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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安部公房文学创作的寓意表现
竺 家 荣

摘 要 安部公房是日本现代派代表作家之一, 其文学创作的特色是运用超现
实的寓意表现揭示现代人的种种生存困惑, 探索人的存在意义。他在作品中常常通
过/ 封闭的空间0、
/ 流动之物、变形之物0、
/ 荒漠0 来象征性地表现现实生活中人们的
孤独、
苦闷和无家可归的感觉, 督促人们反观自我, 认清自身所处的社会的荒谬, 从而
奋起与命运抗争。因此, 读来不仅不觉其荒诞, 反而启发人们去深入思考。这一艺术
特色正是安部公房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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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部公房的出现, 对于战后文学来
说, 是划时代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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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于探讨战中和战后人的存在方式, 在开掘
日本文学 的深度和广度 方面具有 积极的意

安部公房是日本存在主义文学大家。他
善于驱使丰富的想象力, 运用超现实的艺术

义。当日本逐渐摆脱了战后的混乱、
贫困, 进
入了经济恢复与高速发展的时期, 社会相对

手法, 在作品中展现出一幅幅荒诞离奇的图

稳定, 但又危机四伏。文学要表现不同时期

景, 象征性地表现不合理的现实, 和人对不如

的社会现实和生活, 必然在观念上和形态上

意的现状的反抗与超越。尤其是以科幻和变
形为核心的寓意表现, 形成他特有的创作风

相应发生变化。关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状
况和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 探求个人内心的

格, 在二战后的日本涌现出的大批现代派作

不安, 日常生活中的矛盾, 以及核威胁等新的

家中独树一帜, 有/ 日本的卡夫卡0之称, 是一
位享誉海外的著名作家。

社会问题便成为文学家要表现的主题。可以
说, 存在与虚无成为新时期日本存在主义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处于急剧的历

学创作的主旋律。

史转折时期, 无法把握历史进程和个人命运,

超越残酷现状的能力之一是想象力。从

苦闷彷徨的人们, 极易接受西方探索现代人
生存状况的现代派文学, 尤其是存在主义文

古至今, 大自然的不可驾驭, 战争中的极限处
境, 日常生活中的压抑状况, 核武器的可怕威

学的传入, 对日本文学影响极大, 一些日本作

胁等等构成了生存的种种困境, 而我们不得

家也创作出了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作品, 这

不生存其中, 并且不停地送走今日迎接明日,

些现代派文学取代了传统文学成为文坛的主
流。如埴谷雄高、
野间宏、
大冈升平等作家侧

不断地演出着/ 生0 与/ 死0 的人生之剧, 这一
切得以延续至今无不依赖于人类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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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部公房文学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的。他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 在作品中塑

与想象、
人与非人、宏观与微观等互为对立的
概念混同在一起, 或互换位置。如5墙壁6里

造了众多貌似荒诞无稽, 却寓意深刻的人物

的卡尔玛变成了名片, 5赤茧6里的主人公变

形象, 从而把人与人, 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之
间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疏远的关系表现得入木

成了赤茧, 5他人的脸6里的主人公有机物的
脸变成了无机物的脸等等。极端的说, 安部

三分。下面本文就其作品中的寓意表现作一

的世界是不加任何区别的混沌, 这种新奇的

番粗浅的探讨。

表现常使读者难以追随。

首先, 作品大多将人物设定在一个物体
内, 来象征封闭的社会, 以及这种社会中的人

以代表 安部公房艺 术成就 的5 砂女6 为
例, 作为小说背景的/ 砂穴0 正是典型地象征

际关系和人的孤独感觉, 通过转换形象和构

了/ 流动性0 这一寓意。第一天夜里, 主人公

建非现实的世界, 来追求人的内在性。

被/ 砂女0清砂的声音吵得睡不着时, 漫无边

如5墙壁- 卡尔玛氏的犯罪6将场所设置
在墙内, 主人公欲将象征残酷现实的/ 墙0吸

际地想象起来, / 站在砂的一方, 有形的东西
均成了虚 无, 只有否 定一切形状 的- 砂的流

收, 逃往世界的尽头, 暗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

动. 。 ,,这个想法忽然把他从女人清砂的

异化本质, 人与人之间的疏远, 人处于绝对孤
独的抽象世界里。其它如5箱男6设置在纸箱

声音, 那奇怪的强制性的压迫感中解放了出
来。水上行舟, 砂上也该能行舟嘛。如果摆

内; 5 砂女6 设置在砂内; 5 赤茧6 的茧内以及

脱了房子的固定观念而获得自我, 那就没有

5他人的脸6的假面内等等。这些封闭的空间

必要去同砂子作无谓的 争斗。 , ,º 0 他这

正是扭曲的社会的写照, 作者执拗地描写了
这些被扭曲的人所生活的世界, 他们的内心,

样想着想着便安然入睡了。对于被困在/ 砂
穴0这样的绝境里的人而言, 这些幻想无疑是

他们的挣扎和呻吟。如5他人的脸6中, 作者

使精神解脱的镇静剂。如此真实的心态描写

已进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把男主人公企图
利用假面生存的希望也化为泡影的悲戚与绝

