭的問題而已。用簡

單的話來說，扣除科學，所有的思想都只是文學罷了。只不過是被朦朧的煙哽住的人的各種

表情而已。世上所有被冠上詩或小說或其它藝術等名稱的人類表現，正是這類表情中的其中

一個表情。在這些表情中最牽動我心的，是以此為生的人們，雖然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以抽象

為基礎，但感到一定要把工作的結果人間現實的體驗，直接暗示出來不可。即使實際上和這

件工作有所關聯，但能詳細說出這種苦痛的人非常的少。更何況被這種表情掌握住的人們，

根本不知道自己工作工作是這麼的不潔。這裡成立了一個夾在科學和現實中間，半調子至極

的世界，一個擬實證的世界。支配某個時代的思想，只不過是宰制了這個世界罷了。 

 

在今天已經衰退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機構，因為衰退，所以耍一些不必要的詭計，又因為

這些詭計，讓事情變的更加複雜。大家再也無法忍受這樣的複雜了。大家熱切的希望一個更

加簡單明瞭，更加人性化的社會機構的到來。這種渴望是正當的。但是這個時期所產生的支

配大眾的思想，是相當政治化的，又因為這個原故，所以無法產生難以解開的欺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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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披著理論外皮的一種睹博。就正當的意思來看，不是質的問題也不是量的問題。

就正當的意思來看，不是真實也不是謊言。某種同樣頃向的感情，變成了充滿政治性矛盾的

教義。某種政治的教義，滿足了生活性矛盾的感情。 

 

我們今天不論在哪裡都和政治思想產生衝突。為什麼不會厭倦呢？為什麼不能厭倦呢？

不管走過社會的哪個角落，誰也不曾思考過這個問題。一點也好，改變一下遠近法來看世界

吧！我們在這個確實知道的現實世界，從無限的瑣事和瞬間中組成的現實世界裡，應該會為

了完全沒有接觸過的事情而驚訝吧！成為這個思想的材料的這個非常不充份的抽象概念，如

民族，國家，階級等，再怎樣宣傳自己的個性，或人們被其所牽引，人們在以前未曾確實見

過這些事物，而這個事實從遠方不言而喻。 

 

對政治的處理，經常等於集團的價值。為什麼呢？若是對於個人價值抱持著深切的關心，

便絕對無法建立政治思想之故。這個思想存在著根本性，或者說必須性的欺瞞。為了這個必

須性的欺瞞，政治始於用人類的暴力去調整自然的速度，終於用物質的暴力去輕蔑人類。 

 

我相信人類的暴力但不相信物質的暴力。所以我對於政治的理論也好實踐也好，都不抱

持著積極的熱情。我不參加黨派的動員。我既不想去叛定一個人的罪然後殺掉他，也不想被

審叛然後被殺。這是我唯一的思想。所以我一定會被流彈所傷像狗一般的死去吧！流彈和不

知從何處射擊的子彈是一樣的。人們也許會說我是懷疑派的，但是我是很純樸的。也許大家

會說我是卑鄙小人，但我只是單純的在忍耐而已。但是我依靠這唯一的思想去厭惡政治的這

件事是誰也阻止不了的。 

 

還有厭惡那些未曾思考過這種政治個性，看人都像看流行病般，帶著優越感的八卦群眾

們這件事，也是誰也阻止不了的。 

 

以前當我忙碌到超過精神能負荷的程度時，我讓一個拍照狂在腦中與我同居。對這個世

界橫行之火不帶期望的プロメテ們，我寧可用照相機去看他們。不但沒有照出自己的身影也

無法照出自己的身影。思想和感情在懷中只照射出香煙的樣子。 

 

他們唯一堅守的信條，似乎是認為只有從遠方才能看出正確的事情。我常思考，若是遠

從兩百萬公里的距離來看會怎樣呢？ゲェテ和豬尾巴會看成同一個東西並感受深刻吧？ 

 

對了，我好像都忘了我正在給你寫信了。你已經閱讀到這邊了嗎？我總是一直在說話卻

忘了對象是誰，仔細想想這是我精神上的疲勞所造成的。 

 

我有一件遲至今日才明白的事。這個社會絕不會將我掩埋，但我必需不斷的為自己製造

不在場證明。社會上的所有表現都是絕對追捕不到的錯亂證據。而且領悟這個證據的精神是

充滿愚劣的。 

 

愛或幸福，討厭或不幸，人類無法獨自一人去完成他們。都是要和他人一人一半共享的。

所以我們不知如何對他們做出判斷。我努力的是，將最真實和原本的自己向你坦承。真實原

本的自我，我已經不對這個奇怪的語彙感到懷疑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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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有在找不到對象可以訴說時，才會想起這個語彙。困難之處就在於找到願意頃聽的朋友。

事實上這個困難如做惡夢般巨大。不論是誰都把別人的話當耳邊風。不是因為迂腐，而是因

為無法不以別人的意見為主，為了以別人的意見為主，所以無法捨棄幾近無義的頑固意見。

大家都互相警戒著，為了不要被欺騙而互相欺騙。 

 

為了生存下去，必要的事物已經不止是自己而已了，我所想要的只不過是一個不會讓我

失去自我並能找我說話的人，以及為我活下去的人。 

 

『在虛榮中寫下的虛榮充滿最大的痛苦』 

『痛苦這件事無法辯解』 

『是無法辯解的事實』 

『是事實的話更加不能允許』 

 

我們曾經有過以上對話，是什麼時候我已經記不得，是誰說了哪一句我也記不得了。不

過不論是我還是你在當初對自己所說的話都還不瞭解它真正的意思。我們至今仍能重複一樣

的對話，但我們的表情已和當初不同了。人為了被他人所瞭解的這個藉口而拼命。這不是快

樂的事也不是悲傷的事。難道不是這樣？你覺得呢？ 

 

像你這樣不從他人身上學習，也無法教導他人的人很希有。我對不知道自己多有天份的

你感到神往。你心中的這個部份和其它部份調和時，你特別的美麗。你的心毫無防備，任何

細微理論的綱目你都能游刃有餘，擁有能不被玩笑所傷的堅強。被玩笑所傷是一個很妙的語

彙。我對於自己對真實的詞彙總會想幫它找藉口的習性，以及用玩笑口吻去刁難他人的人已

經厭倦了。我不容易向沒口德的人屈服。 

 

我不會特別尊敬你，對我來說喜歡你就已經夠複雜了。這是痛苦，也是一場愉快的戰役。

就算是這樣，在這世上需要尊敬的人太多了。比如官員、學者、小說家。他們為了獲得尊敬，

所呈現出來的，知道或不知道的材料，不用說他人了，就連對他們自己來說，難道不過是許

多偶然的堆積而已嗎？這是社會中難解的謎之一。但是我打算停止了。謎無所不在。恐怕想

要訴說謎題的這件事，就製造出謎題了。 

 

即使這個社會完全不需要我這種人，我的精神仍是苦痛會來造訪的場所，從外部而來造

訪的場所。我現在除了支撐著這個場所以外，再也無法採取任何態度。然後常常會因為這個

場所是由我一無所知的事物所建立的事感到驚愕。某位士兵在隔壁的戰友的頭被子彈打飛

時，旁邊的收音機代替頭映入眼廉，從那之後他便開始相信在自己肩上的東西一定是收音機。

這種發狂是正確的。我每天早上洗臉時看著鏡子常會思考著，誰也不會像這樣仔細看我。 

這種感覺和某種夢類似。這個夢在我凝視著的人身邊迅速的擴散。在這之上漂浮的是，不悲

傷時的眼淚，不覺得滑稽時的笑，還有只有痛苦的臉，因為幸福而過於不安的臉，騙人眼淚

的虛偽，骯髒的正義，發狂的理論，深植心中的目標，沒用的手臂-----我想要確定我和他人絕

對不一樣，所以被非得要一個一個拿起來審視不可的念頭所牽引著。 

 

你能理解我吧！融入不明白瑣事擁有成不了事的力量的人群，追尋著這種夢是多麼的辛

苦。你能理解吧！我以他人開始覺醒之時為目標，不得不開始沉睡。我常常覺得再也無法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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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這種夢所發出來的光芒。這個夢突然變了樣子，我感到難以理解的不在意。 

 

就像大氣中開了一個洞，世上有人心不需要支持的滑順存在。我再也忍受不了所以從這

之中出走。不論什麼事只要不定目的就無法行動的人，因為失去目的而聚集起來。我用沒用

的眼去觀看他們。我為了反對恢復一個目的而來嗎？但是我的身影和他們很像吧。 

悲傷的音樂傳來各種語彙，和香煙的煙一起冉冉上升，碰到了天花板。我完全不知道他

們的路徑為何。運動知覺被調整成同樣而感到幸福的自己，用一張彷彿永遠無法回到唯一歸

處的臉孔喝著酒。 

 

突然我發現在眼前手持杯子的男人只不過是個亡靈罷了。為什麼他的身影和人類如此的

相似呢？又或者人類為了像那樣活動到底需要幾個滑車和齒車呢？比起那個我更想問，為什

麼我和他同為奇妙的具有相似外表的生物呢？又為什麼在他人的周圍總是非得要保持微弱之

火不可呢？我以一個哈欠做為結論，然後確定了我並不想入睡。 

 

不知是誰在耳邊低語----為什麼你沒有能帶去更遠一點地方的禮物呢？你思考的事情不

論是幸還是不幸，是喜還是悲，什麼都好，你用什麼樣的詞彙在稱呼著的人生片段，不論你

怎樣巧妙思考出來的形象，那樣的東西在真正的這個世界----怎樣說才好呢？不，你為什麼想

模仿用杯子來裝大海的水呢？為什麼你沒有能夠帶去更遠一點地方的禮物呢？這樣的低語在

我耳邊響起，然後我非常平靜。 

 

我現在所有的事都微笑以對。不過因為我不太瞭解的詳細原因，他人絕對看不出來我在

笑。 

 

那麼再見了。你旅途歸來之日就先和我見面吧。我會早到去等你但請不要忘了，我依然

是個不能遵守諾言的男人。我擔心我是不是會破壞了約定。但是無論如何你一定要來。因為

我深信你會來。 

 

那麼再見了。最後我想告訴你的事是，請保重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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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林秀雄〈私小說論〉 

 
 「我，試圖達到人們認為前所未有，今後也無人能及的目標。將一個人，置於全然的真理裡，

並將其面目示於世人。而我所說那個「人」，正是我自己。」 

 

    也只有我，一路走來隨心所致，見識了許多不同的人。我從未見過任何跟我非常相似的

人。不！我寧可相信所謂這世上的人們，每個人都是相異的。即使不出色，但每個人仍有些

微不同之處。上蒼之手將我所打造成的人格樣貌，任由上蒼去破壞是好是壞，其應是讀了我

的書之後方可判斷的事。(中略)無數的人群請聚集到我的周圍！人們傾聽我的告白，為我的卑

賤驚呼，為我將自身的悲慘公諸於是感到慚愧?丟臉?我期求他們將各自抱持和我相同意志，

來到祢的跟前，將他們的心毫無保留的向祢傾訴。若有勇氣，即使一個人也好，希望有人能

如此地向祢說道：「我勝過那個男人」。」 

 

    此為眾所皆知，盧梭的《告白》的序文。暫且不論盧梭是否誇大其實，但，他在這前所

未聞的事業中，是否得以正確無誤地描述了自己的心境，其亦不是太大的問題。他直至晚年，

在《孤獨散步者的夢想》中，我們都深知將自己奉獻於上蒼之前的他，逼迫自己到何種地步。

於此，我想說的是，正因為盧梭如此充滿狂熱的言論，在近代小說中，才有了初次所謂私小

說的生成。如第一流的私小說《少年維特的煩惱》也好，《歐伯曼》也罷，還有《阿道爾夫》

等作品，倘若沒了《懺悔錄》開頭序文的呼應，那麼其等作品亦未能生成。 

 

    若輕鬆地說將自我誠實的告白以小說體所撰寫而成的是私小說，在小說初生成的時代，

每個作家都採取這樣的方式來思考，在歷史上來論述為不可思議之事，而所謂的私小說，對

於人們個人自身具有重要意義之前，在文學史上都未曾出現過。而盧梭為十八世紀之人。那

麼，在我國，私小說為何時、因何緣由初現的呢?所謂與西洋的浪漫主義文學運動先驅切割的

私小說作品，由於未能於我國文學見識到，因此在自然主義小說的運動成熟時，人們才初始

針對私小說產生了各種言論。 

 

    「有關所謂藝術為真實的意義，且是其他人生的「創造」，說什麼我也沒法相信。而如此

時代之前的文學青年然而，對我來說，僅能將藝術視為了解每個人之後，進而達到一個人生

的「再現」 

 

     「譬如有個叫巴沙克的男性作家，寫了長篇作品《人間喜劇》，其中創造了如現實實際

存在放高利貸與婦人、或其他人物，但對我來說，最終仍覺得其僅是個虛構物罷了。」然而

他洩露了自己寫作生活的艱辛，關於他的隻字片語根本就不能採信。因為，描寫「他」最終

也是把「自己」置入作品中罷了。──如此偉大的作家，或是古今往來的一兩位天才身上都

發生過吧！（中略）但，將自我假托在他人身上的那一瞬間，我就像是化作藝術一般，伴隨

著一種間接感、說是一項技巧也好、堅持也罷，伴隨著一種方便性的虛構感，此即使做為一

項讀物作品是非常優越的，但最後還是不足採信。如此的涵意中，我在此時的某場演講會中，

大膽地下了定論：「托爾斯泰（Lev N. Tolstoi）的《戰爭與和平》、杜斯妥也斯基（Fedor M. 

