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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井由吉《杳子》的叙事视角

翁家慧

　　内容提要　古井由吉是日本战后第六批新人———“内向的一代”的代表作家 , 《杳子》既是他个

人的成名作 ,又是 70年代初“内向的一代”的代表作品之一 。古井在《杳子》中采用的聚焦人物和精

细的描写手法使其在风格上独树一帜 ,而贯穿全文的古井式的语言更是有别于日本文学的传统 ,这

些都为打开人物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扇新的窗口 。

　　关键词　古井由吉　内向的一代　叙事视角　聚焦人物

　　20世纪 70 年代初 ,最受日本文坛瞩目的

小说和小说家 ,当首推《杳子》和它的作者———

古井由吉。1937 年 , 古井由吉出生于日本东

京。在他八岁时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但

战争对古井由吉而言 ,只是童年时的一些记忆

碎片。1962年 ,当他在东京大学的德语专业读

完了本科 ,又修完了硕士课程之后 , 4月 ,去金

泽大学当了助教。1965年 ,又转到立教大学当

老师 ,教德语。1970年 3月 ,他辞去教职 , 8月 ,

在《文艺》上发表小说《杳子》 。翌年 1月 , 《杳

子》获得了芥川奖 ,一时间 ,古井由吉和他的《杳

子》成了各个文学杂志热烈讨论的话题 。同时 ,

由于“只在自我和个人的状况中寻找作品真实

的感觉 ,脱离意识形态”
①
的共同特点 ,他和後

藤明生 、黑井千次 、阿部昭 、小川国夫等作家一

起被列入了“内向的一代”的名册之中。

不可否认 ,和以往的战后派新人作家相比 ,

“内向的一代”显然已经失去了对政治的广泛关

心和对社会的积极参与的姿态 ,他们更为关注

的是人物的内心世界。不过 ,也有评论家不同

意这种观点 ,认为他们的尝试并非自闭式的 ,而

是试图“通过方法上的怀疑 ,来重新打开通向外

部现实的道路” 。
②
这里所谓的“方法” ,从广义

上讲 ,可以理解为小说的方法 ,包括主题和题材

等很多方面 ,从狭义上讲 ,也可以理解为小说的

叙事手法和文体等方面 。本文将以《杳子》为研

究文本 ,对狭义上的“方法”进行两方面的考察:

一方面考察文本采用的叙事视角的意义 ,另一

方面考察文本的叙事手法和语言特征 。

《杳子》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 ,女主人公杳

子是个“自闭症”患者 ,在某次登山时突然发病 ,

坐在山谷里不能动弹 ,男主人公———“他”出现

并把杳子救出。不久 ,两人在车站偶然重逢 ,随

后成为了恋人。在他们约会越来越频繁的时

候 ,杳子的病症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最后 ,在

“他”的劝说下 ,杳子决定去医院接受治疗 。如

果 ,根据情节来判断小说类型的话 , 那么 , 《杳

子》正如芥川奖的大部分评委所认为的那样:这

是一部恋爱小说。
③
但是 ,有的评论家认为 ,作

为杳子的恋爱对象的“他”“既不是对疾病抱有

异己感的普通人 ,也不是恋爱的对象 ,只不过是

一面反映疾病的镜子” ;
④
还有的认为 , “`他' 在

充当杳子恋人的同时 ,还兼任治疗者一职” 。
⑤

关于这个“他”的争论在 70年代的“杳子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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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了很大的比重 。当时的评论多是从主题和人

物的关系来解读“他”在文本中的意义 ,换个角

度 ,如果用叙述学的方法来分析的话 ,可以说 ,

小说《杳子》中所选取的叙事视角是非常独特

的 ,尤其是杳子的恋人———“他”作为聚焦人

物 ,
⑥
在这个爱情故事中的意义就更耐人寻味 。

“他”作为聚焦人物的意义

且不讨论“他”到底是杳子的恋人 ,还是杳

子病症的治疗者 ,我们希望确定一下这个人物

的形象 ,但奇怪的是通读全文 ,很难找到关于

“他”的形象的具体描述 。小说总共八章 ,一至

七章中 ,叙述者都是用“他”来称呼男主人公 ,直

到第七章 ,才用了一个“S”来表示他的姓名。也

难怪李恢成批评古井在《杳子》里“根本就没有

写`他' ” 。
⑦
但作者本人却认为“这部小说就是

因为没有写`他' 才写成的” 。
⑧
而在古井和古屋

健三的对谈中 ,古井也认为“男的一有了名字 ,

就变成了另外一部小说了” 。
⑨
那么 ,这样一个

形象暧昧不清的人物在文本中究竟起到了什么

样的作用呢?

