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旋转木马鏖战记》是作家村上春树于 1983

年10月至1984年12月发表在杂志《IN.POCKET》

上的第四部短篇集，也是他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写

作的短篇小说集，是其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挪威的

森林》的一个练笔。村上春树为了强调《旋转木马

鏖战记》的现实主义特点，特意为它做了一个

“序”，这种序言是他所有其他短篇小说集都没有出

现过的。并且在这个序言中，村上春树特意强调这

里收录的文章都是基于事实的。然而，村上春树本

人对这部小说集进行解读时，坦言“这里所写的东

西基本都是虚假的（笔者译）[1]”。“现实”与“非现实”

究竟在这部短篇集中如何表现的？作者这样写的

用意何在？都可以说是饶有兴趣的话题。

本论文以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的“现实”与“非

现实”的关系作为出发点，立足文本来理清村上是

如何在不破坏现实主义框架的前提下，将“现实”

与“非现实”进行互补融合的，并讨论村上做这一

尝试的目的和意义。

首先梳理一下有关这个短篇集的相关研究。

对《旋转木马鏖战记》这一短篇集进行整体研究的

论文主要关注其主题，关井光男指出：村上春树的

《旋转木马鏖战记》，将日常的曲折淋漓尽致地表

现出来。高桥世织认为该小说主题在于距离，比

如作中人物的行为方式、存在方式很多都是用“距

离”来象征的。林少华则认为小说表现出人生是

否是徒劳的这一主题。

除此之外，该短篇集一共由九篇小说构成，但

是对其中单篇小说的相关研究基本限于《背带短

裤》。从教材的可能性和潜在价值的角度，足立悦

男指出，在《背带短裤》中女儿叙述从母亲那里听

到的故事，呈现的是“说——听”的双层结构，并分

析了这种结构的特点和作用。从小说内容的角

度，安藤宏和酒井英行都指出此小说是“主妇自立”

的故事。安藤宏认为，“在这部作品中，看到现代最

大的‘悲剧’形态即苦恼与挫折都无法成立，作家意

识到一个课题即如何描绘出人们相互之间非常模

糊的距离感（笔者译）[2]”。加藤典洋指出，“背带短

裤几乎就可以说是女性的性器官，也是父亲的‘情

妇’（笔者译）[3]”。可以说《背带短裤》是一部关于女

性自立的故事这一结论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定论。

旋转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
——论村上春树短篇小说集《旋转木马鏖战记》

山东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 徐 蕾

[摘 要] 村上春树是活跃于当代日本文坛的知名作家、翻译家，他的作品以非现实主义写作手法而

被大家所熟知，早期的《挪威的森林》是其唯一一部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写作的长篇小说。而同时期的

短篇小说集《旋转木马鏖战记》也是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写作的。村上笔下的现实主义可以认为是在现

实主义的框架下，加入了非现实性的元素来溶合成整体。本文则具体分析村上春树如何将现实与非

现实融合在这部作品中，拓展了现实主义的内容，探索出了作家独特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

[关键词] 村上春树 现实主义 非现实 旋转木马鏖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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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故事中的非现实