Dostoevski）《罪與罰》、福樓拜（Gystave Flaubert）的《包波利夫人》」皆是，雖然高階，但最

後也只是個偉大的通俗小說罷了。結果，是個虛構創造出來的東西，及一部讀物罷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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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引用於久米正雄於大正十四年（西元 1925 年）所撰寫的評論。我並非因為認為久米所

提出的此意見為卓見才加以引用的。但是，此引用其實是在人看來是十分玩味。因為，並不

是單單久米一個人所持有的意見，與其說是當時多數文人們所共同抱持的見解，不如說那是

深植他們心中並無意識地將他們所深信的。所謂的私小說論在當時來說，就是純粹小說論。 

 

    不論久米氏的意見是否正確，率直的他的話語道出了一項困窘的事實。西方一流小說可

視為通俗讀物的這一點來看，我國的自然主義直至成熟完結，雖說我國私小說所遭遇的此種

特殊命運是私小說論者無法預想掌握到的，但對於已然開拓今日視野抱擁自信的批評家來

說，為何會遺漏了此一重點呢？正因為遺漏了此一重點，才會形成如此仍算不上是現代私小

說論且形同虛設的樣貌。在我國近代文學史當中，如此特殊的漏洞四處皆是。而我們針對批

評的方法，若有百般不願但既已向西方學習了。暫離方法性的議論來談，該是時候將槍口朝

向此等漏洞並扣下扳機了。 

 

    法國亦是在自然主義小說達到成熟時，私小說運動才亦然出現。巴雷斯（Barrès, Auguste 

Maurice）是如此，接著紀德（Gide, André）及普魯斯特（Proust, Marcel）亦是如此，即使他們

各自逐一達到所謂的頂端，在他們的創作的動機中，仍存有相同憧憬。也就是急欲重建因為

十九世紀自然主義思想的強力壓迫而形式化的人性。他們為了此事業之所以能將「我」研究

無誤，是因為他們的「我」在當時，已是完全地社會化的「我」了。 

 

    要不是盧梭在《懺悔錄》中僅僅想著描繪出自身之實際生活，他就不用為了能巧妙地表

現自身之實際生活所苦了。當時驅使他如此做的是在社會中之個體所持有之意義，以及有關

在自然中有關人類定位之熱烈思想。重要的並非是《懺悔錄》是否能定義為私小說（關於此

事久米亦已論述過），而是即使不是從盧梭自己的口中道出，或者就算是沒有模倣他的作法好

了，不論哥德（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也好，瑟南克（Senancour, Étienne Pivert de）也罷，

皆已反映滲透至康斯丹（Constant de Rebecque, Benjamin）等人之思想及作品之中。不論他們的

私小說中的主角如何的懷疑自己實際生活之意義，作者等人的腦海裡已存有個人與自然及社

會之間必然的對決。而緊接著出現的自然主義小說家們亦是，皆經過有關此等對決之思想上

的訓練薰陶了。因此對他們而言，所謂描繪因實証主義思想而死的「他」進而貫徹「自身」

之事業，如同久米所想的一般，決不是古今中外的一兩位天才所進行的異常稀有的事業。 

 

  我國之自然主義文學運動之所以能逐漸孕育出獨特的私小說，並非僅是因為所謂日本人

的氣質，如此主觀性的原因。不管如何，都應先說是由於在我國並無如同於西歐生成之私小

說之外在原因。雖引入了自然主義文學，但為養成此文學背景之實證主義思想而言，我國之

近代市民社會不僅狹隘，且多餘之舊有材料實為過多。即使沒有孕育新思想之地盤，人們依

舊能沉醉於新的思想。十九世紀中葉的俄國，年輕的作家們大多充滿狂熱地進行了類似動作。

然而，我國的作家們並未如同他們一般進行類似之動作。並非是無法進行，而是被認為沒有

實行之必要。他們雖然沒有孕育西歐思想般之充分的社會條件，但取而代之的是擁有了俄國

等皆無法比擬的悠久強大之文學傳統。那是因為作家們在出色的文學之傳統性技法中，不論

是有無意識到，在活著的時候，沒有孕育場所的外來思想之中並未具有驅使作家等人之力量。

對於活在已深固之審美感中的作家等人而言，沒有比用技法消除新思想更為愉快、或是自然

之事。我國的自然主義作家們，將此一愉快且自然之事業置於執行時最為安全之位置上。於

此不能誤解的是，所謂的安全是指文學之理論乃至於實踐上之安全，並不代表他們的實際生



 139

活是安全無虞的。 

 

「一直以來，我僅望著天並嚮往著。我不明白有關地上的事，渾然不知。膚淺的理想主義者

啊!比起現在我呀!不管是地上的人也好，或是不畏懼如獸禽於地上爬行也行，只要是比起徒然

地望著天空都好──」此為田山花袋因受到莫泊桑（Maupassant, Guy de）的短篇集之啟發時

所寫的。莫泊桑身上的何處啟發了他呢？既不是莫泊桑悲慘的生涯，也不是作者的絕望及孤

獨所致。是他那不遠眺天上只凝視地上的嶄新技法使得花袋陶醉在其中。 

 

    法國的資產階級描繪了個夢，也就是將東西透過科學來計算並加以利用的貪婪的夢，此

為福樓拜的人生帶來了絕望，並迫使他下了與實際生活訣別之決心。莫泊桑的作品亦然，是

被背後所隱藏此種無情思想所扼殺的人手中完成的。 

 

他們的「我」在成為作品之前是已死過一次的「我」。他們雖然發明了嶄新的技法，但此為他

們如何都無法相信社會生活及私生活而不得不發明的東西，福樓拜所說的「包法利夫人就是

我」此一話語，亦是因為他知道他的「我」在作品內活著，而在現實之中卻死了所說出的話。 

    於此可見左拉（Zola, Émile）與他們完全是背道而馳。相較起憎恨時代思想，他雖進而留

戀於此思想中，為此，他所失去的私生活上的「我」其實也與其他人相同。當時，為了生活

而巧妙利用時代思想的人不計其數，為了建立時代思想之紀念碑，如同左拉一般，需要思想

附體並且滅除一己之身的人。有關此點，福樓拜與「包法利夫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左拉與

「克洛德」之間的關係實屬相同。 

 

    正由於此等作家之思想上的惡鬥，對於輸入自然主義文學之我國作家們而言是最難理解

之事。獨步寫道：「以無受到德川文學之感召，亦無受到紅露二人之影響，和從古至今的文壇

全然無任何關係之發想、使用方式、作風之姿，我在初製作之時期必須根據源頭來進行。而

自問道該源頭究竟為何時，我想到的是華茲華斯（）Wordsworth, William。」至少明治後半以

來的我國作家們，皆依據自己的華茲華斯來進行自己的工作。且各自擁有自己喜愛的華茲華

斯。如左拉、莫泊桑、再來是福樓拜，如此雖為冗長，但意味著以下之事。我國的作家們在

西方作家等之技巧出現範圍內，將個別化之思想無誤地全盤接收，但此等思想只不過僅是培

育作家各個的夢想罷了。外來思想僅為作家們以技巧性地接收，其存在方式也不得不僅以技

巧形式得以留存。作家們實際所接收的，說是思想不如說是感想。而且，其實為非常行之便

利之事。 

 

     與實際生活訣別的莫泊桑的作品，為花袋帶來了真實生活上之指標及喜悅。此情形，有

關在我國近代小說初期《棉被》之作品成立時，所發生奇怪的事情當中雖蘊含後世私小說論

之生成秘密，此秘密之構造至少在原理性來看，是極為簡潔明瞭的。而不論是何種天才作家，

也不可能單憑自己的力量創造出時代精神以及所謂的社會思想。不論是怎樣乏味的思想，作

家亦不可能全新地發明及發現其思想。他僅是將已存在人們間的思想，在作品中進一步實現

且明朗化。思想在某種時候如物質般堅硬，某些時候則如人類般柔和，而存在於時代之現實

中時對作家而言，所謂的思想亦是正當的敵人也是朋友。花袋邂逅莫泊桑的作品時，他無法

完全從文學之外眺望如同否定自己所行之文學活動般，亦或是如激勵般地強大運作而來的時

代思想之力量。所謂從文學本身之外，如生物般運作被社會化及組織化思想之力量，對當時

作家而言是作夢也無法想到的事。此時被禁止眺望「天上的星星」的他，作為如同不斷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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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之事業供給食糧之物，取用了自身的現實生活，並託付此嶄新之人生觀因進而感到滿足之

事對他而言，是理所當然的。以後的小說，附著於作者之實際生活，且人物上的配置、性格

的微妙差別上讓都我們見識到驚人的技法之發達。無與社會進行激烈對決就完成事業之文學

者，自給自足的藤村在《破戒》中的革命也是，秋聲的《粗暴》中之成熟也是，不管主觀地

來看會是如何，將其形容成是技法上之革命及成熟也不為過。 

 

    私小說之所以與所謂的心境小說有相通之處，其理由亦是在於此。關於實際生活的告白

與經驗談進而朝向被精練完成的「我」之純化。所謂的私小說論，被解釋成是當時文人的純

粹小說論之意義亦是來自於此。 

 

    鷗外以及漱石之生命都未與私小說論產生連結。他們出色的教養，應來自於他們洞悉了

我國自然主義小說之缺陷。他們的洞悉雖經由芥川龍之介最為正確地承繼下來，但他的肉體

卻禁不起此種洞悉，是應為他感到悲傷之事。芥川的悲劇因他的死而終結了嗎？進而在我們

眼前的私小說現在又是以何種之姿出現的呢？ 

 

2 

    「一見到夢殿的救世觀音，有關於該作者的事完全想不起來。其是因為從所謂的作者形

成完全游離之存在，此又是另外一回事。文藝方面，我若能做成類似之事業，我也不會想要

將其成果冠上自己的姓名吧！」 

 

    此為志賀直哉為了昭和三年的創作集所寫的序言，但對於私小說論之本源，再也沒有比

此更美的語詞能夠涵蓋其意義了！他今後究竟是否寫了「沒想過冠上自己姓名」之作品，於

此並非為重要之事，相較之下，而是到達如此感慨後他長長地沉默究竟意味著什麼。 

 

    花袋從莫泊桑身上學到日常實際生活之尊嚴以來，沒有任何一個人比志賀直哉更強烈地

且光明正大地將自己的日常生活藝術化。也沒有任何一位作家比他更一絲不苟地專情走在將

日常生活之理論直接應用於創作上理論的私小說之道路。他因夢殿觀音的例子而陷入感慨

時，他的事業已達應到之處。被純化的日常生活消除了曾經衍生出的危機和問題。他之所以

以自己的實際生活為對象，並無需要進行的事情，亦無進行之必要。這位作家所呈現出的沉

默中，不論作者如何解釋自己的沉默，失去竭盡發揮實際生活的人類之靜謐與手邊表現材料

的小說家的苦痛，正應橫向發展著。 

 

    所謂不將自己的作品冠上自己的名號，此又為福樓拜的覺悟。「身為一個藝術家，他必須

讓後世認為他是未曾活在這個世上般，以此方式來定位自己之處境。」然而他在二十四歲時

寫道：「逃離不幸的唯一方法在於，埋頭於藝術中，將其他的一切視為無。我對於富貴也好，

戀愛也好，慾望也罷，沒有留戀。我已決定性地與現實生活別離。」此若注意到志賀所說的：

「欲拯救現實生活的危機之希望，進而得到創作的契機，然而此並不會為此作品之完整性帶

來任何損失」與前者間的奇妙對比即可。 

 

    無論志賀的情形是多麼極端的例子，他的一絲不苟雖露骨地顯現出他於作家道路上之危

機，但前面所論述到我國私小說在誕生之際所散播的種子，隨著慢慢成熟亦必須面臨到此種

危機。志賀的情形中顯著的是，由於他僅是一絲不苟地使播種種子成熟的作家，藉著自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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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洗禮而開始此事業的作家皆會遇到此種危機，並各自被迫進行該危機之處理。亦有人如