首先 ,不能否认“他”的镜子作用 ,也就是

“他”作为聚焦人物的基本功能 , “他”的眼光几

乎就是文本中的叙事眼光 。
⑩
叙述者一直都在

通过“他”的视线完成对杳子的近距离描写。当

然 ,“他”的恋人身份为实现这一功能准备了必

要条件 , “他”可以和杳子在各个地方约会 ,从不

同的角度对杳子发病时的症状进行观察 , “他”

甚至可以零距离地接近杳子 ,观察杳子做爱时

的姿态和表情。对于“他”的这种眼光 ,连杳子

都有所察觉。第六章中 ,杳子就对他说:“你在

观察我吧 ?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不过 ,你观

察我的时候 ,自然我也就会观察你 。”
 11
这段独

白很值得琢磨 ,前半句毋庸求证 , “他”确实一直

在观察着杳子 ,不过 ,要给后半句找个佐证的

话 ,似乎只有在第一章中发掘 。

第一章是整个文本中比较特殊的一章 ,主

要描写杳子和“他”如何在山谷相遇 。两个单身

登山者 ,先后登上了 K峰 ,先下山的杳子因为

突然发病而坐在山谷里 ,后下山的他发现了杳

子 。对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对方都是突然跃

人眼帘的闯入者 。“他在山里独自行动了三天 ,

已经精疲力尽。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到山谷 ,周

围的岩石看起来就像是有各色各样的人形封在

里面。然后 ,随着疲劳的增加 ,这些人形看起来

就像解开了咒语的束缚 ,从里面活灵活现地显

露出来” 。试想 ,一个在山里呆了三天的二十出

头的年轻男子 ,突然看到山谷里坐着一个年轻

女子 ,他会有什么样一种感觉 ? 长时间置身于

岩石和树林之中 ,对于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人 ,而

且是一个年轻的女子 , “他心中有片刻的昏迷”

也是很自然的反应 。但是 ,在山谷里坐了 3个

小时的杳子 ,正在被周围“一个个都是垂直方向

的力量气势逼人 ,水平方向的力量软弱而不可

靠”的岩石折磨得站不起身来的时候 ,一个突然

出现的男人的身影却“没有唤起她任何的感

情” 。“男人过分的自怜和不安的表情把她吓得

瑟瑟发抖 ,就像在夜道上和醉汉擦肩而过时一

样 。”在山谷这个封闭式的空间里 ,杳子和“他”

之间的视线是相互交错的 ,叙述者分配给他们

的叙述比例相对于后面的七章也是较为平均

的 ,整章的叙事视角更接近于第三人称的全知

叙事。

为了追求对两人初次相遇时杏子内心和外

表的完全再现 ,叙述者除了采用全知叙事之外 ,

还动用了故事内时间快进的手法 ,插入杳子对

初遇的回忆来补充叙述她当时的心理活动 。在

这样的插叙当中 ,有一段很有趣的对话:

杳子回忆自己坐在石头上 ,感觉自己

和石头一起迷迷糊糊地成长 ,杳子觉得很

幸福。

“幸福?”他不由得反问。杳子点了点

头 。

他似懂非懂地又问道:“但是 ,我下去

的时候 ,你看上去怎么也不像是很充实 、很

幸福的样子 。”

杳子把手搁在额头上 ,陷入了沉思 。

过了一会儿 ,她慢吞吞地说:“那时 ,的确不

能说是很幸福 ,还是很痛苦的 。我再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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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变成那个样子了。”

