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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后藤明生是“内向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

一，他的代表作《夹击》因其特殊的文体在该派作品中

一枝独秀。其中采用的舞台独白和意识流写生的手法

表现出后藤强烈的他者意识，而后藤小说的这一独特
文体恰到好处地描摹出了七十年代日本社会中群体生

存的“夹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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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藤明生是日本战后文学流派——“内向的一代”
的代表作家之一。1932年4月4日出生于朝鲜咸镜南道
永兴郡，本名明正，是家中的次子。后藤的曾祖父在“日

韩合并”之后。就从日本福冈来到了朝鲜．曾经是宫里

的木匠。后藤的父亲在永兴郡永兴邑开了一家商店。后
藤明生就在当地的日本人学校上完了小学。并于1945

年4月进入元山公立中学，开始了寄宿生活。同年8月15

日，日本战败，朝鲜独立，后藤全家被赶到日本人收容

所。之后，他们靠借住在安边郡安边邑花山里的农民金

润后家的火坑间，度过了寒冷的冬天。就在这个冬天，
后藤明生的父亲和祖母相继过世，葬在了花山里的山

上。第二年5月，后藤明生和家人一起，步行10天，穿过
三八线，回到了日本国福冈县朝仓郡甘木町。(I)他和那些

从满洲、台湾等旧殖民地撤回来的转校生一起，在福冈
县县立朝仓中学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学业。并于1953

年考入了早稻田大学第二文学部俄罗斯文学专业。

1955年，后藤创作的小说《红与黑的记忆》作为第四届

全国学生小说大赛的入围作品刊登在《文艺》杂志。

1957年毕业后，后藤回到福冈，没有工作，就天天泡在

图书馆里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一年后，他回到东

京，在广告代理店博报堂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年后，他
换了个工作，在平凡社周刊编辑部，负责两本周刊杂志

的编辑和一本月刊杂志的创刊准备工作。1962年，小说

《关系》获得第一届文艺奖中短篇部门的佳作奖，并被
刊登在《文艺》杂志复刊号上。1968年3月，后藤辞掉干

了9年的编辑工作，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涯。1989年，他

成为近畿大学文艺学部教授。并于1993年升为该校校

长。1999年8月2日因肺癌去世。

《夹击》是后藤明生创作于1973年的长篇小说，因

其独树一帜的文体而成为“内向的一代”作品中的翘
楚。这部饶舌体的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讲述了某天

“我”站在“御茶之水”桥的中央。等待一个叫“山川”的

人，突然，“我”想起二十年前穿过的一件旧陆军的外套

不见了，于是，就开始四处寻找。夜幕降临时，一无所获
的“我”还是站在桥上，等着那个不会到来的人。《夹击》

的情节就是如此简单，而后藤却用独特的文体将其敷

演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此文一经发表立刻吸引了评论

界的目光，尤其是它的独特文体更是令评论家感到迷

惑不解。《夹击》从开篇便展示出后藤小说文体的特色
和魅力：

某天。我突然想起了一只鸟。不过，那是

一只早起的鸟。The early bird catches a WOFITI。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三分利。我站在“御

茶之水”桥上。黄昏，大概不到六点。⑦

无序、零乱、跳跃的意象在简洁有力的短句中排列

空，直到“苍苔”“覆盖掉——我们的姓名——”。全诗没
有任何阴森凄凉的气氛，有的只是幽默风趣的对话，相

互理解的友情和真、美合一可以达到永恒的暗示。这不
能不说是恰好反映了狄金森对生死问题的乐观态度。

《她躺着，仿佛在做游戏》，“她躺着，仿佛在做游

戏——，她的生命已经离去——／打算回来——／却不会
很快——／她欢快的双臂．半垂——／仿佛是暂时歇息／一
瞬间．忘记了——／就要开始的把戏——／她会闪烁的眼
睛，半闭——，仿佛它们的主人／还在用眼色／向你，逗
趣——”。在诗歌中。“她”的死亡过程似乎只是游戏中
的一节。“她”的离去似乎只是游戏者的暂时缺席．游戏

本身是欢快的，所以死亡在这里不显得痛苦。生者对死

者的关注不带一丝悲凄，死者也没有对死的畏惧。

在《死去，只须片刻》一诗中，狄金森甚至给死亡赋
予了至美的意味，既有“高贵的黑色缎带”，又有“美丽

的阳光照耀”，仿佛成了一处令人向往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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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不再是空洞的、恐怖的虚无，而是充满活力的