同島崎藉著將心血注入歷史物而克服了危機，亦有如正宗藉著感想性批判文章之製作，而側

目著危機的人。抑或是也有人如德田一樣，發揮異常的生活力，而藉由交付於現實生活之進

行，反而得到自在的製作態度。 

 

    大正時代，許多的作家從各種不同的角度對於明治以來的私小說所掀起的反抗為眾所皆

知的。白樺派、新思潮派、早稻田派、三田派等其反抗聲音雖繁多混雜，但卻未曾能聽到何

處曾經傳來對以往的私小說有決定性否定的聲音。且幾乎沒有人對於二十四歲時不得不發佈

與現實生活脫離之宣言的福樓拜的小說理論而感到害怕。而這些人的反抗中，其共同的性格

是於創作行為之根據中，依然存在著對日常經驗之依賴，及日常生活為創作供給了最大的夢

想。意即，他們所謂的反抗是以將日常生活各自地以新的心理方面、感覺層面或是知性的方

式來解釋並進而操作之姿來呈現。不論此種想法見解中，將許多個性相異的事業要切割開來

雖為困難，但此等不徹底的反抗必定使得以往的私小說所遭受到的相同命運不得不再次地以

各種不同方式來遭遇。也就是每個人都遭遇了在日常生活上的理論與創作上的理論相剋的危

機。 

 

    例如菊池寬與久米正雄，以反抗以往的客觀小說為最具聰明才智的作家之姿登場，以及

於後年在通俗小說中找到事業之地點也是，幾乎未有所謂作家的良心之弛緩或是衰弱等微妙

之因素存在。至少如此的解釋是感傷性的解釋。兩人捨棄了純文學的原因中，不得不相信日

常生活才是純文學的食糧，而另一方面，卻有所謂對於日常生活之藝術化本身存有疑念之極

正當矛盾存在。藉由對於日常生活方面的知性解釋而著手事業的兩者的新的自覺，隨著成熟，

被稱之為客觀性的以往的私小說所隱藏著一種浪漫主義的概念，若引用久米的話來說，就是

與為了「生命之救贖」才創作的願望之間有所出入。關於將自己的日常生活藝術化之過程中，

尋求文學之道路時，拿菊池的例子來說，他所具備的健全性之常識令他感受到此種工作世界

之狹隘，而久米的情形則是他所具備的開朗豐富的感性，令他對此種工作所衍生出的悲劇和

苦痛感到厭煩。而他們兩個人之所以犧牲了文學的純粹性，進而藉由通俗文學來嘗試達到文

學之社會化，與其說是作家意識之上而來，不如說是真正地自然而然所形成之過程。最近久

米提出了所謂的「純文學業餘說」（「文藝春秋」四月號）。「最近流行的，並不僅是瞄準反論

之效果，而是具些微性之正確論證」，闡述純文學為生活者為業餘之理由。而他進一步說道，

所謂必須將純文學職業化之想法從開始就錯了。職業化的文學中是否存在出色的文學之事實

問題為另當別論，純文學中若存在未受到外部強制之自律性的話就是正確健全之論証（正

論）。接下來，久米他雖提到，作為生活者之業餘嗜好進而吐露自身心境即為純文學的話，那

麼即使犧牲了生活以純文學為目標的人就是愚蠢的。而所謂仍有此種愚蠢覺悟進而作文學的

人，他的文學成果是否出色之事實問題為另當別論，但他若是衣食無缺又懂得榮辱之意義存

在的話即是正論。然而有趣的是，今日的新進作家們，未能率直地接收如此正論之背景條件

下，仍被迫進行所謂的文學活動此一點上。時間的流逝實為怪異。久米的生活概念與現代新

進作家們的生活概念之間，有相當大的差異。與其說「純文學業餘說」闡述的沒有道理可言，

不如說在那短文中，道理未被闡述。未能達成生活的藝術化或是私小說之純粹化的久米，有

他過去所抱持的夢之後續存在。身為生活者的自覺遠遠地超越身為純文學者之自覺時，就會

有人敘述感想將所謂「夜半夢醒過來，感到身心寒冷之時」夢的後續以「業餘」性的語詞來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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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崎和佐藤皆為反抗自然主義私小說之作家中最為聰明的作家。兩人在文學上的動作雖

常被貼上浪漫派的標籤，更不用說此僅是將生活以感覺性、敘事性地來解釋的文學，以及心

理性、抒情性地解釋的文學的形容詞罷了。我們雖都知道谷崎在最近的作品《盲目物語》以

來，創作之態度、技法上徹底執行了大改革，我在「中央公論」五月號中，讀了篇文章是有

關生田長江對於谷崎新提倡的古典主義之技巧論正面論述了其對於作為近代小說之技巧論而

言是不完全且薄弱的，向來雖不覺得有趣，但卻產生了微妙的感覺。乍見此種論文能看出其

是從正面論述的方式，實際上是將對方的論說強攏過來般的論述，谷崎在自己所處的場所及

姿態，不管此又為另一件事，若無體認到像是欲應用新技法作為近代小說之技巧論會成何種

樣貌的話，谷崎所徹底地進行的大改革也就不可靠了。而問題不在於他的技法是否完全，谷

崎對於是所謂的近代小說的興趣是否消失，亦或是讓我們見識到他的興趣消失才是關鍵。而

谷崎一旦接受了生田之建言，進而取入技法上之修整的話，讀者雖會感到困擾，但幸好此種

狀況未能發生。谷崎最近的革命不在於所謂是否接受了評論家之建言的過程理由，而是嚐盡

現實生活的人自身危機之征服，退引きならない之熟成。再進一步來說，此作者也終於被社

會驅趕到相同之處。如同從《吃蓼的蟲》可見，以某種程度以上純化日常生活對於他而言是

否可能發生，針對此思考看看的話就可知道。並不是有關近代小說的手法究竟為何之類的問

題。 

 

  佐藤的創作理論既已對於被抒情化後自己的生活不知道還能做些什麼。他欲脫離此種危

機，而寫了幾篇長篇但卻未能成功。顯而易見的是，對於現在或是身邊混雜的人類世界築起

城牆，是否讓夢想轉而仰望歷史等問題都朝著他襲來。即使這樣的推測不正確，至少可說在

他的理論內部中，失去了昔日之感傷性取而代之的亦仍未有昔日之健全性。 

 

    直至所謂馬克思主義文學輸入時，對於作家等人日常生活之反抗初次成為決定性之物。

被輸入的並非為文學之技巧，而是社會思想，只要一講就如同被視為理所當然的事，但作家

的個人技巧之中難以解除的絕對普遍之姿態，所謂思想被輸入文壇之事是我國近代小說所遭

遇的新事件，將視野置於此事件之新鮮度，接著所發生的文學界的混亂是難以說明清楚的。 

 

    思想帶有不容許各個作家行獨特性解釋之絕對面相時，然而事實上此才是已社會化的思

想原本的樣貌，但新興文學者不得不沉醉於其嶄新樣貌中。當然批判的活動凌駕於作品之上，

且坐於創作指導的位置之上。此時的作家們雖尚未依賴思想，相信理論而欲努力製作之事發

生，且此時之作家們亦未曾無視於自己的肉體過。他們並非忘了思想之內面化以及肉體化，

而是為了內面化、肉體化進而沉醉在過於無情的思想之姿態中，而若沒有此種沉醉的話，此

文學運動之意義亦應當蕩然無存。他們並非單單只是無視於既成作家及既成文壇，而也無視

於存在於自己內面所有的既成要素。而此最後，仍是相同行為，行此種行為之際，人就難以

解讀自己的各種表情面相。然而，他們對於難以解讀自己表情這件事不感到在意，所謂在意

的行為對他們而言是不可能的。他們究竟錯了?還是沒錯?他們只是做了不得不做的事情。 

 

    伴隨著自然主義作家等之反抗者們，竭盡全力觀察、解釋、表現的日常生活之所以被新

出現的作家們否定，並非因為他們失去了以往的日常生活，而是因為他們的思想教授了將生

活的概念，進一步從所謂的日常性改變為所謂的歷史性。他們透過已改變的概念來眺望一切

事物。眺望意指取捨，而所謂觀察即是指清算。他們並非忘了要自我省察。而是每欲行省察

之際，如同暴露小市民性的自己尚不足以進行省察。不管是感情、感覺、教養，皆欲新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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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省察之冒險乃至於欺瞞之中，隱藏了所謂清算的暗號。 

 

    馬克思主義的作家們，並未發覺的自己觀念性的焦躁，或之所以不想發覺是因為相信此

種主義立腳於精闢的實證主義思想之上，且之所以未懷疑該文學理論之政治政策化是由於，

此種主義於另一方面作為實踐上之規範，而主張了文學的政治性主導權。於此甚至發生所謂

的無產文學與馬克思主義文學兩者不同之名論亦是眾所皆知的。 

 

    他們所信仰的小說手法為寫實主義。評論家等人強烈說服他們的寫實主義與所謂的資本

寫實主義不同，不，是必須不同，對作家而言是理所當然之事，將人類學的人類與社會學的

人類做區別進而描繪此事更不用說，要見到那樣的東西更是難上加難。反抗了迄今寫實主義

的大正時期作家們，苦心經營的小說手法被忽視，甚至做為近代寫實主義誕生以來的手法，

心理性手法，幾乎未被使用之作品達到氾濫。隨著以農村、工廠為題材變為豐富，手法亦隨

著薄弱。於此所謂排除作家實踐上之教條主義的有名言論出現，亦是廣為週知。 

 

    然而於此，不論如何有件絕對不能忘記的事情。聽聽相反的論述吧，我相信此為真實的

事情，那就是他們走上責難自己之道路，並亦藉著該教條主義活著。而理論本來就為公式性

的東西，思想若未具有絕對普遍性之性格時，是無法勝過社會贏得勢力的。而正是相信著此

種性格他們才如此活著。一手引入所謂具有此種本來性格之思想作為我國文壇空前的輸入

品，珍貴的是他們因而所得到的，亦非在於是否教條主義等如此無聊的問題。 

 

    的確在他們的作品中，或許能流於後世的傑作一樣都沒有，或是出現在他們的小說中的

許多是虛構的人物。然而此為因思想受到扭曲，因理論被誇張之結果，絕非因個人之興趣所

導致的失敗及成功。將我國的自然主義小說定義為資本主義文學的話，不如說是封建主義的

文學。西方的自然主義文學的一流作品在其界線內具有一定之時代性，相反地，我國私小說

之傑作即是顯現了個人的明顯輪廓。而他們所扼殺的即是此種輪廓。誰能夠否定透過思想力

量之純化出現於馬克思主義文學全面之事業上呢？相較於他們藉由思想之力量征服了具文人

氣質之物，無法栩栩如生地描繪作中人物之興趣或習慣之無力感亦就不是多麼大不了的事情

了。 

 

3 

    於最近，橫光利一的「純粹小說論」驚動了文壇的每個人。為了文章能以心理性之方式

來撰寫，雖引起了各種棘手之議論，但若先無視如此問題而欲清楚論述的話是不可能的。但，

截至他為了陳述自己的思想因而突發奇想地製造了許多新的語詞為止，關於這個部份的糾葛

是任誰都無法辨別的。於「純粹小說論」中出現的一種思想或憧憬，是在許久前就已來回於

此作者之心中，決不是因偶然的想法所寫成的。 

 

    純粹小說之思想想當然爾，是由安德烈・紀德（Gide, André）所發起的。而紀德在現代

的法國文學界中，之所以能夠立於極為重要之地位是在於，其強烈的自我探求之精神中。於

《地糧》之序言中他寫道：「我之所以撰寫了此文章，是因為感受到文學中的桎梏難行。進而

認為讓文學觸碰嶄新的大地，使文學僅赤裸著雙腳踏於土壤之上為燃眉之急。」《地糧》的發

表是在 1897 年，我國的文壇因莫泊桑而驚嘆的數年以前的事。花袋雖因莫泊桑而覺知，須於

文學中赤腳踏於土地上為當務之急，但是否有列出他的赤腳與紀德的赤腳之間的差異等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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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呢？我想不如說，自然主義小說作為廣大的社會小說而充分地客觀化且成熟時，我們是

否能體會紀德因為文學的桎梏難行而不得不感慨的心呢？ 

 

    十九世紀的實證主義思想，抹殺了身為此思想之犧牲者的「我」，除了在藝術之上發現「我」

的影子的少數作家們，而將一般小說家視為桎梏難行之原因。個人內面的多樣化被忽視，而

生活之意欲為衰弱時，紀德忘了一切事物僅有的是相信著「我」。下定了決心欲於自己資質之

中，設立試驗所謂的自我意識可以禁得起怎樣懷疑的、複雜的、混亂的、豐富事物的實驗室。

是客觀性態度或是科學性觀察等之詞語變成作家們的暗語，輕信無私即是如同輕信文學般毫

無生氣的文壇之惰性中，他一個人踩著相反的步伐前進。他鮮明的姿態教導了人們應將視角

置於文學之前的自我省察。 

 