　　这是“他”和杳子成了恋人之后 ,两人回忆

初次相遇时的情景时展开的对话。就像普通的

恋人一样 ,第一次见面时对对方的印象很容易

成为日后反复出现的话题。不过 ,作者把这个

话题直接插入到初遇的现场 ,显然不是要他们

重新品味初遇的甜蜜 ,而是企图全方位把握杳

子坐在山谷里的真实 ———包括她的内心和她的

外表。但是 ,究竟什么是真实? 这几乎是一个

没有答案的谜语。“他”看到杳子的表情神态 ,

按照常理作出判断 ,认为这个女子正在痛苦之

中。而杳子在正常情况下回忆自己发病时的心

理 ,却觉得自己当时是幸福的。两者都在对过

去发生的事情进行叙述 ,同时也想象自己在对

方眼中的形象以及这一形象所唤起的感觉 ,只

是 ,这眼中所见和心中所想在各个层面都发生

了错位。真正的事实是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

小说到第二章 ,叙述眼光一下子就变得迥

然不同。叙述的对象还是杳子 ,但是 , “他”却真

的成了一面纯粹的镜子。甚至有评论家认为

“他”在《杳子》中的作用近似与《雪国》中的岛

村 ,是用来衬托女主人公的道具 。
 12
在第一章

中 ,还有很多段落是杳子在叙述对“他”的印象 ,

但是到了第二章 ,叙述者好像嫌“他”累赘 ,彻底

地放弃了对“他”的追踪叙述 ,或者说 ,彻底地站

到了“他”的立场 ,通过“他”的视线更加专著地

观察杳子 。于是 , “他”的镜子作用就更为明显 。

但是 ,通过“他”的眼睛只能看到杳子的表情 ,通

过“他”的双手只能触摸到杳子的身体 ,如何再

现杳子的内心世界 ,这又是一个难题。如果从

这个难题的解法来考虑“他”作为聚焦人物的作

用时 ,不难发现 , “他”不光是一面镜子 ,同时也

是一名听众 ,倾听杳子对自己心里活动的独白 。

从第二章开始 ,除了气势磅礴的描写之外 ,相对

于第一章而言 ,对话在叙述中的比例有所增加

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同样的叙述视角在第三

章和第四章中继续使用 ,但是 ,从第五章开始这

个风格发生了变化 ,因为小说中出现了第三个

人物 ———杳子的姐姐 ———一个和杳子有血缘关

系 ,并和杳子得过相同精神疾病的人物 。作者

为什么突然安排了这样一个人物的出场 ,是为

了通过此人之口来补充对杳子过去的叙述吗 ?

还是要以此人的经历来暗示杳子的疾病有治愈

的可能 ?