《背带短裤》中描述的是“我”听到的妻子朋友

的故事。“她”母亲去德国出差时，“她”父亲想要背

带短裤作为礼物。而店家的规矩是顾客必须亲临

以便量体裁衣。“她”母亲为了买到背带短裤而邀请

一位和“她”父亲体型相似的德国男子去代替量

身。在与丈夫体型相近的人试短裤的短短三十分

钟时间内，“她”母亲对“她”父亲产生了一种不可遏

止的厌恶，这位母亲决心与丈夫离婚。但是“她”母

亲却自始至终没弄清楚为什么决定离婚，始终处于

混乱之中。妻子朋友最后说母亲下定决心离婚的

关键就在于背带短裤。

对于这个看似离奇的故事情节，酒井英行认

为：可以将这位母亲比作“背带短裤”，丈夫与女儿

为了穿上适合自己“体型”的“背带短裤”，对母亲

进行了“细微调整”（笔者译）[4]。可以说这是为调

适身在男性中心社会自己的“体型”而对妻子施行

的“细微调整”。因此在德国卖背带短裤的小店

里，母亲所看到的正是自己形象本身。德国人因

为与丈夫“一致体型”而被店里的人“一会儿拉长一

会儿缩短”，背带短裤本身就是母亲的形象。因此，

文章的最后妻子同学及“我”一致认为，问题关键在

于短裤，通过短裤母亲获得了自立。

这个故事虽然看似情节离奇，但是通过推导

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前后的因果关系，可以认为是

现实中很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小说中的当事人

——母亲从开始到最后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获得自

立的真正原因所在，一直处于混乱当中。正因为

内心的困惑才导致她出现许多令人不解的行为，

这让读者读来有种非现实的感觉。可以说，村上

在本篇小说中营造非现实感的方法是对前因后果

推理过程的省略。

《出租车上的男人》中，“我”曾经是为杂志社

做画廊采访的临时工，一位画廊女主人向“我”讲述

了“她”见过的最有冲击力的画作《出租车上的男

人》。“她”买下《出租车上的男人》的原因是在“男

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与他产生了共鸣。在

“她”结束不愉快的美国生活时，“她”烧毁了这幅

画而释放了被困在出租车上的男人，也象征着从

困境中释放了自己。后来在雅典“她”竟真与“男人”

坐上了同一辆出租车。

在异国他乡真的遇见了画中的男人，并且正

如画中一样，恰好发生在出租车中，这可以说是超

级小概率的事件，现实中很难出现这样的巧合，可以

认为是一种非现实性的处理，村上在本篇小说中营

造非现实感的方法就是这种近乎奇谭的偶遇。

《游泳池畔》中，“他”将自己的故事讲给“我”

听。“他”强行将35岁定为自己人生的转折点，“他”

对人生的认识与在五十米泳池中学到的一样，即：

“无论事物看起来多么高大，无论与其对抗的自我

意志多么渺小，只要五米五米切分下去，都不是不

可能的”[5]（笔者译）。“他”认为自己的前半生即35

岁之前的人生是“那一侧”的人生。其实“他”无论

事业还是家庭都很成功，可以说过着无可挑剔的生

活。但问题是“他”总感觉自己体内有什么无法把

握，在最后独坐时“他”潸然泪下。

“他”的人生从大众的视角来看，无论从哪个

方面来讲，都可谓十分成功。然而，我们作为读者

还是从“他”的描述中体会到了一种奇妙的异常，

奇妙的缺损。“他”其实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才

会潸然泪下。小说也从环境方面对此进行了侧面

的衬托：“从上面静静俯视，觉得游泳池正在一点

点失去作为游泳池的现实感，我想大概是池水过

于透明的缘故。由于游泳池的水清澈得超乎需

要，水面与水底之间看起来仿佛生出空白部分”（村

上春树，2004：80）（笔者译）。满满的泳池生出了空

白，就如同“他”满满的人生生出空缺一样，使得小

说出现了非现实感。村上在本篇小说中营造非现

实感的方法可以总结为本应密实的事物出现的空

缺感。

《献给已故的公主》中写到，“她”是一位才貌

并兼的人，很会伤害他人。“我”从看到“她”第一眼

开始就无缘无故讨厌“她”。在年幼孩子夭折后，

“她”一蹶不振。“她”的丈夫希望“我”作为朋友能打

电话安慰“她”一下，然而“我”却迟迟没有打电话。

小说中的非现实感正来自“我”对于“她”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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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关于“她”被宠坏这一点，文章从开篇起便用

大量笔墨写了她是如何被宠坏的，“我”觉得“她”娇

生惯养，“看第一眼我就讨厌她。在被宠坏上面我

算是个小小的权威，因此对于她是如何被宠坏的自

是了如指掌”（村上春树，2004：91）（笔者译）。即使

作者费了如此多的笔墨，然而我们可以注意到，作

者并没有给出“她”娇生惯养的具体实例，只是“我”