    花袋讓文學赤腳於土壤上時所下的決心是，與人生觀上的理想主義離別，此離別讓他在

文學之技巧上發現新的道路，此種發現雖又成為了使私生活正當化之理論，但於紀德的情形

來說為完全不同。他在談論文學之赤腳時，倘若沒有反抗以往的文學方法的話，亦不會發現

新的文學態度。並說出了所謂有關文學之事物不能無條件地相信的自覺，以及自我意識沒有

道理屈服文學之自覺。花袋所相信的「我」，是指相信私生活及私小說。對於紀德而言，他所

相信的「我」是僅相信我所設的實驗室，其他一切不予採信。此等為非常不同的覺悟，而於

此應可看出，我國的私小說家等人被附著的「我」的面相與紀德等人被附著的「我」的面相

之間的隔閡。 

 

    我國的私小說家們之所以未因此種相信我、相信私生活而感到任何不安，是由於我的世

界即是反映社會的姿態，我的封建主義殘餘及社會的封建主義殘餘之間微妙的一致，使私小

說以致成熟。紀德被附著所謂「我」的面相時，他被放置於全然不同的立場上。此是因為過

去遵循盧梭、左拉的他，對於藉著被誇張的告白與社會對決的工作，以及描繪將「我」置之

度外的社會的工作皆抱持著不滿。他的自我意識實驗室正是設在如此的背景場所之下，說他

被附著了「我」的面相不如說是被附著了「我」的問題。個人的位置、個性的問題是他工作

事業的基礎。意即新發現如同於規定個人性及個人性之間各個相對的量的變換公式，成為了

他實驗室內的工作。 

 

    他的工作在世界大戰前後的社會不安中，對於藝術之造型性感到絕望的眾多年輕詩人之

間著實地成熟。沒有任何一個作家比他更相信所謂的不安，且在不安中亦仍不知疲累地達到

文學之實現。他的實驗室對於前提類似之事物而言是採開放的。一邊活在各種的思想及熱情

氾濫而無法收拾的狀態下，或是不曾懷疑過此實驗室對他而言是時常帶來優良恐懼的創造場

所。 

 

    我讀紀德的作品時每每感到驚訝的是，對於此種不安定的狀態下仍固執地留戀，而正因

此種留戀才使得他的不安不致落於觀念上的喜劇和遊戲，在他的不安的文學中之所以可感到

一種充滿精力的樂天主義也是在於此。 

 

    他既不是外行也不是懷疑派的，而是活於極度相對主義之上的人。即使遵循著某種已然

確定之思想，依照某種明瞭之事物對他而言是做不到的。《偽幣製造著》的艾杜瓦說道：「自

然派的小說家們雖說出了類似人生的片段的話語，但他們較大的缺點在於，總是將該片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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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個方向，也就是時間的方向上，以某種長度來切割了事。為何不能從直的、橫的、上或下

來切割呢？在我來說的話，就全然不想切割。」「將一個小說家拉進來使其成為其作品中的中

心人物。書的主題在於，現實所提供此主角之事物，以及他自身從該現實欲創造出來的事物

之間的鬥爭。」 

 

    若讀了實現紀德的純粹小說思想的《偽幣製造者》就會明瞭，但此作品成為全新之計畫

下的基礎。該手法被認為未蒙受任何在當時他的周圍流行心理性手法或是感覺性手法之影響

般，是直率且踏實的寫實主義，但「人生片段」的切割方法、剪刀刀口的切入方式如同艾杜

瓦所說，實行的很完美。雖然艾杜瓦說：「在我來說的話，就全然不想切割」，但此實為不可

能實行之事，當然圖也被縱橫十文字型般地被切割。讀者一邊閱讀，也一邊邂逅無數的切口。

正如同我們在現實的人世間，亦會遭遇許多無數人世間的切口。 

 

    例如現實中所發生的事件絕不可能如同在小說發生一般地發生，即使作者再如何地忠實

地敘述著事件也是。所謂的發生事件，即是意指著直接目擊事件的人、間接聽到的人、因此

被打動的人、啼笑此事件的人等等無數的人們同時存在於四周。事件絕不獨自發生。事件經

由人們極度膨脹後而破裂聲迴盪時，可見無數的切口。用艾杜瓦的話來說，以往的寫實主義

小說，即是對於此種無數切口而言是遲鈍的。我們可見某種普遍性思想僅有一道切口，但，

實際上正因為有以無數色調接受此種思想的人們存在，思想才得以棲息於社會上。例如，享

受於教條性思想的人們並沒有為了以如此色調來接受並捨棄多少與其適合的習慣、興趣的愚

蠢度進而能存活下來的技術。小說的登場人物雖因作者而具有方便性格，且具有某種類型之

熱情、及心理的運作，但此全是被杜撰出來的。人們實際上並非如此生活，不如說，不能如

此地生活。基於他人根據我所創造出的面相有無數個，而我根據他人，或是依據自己所做出

來的切口有無數個。結果，我們如同不認識自己般地不清楚他人。而不清楚的結果，導致無

法社會之機構中互相緊握彼此的手而獨立。 

 

    作者想全不使用剪刀來呈現此種現實，至少也想呈現出暗示實際現實的無數切口般來使

用剪刀。為此，作品中的各種事件也好，思想、人物皆必須以確定之形式來安排與配置。各

自必須握有相異色調的鏡子，如同倒映彼此般地描寫出來。紀德在《偽幣製造者》之日記中

說了件有趣的事情：「了解僅有能從逝去的人物背後觀察之事實才是重要的」。那麼作者自己

的鏡子又為何呢？所謂作中的人物握有鏡子般倒映彼此般地描繪，意指不能以作者一人的鏡

子倒映出諸人物般地描寫。那麼，統治全小說機構的，作者的思想之鏡子又為何呢？那面鏡

子是不是不得不以已確定的單一切口來看呢？ 

 

   於此紀德發明了某樣裝置。首先是讓著作與《偽幣製造者》完全相同的小說家艾杜瓦以中

心人物之姿登場，而並讓此握有本人的鏡子。而他擁有將紀德此位作者倒映於鏡子的權利。

而由於於此紀德赤手空拳地站著讓自己的姿態被清楚的照映出來，因而寫了「偽幣製造者的

日記」，針對此小說之製作，敘述了作者每日的感想，並放置了自己的鏡子，與艾杜瓦的鏡子

相對。作者之姿是已失的小說本身所遺留下的機關。藉著此種裝置，讀者能夠接觸創造性現

實中最純粹之姿。 

 

而此之中有紀德的純粹小說的思想。他所說的「無法想像有比梅里美（Prosper Mrimee）

的《錯中錯》更純粹的小說存在」，其中多少意味著相反的話亦是在於此。梅里美的此一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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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切的技巧在於讀者的眼睛是如同看不到般地進行著。沒有讀者會絆倒般的機智、諷刺

及感覺性魅力之誇示。亦沒有作者的身影。亦沒有提及強制讀者般的思想及強烈的熱情。讀

者有的僅是因為如此奇怪的人際關係之純粹表現感到驚訝。所謂的純粹性即是藝術創造之最

終基準。所有的小說皆憧憬著純粹小說。只是若於所謂純粹等本來較為模糊的詞彙上堅持的

話就不太好了。紀德以發明了所謂純粹小說的此一詞語，亦是對於活在極度相對主義之上的

他而言，必定認為作為小說表現之基準，例如比起所謂真理性、現實性之概念，純粹性之概

念較為適切。重要的並非為純粹小說之概念，而是現代的社會不安中，紀德不得不達到此種

概念的他所創造的過程或是精神之型態。 

 

   橫光在他的「純粹小說論」中，敘述了偶然性及感傷性為通俗小說之兩大要素。但，他說

著一望未參雜先入為主的現實的話，應照映出人們正是藉著偶然性及感傷性存活著等如此應

瞠目結舌之光景，但我國的純文學作家們被所謂真理性及必然性等之概念綁住，一邊一昧地

認為此為客觀性之世界，實際上是進入了殘缺的抽象世界。 

 

    通俗小說家是以多數讀者為目標而下筆的，此意指將讀者平日所抱擁之現實以集其大成

之小說之方式為目標。因此在已然成功的通俗小說中，其中描寫的偶然性與感傷性，必定摻

加了對於讀者的常識不至於無禮程度的輕重分寸。讀者絕不容許對於自己無法理解的偶然及

感傷。然而現實世界意是充滿著無法理解的偶然及感傷。將視眼放於如此世界的話，通俗作

家就應不知作什麼了。所以，如此世界所經常出現以現實主義為基礎如同杜斯妥也斯基般的

作家之作品中的偶然及感傷，與通俗小說中的偶然及感傷之間是既無緣也無關係的。橫光所

說《罪與罰》為通俗小說或是純文學般之言論，無論是否為比喻，即使是比喻的話也是危險

的比喻，由於《罪與罰》僅是出色的小說，有關此小說僅能被某人解讀為通俗性要素之事，

此又為別的問題了。另，有關他愈是想使用如此比喻今日之純文學亦更是不有趣，此又是另

外的問題了。 

 

    杜斯妥也斯基的作品中，出現了幾次被認為是奇怪的各種如此熱情及心理的偶然性地動

作。雖說現實的世界中也會發生此種事情，但此種事件絕不會發生在通俗小說之中。取而代

之的是虛假的偶然，也就是充斥於情節構成上之偶然。而杜斯妥也斯基為了談論該思想必須

利用此種虛假的偶然。意即，被利用之偶然是製作理論上之必然。 

 

    杜斯妥也斯基在充斥著此種偶然及感傷之世界中感受到所有之事物是相對的，一面進行

著工作，而如此混亂的現實中往往夾雜著忠實之處蘊含著他新的現實主義的根據。紀德雖遠

比起杜斯妥也斯基還要貧乏，但對於遙遠的意識性的相同世界，不對其伸出剪刀只不過就是

為了實現將其最為純粹之姿而努力罷了。 

    「使艾杜瓦為作品之中心人物，現實在於他所呈現的東西，以及他對現實創造出的東西

之間的鬥爭，小說之主題正是在於此。」此種實現，即是他的純粹小說所向之目標。換言之，

也就是先前提到發現如同規定個人性及社會性之間各個相對的量的變換公式是他實驗室內的

工作。紀德在此變換式中發現了第二個「我」的身影。然而為此是需要三十年的時間。他的

工作事業向我們闡明了現代個人主義小說之最美且最為鮮明之構造。 

 

    「作家的秘密不是作家應說的事情。但，必須道出此秘密之時，近代作家的土俵已然全

新完成。」此為橫光利一最近的感想集「紀錄(覺書)」中所說的，此也可視為是此感想集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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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於此被提出的問題，或多或少苦了今日新的作家們，我的興趣，至少於此引用此一段話

之興趣反而顯現了這段話糾結了橫光的心理性色調，簡單地來說，就是此一語言的曖昧程度。

所謂作家的秘密究竟為何？作家為何不應說出自己的秘密？但又為何不得不說呢？此部份的

曖昧程度，此言語在「紀錄」的序言來看，進而能夠說他所有的感想文之艱澀是由此而來。

此為一困難的問題。 

 

    作家的秘密究竟為何？此不用說，是作家沒有必要發表給讀者的東西，意指作家的秘辛。

以藝術是模仿自然為信條的自然主義作家們，不論他們針對表現技巧下了多少苦心，不論是

什麼，正因為他們相信了所謂自然此一明確題材，所以此一苦心之本身，是不足以公開發表

的。我國的私小說家們以所謂的心境小說，即使欲將私生活之細微色調鮮明地顯現、於讀者

之前為了上演私生活的秘密而辛勞之際，感覺不到自己的生活與社會生活之間的矛盾，甚至

感受不到感受性與表現之間本質的衝突，對於有關使用之題材本身似乎絲毫不起疑心。舞台

已然確定。秘辛終歸是秘辛。然後秘辛融入作家的腕力、肉體之內。此種事情雖為孕育健全

作品之地盤，然而此種幸福無法持久。因為，作家秘密的放置場所也隨之改變。 

 