美丽的实在。因此，她的认识突破了生命在时间和空间

中不可能永恒存在的局限，死亡仿佛是人的生命中最

深刻最富意蕴的生命事实。它使人类摆脱了俗世的平
庸，而进入那永恒的安详。

诗人巧妙地把那生离死别所带来的悲痛融化在时

间的长河中，把那令人痛心疾首的苦痛化作一丝淡淡

的怅惘，一股麻木的感觉和一幅如烟的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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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让读者在推测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的同

时，体验到些许怪诞荒谬的搞笑成份。这与后藤早期作

品中由连绵不绝的长句子排列而成的朦胧文体截然不

同。难怪评论家丸谷才一对《夹击》的开头部赞不绝口，
说“如此富有变化、表现多样且生动的文章在今天的日

本真是稀罕之物”@。

《夹击》记录了“我”在一天之内寻找外套的经过，

而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在“我”的内心完成的。在这一天
里面．“我”的内心回忆起了出生的故乡——朝鲜和在
那里迎来日本战败时的情景．以及回到九州筑前的老

家后的生活、学生时代的寄宿生活等等。过去的一切历
历在目，唯独不见了那件外套。显然，小说中的外套已

经不再是一件单纯的外套，而是“我”进行自我认定的

标志和象征，是“我”突然想要追寻和确认的过去。如

今，“我”丢失了外套，也就意味着失去了自我，“我”要
去寻找外套就是要重新寻找失落在记忆中的自我。但

是，正如那件最终不见踪影的外套一样。在记忆和现实

的夹击之下，自我已经无处可寻。

一、独自的特点
为了描摹“我”的这段心路历程，作者使用了大量

的独白，这也是《夹击》最为显著的文体特征。当然，作
者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便利之处也在于此，在看似自

言自语的絮叨之中。“我”的内心生活非常自然地呈现

在读者面前。

《夹击》中大部分的叙事都是“我”关于外套的回
忆。外套是将所有内心活动串联起来的线索。所以。不

论“我”的独自追忆到往昔的哪一个时空，总是不忘记

和外套扯上关系。如此一来。回忆的不确定性和外套的

不确定性重叠在一起。产生了互相加强的效果，使“我”
的独自听起来更加模糊不清、似是而非。比如，当“我”

为了寻找外套而回忆起昭和27年来东京参加考试时的

情形时，“我”的内心独白如下：

前略。首先，回忆一下(S27)④q巴。
为了参加那次“早起的鸟儿”的考试，我

三月份就到了东京。有生以来第一次吹到关

东的风，还真是有点冷。那风里头还夹带着沙

子。在料峭的春寒中透着些黄色。考试结束

后，我就参加白鸽公交公司的“东京一日游”。

接下来．我又去帝国剧院看了歌剧。假冒紫土

老冒源氏?好像是那么场歌剧。女演员是谁来

着?越路吹雪?笠置静子?这个我已经记不得

了。不过，我记得那场歌剧的服装好像是把十

二单整个卷起来。一转身就剩下一个大蝴蝶

结。我为什么会去帝国剧院?这个我也记不得

了。可能是考上早大的那个同学叫我去的吧。

也有可能是当上海上自卫队队员的那个同学

提出的建议。总之，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看了

一场叫做假冒紫土老冒源氏的歌剧。我们三

个在九州筑前上的是同一所中学。同一所高

中，算是六年的同学了。

不过．当我踏上铺着红地毯的帝国剧院

的台阶时，是不是穿着那件卡其色的旧陆军

步兵的外套呢?这个．我也早就记不得了。不

过．从时间来看，当时应该是穿着的。有生以

来第一次吹到关东三月的冷风。夹带着沙子

的、在料峭的春寒中透着些黄色的风的记忆

应该是没有错的。⑤．

为了找出那件外套，“我”把每一段记忆都按时间
标上了记号．打开这段尘封于昭和27年、标号为“$27”

的记忆档案之后，“我”却没有急着去找外套，而是把所

有能量都用在了回忆一些不相干的细节上，而这些细

节在关键点上又是那么暖昧不清，最终都无法和“我”

要找的外套联系到一起。“我”的寻找外套的过程既是

回想的过程。又是遗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似

乎一直都在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外套．但“我”确实又在
不停地遗忘成为“我”寻找外套的两个动力轮。推动