古井在谈到写作《杳子》的初衷时 ,说他本

来是想把一切无法丢掉的东西暂时都丢掉 ,解

放出两个纯粹的个人来 ,写他们如何分分合合 ,

在怎样一种紧张的关系之中运动。所以 ,他就

把一男一女放到神经质般的孤独之中 ,让性的

吸引力在当中发挥作用 ,看这股力量能发挥到

什么程度 ,然后 ,从中抽象出人际关系的一个支

点 。这就是古井创作《杳子》的最初目标 ,不过 ,

他也认识到完成的作品并没有达到当初设定的

目标 ,本来想把个人之间的关系扩大到血缘关

系 ,但实际上 ,最后两章写到姐姐出场 ,个人关

系受到血缘关系报复这一段时就有点力不从

心 。
 13
如果从时代和社会背景来考察姐姐这个

人物的象征意义的话 ,可以从柄谷行人《受压抑

的狂热》(《文艺》1971年 4 月号)、和田勉《古井

由吉〈杳子〉论》(《福冈女子短大纪要》1988年 6

月号)以及古井由吉和大冈升平的对谈(《文学

界》1970年 12月号)中找到很多可供参考的观

点 。不过 ,如果仅从叙事视角出发进行考察的

话 ,不难发现 ,这个姐姐的出现打乱了原有的叙

述秩序 ,叙述者不得不直接出面 ,比如在第五章

中 ,杳子第一次在“他”面前提到自己唯一的亲

人时 ,叙述者就在旁边对杳子姐姐的情况加以

说明。第八章中 ,姐姐送点心到杳子房间时 ,叙

述者也只能出来做一番客观的描写 ,此时 ,叙事

眼光不再是“他”的眼光 ,而是叙述者———文本

中的“隐含作者”的眼光了。而且 ,自从姐姐出

现后 , “他”的眼光作为叙事眼光的视觉效果开

始减弱 ,显然 ,作者开始尝试用更多不同的方式

来观察杳子 。如第五章中 ,杳子和“他”的对话

大幅度增加 ,谈话的重心也偏移到了对姐姐发

病时症状的描述 ,以及杳子内心对姐姐的厌恶

等 。第六章中 ,作者将两人暂时分开 ,“他”独自

一人又来到了山里。作者在这里启用了信件这

个小道具 ,通过杳子的文字来继续着对杳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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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和心理活动的叙述。同样 ,在第七章中

出现的电话 ,不仅是维系着两人情感的一个小

道具 ,同时也是打开杳子心灵的窗口。在电话

里 ,“他”的眼光已经无法再继续对杳子表情和

姿态进行观察 ,只有通过声音来推测杳子的心

情 ,不过 ,杳子在电话里多数是在叙述最近的生

活和病情的变化 ,读者反而可以体会到第一人

称叙事的临场感 。

尽管文本的叙事眼光在几处有短暂的转

移 ,但是 , “他”作为聚焦人物的重要性却无庸赘

言。作者利用“他”作为杳子恋人的身份 ,从视

觉 、听觉 、触觉等感知范畴接收并反射杳子的表

情 、神态 、姿势 、声音 、身体等作为“他者”可以感

知到的一切 ,同时 ,作者也省略了“他”作为独立

个人的特征 ,使“他”成了一个“无性格”的人 。

如果说前者为叙述杳子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最近

距离的叙事视角 ,那么 ,后者就保证了这个视角

的纯粹性和客观性 。两者结合 ,为准确把握杳

子的外部特征和内心世界创造了必要条件。

描写作为一种叙事手法

如果说古井选择“他”作为聚焦人物为准确

把握杳子的外部特征和内心世界创造了必要条

件的话 ,那么 ,选择修辞学意义上的描写作为主

要的叙事手法无疑是为实现同一个目标提供了

充分条件。如前文所述 ,杳子其实是个“自闭

症”患者 ,根据她发病时的症状来判断 ,像她这

样的患者在“文学上一般叫做`分裂症' 患者 ,精

神医学上叫做`离人症' ,属于分裂症的前一阶

段” 。
 14
这种精神疾病的主要特征就是病人脱离

现实 ,躲在自我的世界之中 ,以自己的内心世界

为第一世界。
 15
如何表现“自闭症”患者发病时

的外部症状和内心变化 ,对古井由吉来说不啻

于一项巨大的挑战 。文章开头 ,他就选择了一

个容易造成杳子发病的空间 ———山谷。在《杳

子所在的山谷》一文中 ,作者提到了他自己的登

山经历 。“顺着下山的小路 ,走了很久 ,终于到

达了谷底。突然 ,瀑布的响声从我的头上倾泻

下来 ,它就像一直都屏着呼吸躲在那里似的 ,使

我的感觉在一个微妙的时刻离开了现实 。我大

约就是以当时那轻微的失常感为中心 ,写下了

杳子所在的那个山谷的情景 。”
 16
这种轻微的失

常感从作者的亲身经历嫁接到杳子身上后 ,就

变成了自闭症患者发病时的特征 。而山谷这个

空间正好为叙述者描写杳子的病症提供了绝妙

的舞台 。

杳子从K峰下来时还不到 11点 ,一路上没

有休息 ,到河滩时突然发病 ,一直在大石头上坐

了近 3个小时:

她站在河滩上 ,切身感受到了压在山谷上

的重量 。河滩因为随时从两侧滑落的山的

分量而变形 ,以不同于山脊和平地的弹性

接受了她的步伐。每块石头都被蕴藏在泥

土中的力量推了上来 ,不稳定地浮在地上 。

这股力量不仅存在于地面 ,而且充满了整

个空间 。就在下到山谷的那一瞬 ,她感觉

像是一头扎到游泳池里时 ,水压在鼓膜上

的感受 。也许是这个原因吧 ,近旁瀑布轰

鸣做响的水声也像是隔了一层紧绷着的薄

膜 ,嘈杂却不觉在近边 。杳子发现自己走

路时身体弯曲得厉害 ,但实际上她还没有

疲惫到这种程度。就这样走到那块平整的

大石头那里 ,杳子想从背包里拿水壶 ,先坐

了下来 。就在她坐到石头上 ,把身体沉入

那一片灰色之时 ,杳子感到周围的重量缓

缓地集中到她的身上 ,她不由自主地就蹲

了下来 。

　　杳子这一蹲就蹲了近 3个小时 ,直到“他”