    關於作家的秘密，作家應該談論呢？還是不該談論呢？其是與作家的秘密是否為作家表

現之正當對象息息相關。作家們就算不是以喜好選擇來決定要寫什麼，或是亦未想像將所謂

描繪方式為表現之對象，但如此未事先想像看看的事情實際上也發生了。事實上也形成作家

們被迫使必須以描寫方式為材料，進而創作作品般之微妙作業。比起現實，現實的見解、思

考方式更是供給了重要的題材。事到如此地步時，作家是否應談論所謂作家的秘密已不是自

己的問題了。勇敢地築起橫光所說「新的土俵」，而在其之上進行製作的人如同是紀德。如此

乍看世紀病態性冒險家之登場也是，在思考到法國長久的現實主義之傳統時雖為初次可理解

之事件，但難題在於，紀德的此一教訓究竟帶給我國作家們什麼呢。 

 

    所謂的社會性傳統是奇怪的東西，但沒有此物亦沒辦法思考文學的現實性又更加的奇

怪。並非是傳統主義是否好或是不好的問題，我想說的是，所謂的傳統，實際上在我們之中

運作之力量分析是超乎我們能力所及的。作家所使用的題材若是存在社會性傳統之中，即使

作家不針對此另外下工夫，也可招徠讀者心中的同感。在如此的題材本身具有的魅力之上，

作者究竟又藉由新的見解及思考方式附加了何種程度的魅力呢？此為我一直以來所持有疑問

的事。即使不是題材也好，僅有一個單字語彙也可以。語言中也有如物質般各種比重存在，

而語言依社會化、歷史化為準，因而增加其比重。不管是如何巧妙地被發明的新語詞，也不

及長時間滲入人們的力氣、汗、血、肉而持續留存的語言的魅力。不管是哪位大詩人再怎麼

收集比重較少的語言，也無法媚惑的了人們的心。小自語彙大至一般語言，該傳統在急速瓦

解的今日，新進的作家們應依據什麼來獲得新的文學現實性呢。 

    河上徹太郎如下述如此評論橫光的《花花》的主題。我認為是平明易解的分析，因此於

此加以引用。 

 

    「此作品之主題是近代青年男女錯綜複雜愛情糾葛的反諷。然而古典的戀愛小說或是新

的東西皆為通俗小說的戀愛的話，所謂的戀愛因為是絕對的事實所以撰寫起來簡單，但近代

青年的情形就不能如此。但此等人物，若不是如以前的浪漫青年般地談所謂的戀愛，也就不

能如同超現代人種般玩弄戀愛了。他們是代表現代文化並具有教養的良家子女。他們在戀愛

之中了解了肉慾，了解於人生之中戀愛是如何愚笨消極的行為，同時容許戀愛作為情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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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個中心是必要的，且不忘計算對於從實際生活上最本能的直至最方便、虛偽的戀愛效

果。而其結果，藉著戀愛幾乎以騎士般的熱情來參加對人優越感的鬥爭戰局。一言以蔽之，

他們不戀愛，而是愛著戀愛的手段。」 

 

    此恐怕是麻煩的戀愛。然而至少此種戀愛之可能性所到之處皆可見。或者是不需要此種

可能性的現代通俗小說中，所謂戀愛此一珍藏的題材也絕不會如同以前一般具有清楚之姿

態。通俗小說的讀者，經常尋求貼近自己生活的小說。有關他們尋求《金色夜叉》《不如歸》

的事，通俗作家們沒有理由不知道。雖然知道，但寫不出來。並非是才能不足而寫不出來，

是因為現代資本青年男女的戀愛太過於荒唐，說是不純熟也好，也就是因為不足以寫上稿紙

罷了。因此，發明了以前沒有現在亦無，或是不可思議的戀愛故事。雖然此種微妙之物時常

能被發明出來，但由於其是與尋求虛構的讀者之間的合謀工作，因此太過認真的思考看待反

而是愚蠢的。因此，即使不是文化人而有許多戀愛實戰經驗的話就一點也不有趣。於此描寫

戀愛，而甚至之所以必須呼喚大眾戀愛的錯覺之理由來看，對通俗作家來說，所謂時代劇之

表現樣式是絕對必要的。一邊握著題材被選為現代之不利條件，電影及通俗小說之時代劇依

然人氣高漲雖證明了現代人的心中仍有很多封建感情的殘餘存在，或是此種感情在運作之

中，藉由長遠文化因而生成的自由洗鍊的審美感也在運作著，此種感覺，令人看破了現代事

物所顯現無秩序之生活感情及淺薄，了解自己和時代劇中所出現的人們的生活樣貌及義理人

情之形式是如此地遙遠，進而在社會之背景下確認地位，在有秩序的感情行為之中生活的他

們之姿態中感受到一種美。如西方電影之現代產物為何與日本電影之現代產物相比，在知識

階層的人群之上，擁有某種程度無法比較的人氣呢？根本的原因只有一個。是因為我們的傳

統審美感比西洋電影感受到更為純粹的畫面。因為知道不管是照映銀座的街道也好小酒店也

好都難成為畫面。為何和爵士的唱片相比，古典音樂的唱片如同無法比擬般的賣的非常好呢？

並非是是否真正理解西洋音樂的問題。只是我們的耳朵聽到後者具有較多純粹的聲音此一簡

單的事實罷了。我想對於看在及聽在抱擁若干過去已然成熟的文化、及長遠歷史民族的眼中

跟耳中而言不可思議的。我也無法懷疑此種眼與耳。 

 

    究竟有多少人讀過橫光的《花花》呢？因為過於高級所以才賣不出去嗎？但是紀德的《窄

門》也是高級的現代戀愛小說。山內的譯本不知改版了多少次，直至今天所買出的數目恐怕

是最為暢銷的通俗小說也不能比擬的。他作品中的何處掌握了人們的心呢？是什麼抓住了不

能理解作者本所企圖的青年男女的心呢？像是為何幾乎未受過任何文學教養的我家妻子，可

以如此熱中的閱讀莫泊桑的《她的一生》呢？他們是被作品的出色程度及純粹性所吸引。而

非是被通俗性所吸引。正是與評論家等所稱，所謂作品的人性真實的現實性相同的東西吸引

了他們。川端康成向某人說過：「今日純文學的敵人非為通俗文學，而是岩波文庫。」即使是

玩笑話，但也比大部分的知識階級文學論更貫穿了事實。 

 

    知識份子的臉是蒼白的。然而對作家而言此種蒼白是不易抹上的。失去心理運作及性格

的虛無主義者們作為小說的登場人物是否恰當？混亂的生活樣式為前提，作家們終究也變得

難以依靠題材本身具有的魅力。隨著客觀角度難以描寫，變得不得不依賴見解和思考方式等

之主觀。此時，紀德的手法之到來，反映出對作家們而言是極大誘惑，但將全身上下託付於

此種誘惑的作家卻是一個也沒出現。是因為對我們而言本就沒有此種打算。 

 

    描寫文學也好告白文學也罷，皆不能相信，僅相信所謂自我意識之抽象世界為事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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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文學，以及幾乎沒有文學手法可言的空虛性手法，且欲獲得文學性現實的紀德所築起

的「新的土俵」對我們而言，不是那麼能夠輕易就能理解的。因為外部的經濟事件因素，社

會的生活型式也急速的改變，但作家們傳統的想法卻不是那麼容易就能改變的。他們雖感受

到生活的不安，但仍信仰描寫與告白，對思想上的戰爭而言全然不相干的私小說傳統從體中

存活而來開始，就欠缺了從生活的不安將自我問題、個人及社會的問題進而抽象的力量。另，

甚至亦無領悟到藉由此種思想上的力量，也可能達成所謂文學之實現。譬如新感覺派及新興

藝術派的文學運動（用文學運動之誇張詞彙來稱呼雖錯了）之來源在於，將不安的現實生活

藉由新的技巧來修正，藉由嶄新的感覺來裝飾的此種希望存在，因此針對此點，我們將此等

文學說是私小說最後的變種也不為過吧！以紀德為首，普魯斯特、喬伊斯等人新的文學被輸

入進來時，雖富有最多問題但技法上來說貧乏的紀德被捨棄，而歡迎普魯斯特及喬伊斯之富

饒心理性手法亦是理所當然，然而亦無一冒險家出現，進而欲闡明隱藏在此技巧背後的他們

的絕望性自我的問題。是如此程度般對於描寫告白文學之純樸信仰的強烈。對於文學之前的

作家們而言，要建立「新的土俵」是困難的。紀德的打造「新的土俵」無修飾且歸納性之手

法，對於具有裝飾且演繹性技巧的橫光而言是難以接受的。他所用的難解或是混亂的語詞是

來自於設定「新的土俵」時，無法拒絕的曖昧性。由於對於新的外來構思往往沒有貪婪或是

因敏銳而自慚的事情發生，徬徨於混亂的方法及企圖跟提倡之中的此位作家的姿態是剛誕生

不久的我國近代文學所遭遇的苦痛象徵，如此作家走過不當的冷眼旁觀及不當的讚賞也是沒

辦法的事。 

 

    馬克思主義文學的到來，眾所皆知的是和二十世紀初的個人主義文學到來幾乎相同時

期。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在作家各自的技巧上帶有難以消除的絕對性，而無產文學中雖拒絕了

無用的技巧遊戲，但此遊戲之禁止使得作家之技巧變得貧乏。不論禁止遊戲之技巧論多到不

可數，此等技巧論所共通之性格是，不管是社會的或是個人的，是立於具有秩序的人類心理

及性格之假設上。此種文學運動所提攜的許多知識階級人士，一邊眺望著身邊終究紛紛失去

了心理及性格的人們因而被驅使著創作，卻仍無法意識出此等技巧論之弱點。而此種程度此

等的技巧論的目的論性之媚惑亦然強烈。然而，在此技巧的貧乏之中，私小說的傳統已決定

性的死去。他們事實上所征服的是所謂我國的私小說，而非伴隨他們的文學而進入到此地的

真正個人主義文學。 

 

    經由最近的轉向問題，作家帶來了什麼呢？此又應為不該說的事情吧！但可確定的是，

他們的自我資質在行文學之實現時，曾經信奉的無情思想可以忍受到何種程度的驗證時間已

然到來。此時，他們不懷疑在自己的心中仍有征服不了的「我」存在。而最近紀德的轉向問

題為契機，因而產生行動主義文學的運動也好，是身為旁觀者的我們還不應談論的事。然而

在他們之中，究竟是否已有人熟讀了紀德四十年以來的苦痛表現呢？ 

    私小說雖已然滅亡，人們是否已征服了「我」呢？私小說應該會再以新的形式出現吧！

只要福樓拜所描寫有名的「包法利夫人就是我」的構圖尚未毀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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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芙美子《晚菊》 

 

阿欣接到一通電話說傍晚五點左右要來拜訪，她心想「相隔一年了，真的會再來找我嗎？」

她放下電話，看了一下鐘，距五點鐘還有兩個小時左右。她想說趁這段時間要趕緊去洗個澡，

於是她吩咐女傭人早點準備好晚飯，就匆匆到洗澡堂去了。要顯得比上次分別時還年輕一些

才行。若是讓他感覺到自己老了，那可就失敗了。阿欣這樣想著，泡完澡之後，一回來就馬

上從冰箱中取出冰塊，敲得碎碎的，再用兩層紗布包好，在鏡子前面花了十分鐘用這個冰袋

均勻地按摩全臉。她的雙頰又紅又麻的，皮膚幾乎要喪失感覺。儘管阿欣心裏清楚知道自己

已經五十六歲了，但憑著自己在長期藝妓生涯中練就的功夫，總還是可以再應付一陣子的，

她取出珍藏的進口美容霜，往冰冷的臉頰擦上。鏡中出現的像死人般蒼白的老臉瞪大了眼。

化妝化到一半時，她不由得討厭起自己的容貌來，此時她眼前浮現出當年曾經印到明信片上

的自己那絕代佳人的豔姿，她撩開和服的下擺，看著自己的大腿。雙腿已不像全盛時期的豐

腴，一條條細細的靜脈血管突現出來。她安慰自己總還不算太瘦。她把兩條大腿緊緊地夾在

一起。在澡堂裏，阿欣總會正坐著，把熱水撩到雙腿併攏的凹陷處，熱水滯留在那凹陷處。

這片刻的安閑帶給阿欣些許慰藉。我還有吸引男人的魅力，這才是人生寄託的所在。阿欣張

開大腿，好像在摸別人的腿一般的輕輕撫摸大腿內側。那裡還很光滑，有如滋潤鹿皮般的柔

軟。阿欣想起井原西鶴在他所寫的《伊勢物語列國見聞》一書中，曾經描述過伊勢地方的一

種娛樂：有兩個彈三弦琴的美女——杉姬和玉姬，在她們彈三弦琴之前，人們在她倆面前張

開一面紅色的大網，一邊從網孔中窺視她倆的美貌，一邊擲錢爲戲。阿欣遐想著那張開的紅

網，畫中人那樣的美貌，對現在的自己都已是遙遠的往事了。阿欣在年輕時候，全身都充滿

了金錢的慾望，可是隨著歲月的流逝，特別是飽經殘酷戰爭的憂患之後，如今她感到沒有男

人的生活是空虛而沒有依靠的。隨著年齡的增長，阿欣的美貌多少有所變化，隨著年齡的不

同，美的風格也不同。她並不想去幹那種越老越追求時髦的蠢事。有些女人雖然已經五十來

歲了，但還要袒胸露頸地戴著項鏈，穿著帶襯裙的紅棋盤花格的裙子，上面再套一件白緞子

罩衫，頭上戴一頂寬簷帽子來巧妙地遮掩額頭的皺紋，阿欣一向很討厭這種人。至於對有些

人總喜歡像妓女那樣從和服的領口露出紅色的裏襯來的那種打扮，她更是討厭透頂。 

 

