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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
前期创作的“非新感觉”手法

翁家慧

　　在横光利一的前期作品中 ,《苍蝇》和《头与

腹》是比较能够体现其早期创作风格的两篇。横

光在这两篇作品中尝试着运用一些新的创作手

法 ,对词汇、情节、文章结构、语流进行分解及重

新组合 ,打破了日语原有的婉约清秀的传统 ,追

求外文直译作品生涩拗口的效果 ,最后获得了

“新感觉派”的美名。然而分析一下其早期代表

作品中所使用的新的创作手法 ,却没发现有多

少“新感觉派”的影子 ,倒是象征主义的手法被

使用的频率反而要高一些。

一、象征性构图的视觉效果

首先 ,从作品的命题来看 ,就极富象征意

义。《苍蝇》中的苍蝇作为动物的代表 ,独立于人

的群体而存在。它既是人群的对照物 ,又是代替

叙事者存在的起到镜子作用的反映者。通过苍

蝇的大眼睛 ,一场车毁人亡的悲剧才得以完整

地反映在读者的面前。同时 ,马车坠入悬崖的那

一刻 ,人的软弱无能又通过和苍蝇“悠悠然飞上

蓝天”的逍遥自在的对比而显得愈发可悲。

同样 ,《头与腹》的借代意义也是非常明确

的。 “头”显然是指因路轨故障火车不得不停在

一个简陋的小站上 ,面对是等待修复还是换乘

另车的抉择不知何去何从的大众 ;“腹”指的是

用拥有百万之富和满怀自信的胖绅士。不过 ,若

是进一步考虑“头”与“腹”的象征意义 ,就不能

忽略小和尚的存在。 他的“扎着手巾的头”和绅

士“便便大腹”是不是另一层含义上“头”与“腹”

的所指呢? 在面对去或留的问题上他们不是代

表了两种不同的选择吗? 和苍蝇一样 ,《头与

腹》中的小和尚既是整个事件的反映者 ,也是和

其他乘客相比较而存在的对照物。

横光在这两篇作品中还采用了相当多的对

比手法来增强他那象征性构图的视觉效果。 他

给每一个出场的角色都设定了暗语 ,通过对比

来加强它们之间的戏剧性冲突。 《苍蝇》开场中

盛夏空虚的马厩和灰暗的结着蜘蛛网的角落 ,

分别是人和苍蝇所处的场所。《头与腹》中 ,把满

员的特快列车和沿线的小站分别作为都市现代

文明和农村的落后的象征来比较 ,从一开始便

埋下了两者对立冲突的伏笔。

横光借助“苍蝇”、“头”或“腹”等客观实体 ,

把从客观中抽象出来的观念作为象征意义附着

在它们身上 ,通过暗示、对比、烘托等手法 ,将一

个亦真亦幻的新天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种将

抽象的观念加入到假托的事件中的方法被公认

是横光特有的创作手法。 当时给新感觉派命名

的著名文艺评论家千叶龟雄也在《新感觉派的

诞生》一文中指出了这一派作家的创作特点:作

为单纯的事实来表现 ,通过简单的暗示与象征 ,

故意从一个小小的洞穴里窥视内部人生的所有

存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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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替作者出现的“反映者”