觉得自己在被宠坏了的问题上眼光很准确而已。

这让读者对“我”的判断的准确性产生了大大的疑

问。带着这个疑问，小说的后文也都氤氲在模棱两

可之间。比如在后面的关键情节他们同室而眠的

场景中，“我”对“她”的想法的猜测是否真的那么准

确？“她”真的有主观上让“我”进退两难的恶意？由

此，整个“同室而眠”的情景和情节都笼罩着一层深

深的非现实性。这种非现实性是由带有强烈的主

观偏见的叙述所造成的扭曲所带来的。

另外，我们应当注意到，《献给已故的公主》这

个篇名不同于作品集中的其他几篇，它本身就有

着浓烈的非现实性。这部作品中的“她”，既没有

“已故”也不是公主，村上却给这篇小说起了这样

一个类似童话一样虚构的篇名，这也是村上暗示

着我们要发掘故事背后所隐喻的问题。

《呕吐一九七九》中，“他”坚持不懈每天记日

记，因此清楚的记得自己曾连续呕吐了四十天，这

期间每天都接到陌生人的电话，说出“他”的名字

后就立刻挂断。即使在其他地方上述的两件事也

还是继续发生。四十天后上述两件事戛然而止。

这篇小说的非现实性十分明显——持续发生

的偶然事件。呕吐这种事情虽说偶然，在现实中

还是十分有可能发生的，然而在四十天的时间内

持续不断地发生（并且排除了生病等原因），却是

几乎完全不可能的。也可以说，村上发现了现实

性的故事中包含着细微的非现实裂隙，并通过重

复这个故事来复制和扩大这一非现实裂隙，使得

这种非现实性变得巨大而引人注目起来。

《避雨》中，“我”在酒吧避雨时遇见了曾经采

访过“我”的“她”，“她”讲述了自己为何辞职，以及

从辞职到找到新工作约一个月的休假期间的故

事。从休假的第十天开始，“她”变得对任何事物

都提不起兴致，独处时有深深的无聊感，并因一个

玩笑开始出卖自己的肉体。等重新找到工作后，

既有了男朋友也不想收钱同陌生男人睡觉了。

在“她”远离工作的这段时日，“她”的生活状

态和精神状态跟平常很不一样，似乎进入了异世

界一般。可以说，这段异于平常的生活的描写，是

这篇小说非现实性的集中体现。村上通过主人公

与现实生活拉远距离，进而从另一角度发现生活

中看似非现实的暗部，带给读者一种启发性的阅

读体验。

《棒球场》中，“我”通过指导小说写作与“他”

结识。“他”讲述了自己住在棒球场旁时的故事。

由于喜欢一个女孩，“他”竟然在棒球场对面租了

一间屋子来偷窥女孩的生活。然而，在女孩暑假

回家后，“他”觉得自己变成了空壳，觉得自己不像

之前那样对女孩痴迷了，并且以后再见到这个女

孩时，“他”都会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惶恐不安。

“他”在进行偷窥行为之后，完全改变了自己

的习性，对周围事物失去兴趣，丧失大部分行动意

愿，开始躲避前往公共场合，仿佛被困在异世界中

一般。这与《避雨》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两篇小说

的主人公都由于进入了一种异于以往的生活而表

现出了一种非现实性。《避雨》中，主人公是远离日

常世界；而在《棒球场》中，主人公却是过于逼近日

常世界。“他”的偷窥行为使得自己的视角逼近到

别人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在这种现实生活的细枝

末节中，有着非现实的因素在其中萌动。

《猎刀》中，“我”与妻子的房间隔壁住着一对

母子，其中的青年坐在轮椅上。平时都是两个人

在一起，一天夜里“我”注意到只有轮椅青年一个

人在眺望海。聊天之后青年问“我”对刀是否熟

悉，之后拿出一把刀，通过聊天得知，青年的命运

是由别人来决定的，他没有自己自由支配的意

志。青年有一天特别想要一把刀，买来却不知有

何用。并且瞒着家人，是他一个人的秘密。他说

经常梦见刀刺入大脑的内侧。

这对母子的举止怪异，小说的行文每涉及到他

们，便会显得几分诡异。“我”也提到，“我时不时觉得

他们的一切都是幻影”（村上春树，2004：185）（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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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因此，这部小说的非现实性也比较明显，就是集