阿欣到了這個年代，竟然還沒穿過一次洋服。那潔白的純絲襯領上，罩一件用大島絹絲

織成的碎白花紋的藍色夾袍，腰上系一條淡黃色的、帶白色細紋的博多腰帶。她絕不露出顔

色花俏的軟綢腰帶到胸前。阿欣也曾想像自己仿效西洋婦人的時髦裝束，胸部擠得高高地突

起，腰束得細細的，腹部用窄腰帶束著，臀部薄薄地墊上一層絲棉絮的圍布，使臀部顯得更

豐滿。因為阿欣的頭髮從以前一直是茶色的，再配上那白皙的臉龐，看她的頭髮實在不像一

個年過五十的女人。她的身材較高大，可能又是穿著短下擺的和服，下擺顯得乾淨利落。每

當和男人相會前，她總會裝扮得像良家婦女般的樸素，在鏡子前面，喝上五六勺涼酒，然後

用牙粉把牙刷好，她絕不會漫不經心地忘了除掉酒臭。僅僅是少量的這一點點酒，對阿欣來

說，卻比使用任何化妝品都有效。只見她微現醉意，眼圈泛紅，那兩隻大眼也潤澤有光了。

她撲了白粉，又用面霜塗抹，臉上的光澤又回復過來。她又拿出上等的口紅，濃濃地徐在嘴

唇上，使嘴唇變得鮮紅。她一輩子從未塗過指甲。老了之後就更不適合塗了，那種化粧很寒

酸很可笑。她只是喜歡用乳液徹底地滋潤雙手，把指甲剪得短短的，然後再用小塊呢料把指

甲磨光。從她那長袖和服襯衫袖口能看到的顏色，全都是素淡的顔色，特別是水色和桃色。

香水她也經常用一點，不過只喜歡擦在肩頭和那兩條嬌嫩的手臂上。她是不會把香水錯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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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裏去的。總之，阿欣並不想忘記自己是個女人。她認爲，如果像社會上那些落魄的老嫗

那樣寒酸地活著，倒不如死了好。──玫瑰芬芳人難喻，自敢掠美我獨馨。阿欣非常喜歡某

個有名的女歌人吟的這兩句詩。沒有男人的生活，她光是用想的就覺得害怕。她看著板谷先

生送來的玫瑰花，由於花的華麗令她回想起。各種的風俗，自己的興趣和追求，都隨著歲月

的流逝而不斷地變化著，這令她感到很愉快。，當她一人獨眠，在半夜醒來時，常常不知不

覺地悄悄扳著手指數起自己從姑娘時代起所結交的男人來。有他、他、跟他，啊！還有他也

是……那麽認識他是在他之前吧……也許是在他以後……她簡直就像數數字歌一樣，想起男

人的心情，真使她有些神往，他們中有的因離別的方式不同，會令到她難過得淚流滿面。阿

欣只喜歡回想著與這一個個男人相遇的那段時光。像以前讀過的《伊勢物語》中所描述的那

樣，心中不斷停留在以前男人的回憶裡，她躺在一個人睡的床上，陶醉地回味過往的男人，

她覺得這是一種享樂。──接到田部的電話，她感到很意外，就好像喝了一杯上等的葡萄酒，

感到分外的甘美。可是田部的這次來訪，大概只是要憑弔回憶吧。她感傷的覺得昔日的戀情

還能剩下多少呢？他是來回味那長滿荒草的愛的廢墟吧！不能讓他站在荒涼的瓦礫堆裡嘆

息。不能讓他看出我年齡和環境的破綻。要顯得一往情深，儘量造成一種親密和諧的氣氛。

要讓他覺得自己的女人依然嬌美如昔，忘不了這次重逢的餘味。阿欣有條不紊地、毫不拖延

地一打扮完，便站在鏡子前面，仔細地欣賞起自己的身姿來。總算萬事無誤了吧……。阿欣

來到了飯廳，晚飯已經做好了。她和女傭人便相對而坐吃了起來。她們喝著淡味噌湯，吃鹹

海帶配麥飯，然後又敲開一個生雞蛋，將蛋黃一口氣喝了下去。這些年來，無論是哪個男人

來訪，阿欣也從來不給他們準備吃的。她從來沒想過要像有些人那樣在桌子上擺滿豐盛的菜，

親自下廚房做幾個拿手菜，來討男人的歡心。因爲她對當一名家庭主婦毫無興趣。她深知對

那些根本不想跟你結婚的男人，用家庭主婦的癡情來討好他們是絲毫不會奏效的。因此面對

如此的阿欣，來找她的男人都帶著各式各樣的土産或禮品。對阿欣來說那是理所當然的。她

從來不與沒有錢的男人打交道。因爲在她的眼裏，沒有錢的男人是沒有魅力的。她討厭戀愛

的男人不在乎的穿著縐西裝，還有開著鈕扣的內衣。對於阿欣來說，戀愛就像塑造一件件藝

術品一樣。阿欣姑娘時代時，大家都稱她可以同赤板的萬龍相媲美。她曾經和結了婚的萬龍

見過一次面，她的美貌有如天仙一般。阿欣從她如天仙般的美麗暸解到一件事。她領悟到一

個女人若想永保美麗的風采，沒有錢是怎麼都不行的。阿欣開始當藝妓是她十九歲時的事情。

她並沒有很高的藝術造詣，卻靠她驚人的美貌而獨步於藝妓之林。那時，正好有一位年老的

法國紳士來日本旅遊，他點名要阿欣做他的陪客，這位紳士很寵愛她，把她比作瑪格麗特·戈

蒂埃，阿欣也自恃為日本的茶花女。在肉體上，很意外地他是個無趣的人，但他一直使阿欣

難以忘懷。這位法國紳士名字叫密歇爾，從年齡上來看，他現在肯定已經老死在法國北部的

什麽地方了。當年他到法國時，曾經送給阿欣一個鑲著蛋白石和精巧鑽石的手鐲，惟有些東

西即使在戰爭最激烈、生活最困難時，她也沒捨得賣掉。──阿欣交往過的男人們，後來都

飛黃騰達成了有地位的人，但戰爭結束後都杳無音信。人們都傳說著相澤欣大概積攢了一大

筆財産，不過，在這期間她自己從未想過開個飯館之類的店鋪來糊口謀生。實際上阿欣僅有

的一點財産，只有倖免於戰火的一棟住房和在熱海的一棟別墅而已，並不像人們傳說的那樣

有很多的財産。熱海的那棟別墅是用義妹的名字登記註冊的，戰後也被她給賣掉了。可以說

她已經到了山窮水盡的地步，女傭阿絹是以前照顧義妹的，是個啞巴。阿欣的生活是出乎意

料地節儉。連看場電影和戲劇的情緒都沒有，她非常討厭毫無目的地到外邊去閒逛。因爲她

很忌諱在陽光下被人覺察到自己的衰老。在光天化日之下，那老年婦女的龍鍾之態會暴露無

遺的。無論穿著多麽華麗的服飾，在陽光下也無濟於事。她只要在陽光下的花團邊生活就很

滿足了，阿欣的興趣是讀小說。有人勸她領養一個女兒，說到了晚年也會愉快些，不過她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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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過那種負有義務的晚年，而且她之所以一直到現在都還過著獨身生活，是有個原因的。─

─阿欣自幼父母雙亡。她只依稀記得出生在秋田縣本莊附近的小砂川鎮，五歲時被領養到東

京，過繼給相澤家，改姓相澤。養父叫相澤久太郎，到中國的大連經營土木建築生意，阿欣

在上小學時，這個養父就到大連一去不回音信全無了。養母律子是個相當出色的理家能手，

她搞股票買賣，還修建房子出租，借此謀生，那時她們住在牛達的草店裏，所以又被人們稱

爲草店的相澤，在那裏人們都知道她們是個小康人家。當時在神樂阪這個地方，有個叫辰井

的布襪店，店裏有個叫町子的漂亮姑娘。因爲這個布襪店與人形町的佛堂具有同樣長的歷史，

所以一提起辰井布襪店，連山崗那邊的邸町一帶的人都是相當讚譽的。在掛著深藍色棉門簾

的寬敞店堂前，擺著一台縫紉機，町子梳著桃髻，穿著黑緞子領的和服，腳踏著縫紉機，在

那裏忙碌著，聽說她的美麗在附近的早稻田大學也是享有盛名的，常常有些學生專程到這裏

來訂做布襪，還留下小費。而比町子小五六歲的阿欣，在鎮裏也被公認是這一帶的美女。當

時在神樂阪，町子和阿欣可以說是出了名的兩個美女。──阿欣十九歲的時候，一個叫合百

烏越的男人常常進出相澤家，從那以後她家就開始傾斜了，養母律子成了酒鬼，持續了一段

很黑暗的生活，阿欣在一次不知不覺的打鬧中被烏越強暴了。當時阿欣懷著自暴自棄的心情

離家出走，投到赤阪的鈴木門下當了藝妓。恰好在那時，辰井的町子身穿節日的和服乘坐剛

剛問世不久的飛機去兜風，飛機失事墜毀在洲崎的田野上，一時間，這件事成了當時的一大

新聞，登在當地的報紙上。阿欣在這時也正式起了“欣也＂這個藝名，馬上就名聲大振，講

談雜誌等不少報刊還登了她的照片，最後還成為當時風靡一時的人像明信片。 

 

現在回想起來，這些都已成爲遙遠的往事了，然而，阿欣對自己現在已是年過半百的老

婦這點，無論如何也是不會認可的。她有時覺得已經活得很久了，有時又歎息青春之短暫。

養母過世後，爲數不多的家產由阿欣過繼到相澤家以後才生的義妹隅子理所當然地繼承了下

來。從此，阿欣對相澤家來說，也就沒有任何責任了。 

 

阿欣結識田部，是隅子夫婦在戶塚開辦走讀學生單身旅店的時候。當時，阿欣與同居僅

三年的情夫分了手，在隅子的旅店暫住。那是太平洋戰爭剛剛開始的時候。阿欣在隅子那兒

喝茶認識了大學生田部，後來就跟年齡小到可以當自己兒子的田部有了不可告人的關係。當

時已經五十歲的阿欣，在不知情的人看來，只不過是卅七、八歲左右，依然是眉清目秀，豐

滿豔麗。田部大學畢業以後，馬上入伍成了陸軍少尉，駐守在廣島一段時間。阿欣爲了找他，

曾去過兩次廣島。 

 

阿欣一到廣島，全身戎裝的田部就找到旅店裏來了。她雖然不願聞軍鞋和武裝帶散發的

刺鼻的皮革味，但仍然與田部在旅店裏住了二天。千里迢迢的去找他，已經精疲力儘的阿欣，

又因為他健壯的身體搞得更累，那時她還向人坦白說她覺得她累到快要死了。她大約去了兩

次廣島，之後田部來過幾次電報，但她都沒去廣島。昭和十七年田部去了緬甸，戰後的第二

年五月才復員回來。他一回來就馬上到東京找住在沼袋的阿欣，但是，當阿欣看到變得如此

衰老，連門牙都已經脫落的田部時，昔日那番美夢就煙消雲散了。田部出生於廣島，由於大

哥是國會議員，回來後靠大哥的幫助，創辦了一家汽車公司，做了還不到一年的時間就一躍

成了有派頭的紳士，體面地出現在阿欣的面前，還大談不久就要娶老婆之類的話。此後有一

年多，阿欣再也沒有見到過田部。──在空襲很激烈的時期，阿欣用非常便宜的價錢，買了

沼袋現在這棟有電話的房子，從戶塚疏散到沼袋來住。戶塚離沼袋很近，但住在戶塚的隅子

的房子被燒毀了，可是阿欣在沼袋的房子卻得以幸存。隅子只好逃到阿欣的家裏來避難，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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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戰爭一結束，阿欣就請他們搬走。被趕出來的隅子夫婦在戶塚的廢址上，很快又建起了新

房子，所以現在反而很感謝阿欣。現在回想起來，因爲那時戰爭剛結束，蓋房子很便宜，所

以才能花不多幾個錢，就蓋起了那所新房子。 

 