甚至使读者忘记了小说的非现实背景, 深深
地为主人公的命运而担忧。

望刻画得惟妙惟肖。

主人公陷入/ 砂穴0后虽竭力叫喊、挣扎,

这一表现手法深刻剖析了处于困境, 又

想方设法要逃出这非人的地方, 但是随着时

不甘于命运的摆布, 遂借助想象来获得某种
程度的精神解脱的可悲的现代人。同时也启

间的推移, 他的固有观念被流动的砂子一点
点蚕食, 不知不觉与/ 砂女0 发生了的肉体关

示人们变换视角来观察、反思人们习以为常

系, 渐渐发展到专注于发明蓄水装置, 最后,

的真正荒谬的现实, 体现了作者对人的存在
意义, 人与外部世界之关联的抽象性的探究。

当他有机会可以逃脱时, 他已从沙地的不毛
之中发现了水和生, 他的世界观发生了 180

其次, / 混沌的流动状态, 流动之物, 变形

度的大转变, / 他从沙中, 和水一起发现了另

之物0也是安部公房文学中常见的隐喻表现。

一个自己0, 反而把自己原来所居住的世界的

可以说, 在其变形表现的根底潜藏着一种/ 崩
溃感觉0, 即要彻底摧毁一切固有观念的破坏

人看做/ 小巧的虫子一般0, 已不想再回到那
里去了。随着主人公的/ 观念的改变0, 周围

欲望, 如同小孩子把堆好的积木一下子推倒

的世界仿佛颠倒了似的, 发生了一系列的转

一样。安部公房对于社会固有的一整套价值

换: 洞穴成了/ 高塔0; 干沙变为水源; 人变成

体系, 如名称、
证明等人为的区分和秩序极其
反感, 在作品中时常将有机物与无机物、
现实

了虫; 流动变成了固定; 死变成了生 ,,。究
竟变化了的是主人公呢? 还是世界呢?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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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世界的关联呢? 作者通过这样荒谬的对
立面的置换, 意在阐述一个哲理: 世界处于不

公房的成名作5赤茧6、
5墙壁6以及5箱男6中。
主人公在鳞次栉比的楼群中竟找不到自己的

断变化之中, 人的思维、
行为也不具有最终的

栖身之地, 只有变成赤茧、
墙壁或躲进纸箱内

性质,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 都会向其
对立面转换的。

来构筑 非现实的 世界, 求 得生存。而5闯入
者6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描写了有家难居的人

正是/ 流动的砂0使主人公得以挣脱固有

的生存苦恼。安部公房对文学的思考正是从

观念的枷锁, 找回自我的位置。安部公房以

他的切身体验出发的, 他用象征和寓意的方

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告诉了我们一条/ 流动定
理0: / 弱者0与/ 强者0的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

法来表现/ 失去故乡0, / 缺乏生存空间0的现
代人的孤独状况。所谓/ 故乡0即隐喻人可以

的。人或许难以改变现实, 但至少可以改变

自由生存的空间, 而现代社会的人无例外地

自己。

被强制归属于社会, 没有自我, 没有自由, 于

此外, 安部公房还经常通过荒漠、
荒漠般
的城市等荒凉的景致来比喻/ 无家可归0、
/缺

是赤茧、
墙壁、纸箱就成为那些为自由而顽强
挣扎的人们的最后堡垒。

乏生存空间0、
/ 失去故乡0的现代人的苦恼。

另外, / 半沙漠的满洲0, 被大雪覆盖的寒

安部 公房曾明 言: / 我是 个没有 故乡的
人。
0他在中国的 东北度过 了童年和 少年时

冷的东北平原等映像也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一
再出现, 从5砂女6中的砂地, 到5他人的脸6和