发现她。这 3个小时当中 ,山谷周围的岩石给

杳子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使她无法抗拒 ,只

能一直蹲着 ,并将视线集中到眼前的一堆石头

上 。类似描写也出现在其它章节中 ,如第三章

中杳子突然蹲在河滩上堆石头 ,第七章中杳子

在海滩上迷失方向等等 。

通读全文 ,不难发现叙述者在叙述杳子发

病症状的时候 ,几乎都是用长篇累牍的描写 ,有

时甚至不厌其烦地对同样的动作或表情进行重

复描写 , “随便翻开哪一页 ,都可以发现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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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和前面写过的动作就差了一点点。”
 17
李恢

成把古井的这种叙事手法比喻成慢镜头录像 ,

也就是说 ,杳子的每个动作和每个表情都被分

解成了最纯粹的点和线 ,画在坐标纸上 ,连成一

片才能辨识出她的模样。当然 ,在对人物的外

貌 、神情 、姿态 、动作等进行叙述的时候 ,描写应

该是一种最为直接 、便利 、恰当的方法。只不过

当它被过度使用时 ,很可能会令读者感到厌倦 ,

同时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叙述者怎么变得如

此絮叨? 虽然《杳子》中的描写还不至于让人

“觉得腻味” ,但究竟作者为什么如此不辞辛苦

地选择描写作为最主要的叙事手法呢?

古井由吉拘泥于描写的原因之一是他认识

到了观念的脆弱。在围绕《杳子·妻隐》展开的

谈话中 ,他认为作为知识分子的一般倾向 ,自己

比较习惯赋予人和事物以不同的意义 ,通过概

念和概念的关系来建构一些东西。而支持这个

概念结构的是各种各样的附加观念 ,诸如社会

正义感 、批判精神等 。但是 ,他在学校纠纷(七

十年代安保运动)中感受最强烈的就是观念的

脆弱。所以 ,失去了观念支持的人首先应该努

力寻找自己的支撑点 ,而古井的支撑点就是具

体描写单个的人 、单个的物 ,或者情绪的变化 。

这单个的人和物不是通过暧昧的人际关系来说

明 ,而是通过具体的神态和表情来描写 。他认

为这样就能找到些现实的头绪 ,并承认《杳子》

的风格就是从这样一种心情当中产生出来

的。
 18
这大概是“内向的一代”在 70年代初的共

同心态:战后派文学的“思想” 、“观念” 、“感觉”

在他们这个年代已经消失了 ,现实在社会繁荣

的大背景下显得异常模糊 ,与其通过概念来把

握现实 ,不如回归到人的内心 ,从人的内部世界

捕捉最原始的真实 。可是 ,通过杳子的内心折

射出来的现实世界却有一种奇妙的非现实感 ,

这种非现实感所象征的不正是当时的人们内心

深处“无法排遣的 、威胁自我存在的感觉” 吗 ?