“我”不断地走向记忆深处。而“我”的独自因为反复地
回忆和遗忘。显得既真实又可笑。

不过，《夹击》中使用的独白方式并不同于一般意
义上的内心独自。因为“所谓内心独白，其实只是小说

创作的一种技巧．用来表现人物部分表达或完全没有

表达的精神内容和精神活动，易言之，就是在它们还没
有转化为经过慎重考虑的语言之前．把位于意识控制

之下的各个不同层次的活动如实地表现出来”。‘骊后藤
明生在《夹击》中，利用外套这条线索，将“还没有转化

为经过慎重考虑的语言之前”的精神活动，用看似松散

却又非常连贯的小说语言呈现给读者。所以，《夹击》读
起来并不像意识流小说那样让人如入云山雾海，半天

找不着北，相反，由于后藤语言中蕴含的特别的幽默

感，以及寻找外套的目标迟迟不能实现，反而吸引读者

不断地跟着叙事者一起走遍记忆的各个角落。

另外，一般说来，“内心独白是以彻底坦率的方式

再现的。它无视读者的存在”⑦，而《夹击》中的叙事者则
有着非常明确的读者意识，当“我”站在“御茶之水”桥

上，突然想到“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的考试的时候，“我”

的独自突然出现了假想的听众。
各位．人生就是那么单纯．不可以弄虚作

假!不过．我在这里叫着“各位”。却不会有人来

回答：“到!”当然，这个站在桥上的男人的人生。

和现在各位的人生应该是没有任何联系的。我

究竟是谁?各位是一无所知的。不过，如果有哪

位偶然经过时能够对我产生哪怕一瞬间的好奇

的话，我想那也是因为外套的缘故。@

如果根据故事内部情节的发展推断．这里出现的

“各位”可以理解为桥上偶然经过的路人。不过，对于站

在故事外部的读者而言，这显然是作者隔着层窗户纸

在跟我们说话。而且，从小说的中间开始，“我”开始对
着哥哥叙述．然后。当记忆中的哥哥对现在的“我”说话

的时候，行文中突然出现了一连串不确定的问号，“究

竟是谁的声音?哥哥的声音?还是母亲的声音?或者是

某个陌生人的?”⑨紧接着，叙事者“我”又开始对哥哥叙

述。这一段突然冒出来的令人费解的问号至少是作者
在提醒读者——故事内的叙事者很清楚地意识到故事
外听众的存在。

由此可见，《夹击》中所运用的独白方式更接近于

所谓的舞台独白．因为“它是通过人物直接向读者表达

人物的精神内容和精神生活的一种技巧。其间无需作

者介入，但它却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听众”。@这个心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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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的听众在《夹击》的叙事者眼中，就是从桥上偶然经
过的路人、是“我”的哥哥，而在作者后藤心中，那就是

阅读《夹击》的读者们。

而且。“舞台独白十分尊重观众对传统句法及词汇的

渴求，只提示思想漫游的可能性；至于内心独白，它为了
表现——说穿了也是为了向读者展示——意识的真实结
构，是不考虑读者的要求的”。⑩在这一点上，《夹击》也完

全符合。它的句法与词汇完全符合读者的审美要求。没有

晦涩难懂的长句，全篇用词简洁，句法明晰，还带有饶舌

风格。很像是一个相声演员在台上表演单口相声。
不过．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这部以作者的个人经

历为题材、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由大量的独白构建而成

的长篇小说并不属于日本近代私小说传统的延续。后

藤对这一点也非常在意，在《我的“扣允L小说”》@一文

中．他用“圆”和“椭圆”来分别比喻“私小说”和他的小

说。他认为日本的私小说是一个“圆”、一个自我完成的

世界，里面只有一个中心，就是“我”。而他的小说却是
一个“椭圆”，里面有两个中心，一个是“我”，一个是“他

者”．这个“我”已经不同于私小说中的那个“我”，因为

这个“我”是相对于“他者”而存在的“我”。所以，他认

为：“我写的‘扣允L，小说’中的‘我’可以说在某种程度

上和我相似”，“但我并不认为我写的‘扣允L小说’就
是‘私小说’。”@

暂且不论后藤的私小说观点是否正确，从他特别

的申明中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后藤小说中出现的“我”