和以往的小说不同 ,横光的小说中出现了

既是叙事者又是参与者的存在。 比如《苍蝇》里

的苍蝇和《头与腹》中的小和尚 ,在整个故事推

进发展的过程中 ,他们的存在似乎可有可无。如

果没有苍蝇 ,马车照样掉下悬崖 ;要是没有小和

尚 ,火车也照样出事故。总之 ,没有他们 ,人类在

生活中还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灾难和不幸 ,人

类还是要被自己的问题所困扰 ,无法客观地看

清一切 ,从中解脱出来。现实社会中灾难和不幸

天天都在发生 ,人们却熟视无睹 ,不明白在这可

见的世界内部实际上还有一个不可见的世界。

可是如何揭示这内在的不可见的世界?显然 ,苍

蝇和小和尚被横光选做了自己的代言人。 但他

们的任务不仅仅是打开通向不可见世界的大

门 ,他们自身也带上了特定的象征意义。而这象

征意义 ,从他们的结局来看 ,似乎都是正面的、

褒义的或者可以说是超脱于现实的。在讨论《苍

蝇》这篇小说所持有的特殊含义时 ,当时的评论

家 木刚曾有一段很独特的评语: “坐在马车上

的人 ,包括赶车的 ,一共七个人。 都是程度不太

高的。 不妨可以认为是愚昧的日本国民的象

征。”
①
与此相对应 , 木刚认为 “大眼睛的苍

蝇”应该是聪明的象征。如此一来 ,马车上的人

们和苍蝇的对照成了“愚”和“智”的对照。 照

木刚的这种评论方法来分析 ,《头与腹》中“群

众”和“小和尚”之间的对照是不是也可以看作

“愚”与“智”之间的对照呢? 从马粪堆里爬上来

的苍蝇 ,作为“智”的象征多少有点言过其实 ,而

小和尚所表现出来的“聪明”似乎与他本人毫无

关系 ,完全是由于当时一切尚未明了。他最后表

现的“贤者”形象也不过命运不可测的结果而

已。所以 ,他们并不是整个人群的对立面 ,而是

存在于集团之中的异端。

苍蝇和小和尚作为叙事的旁观者是客观

的。客观的特性包括: 中立性、公正和冷静。他

们在作品中没有任何议论 ,也不带什么感情色

彩。他们是被高度擦亮的镜子 ,用以反映复杂的

心理体验。就如康拉德所说: “我的任务……是

让你观看。”
②
他们的存在确实让读者看到了可

见世界发生的事实 ,同时 ,借助他们所附带的象

征意义 ,读者也看到了不可见世界中存在的真

理。

然而 ,当“苍蝇”和“小和尚”被横光赋予一

定的形式创造出来的时候 ,本身就已经带上了

横光的主观意识 ,他们的行动中暗含着横光的

判断标准。 《苍蝇》中的苍蝇所带的作者的主观

意识还不太强烈 ,到了《头与腹》中的小和尚却

是“长着一张成人的脸孔 ,占上一席之地 ,开始

用手巾缠头。 然后 ,两手打着拍子 ,大声唱起歌

来。”③而且他自始至终都在唱着歌。周围的人

们对他的歌先是笑着听 ,一会儿就觉得腻味了 ,

最后都置若罔闻了 ,可是 ,这也丝毫不影响他唱

歌的情绪。再看一下他所唱的歌的内容 ,就可以

发现他所唱的五首歌都和当时当地的场景紧密

相连 ,极富讽刺意义和批判性。 尤其是最后一

首 ,载着群众盲从无知的“头”和绅士“便便大

腹”的列车开走之后 ,由于路轨故障排除 ,特快

列车载着小和尚一个人急速奔驰时 ,小和尚唱

道: “啊—— /梅花呀 /樱花呀 /牡丹呀 /桃花呀 /

一个人呀 /拿不了呀 /哎呀哎呀。”④歌中所唱的

“一个人呀 /拿不了呀”对于一个人坐一辆特快

列车的小和尚来说 ,是否可以改为“一个人呀 /

坐不了呀”呢?在《苍蝇》中苍蝇还是一个不会说

话的存在 ,无法更多地表达作者的意图 ,而到了

《头与腹》中的小和尚 ,从客观中抽象出来的观

念被赋予了人的形象 ,就可以更加自由地代表

作者 ,发挥横光代言人的作用了。

三、戏剧性的情节设计

《苍蝇》和《头与腹》的戏剧性结局 ,各个象

征形象之间的冲突 ,矛盾的发展都是通过横光

独特的小说语言表现出来。而实际上 ,就语言本

身而言 ,《苍蝇》和《头与腹》中所运用的日语更

接近于剧本语言:简洁、明了、画面感强。刻画人

物近乎白描 ,两三笔 ,点线结合 ,人物个性便跃

然纸上。 《苍蝇》中对老驭者驼背这一特点是这

样描写的:屋檐漏下来的阳光 ,从他的腰爬上了

他圆如罗锅的驼背。 横光用拟人手法把日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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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老驭者这一场景比做日光爬上他那圆如罗锅

的驼背 ,生动形象 ,令人过目不忘。在《头与腹》

中语言戏剧化的特点更加明显。 就在列车紧急

停车的时候 ,车内的人们先是沉默半刻 ,一会儿

便开始骚动不安起来:

“怎么了! ”

“怎么回事! ”

“这是哪! ”

“撞车了! ”

报纸从人们的手中滑落。无数的头乱

了位置 ,像是要摇晃起来。

“这是哪! ”

“怎么回事! ”