尽管《杳子》在参加芥川奖评选的时候 ,被某些

评委认为是“看不懂”的小说 ,很多人不明白作

者在写些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写 ,因为小说中有

一种类似于违背游戏规则的倾向 ,传统的小说

评论家大多认为小说应该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现

实主义的坚实内容 ,同时也应该包括作家对现

实的批判 ,而古井由吉则是破了这条约定俗成

的规矩。但是 ,只要比较一下古井之前的高桥

和巳和之后的村上龙 ,就可以发现古井对社会

问题的关注并没有消失 。他只是不再用观念来

叙述故事 ,而重新回到了人的内心 ,希望能在这

里找到一个突破口 ,打开通向外部世界的真实

的道路。如日野启三所说 ,一个人 、一代人 、一

个时代的问题和矛盾只有通过一个人 、一代人 、

一个时代的意识和存在来解决。下一个人 、下

一代人 、下一个时代的问题和矛盾不再是以前

的人 、以前的世代 、以前的世代所有的问题和矛

盾 ,因为它已经凭借新的意识和存在得到了超

越 ,它不再觉得原有的矛盾成其为矛盾。

古井醉心于描写的原因之二则是他对于自

我的执著。在《从翻译到创作》一文中 ,他谈到

对描写的独特见解 ,他认为“把所见所想如实地

记录下来是描写 ,不过 ,描写唤起的印象却要求

描写达到更细微的部分 。这时 ,人面对着物 ,也

就是面对着印象 ,不由自主地就开始描写自我 。

我的小说就是从这稍有些过度的描写开始的 。

然后 ,通过几处描写来完成小说的整体构造。”

古井也承认这种情况只发生在“作家和小说的

蜜月”期 ,从第三部作品开始 , “语言就已经在寻

找别的东西” ,因为“表现虽然是以自我为中心 ,

但语言却超越个人 ,反映着更广阔的现实” ,“而

且 ,表现本身也悄悄地开始越过自我” 。
 19
《杳

子》作为他的早期作品 ,正好反映了他刚刚开始

创作小说时的这一主张 。而且 ,如舟桥圣一所

言 ,古井“重复描写同样的事情 ,而不让人厌倦 ,

这不仅是一项高难度的技巧 ,同时也是非常具

有个性的” 。
 20

作者在不厌其烦地描写杳子外在表情神态

的同时 ,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力图表现杳子的内

心 ,他的尝试后来得到了很多评论家的认可 ,和

田勉就认为“和谷崎润一郎 、川端康成 、吉行淳

之介等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相比 , 《杳子》具备了

深入女性内心的独特性” 。
 21
古井在塑造女性形

象上的成功 ,除了和文本叙事手法的特殊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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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之外 ,还必须归功于作者在描写时所运用的

绚烂的语言。

在《语言的咒术》一文中 ,古井谈到他对日

本近代小说的看法。他认为日本近代小说一直

都在培育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对存在于被压缩

到最低限度的虚构和活生生的现实之间那种微

妙的相互作用的感觉。这里的虚构指文体 ,古

井认为文体才是最大的虚构。而私小说的写法

与其说是排除虚构 ,不如说是把虚构净化到单

纯的“写出来”。为了保持对于虚构的这种感性

认识 ,日本近代小说几乎舍弃了文学这一行为

所包含的各种要素 ,如雄辩 、思辩 、抒情的高涨 、

幻想的嬉戏 、修辞的欢娱 、实验等等 。而且 ,为

了保持文体的清洁 ,避免过分的煽情 ,日本的近

代小说一直都在努力地抛开语言在情感深处的

功能。古井也承认 ,这种对于语言咒术的厌恶

正是形成日本小说文体的动力之一 。对语言的

过度煽情功能 ,日本小说保持的洁癖确实也是

它的优点。但是 ,小说作为语言的一种表现形

式 ,不可能保持彻底的清洁却也是事实 。所以 ,

古井认为文学无法排除语言的咒术功能 ,在此

意义上 ,文学确实是放荡不羁的。但是 ,只要是

用活生生的语言进行叙述 ,就会被附上语言那

放荡不羁的生命力。
 22

古井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开始了他的小

说创作 ,所以我们才会在《杳子》中无时无刻不

感受到语言那放荡不羁的生命力。吉行淳之介

甚至把“放荡不羁”作为解读《杳子》的关键词

汇。
 23
但是 ,也有人在读古井作品时 , “感到一种

生理上的痛苦”。
 24
对于古井小说这种独特的文

体 ,有人把它归结为德国文学的影响 ,并把《杳

子》和古井翻译的《爱的完成》做了比较研究;
 25

也有人认为太宰治《丧失为人资格》对《杳子》的

影响比较大 ,从“耻”的观点出发对杳子和大庭

叶藏做了比较。
 26
但是 ,不管《杳子》的文体受到

了哪些作品的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它那独特叙

述视角和充满生命力的描写为古井小说的风格

定下了基调 ,同时 , 《杳子》作为“内向的一代”的

代表作品之一 ,它的独特风格在文体的世代更

替上具有创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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