  後來，阿欣也把熱海的別墅賣了。他用到手的近三十萬元買了一所破房子，修修補補之

後，以三至四倍的價錢賣了出去。阿欣在經濟上不算太拮据。經過長期坎坷生活的阿欣領悟

到金錢這個東西，就是如果你交了好運氣，很快就會像滾雪球那樣膨脹起來。她用比高利貸

稍低的利息把錢貸出去給有可靠人擔保的人。對戰後的銀行幾乎完全不信任的阿欣，總是盡

可能地把錢拿出去周轉。她絕不會像農夫那樣愚蠢地把錢都存在家裏。她派出去爲她奔走的

是隅子的丈夫浩義。她清楚地知道只要付給他們幾分之一的酬金，他們就會感恩戴德，盡心

盡力地替她效勞。阿欣的這所房子，有四個大房間，只住著她和女傭人，這在別人看來似乎

太冷清了，可她卻並不感到寂寞，不喜歡外出的她覺得二人個生活沒有什麼不方便的。爲了

防備扒手，阿欣認爲與其養狗還不如把門鎖得更牢靠些，因此和別人家相比，她家的門鎖總

是關得很緊。由於傭人是個啞巴，所以無論什麽男人來，也不用擔心她會給傳出去。不過愛

胡思亂想的阿欣，有時也有這樣的幻覺。她似乎覺得說不定什麽時候，會被人在家裏悄悄地

殺死，阿欣常常對此深感不安。從早到晚，阿欣總是不忘打開收音機。阿欣在那個時候又認

識了一個在千葉的松戶專門種花的男人。他是買下熱海別墅那個人的弟弟，戰爭期間曾在河

內開辦過貿易公司，戰後復員收山回來，用哥哥的資本在松戶開始栽培花卉。他的年紀還不

到四十歲，但頭已禿光，看上去比實際年齡要老得多。這個人叫板谷清次。剛開始，他因爲

辦房子的事，來找過阿欣兩三次，後來不知不覺的就變成每周都來一次。自從板谷來家裡之

後，阿欣她家就擺滿鮮花，四季芬芳了。──直到今天，那名為卡斯特尼安的高貴黃薔薇還

插在壁龕的花瓶裏。飄落的銀杏葉，使人懷戀那逝去的年華。掛著露珠的黃薔薇花，你可似

婦人當年的容貌，含著晨露的薔薇花，馨香四溢。望著薔薇花，耳邊仿佛聽到了歌聲，誘起

了阿欣的遐想。接到田部的電話，阿欣才發現到比起板谷，她還是比較被年輕的田部所吸引。

雖然當時在廣島很辛苦，但當時的田部不但是軍人，當時的年輕現在已不復見了，真是快樂

的回憶。那激烈的往事，時間一長總覺得非常懷念。──田部來的時候，已經五點多鐘了，

他帶著一個大包裹，從裡面取出一瓶威士忌、火腿和乾酪等等，然後坐在長方形火盆的對面。

他已經完全不像以前年輕時代的樣子了。他穿著灰色帶格子的西裝，配著墨綠色的褲子，看

上去像個當今時髦企業家的模樣。「妳還是一樣那麽漂亮啊」「是嗎，謝謝，不過已經不值得

一提嘍」「不，妳比我妻子還有女人味呢」「您太太很年輕吧」「雖然很年輕，但是個鄉巴佬」

阿欣從田部的銀煙盒裏抽出一支煙，點著了。女傭把威士忌倒在玻璃杯裏，又把切好的火腿

和乾酪放在盤子裏端了過來。「這姑娘挺不錯的……」田部一邊笑著一邊說。「是啊，但可惜

是個啞巴。」田部似乎感到有點意外，兩眼緊緊盯住女傭。女傭人用柔和的眼神禮貌地向田

部低頭行禮。阿欣此時忽然對一直沒有放在心上的女傭人的年輕感到不順眼了。「家庭生活過

得還順心嗎？」田部一邊噴著煙，臉上露出妳是說我嗎？的表情一邊回答。「下個月孩子就要

出生了」阿欣應著「噢！是這樣啊」一邊拿起威士忌給田部斟酒。田部美滋滋地一飲而盡，

然後也給阿欣斟滿酒。「看來，你過得還不錯嘛」「怎麼這麼說呢？」「外界是風雨飄搖，動蕩

不安，可是你總是一點兒也沒變……真是不可思議。或許妳是有靠山吧……看來還是當個女

人好喲」「您這是挖苦我嗎？反正我啊！其實也沒向您田部先生求過幫助，沒勞過您的大駕」

「妳生氣了？我不是那個意思，不是那樣的。我只是認爲你很幸福。因爲男人的工作實在是

太辛苦了，我才會這樣說的。現在這個世道，馬馬虎虎就生存不下去。不是你吃掉別人，就

是被別人吃掉。我每天就像賭博那樣地生活著。」「可是最近的景氣不是挺好的嗎？」「有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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麽好的………用錢就像走在鋼絲上，搞得你頭昏眼花，提心吊膽的，非常辛苦」阿欣默默地

抿了一小口酒。蟋蟀在牆外瑟瑟地低鳴著。田部把第二杯酒又一飲而盡，然後就伸過手抓起

了阿欣的手。她那沒有戴戒指的手就像絹絲手帕那樣柔軟。阿欣的手一動也不動，屏息著。

她放鬆的手微涼卻非常柔軟。在田部的醉眼浮現起過去的種種。像昔日一般美麗的心上人就

坐在對面。真使人感到有如夢境一般。隨著年歲的增長，田部也積累了不少人生的經驗。在

生活的激流裏，有時平步青雲，有時又一落千丈。可是，當年的情婦卻依然如故，端坐在自

己的面前。田部一直注視著阿欣的眼睛。連她眼角的細微皺紋都一如既往。臉型的輪廓也沒

變。他很想知道她是怎麼過生活的。或許社會的動蕩對她一點影響也沒有。她裝飾著衣櫃、

長火盆、繁茂的薔薇花，就微笑著坐在自己面前。她明明應該是有五十多歲，可還是個饒有

風韻的女人。田部很想知道她的真實年齡。住在公寓裏的田部眼前浮現出自己剛滿二十五歲

的妻子整天爲生活奔波的疲憊身影。阿欣從火盆的抽屜裏取出銀製的煙嘴，把紙煙折成兩截，

接上半截，點了火。她注意到，田部的雙膝正習慣性的不停抖動著。阿欣一直觀察著田部的

表情心想或許他是在金錢上有些問是吧。她當年去廣島時那種熱切的癡情早已淡去。對阿欣

來說二人之間長時間的空白，在現實裡產生某種不協調的感覺。這種心情使阿欣感到寂寞和

不耐煩。無論如何也無法燃起過去那火一般的激情了。她很清楚這個男人的身體，但對她而

言，這個男人的一切魅力都己消失殆盡。即使再有那種氣氛，激情可再也無法復燃，為此她

感到很焦躁。「在照顧妳的人當中，有沒有人能借給我四十萬塊錢的？」「什麽？錢，四十萬，

好大筆錢啊。」「嗯，我現在無論如何也得借這麽一筆錢，你有辦法嗎？」「沒辦法，您跟我

這種沒有收入的人談這個，根本就太為難了………」「是這樣嗎？嗯…我會付利息錢的，怎樣

樣？」「不行！再怎麽說也不行。」阿欣倒吸了一口涼氣，全身發寒。她不由得回想起與板谷

的悠閒交往。她懷著失望的心情，從火盆上取下燒得滾開的鐵壺去泡茶。「那麽，二十萬總可

以了吧，我是不會忘記妳的恩德的。」「您這人真怪，跟我提錢。您是知道的，我本來就沒有

錢嘛……。我也很缺錢。您這次不是來看我的，而是爲了錢的事吧？」「不，我是來看妳的，

因為我想說什麼都可以跟妳商量的」「還是跟你哥哥去商量吧」「這筆錢的用處，是不能告訴

他的」阿欣沒有再搭話，她突然覺得自己的年輕也只能再維持個一、二年了。過去兩個人火

熱的戀情，現在對彼此已經沒有任何影響力了。那不是戀愛，或許只能說是異性動物間強烈

吸引所產生的結合吧。他們倆的關係有如秋風落葉般的脆弱，坐在這裏的自己和田部，現在

只不過像是陌生男女一般的交情。想到這兒，阿欣心頭一寒。田部好像忽然想起了什麽似的，

微笑起來小聲地說「我能在這兒住一晚嗎？」他詢問正在喝茶的阿欣。阿欣吃驚地睜大了眼

睛，回答說「那可不成。你可別跟我這老婆子開玩笑。」阿欣故意把眼角上的皺紋顯露出來

笑了。那整齊的潔白如玉的牙齒閃著光。「妳真是太冷酷無情了。我不會再提錢的事。我想再

回味以前的阿欣──這裏好像是世外桃源。妳真能抵抗惡運。不管發生什麼都沒有被擊倒。

現在的年輕女人就很慘了。妳要跳舞嗎？」阿欣嗤之以鼻。年輕女人的辛苦……。這跟我有

什麽相干。「跳交際舞，我可不會。您會跳嗎？」「會一點。」「是哦，那自然會有中意的舞伴

嘍，所以才急著弄錢，對吧？」「你別胡說八道，我可沒那些閒錢去向那幫女人獻殷勤。」「可

是，瞧您這一身打扮，也夠紳士的了，這可不是普通工作的人會的技藝哦。」「逢場作戲嘛，

這是必要的行頭。但世事多變，現在非常不穩定……」阿欣抿嘴一笑，望著田部蓬鬆的黑髮。

他的頭髮還茂盛得垂到額頭前面來。雖然他早以失去大學時代的年輕，臉頰四周顯露出中年

氣概，即使表情沒什麼氣質，卻有種魄力的感覺。阿欣像猛獸從遠處嗅著味道一般地仔細觀

察田部，然後又給他續了杯茶。「聽說最近錢要貶值，是真的嗎？」阿欣像開玩笑似地問著。 

「怎麽，是手裏有一筆錢，在擔心嗎？」「你這個人哪，可真是變了。我只是說聽說錢要

貶值。」「那麼誇張的事，應該還不會發生在日本。對於沒有錢的人來說，是用不著擔這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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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說的也是…」阿欣興沖沖地拿起威士忌酒瓶，給田部倒上一杯。「唉，真想去箱根之