“这是哪! ”
⑤

面对紧急刹车这一突发事件 ,人们的反应

在横光生动形象的场面描写和简单明了的对话

描写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对话短促而有代表

性 ,使人如身临其境 ,耳闻其声 ,眼见其状。此类

妙趣横生的描写在横光早期的作品中俯拾皆

是。也许正是由于他在日语表达上的反传统 ,才

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感觉 ,因此错得了“新感觉

派”这一美名。

当然 ,不光是语言 ,横光的前期作品在构成

及情节设计上也带有强烈的戏剧性色彩。在《苍

蝇》中 ,前九个小节都是为最后一节做铺垫。接

到儿子病危的电报赶了三里地的农妇、逃婚私

奔的青年男女、赶路的母子、一夜之间成了爆发

户的乡绅 ,这一群来处不同、去处各异的人们陆

续登场 ,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等待着坐同一辆

马车。 他们之中谁也不会想到命运居然给他们

安排了同样的结局——车毁人亡。这一情节的

设计正反映了作者对内在生命的不安的认识。

但是 ,仔细追究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 ,似乎和老

驭者一直在等待着的“豆包”有着不可分的关

系。原来 ,这驼背的老驭者有一个癖好 ,就是必

须尝到刚出笼的、谁都未曾染指的“豆包”。这对

他多年的独身生活来说 ,是每天中最大的安慰。

于是 ,“豆包好了吗?”这句话在文中不断出现。

“豆包”迟迟不出笼 ,驭者也就迟迟不发车 ,而等

车人的心情也就越来越急。隐含的矛盾冲突和

蒸笼里的“豆包” ,一起膨胀。 “豆包”蒸好了 ,这

冲突也就酝酿成熟了。驭者如愿以偿吃到了“豆

包” ,候车的人终于坐上了车。 矛盾暂时得到了

解决。这一情节显然只是横光给读者的一个心

理上的缓冲。 驭者吃到了“豆包” ,心满意足 ,驾

着马车开始打盹 ,而乘客当中谁都没有发现自

己坐的车是由眯着眼睛打盹的驼背老人驾驶 ,

由戴着眼罩只听从马鞭指挥的马拉着的。危险

近在咫尺 ,他们却看不见。最后 ,车子坠下悬崖 ,

戏剧的冲突也达到了最高潮。 《苍蝇》中情节的

发展一波三折 ,颇具戏剧性效果。横光在回忆自

己的创作经历时也说道: “我最先是写诗 ,后来

写剧本 ,再后来就写出了象征性的小说。”
⑥
由

此看来 ,写剧本时的经验积累在横光的小说中

也发挥了作用。

我们接着讨论“豆包”这一道具在《苍蝇》中

所代表的象征意义。 从唯物主义角度来看 ,“豆

包”只是“豆包” ,并不代表任何意义。而从宿命

论的角度来分析 ,“豆包”似乎是导致悲剧的间

接凶手。“豆包”迟迟不熟 ,这一偶然事件的发生

改变了整车人的命运。“横光作品中所构造的现

实世界 ,是几种力量平衡的结果。他赋予从外部

进来的力量以偶然性的特征。 而这些偶然性的

因素往往会改变现状。”
⑦
显然 ,偶然因素左右

世界的巨大力量使横光的思想趋于对神秘主义

和精神万能主义的认同 ,他把自己认识到的现

实世界中人生的不安和命运的叵测作为一种抽

象的观念 ,通过假托事件来表现。横光观念中的

人生就像急驰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 ,即使是一

块小石头 ,也可以使它翻车。 但是 ,他过于看重

“小石头”这个偶然因素的作用 ,而忽视了那“急

驰的汽车”本身所隐含的“高速度”这个因素的

作用。如果汽车根本不是高速行驶 ,一块小石头

对它来说又算什么呢?同样 ,《苍蝇》中的苍蝇显

然被赋予了过多的决定性力量。

横光对偶然性决定人生这一观念的倾斜在

《头与腹》中以一种看似客观的姿态出现。特快

列车因为前方路轨出现塌方而被迫停在一个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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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小站 ,这一偶然事件的发生迫使乘客做出选

择:是留宿当地? 或是留在车内等待事故解除、

重新发车? 还是坐回程车返回出发点? 如何选

择? 大多数人先是喧哗不已 ,接着就发牢骚 ,既

而苦笑 ,最后不知所措。因为一切处于不明了状

态 ,前方路轨故障不知何时能够排除 ,只能在毫

无信息可参考的情况下做抉择。众人一片茫然 ,

不知何去何从。最后 ,一个大腹便便、面带冷笑

的乡绅站到人前做出了返回起点的选择。于是 ,

原先静静的人群忽然如旋风般围上来 ,拥上了

新到的列车。在这里 ,乡绅所做的一个偶然性选

择决定了众人的命运。从表面上来看 ,由于信息

不完全 ,无论做出何种选择都必须冒一定的风

险 ,选择返回起点看来风险较小 ,因此众人也都

跟着做出了相同的选择。但是 ,如果深入到群众

集团内部来看 ,他们所做出的反应不正是他们

丧失自我判断能力和盲从心理的必然结果吗?