中体现在这对母子身上。其实，这篇小说与《避雨》也

有某些相似之处。这对母子的生活远离平常人的生

活，正如《避雨》女主人公辞职之后的生活状态一样，

由远离日常生活而显现出非现实性。

另外，村上编纂自己的作品全集时，《沉默》

（《列克星敦的幽灵》短篇集）也被收入了《旋转木

马鏖战记》。《沉默》的故事结构类似《出租车上的

男人》，都是“我”发问并倾听对方大段的回忆。结

尾有些像《猎刀》，以讲述者经常做的一个噩梦作

结。这是一部很明显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因此

在全集中收入这个短篇集也是合理的。这部作品

中隐藏的非现实性与《棒球场》类似，主人公在被

周围的人孤立，被施以冷暴力之时，内心陷入了一

种绝望的心境，仿佛脱离了现实世界，被放逐到了

异世界一般。这种内心世界产生了异化的精神状

态与《棒球场》是类似的。本论文以村上初次发行

的《旋转木马鏖战记》单行本的篇目为准，因此对

于《沉默》不再展开论述。

2 非现实中的现实

整体上来讲，村上在这些小说中暗藏的非现

实性，并没有破坏它们的现实主义色彩，反而是增

进了现实主义作品的表现力。村上在这部短篇集

中对现实主义创作进行了创新性改造，取得了良

好的成果，因此为他之后的现实主义巨著《挪威的

森林》打下了基础。村上的创新性改造主要就是

如前文所述，在现实主义作品中融入非现实性。

这种融入了非现实性的现实主义，为他的小说带

来了两方面的优势：一是能写出传统现实主义无

法表达的内容；二是使得现实更加真实。下面还

是具体到每篇小说来看看非现实性是如何反哺现

实性的。为了论文的论述脉络清晰，下面的论述

不再按照短篇集的篇目顺序。

首先是通过非现实性叙述来写出传统现实主

义无法表达的内容。在这篇短篇集中，一个典型

的例子是《出租车上的男人》。主人公“她”似乎已

经将自己的精神完全寄托到了画上的男人身上，

“她”持有的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她”认

为自己释放了他解救了他（通过烧画）；另一方面，

“她”很不舍得与他分离，因为他似乎已经成了“她”

身体的一部分一般；又一方面，“她”很羡慕被释放

后，获得自由的他，期盼着自己何时能得到真正的

释放；最后，“她”又不能确定他在今后是否走上成

功的道路，对他今后的命运持有一种好奇和担心。

虽然在现实中实际碰上这位出租车上的男人是几

乎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不禁遐想，如果“她”和他

再次相遇，“她”会出现怎样的心潮波动？是叶公好

龙式的避之不及？还是自恃是自己释放他而成全

了他的人生而洋洋得意沾沾自喜？抑或是见到充

满希望和乐观的他后对自己通过画作产生的错误

印象而懊悔？村上在这篇小说中，通过非现实的手

法，让“她”和他最终相遇，回答了我们的疑问，也表

达出了作者自己的选择。比如作者选择“她”没有

逃避，然而被现实惊呆；作者选择他其实是很优秀

的演员；作者选择“她”最终得到了真正的释怀，也

就是得到了真正的心灵的自由。我们可以通过作

者的这些选择，了解这篇小说所要表达的对人类内

心世界的关照。如果不使用非现实的手法让“她”

和他相遇，那么这个主题也就无从谈起了。可以说

从根本上讲，像《出租车上的男人》中这种将不可能

化为可能的非现实性，正是现实主义小说的根本

目的。

《呕吐一九七九》中连续呕吐的情节，在现实

中也是不可能真正出现的。这篇小说也是描述了

假使发生了这种极端的情况，人们会有怎样的表

现。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在经受着连续呕吐的摧残

时，丝毫也不反省自己之前似乎不太光彩的所作

所为。“他”的这个心态反映着现代人的自以为是

和传统秩序在当下的无力和无奈。比如，人类无

节制的耗用能源，随之造成气候异常的后果，然而

人类已经无法放弃对能源的依赖。对这个问题人

类所作的努力微小而怠慢，而自然的报复似乎也

没触及要害。正如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因连续呕

吐而难受，但还是忍了过来，而用呕吐来惩罚“他”

也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主人公或者说许多类似

的人的这种顽劣的性情只有在小说那种极端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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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