在某种程度上和作者本人相似，这一点在《夹击》中也
可以得到印证。从那个叫做“赤木次男”的叙事者的背

后，我们隐约看到了作者的身影；从“我”对过去的回忆

中。我们似乎追踪到了作者的人生轨迹。这大概也是作

者采用大量独白手法的目的所在吧。

二、意识流的写生

《夹击》另一个比较明显的文体特征就是意识流手
法和即物性描写的完美结合。所谓即物性描写就是指

按照事物原有的面貌如实地描写。类似于绘画技巧中

的写生手法。由于《夹击》的描写对象是人物的内心生

活，其中也包括了大量的意识流动，作者在描写人物内
心流动的意识的时候．采用完全忠实于描写对象原貌

的手法。我们姑且将这种手法称之为意识流的写生。

也就是说，当“我”回忆往事的时候．作者运用大量

的独白。将读者带入“我”的记忆深处和“我”一起寻找

外套；当“我”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作者就采用意识流
的写生手法。将“我”的内心生活真实地呈现给读者。

其实。即物性描写这一手法在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

时所产生的效果是非常逼真的。它所提示的人物的内心
生活比普通的心理分析法来得更为客观和真实．尤其是

在描写人物幻觉的时候。几乎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地

步。毕竟，人的内心是一个无法用肉眼观察到的世界。感
情、感觉、情绪、思想、梦境、幻觉、观念等等所有和内心

相关的东西。只能借助语言的中介，才能得到解释、阅

读、理解和交流。而且。人并非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有逻辑

的、连贯的理性思维。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些印象的片
段．这些被记忆唤醒的残片看上去似乎杂乱无章、互不

相连．但又像是彼此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心理分析小说往往采用象征等手法赋予这些记忆

1∞

的残片以某种现实意义。并通过意义的逻辑性将记忆

的残片拼缀在一起。即使像亨利·詹姆斯那样伟大的心

理小说家，他也“必须找到心理活动过程的某种同义对

应物，来使一种心理状态具体化”@。但是，《夹击》所采
用的即物性描写却摆脱了象征的束缚，它按照内心的

真实状态进行描写，既不夸张也不缩小，既不将其排列

也不将其组合。这样一来，人物的内心生活反而更为真

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因为它和读者所经历的内心体

验出现了惊人的相似。截取现实生活中某人某时某刻

的某段内心生活，很有可能和《夹击》的主人公的如下
体验不谋而合。

我坐在白色的马蹄形的西洋式坐便器上．

哗啦哗啦地翻动着报纸。好像没什么大事。当

然。一整版都是几位“有力人物”的面孔。然后。

是一名在关岛的丛林里潜伏了二十八年的日

本老兵。看来．他的人气还是不减。都已经在名

古屋开了个裁缝店了。当然，外套也是会做的。

真是令人吃惊，这次好像要结婚了。真是个可

怕的人物。上次回来的时候说是想要根据丛林

生活体验写本手记，为下次大战做准备。不知

道初稿写出来没有?要真写出来的话．那就能

超过《鲁滨逊漂流记》而成为全世界最畅销的

小说。但好像手记没写，倒先去结婚了。真有点

可惜。结婚大概对手记会产生负面影响吧。要

么．出版社的目的就是反对?或许他们是想让

-他把手记写成奇迹之人的性体验。

对了．九点出门，先去哪儿呢?报纸角落

里的《寻人启事》跃入眼帘。报社?我开始想象

登在这一栏里的关于外套的启事。可是，上面

就贴我的照片吗?这不就没意义了吗?穿着旧

陆军步兵外套的我。要这么着的话还有点意

思⋯⋯我从马蹄形的坐便器上抬起了屁股．

推开了厕所的门。@

后藤就这样原封不动地把“我”在厕所里的一段
内心活动用即物性描写的手法表现出来，乍看之下仿

佛荒诞不经、甚至无聊至极。但其实却非常真实地反

映了日常生活中荒诞不经、甚至无聊至极的一面。由

此可见．这种“意识流的写生”就像是“在制造内心印

象的物证”@。

毋庸置疑，《夹击》既不是追忆往事和幼年体验的
私小说，也无法划归到在记忆深处挖掘心理情结的心

理分析小说之类。有人曾将它和战后文学中类似的长

篇小说，如丸谷才一的《竹枕》和福永武彦的《死之岛》

作过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丸谷、福永二人的作品受到
二十世纪欧洲心理主义小说方法的影响．而后藤明生