横光也似乎觉察到了蕴涵于偶然性之中的必然

性 ,所以他说: “一切都不明了。谁都不知如何是

好。因此 ,所有的人都是不幸的。”⑧既然“所有

的人都是不幸的” ,那么 ,最终结局为何又不同

呢?在这个问题上 ,横光又开始强调偶然因素所

起的巨大作用了。

四、视角切换与角色对换

从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中抽象出主观感受 ,

将这抽象的观念寓意于虚构的事件 ,这是横光

前期作品中惯用的创造手法。在虚构的事件里 ,

现实生活中的客观性被忽略 ,作者通过非理性

的夸张形式 ,将现实生活中的主客倒置 ,按主观

意象重新组合 ,使人分不清现实与虚构 ,主观与

客观。 在《苍蝇》一文中 ,横光正是运用将人“物

化”的拟物手法和将物“人化”的拟人手法 ,成功

地实现了角色互换 ,打破了人们观察世界的固

定的模式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诠释人生的意义。

《苍蝇》中除人之外的所有生物突然之间都

具有了人的特点: 马在寻找着驼背的老驭者 ,屋

檐漏下来的日光从他的腰爬上了他圆如罗锅的

驼背 ,绿色的森林映在马额头上的汗珠里 ,倒立

着摇来晃去。 ……这一系列拟人化的描写使人

难辨真伪。作者也似乎意欲借此表达人类世界

和外界存在的相对独立性。既然人可以有祸福

旦夕 ,那么外界的一切自然也有不测风云。 所

以 ,横光在《苍蝇》中把苍蝇这一角色拟人化 ,试

图从旁观者眼中观察人类自身命运是如何不可

测。

这只大眼睛的小苍蝇在人的眼里微不足

道 ,没有人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和它的命运。在与

外界的接触中 ,苍蝇是软弱无力的 ,马厩角落里

的蜘蛛网都可以致它于死地。为了活命 ,它只能

“沿着马粪上的稻草爬上赤裸的马背”⑨。 而自

诩为世界主宰的人类虽然貌似强大 ,实际上也

同样受到外界力量的约束 ,不得不因一个小小

的“豆包”的迟迟未熟所导致的一系列偶然事件

而遭遇车毁人亡的最终命运。人和苍蝇一样 ,面

对外部世界都是软弱的 ,他们都在受到外界事

物的摆布。至于谁能逃脱 ,那就看各自的造化

了。苍蝇停在车蓬上 ,发现了人们所处的危险境

地 ,同时 ,它又具备飞翔的本能 ,自然可以悠悠

地飞上蓝天 ,而坐在车上的人对外界的变化无

从知觉 ,在厄运伸出的魔掌下只能束手就擒。

横光巧妙地运用拟人化和拟物化的手法将

苍蝇的存在感放大 ,同时将人的存在感缩小 ,然

后把他们置于同一境地 ,通过最终的戏剧化结

果给人以启示:在强大的外界力量面前 ,即使是

令人讨厌的小苍蝇 ,也有比人强的时候。在行文

当中 ,横光不断切换视角 ,一会儿用人的眼睛观

察苍蝇 ,一会儿用苍蝇的眼睛观察人 ,两者交替

进行 ,就像现代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 ,剪辑出一

个仿佛动物也会说话的神奇世界。

结论

应该指出 ,横光利一前期作品中所使用的

一些新技法与其“新感觉派”之名并不相符。 所

谓“新感觉” ,就是通过印象主义和直觉主义的

描写手法 ,在把握感受对象时 ,仅凭感觉 ,不求

精确 ,在触觉、嗅觉、视沉、听觉等各感官上形成

强烈的刺激 ,留下深刻的印象。此派作家注重主

观感觉印象 ,通过直觉来创造艺术、创造美。 他

们刻意捕捉自然和生命纤细的瞬间意象 ,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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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凸现人的各种感觉 ,如正常的感觉或超

验的感觉或变形变态的幻觉 ,甚至错觉和沟通

两种感觉的联觉。因此 ,人们读新感觉派的作品

时 ,就像看莫奈的画 ,感觉进入一个恍惚朦胧的

世界。

但是 ,在对横光利一前期作品新技法的分

析中 ,却并未发现横光运用了多少此类手法 ,造

成读者各种感官上的强烈刺激。 使用较多的也

只是一些飞跃流动的画面 ,强烈的节奏感和速

度感 ,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恐怕也就只有视

觉上的刺激。所以 ,称这些作品为新感觉派的作

品似乎有些牵强附会。

相反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为了表现

“内部人生的所有存在和意义” ,横光使用最多

的反而是象征主义的手法。 他赋予每个角色以

特定的抽象观念 ,通过暗示、比较、烘托等手法

创造出立体感极强的主客观交融的世界。 从某

种意义上说 ,他的前期作品更接近于寓言。只是

由于在语言表达上的夸张与新奇带给读者全新

的感受 ,而误得了“新感觉派”这个名称。

通过对横光利一前期作品中所运用的新的

创作手法进行简单的分析 ,至少可以得出这样

一个结论: 横光利一前期作品中所运用的创作

手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感觉派的手法 ,其

实质应属于象征主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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