《避雨》和《猎刀》通过将主人公置于一个远离

当代平常人生活的境地，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当

代社会的对立面。当代社会的现实就是，每个人

都被势不可挡的社会机器所支配，很难想象远离

了这种喧嚣会有怎样的心态怎样的生活。村上在

这些作品中给出的答案流露出某种悲凉。《避雨》

说明我们在脱离了强有力的社会意志的支配后，

其实并没有形成明确而坚定的自我意志，因而陷

入迷茫和放纵。《猎刀》说明我们哪怕表面上暂时

离开了喧嚣的社会，而它的力量还是在轻易地操

纵着我们的命运，我们对它的反抗也只如小刀划

向空气一般无力。村上的这种悲凉的假设反倒很

可能是在那种情况下最有可能发生的情节，这种

“提前揭露”式的假设给了我们一些关于如何防范

陷入这种绝境的启发。这主要依赖于自己精神世

界的明晰、充实和坚强，印证了村上一贯的关于精

神世界的主题。

通过上面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村上要在

非现实性叙述中写出现实主义无法表达的内容，

来揭示隐藏于现实背后的更加深刻的意义。下面

集中分析一下村上通过非现实性叙述反而使得现

实更加真实的例子。

其中的典型作品是《献给已故的公主》。“我”

认定女主人公善于玩弄（伤害）他人的情感。关于

这方面的描写，始终没有列举具体的案例，自始至

终都是“我”的感慨，惊叹于“她”的骄纵，惊叹于

“她”不动声色地把人比如绝境的能力。但是始终

没有指出是关于什么事情，把人逼入了怎样的绝

境，在这个过程中究竟怎样一步一步设下陷阱，又

怎么样伪装自己不被发觉。这样写是由于作者可

能不太容易编纂出这么一个案例，也由于可能叙

述起来过于繁琐，并且需要旁白讲解女主的行为

的真实意图和其中怎样包藏了恶意，而使得就算

有这样的案例，也会被叙述的支离破碎，一点也不

精彩，并且可能会使得整个小说喧宾夺主，占去大

量的篇幅而没有起到效果。作者这么完全通过感

慨来为“她”的性格定性，给我们留下了相当大的

想象空间，并且我们会觉得，大约这样不动声色地

把人逼入绝路确实能做到，甚至可以脑补出“她”

得胜之后洋洋自得和别人被逼入绝路的狼狈窘

迫，从艺术手法上来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十分的

高明。这种写法让我们联想到了《没有女人的男

人们》，通篇对“她”都在用意象来描绘而产生了朦

胧美，甚至这种描写太过模糊，以至于我们大约总

能在生活中找到真实的个体在某些方面和这个描

写的某个局部有些相像，进而产生一种共鸣，反倒

增加了读者读罢后感到的真实感。

又如《背带短裤》这部作品，其最终要讨论的

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问题。是要我们克服心

理障碍，通过交流沟通达成理解与和解。小说讨

论的并不是女性独立的问题，因此关于“她”的母

亲如何通过背带短裤获得独立的逻辑推导则进行

了省略。由于这种省略，读者在初读小说后，不可

能立即梳理清楚背带短裤和女性独立之间的逻辑

关系，因此在阅读后文时会一直带着这个疑问。

笔者认为，读者的这种困惑正是作者村上有意制

造的。这种充满困惑的心境也恰恰是“她”的母亲

的心境，因此在这里，读者就和作中人物有了心理

上的共感，也能更好地体会作中人迈出交流沟通

的第一步时的迟疑和最终和解时的如释重负感，

使得作品有了直击读者内心的力量。关于“她”的

母亲为何如读者一样也一直怀有一种困惑的心

境，这里再做一下详细解释。“她”的母亲在挑选背

带短裤的过程中，对“她”的父亲的厌恶突然达到

了一个爆炸点，以至于无可挽回地走上了与家庭

决裂的“独立”道路。“她”的母亲的这个抉择看上

去十分果决和坚定，很有女强人雷厉风行的做派，

但是“她”的母亲实质上是一个十分优柔的女性。

“她”的母亲已经彻底受够了“她”的父亲，只有他

们之间必须要决裂这一点是坚定不动摇的，剩下

的问题对母亲来说都是令人困惑的。比如，如何

向女儿解释以寻求支持，如果女儿反对父母决裂

要怎么办，如果父亲以女儿为筹码来哀求她不要

决裂怎么办。母亲本质上是害怕这种局面的，她

在这种局面下很可能就放弃了和父亲决裂，因此

她索性用一种逃避的态度避开了上面说的这些问

题。另外，母亲也没有思考清楚与父亲决裂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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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决裂之间的区别、自己为了迎来独立要舍弃