期, 1945 年在中国迎接了日本的战 败, 体验

5燃尽的地图6中荒漠般的城市街景; 从5诗人

了他一向奉若神明的权威、
价值观念的崩溃,

的生涯6里下个不停的漫天大雪, 到5木夏本武

加上父亲去世的打击, 生活没有了依靠, 贫困
交加, 更使他失去了对现实的信任。在这期

扬6、
5巨人传说6中阴冷的飘着雪花的冬日等
等, 都是这些回忆的无意识的反映。对安部

间他接触了尼采、
海德格尔的作品以及欧美

公房来说, / 满洲0 的原野与战后日本的都市

现代派文学, 奠定 了安部公 房文学的 基础。
还处于成长期的他, 就在异国它乡目睹了战

似乎没有根本的不同, 前者是/ 无尽的有限0,
后者是/ 被封闭的无限0, 现代化的城市文明

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颠沛流离, 经历了太

不过是建筑在荒漠上的巨大幻影。他亲身经

多的生活磨砺, 在他的感情深处潜藏着对故

历了所谓/ 满洲帝国0的崩溃, 使他感到国家、

乡的憎恶和对战争的痛恨。这一时期的深刻
烙印大量地反映 在他的作 品中。在 处女作

社会制度都是虚幻的东西, 日本战败的结果
使/ 本来平稳生活的人与人之间分解得四分

5终点的路标6及5野兽奔向故乡6中都再现了

五裂0。他认为, 既然过去的/ 满 洲帝国0 如

当时 的 情 景。长 篇 小 说 5 野 兽 奔 向 故 乡6
( 1957 年) 描写 了一个在中国东北长大的少

此, 那么今日的/ 日本帝国0 的国家秩序的保
障又在何方呢? 一切社会关系、
制度、
秩序看

年, 父母双亡, 日本战败时, 他十九岁, 想要逃

似坚固, 却十分脆弱, 不堪一击。生活在这样

回日本。他经历了许多困苦、饥饿、寒冷、病

的社会中, 弱小的个人又如何找到自己的归

痛和挫折, 终于搭上了去日本的船, 然而无论
怎么走也离不开荒野, 他一走荒野也跟着走,

宿呢? 总之, 在中国东北的生活体验, 形成了
安部公房的价值观念、
文学表现的根基。他

日本离他越来越远了。作品表现了失去了故

的作品的主人公多是生活的弱者, 有的既失

乡, 失去了现实依靠的人, 孤单一人奋力向未

去了 / 故 乡0 又 失 去 了自 我 ( 如5 终 点 的路

知的世界挑战的主题。
这种/ 无家可归0的感觉突出反映在安部

标6) , 有的找 到了/ 故乡0 却失去了自我 ( 如
5赤茧6) , 有的找到 了自我却失去 了/ 故乡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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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5燃烧的地图6) , 终于在5砂女6 中刻画了
一个既找到了/ 故乡0又找到了自我的人物形

不合理的生存环境对人性的扼杀, 警醒人们
不要失去自我。

象, 尽管主人公既无过去也无未来, 却拥有现

安部 公房文学 作品的艺 术魅力 还表现

在, 拥有自我的真实存在, 虽然小说不乏悲剧
色彩, 但是, 透过迷雾人们可以摸索到一颗向

在, 于怪异中透现出幽默与睿智, 苦涩里隐含
着冷峻和犀利, 那些变形、夸张的描绘, 给人

命运抗争的坚韧不拔的心灵, 充分体现了作

以想象的空间, 令人回味, 使读者在获得审美

者的不懈追求。

享受的同时, 无不感受到作者对人的生存与

安部公房作品中的荒诞描写, 超现实的
表现都反映了他对现实的失望与批判, 意图

发展的深切关注和存在主义式的思考, 以及
督促人们重新审视置身其中的社会, 认清现

通过超现实手法来折射出现实的荒谬, 揭示

代化的城市与人的精神扭曲的关联这一现实

深刻的哲理。现代人自己选择了孤独, 却又

问题的热切愿望。

不甘心于 孤独的矛盾心 态被刻画得 淋漓尽
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人已无法把握自我,

安部公房文学深刻地揭示了高度发展的
工业化国家的人们在精神上的贫瘠, 他那深

丑恶的现实在一点点吞噬着人们的良心, 社

切的忧患意识, 黑色幽默式的情节构思, 超越

会就象沙漠, 安部公房在苦苦探寻着人类得
以生存的那片绿洲。

现实却又深刻反映现实的创意, 都使他堪称
世界性的文学家。获得 1994 年诺贝尔文学

二战 后的日本 在废墟上 建设了 物质文

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说: / 如果安部先生

明, 然而精神上的荒漠又开始形成。对现实

健在, ( 诺贝尔文学奖) 这个殊荣非他莫属, 而

的失望与希望的交织并存, 使安部游笔于现
实与虚无之间, 运用讽刺和寓意的手法去批

不会是我。
0
安部公房文学是日本的, 也是世界的。

»

判现代城市文明中的人的异化和扭曲, 以及

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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