的《夹击》却和西洋作家的方法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在

《竹枕》和《死之岛》中可以看到作者对“过去”的记忆进
行深层心理上的发掘，这在《夹击》中是没有的。其实，

作者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就有意识地避开了深层心理分

析所特有的富有暗示性的描写。他借《夹击》中的主人

公之口。这样说道：“我并没有想使用一切手段把所有
的东西都回忆起来。也没有什么宗教强迫我把忘记的

东西都回想起来作个表白或是忏悔。”@可见，后藤非常

明确地在方法上绕开了私小说和心理分析小说这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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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人物内心生活的常规类型。

三、文体的意义

就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而言，《夹击》的文体无疑是
非常成功的。尽管这部小说是在后藤本人的生活经历和

人生体验的基础之上创作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作者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文本范围内的长袖善舞。作者采用个

性鲜明的舞台独自以区别于传统的私小说体例。又将即

物性描写灵活运用于人物内心的意识流动，利用意识流

的写生手法摆脱了心理分析小说艰涩难读的困境。在作

者别具匠心的文体设计背后，强烈的他者意识清晰可

辨。正如书名《夹击》所引喻的意义，主人公正处于两者

的夹击之中。这两者。既是北朝鲜和九州筑前，也是九州

筑前和东京郊区的大型小区：既是战争期间和战败之

后．也是战败之后和如今经济高度增长期；既是殖民地

的标准日本语和筑前的土著日本语，也是没有口音的筑
前话和小区里毫无个性的东京话。无论是在空间、时间，

还是在语言上。“我”总是在两个中心之间摇摆。始终处

于两种状态的夹击之下。可以说，正是这种受到夹击的

感觉使后藤的小说脱离了只有一个中心的圆的世界，从
而进入了具有两个中心的椭圆的世界。

关于圆和椭圆的理论，后藤曾经在《圆和椭圆的世

界》一文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滑稽的是：好像唯有认识到世上并不存

在滑稽之事。喜剧方能成立。也就是说。喜剧

就像是堂吉诃德和风车的“关系”．因为风车

并不是为了接受唐吉诃德的进攻而存在的。

作者的目光集中到了两者的“关系”上，在他

的眼中．唐吉诃德与风车处于对等的位置。不

分高下。更不论美丑。而且，只要两者是属于

同一个世界的两个中心。那么，此处描绘的世

界就不可能是由唯一的中心来决定的“圆”，

而是发生了喜剧性变形的“椭圆形”的世界，

而且。那两个同时存在的对等的中心就是有

着不同价值观的客观的“他者”。⑩

在后藤看来。唯有两者处于对等位置时，喜剧方能
成立。就是在椭圆的世界里，后藤发现了两个中心，并

在两个中心之间发现了“关系”，发现了具有“不同价值

观的客观的‘他者⋯。而且，在后藤看来，“无视‘自我’

的‘他者’才是问题所在”。不仅如此，“无法忽视这样的
‘他者’而存在的‘自我’也是个问题”@。正是由于对自

我和他者进行了如此深入的思考，后藤才能够在《夹

击》中描摹出一个处于两种状态夹击之下的“我”的内

心世界。“我”不停地追问过去，想要在记忆中找到外
套．同时不也是在反复地质疑现在，想要找到自己现在

的位置吗?当“我”向着过去这个中心靠近的时候，却又

被拉扯着往现在这个中心靠拢，最终只能在过去和现

在这两个中心之间来回摇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件

外套，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确切坐标。

《夹击》的文体所体现出来的他者意识，不仅使小
说的主题超越了对个人悲喜的内省，甚至可以看作是

作者对群体存在状态的关注。一般评论都认为后藤称

之为“夹击”的状态便是七十年代日本人普遍的生存状

态。比如，大桥健三郎认为：“在这部作品中，后藤明生
可以说是把这个叫做赤木次男的‘我’遗弃在一种悬空

的状态中，然而，正是这种悬空，才可以说是极具象征
性地反映了当今人类的普遍状态。”国也就是说，“我”所

处的“夹击”状态虽然是后藤个人的特殊经历造成的。

但是。却象征着“当今人类的普遍状态”。另外，也有评

论认为《夹击》反映了内向的一代共有的特殊经历和体

验。若林真在《桥上的奥勃洛莫夫》一文中说：“我并不
喜欢‘世代论’或时代状态论。但是，我却不得不承认后

藤明生这个作家把确认他那一代人的特殊命运和他在

这一代作家中的特殊位置当成了文学的唯一主题，《夹

击》也不例外。”@简而言之，也许《夹击》并不一定反映
了“当今人类的普遍状态”。但它至少对内向的一代的

特殊命运作了文学上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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