的东西（父亲）和要保护的东西（比如和女儿的关

系）、自己独立后的人生规划、以及最本初的一点，

为何在挑选背带短裤的过程中对父亲的厌恶达到

了极限（这也是读者所困惑的地方。这个逻辑可

以用加藤典洋的“男性生殖器论”来解释，或者是

说，母亲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脱离了日本传统

家庭观念的束缚，在一种独立自由的社会风气中，

束缚自己人生观的力量降到了最低限度，因此母

亲才迎来了独立意识这种人生观的突破）。母亲

正是怀着如此复杂的心境生活的，因此也在躲避

之前生活的一切，包括女儿。而且随着逃避女儿

渐久，母亲的愧疚也与日俱增，也就更加害怕见到

女儿，陷入恶性循环。然而，在和女儿沟通后，母

亲轻易地获得了原谅，这说明母亲之前的逃避是

愚蠢的。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逃避沟通是这些悲

惨生活的总根源，从而证明了村上的通过沟通达成

相互理解来克服精神世界磨难的理论的正确性。

《游泳池畔》通过非现实性叙述写出“他”充实

的人生中存在着缺损。这种缺损其实很明显，就

是内心精神世界灵魂归宿的缺失。“他”在物质世

界中有着自己的奋斗目标与动力，并对自己在物

质世界的位置进行不断的定位，还会不断切分小

目标来不断地激励自己向着最终目标前进下去。

然而，从作品中看来，“他”很少为自己的精神世界

设立目标，因此也无从对自己在精神世界的位置

进行定位。可以说是在精神世界中骑着旋转木马

原地兜圈。在这部小说集的后记中，村上指出：“在

这部短篇集中谈论最多的作品是《游泳池畔》，很多

人跑到我这里，说在那个故事有一种真实感”（村上

春树，1991：XII）（笔者译）。这说明了这种现象在我

们的生活中普遍存在，因此才能引起这样的共鸣。

也就是说，在浮躁功利的当代社会，大家都在追求物

质上的满足，在物质世界拼命索求，然而在这种喧嚣

背后，却难免感到失落与悲凉。村上正是通过非

现实性的叙述，使得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得到关注。

可见，村上笔下的现实主义都包含非现实，正

如村上所言，“我来记录其他人的话，但其实那都

是捏造的故事，我只是利用了边听边记录这一形

式，所以说这些小说都是被创作的‘小说’”（村上

春树，1991：XI）（笔者译）。“我在这里想做的就是

试着用完全的谎言来涂固现实主义，在陈词滥调

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试着用我的方法让它复活”

（村上春树，1991：XI）（笔者译）。

3 村上春树对现实主义创作的认识

在这个短篇集的序言中，村上写道，“将这里

收录的文章称为小说，对此我多少有点抵触感。

再说得明了些，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村上

春树，2004：9）（笔者译）。“这些一连串的文章——

姑且称之为随笔吧……”（村上春树，2004：10）（笔

者译）。在此，村上刻意否认及隐瞒这些小说的

“小说性”，而将之称为“随笔”，相应地，这些小说

中的“我”与村上本人的一致性就相应地被增强

了。也正如序言所说：“我从很多人口中听了各种

各样的故事，将其写成文章”（村上春树，2004：9）

（笔者译）。这部短篇集中的小说，都是在记录“我”

这个作家所听到看到的一些见闻。这些见闻多是

别人的故事，而“我”将其记录下来。

然而，“我”作为一个听者和复述者，并没有对

这些故事做出严肃的评价。正如杰·鲁宾所说，“在

那些读者或许期望‘我’提供点‘真知灼见’或者为

局促不安的故事讲述者提点建议的地方，他却通常

显得跟别人一样困惑不解，一直到最后都不会有任

何清楚斩截的结论”[6]（笔者译）。我们在这些作品中

读到的“我”，或者说是文学作品中的“村上”，是一

个善于聆听的人，而不是一个善于下结论的人。“说

实话，较之自己说什么，我更喜欢听别人说话”（村

上春树，2004：11）（笔者译）。由于善于聆听，因此有

助于其小说创作；而由于其从事小说创作，也吸引

人们来向他诉说。人们大约把小说家看成了类似

心理医生一类的角色，“人们将自己所有的东西都

推给他，而没有一个人能体察他的心情”（村上春

树，2004：12）（笔者译）。村上固然“善于从别人的

话中找出妙趣”，然而人们的劈头盖脸一般的“倾

诉”当然也给村上带来了不少烦恼，“沉渣还是在

自己体内沉积着”（村上春树，2004：13）（笔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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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上的处女作《且听风吟》中，他也写了类似的