類那種安靜的地方。想在那裡好好的睡上兩三天。」「您是太累了嗎？」「嗯，我在爲錢操心」

「不過爲錢操心這回事，就很像你的作風，不是嗎？比把心思用到女人身上可強多了……」

阿欣裝模作樣的態度令田部很憎恨。彷彿看著像是上等古物的東西，也有點奇怪的心情。田

部注視著阿欣的下巴附近，想著如果她留自己在這住一宿也就算她賞臉了。那有力的下巴線

條顯示出她倔強的意志。突然，田部的眼裏浮現出剛剛那啞女傭人年輕的容貌。她雖然算不

上漂亮，但光憑年輕這一點，對喜歡女色的田部來說，就能夠讓他感到很新鮮。要不是他們

這次重逢，他也不會像現在那麼急不可待，田部這樣想著，越瞧越覺得阿欣是有些老了。阿

欣似乎也察覺到了什麽，她站了起來，走到隔壁的化妝台前，取出一支荷爾蒙針，迅速地注

射到胳臂上。然後她用棉花使勁地揉幾下，又對著鏡子，用粉撲輕輕地拂了拂鼻尖。已經激

不起感情波瀾的一對男女，這樣毫無趣味地相會，不禁使阿欣懊悔萬分，不知不覺地竟流下

淚來。如果是板谷的話，她就會伏在他的雙膝上痛哭一場。甚至可以盡情地撒嬌。她不知道

自己到底是喜歡現在坐在長火盆前的田部，還是討厭他。阿欣一方面很想叫他回去，另一方

面又有種焦慮想在他心裏留下點餘念。田部和自己分開之後，一定有過不少女人。阿欣上廁

所回來，經過女傭人的房間時，向裏邊瞧了一下，阿絹正在照著底樣剪著報紙，非常認真的

埋頭學習西服剪裁技術。她弓著腰，豐滿的臀部緊貼著榻榻米，全神貫注地剪裁著，那捲曲

黑髮下露出的脖子，又白嫩又有肉，顯得很有誘惑力。阿欣又走回火盆前。田部正躺在榻榻

米上。阿欣順手打開茶几上的收音機。出乎意料地大聲放出貝多芬的第九號交響樂。田部翻

身坐了起來。然後又喝了口威士忌。「記得咱們有次一塊兒去柴又的川甚嗎？當時不巧遇到了

大雨，還吃了一沒有飯的鰻魚飯呢。「嗯，我記得。那時已經是食糧短缺的時期了。那是你入

伍之前的事。記得壁龕上的花瓶裏插著紅百合花，咱們在那開玩笑，把花瓶都碰倒了，你記

得嗎？」「是有這麼回事……」阿欣的臉上頓時泛起了紅暈，表情也變得似乎年輕許多了。「什

麽時候再去一趟吧。」「嗯，是啊，不過我已經不再想出遠門了……現在那家飯館大概是想吃

什麽就能吃到什麽了吧。」阿欣爲了不想把剛剛哭過的感傷心情就此消除掉，正努力地追溯

著過往情懷。但是此時她心裡卻浮現出一個與田部完全不同的男人。那時她跟田部去過柴又

之後，在戰爭剛結束時，她跟一位叫山崎的男人又去了柴又一次。山崎不久前在做胃腸手術

時去世了。她眼前浮現出夏末在江戶川邊的川甚一間稍微發暗房間的景色。自動提水站水泵

的咕咚咕咚聲在耳邊回響。知了開始使勁地叫著，那些搶購食品的人們騎著自行車，像比賽

一般從窗外江戶川的大堤上飛馳而過，銀色的車輪在閃著光。她跟山崎是第二次幽會，對女

人沒經驗、年輕的山崎，讓阿欣深深感到神聖的愛情。當時食糧還很豐富，在戰後異樣的氣

氛當中，一切就好像是處於真空當中那樣的安靜。還記得在回來的時候，天已經黑了，是在

通往新小岩的軍用公路上搭公共汽車回來的。「從那次分手以後，有碰到中意的人嗎？」「您

說我嗎？」「嗯……」「中意的人，除了您就沒別人了」「你說謊！」「哎喲！怎麼啦？不是這

樣嗎？這樣的我，還有誰會要呢……」「我不相信妳。」「是哦……不過，我打算從現在再開

始找，為了繼續活下去。」「我看妳會活得很長久吧」「是啊，我要活久一點，一直到變成一

個老態龍鍾的老太婆……」「還是要搞外遇？「喲！就拿您來說吧，過去純真都不見了。你怎

麼變成會說這種討厭話的人了呢？以前的你是多麽單純啊。」田部拿起阿欣的銀煙嘴，試著

吸了一下。舌頭上沾上了苦澀的煙油子。他趕緊拿出手帕，又是吐，又是擦的。「沒常清理，

有點堵住了。」阿欣笑著，接過煙嘴，在紙片上用力地一點一點的敲打著。田部感到她的生

活實在不可思議。這殘酷的社會現實竟在她身上很難找到任何痕跡。她的生活看起來拿出二、

三十萬塊錢，似乎並不很困難。田部對於阿欣的肉體並不眷戀，但還是希望從這個女人的身

上擠出點油水來。從戰爭復員，血氣方剛的田部想做做看生意，可是從哥哥那裡拿來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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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到半年就用光了，而且除了老婆之外，他還有個情婦，這情婦還有了孩子。所以他才想起

阿欣，懷著僥倖的心理來找她，但是阿欣已沒有過去那種一往情深的熱情了，而且也變得過

於老練。與田部的久別重逢也絲毫燃不起她的熱情。她規規矩矩地坐在對面，顯得一本正經

的表情，讓田部難以接近。田部再次把阿欣的手拉了過來，緊緊地握住。而阿欣就只是讓他

這樣拉著而已。她連身子都沒往他這邊靠，用一隻手敲打著煙嘴裏的煙油子。 

 

經過長時間歲月的洗禮，兩人互相在心中積聚下複雜的感情。兩人沒有交集平行地增長

歲數，往日情懷已不復返。兩人沉默著較著彼此現在的生活。他們正沉入幻滅的漩渦裡。兩

人是在複雜的疲憊狀態下重逢的。小說的偶然性，在現實生活中是不存在的。或許小說裡的

情節太天真了。微妙的人生真實寫照。兩人只不過是為了像現在在這裡互相拒絕而相逢的。

田部甚至還幻想殺死阿欣。但心想要是真殺了這個女人，自己可就會成了殺人犯，心裡覺得

很微妙。不過他又想說其實這種不爲人們所注意的女人，殺了一、二個，搞不好不會被發現，

但他一想到結果他還是會成為一個罪人時，就感到自己很愚蠢。這個如螻蟻般的老女人，竟

然能夠無動於衷平安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在她那兩個衣櫃裏，肯定還塞滿著她五十年來所

積攢的衣物。過去她曾讓他看過那個叫做密歇爾的法國人送給她的貴重手鐲，但類似的珍寶

她肯定還有不少。這棟房子一定也是屬於她的。田部一面胡思亂想的幻想著要是殺掉這樣一

個只有一個啞巴女傭人的女人，也不是什麼大不了的事，一面又想起在戰爭最激烈的時期，

他們持續幽會的學生時代，這些往事如此鮮明，令他喘不過氣來。醉意使他有些頭暈目眩，

坐在眼前的阿欣使他感到渾身酥麻。他明明連摸一摸阿欣手的慾望也沒有，跟阿欣在一起的

過往卻那麽有份量的在自己內心留下了烙印。 

 

阿欣站起身來，從抽屜中拿出一張田部學生時代的照片來。「呵，你還留著一些奇怪

的東西呢。」「嗯，這原本是放在隅子那兒的。正我要來的，這是認識我以前拍的吧。這個時

候的你就像個大少爺。還穿著藏青地碎白花的和服，挺不錯的呢。你拿去吧。帶回去讓你夫

人也瞧瞧吧。真是純真。一點也不像滿嘴胡說八道的人。」「我也有那種年代啊？」「嗯，是

啊。如果你就照那樣順順利利的走，你田部先生如今肯定是個了不起的大人物。」「那妳就是

說我沒有那麽順利囉？」「嗯，沒錯。」「那還不是因為妳，當然，這場長期戰爭也是原因之

一。」「哎喲，你也太牽強附會了吧。怎麼會跟我有關係。你啊，真是變得庸俗不堪了。」「哦……

庸俗啊。這才是人嘛。」「不過，我也好歹把你的照片珍藏在身邊這麽多年，我也還算挺純情

的嘛。」「這多少也算是個回憶吧。妳好像沒送過一張給我吧？」「我的照片？」「嗯」「我的

照片很嚇人的。不過，我以前當藝妓時的照片，不是有送到前線去嗎？」「那可能是不知被誰

搞丟了吧…」「你瞧，還是我比較純真。」 

 

隔在兩人之間的長方型火盆這個“屏障＂，還是沒有瓦解的跡象。田部已經完全醉了。

阿欣面前的那杯威士忌，從一開始倒的那杯，現在還剩下一半。田部一口氣喝下涼茶，毫無

興趣地把自己的照片朝旁邊一放。「還能趕上末班車吧？」「我不回去。我都醉成這樣，妳還

忍心趕我走？」「嗯，當然了。我恨不得一下子把你推出去。這兒住的都是女人，鄰居要說閒

話的。」「鄰居？妳不像是會在意那種事的人耶。」「我很在意。」「是哪個男人會來嗎？」「你

真討厭，田部先生！我真是覺得毛骨悚然。我討厭說那種話的你！」「好吧，要是妳弄不到錢

的話，我就待個二、三天都不走。讓妳收留我囉……」阿欣兩手托著腮，睜大眼睛，看著田

部那發白的嘴唇。百年之戀也已經走到盡頭了。她沈默著，回憶著眼前這個男人。兩人往昔

的熱情的心已消失殆盡。他一點兒也沒有青春時期具有的男人羞恥心。阿欣真想拿出一包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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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打發走。但是阿欣根本不願意把任何一分錢給眼前這個無賴的醉鬼。把錢給那些陌生人

也比給他強。沒有比這種不知羞恥的男人更可惡的了。阿欣遇過幾個男人是對她以誠相見的。

她曾被那種癡情陶醉過，認爲那是高尚無比的。她唯一的興趣就是要選擇一個真正的理想伴

侶。現在阿欣已經認定田部是個不可救藥的俗人。他沒死在戰場上，活著回來的好運氣，使

阿欣感到命運的安排。阿欣曾為了田部追到廣島，就憑當時的辛苦，那時早就該與他一刀兩

斷才對。「你幹嘛一直盯著我」「哎呀，您方才不是也一直盯著我，心裡還不知在打什麽鬼主

意呢。」「才不是，是因為每次見到妳，總被你這個美人給迷住了。」「是哦！我也是呢。我

覺得田部先生你比往常更英俊了」田部總算把幾乎要脫口而出的要殺死她的話憋住，用這麼

一句「你說反話哦」來塘塞過去了。「您現在正年輕力壯，今後的日子還很快活呢。」「妳不

也比我更盛嗎？」「我？我已經不行了，就像花朵逐漸凋零，再過個兩三年，就要回鄉下去了。」

「妳不是說過妳要活到撐不下去，然後搞個外遇，是騙人的嗎？」「哎喲！我可沒那麽說過。

我是個活在回憶裡的女人。只是這樣。咱們還是做好朋友吧。」「妳在避著我哦。別說這種像

女學生說的話了。嗯，什麽回憶嘛，根本沒什麽意思。」「是嗎……可是，說是要再去柴又的，

可是你哦。」田部的雙膝又開始焦躁地抖了起來。他想要錢。錢。他在想辦法跟阿欣借錢，

哪怕是五萬元也好。「真的不能再通融了嗎？我把公司抵押給你也不成嗎？」「哎喲，你又談

錢了？你跟我談這個也沒用。我一個子兒都沒有。我也不認識什麼有錢人，我是真的沒錢。

我還想跟您借呢！」「要是我手頭寬鬆，一定馬上就給你送來。你是我難忘的心上人呢……」

「妳的花言巧語已經夠多了……你不是說好不再談錢的嗎？」田部好像被深秋的晚風吹得涼

透了全身，他握住長火盆邊上的鐵筷子。霎時間他橫眉怒目，眼露凶光。面對著具有謎樣誘

惑力的人影，田部把鐵筷子握得更緊了。心頭一陣狂跳，好像突然一個晴空霹雷。田部心裡

的悸動刺激著他。阿欣的眼神惶惑不安地看著田部握著鐵筷子的手。她感覺到這樣的場面似

乎什麽時候也曾在自己的身邊出現過。「你醉了，還是先住下來吧……」田部一聽到可以住下

來，他那緊握著鐵筷子的手馬上鬆開了。田部看起來醉得很厲害，搖搖晃晃地走去廁所。阿

欣望著他的背影，好像預感到了什麽，從心裏發出了輕蔑的冷笑。這場戰爭，一下子改變了

所有人的心靈了啊。阿欣從茶具架上取出幾粒興奮劑，迅速地用水服了下去。威士忌還剩下

三分之一的量。把這些都給他灌下去，讓他醉得半死睡去，明天再攆他走。不過，她自己可

是不能睡著的。阿欣這樣想著，順手把田部青年時期的照片輕輕扔到燒得很旺的藍火苗上。

黑煙嫋嫋升起，燒紙的氣味擴散開來。女傭人趕忙打開拉門向這邊窺視著。阿欣微笑地打著

手勢，讓她把客房鋪好棉被。爲了消除燒紙的味道，阿欣又切了一片乾酪，投到火盆裏。「哇，

妳在燒什麼？」田部從廁所回來，把手搭在女傭人豐滿的肩頭，從拉門那兒向這邊張望著。「想

烤點乾酪來嘗嘗，用火筷子夾著，結果掉進火盆裏了。」在淡淡的白煙中，一股燒乾酪的黑

煙騰然升起。圓圓的玻璃電燈罩，好像飄浮在雲中的暗月。那股油脂燒焦的味道很刺鼻。阿

欣背著濃煙，把四周的隔扇門依次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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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意識。柄谷行人的「語言與國家」或拉岡的精神分析的能指的匱乏，以漱石為首，延伸

至 1930 年代的「近代的超克」議題。這是有島武郎或芥川無法跨越的議題，它與「普羅

文學」之興起或轉向相關，更發展至 1960 年代的全共闘，以及 1970 年代的消費社會的興

起。或與 1980 年代「角色小說與宅男/後少女」的出現，或 1990 年代的泡沫經濟與沙林

毒氣暴力事件相關連。訴說的都是「日本主體性匱乏」的議題。這都是柄谷行人所謂的「歷

史與反復」的主要課題。除了《日本的精神分析》一書外，中國大陸於 2003 年由三聯出

版社中譯出版《日本近代的起源》，今年年底亦將出版《作為隱喻的建築》、《跨越性批判：

康得與馬克思》、《歷史與反復》等三卷重要著作。此次專書著作雖為「日本文學文本分析」

之「他者關照」之分析為主。但在方法論上將強化尚未被翻譯成中文的重要著作《日本的

精神分析》的「慾望匱乏之書寫表現」上。相信對於日後跨國整合研究上之「東亞另類現

代性」的詮釋，可以帶來更多新創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