话，“各种各样的人过来向我诉说着什么，犹如过

桥一般带着声响从我身上走过，然后再也不返

回。……而现在，我准备说点什么”[7]（笔者译）。

可以说，村上的早期创作，是源于他体内积攒

的这些故事“希望道出”，这是一种本初的，倾吐和

写作的冲动。其实，与其说这些故事自己“希望道

出”，其实还是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也是这些故事

的原本讲述者，希望道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

他们在自己的某些经历之中，得到了启发或者感

到了困惑，因此才希望向村上倾吐，而村上可以简

单的作为一个中转者，把这些故事传递给他的读

者，于是他的读者也可以从这些故事中得到相同

的启发或者感到相同的困惑，无需村上作过多说

明和分析。这也是他早期作品中的“我”很少直接

流露自己观点和感情的一个原因。

当然，村上在这些小说的创作中，也出色地完

成了作家该做的文学方面的努力，以更好的向读

者讲述这些故事，其中包括分解、重构故事，甚至

虚构。《旋转木马鏖战记》全集其实都是“向壁虚

构”，但是从中我们感到了实打实的真实感，杰·

鲁宾说，“这部集子在复制一种‘干巴巴’现实主义

方面可说做得非常成功”（杰·鲁宾，2006：119）（笔

者译）。可以说，在这些作品中，村上所要提供的

正是这种现实主义，即直接让读者直面“现实”，直

接让“现实”来冲击读者的心灵，这就是“‘干巴巴’

现实主义”的意义所在。这个意义在故事中获得，

而不在作者的评语里，相反，作者主观性的评论，

反倒会破坏这种“现实性”。

《棒球场》这篇小说中流露了许多作者村上本

人对现实主义创作的看法，格外值得重视。这篇

小说的前半部分体现出了很强的元小说性，即作

者在其中写的不是小说的故事本身，而是在讨论

怎么创作小说怎么评判小说这些方法论的内容。

这些内容被村上安排成了“我”去评价和指导“他”

的小说习作的情节。“他”的作品大致上写的是夫

妻两人度假吃蟹，丈夫呕吐出了虫子，而妻子却没

事的故事。这是一篇现实主义的作品，村上对其

的评价有两点，一点是小说完全平铺直叙，没有张

弛起伏，另一点是这篇小说带有完全无法修改的

那类缺点。在评价完“他”的作品存在完全无法修

改的那类缺点后，村上进一步指出，“他”的小说缺

乏动人心弦的地方。这一点可以认为是村上本人

对现实主义失望的原因。在我们的社会步入信息

化社会后，随着信息的爆炸，每个人的见识也都随

之极大丰富，因此传统的现实主义再现出来的现

实，无论多么精彩，在见多识广的读者面前都是难

以动人心弦的。因此村上认为对现实主义进行创

新的需求还是很迫切的。

《棒球场》的后半部分，“他”进行偷窥的情节，

也暗藏了村上对现实主义的看法。可以说，读者

在阅读现实主义作品时，也是在对作中人的生活

进行窥视。村上指出，这种窥视有时会让窥视者

产生严重的不适感。产生不适感的原因有二：一

是，当我们将现实生活无限放大以后，我们的视界

里呈现的都是现实世界中无处不在的，繁琐、粗陋

的细节。就如屎尿一般，在放大后不可避免的映

入眼帘，缺乏意义和美感，令人作呕。因此，完全

的遵循现实，再现现实，是不可取的。二是，在现

代主义的视角下，真实的生活从本质上来讲是丑

陋可鄙的。随着社会的飞速前进，社会中荒诞和

扭曲的一面也被飞速的扩大化，现代主义的这种看

法才会被广泛地认可。而按照现代主义理念看来，

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显得表现力不足，需要与时俱

进做出改变。可以说，村上对现实主义进行创新的

出发点和目标都巧妙地隐藏在了这篇小说中了。

4 结 语

由上可知，村上笔下的现实主义与传统意义

的现实主义有所不同。《旋转木马鏖战记》被认为

是他现实主义练笔的成果。我们可以认为村上对

现实主义的改造基本上是保守和温和的。即在现

实主义的框架下，加入了非现实性的元素来融合

成整体。《旋转木马鏖战记》就如同旋转在现实与

非现实间的木马，巧妙地找到了一个临界点，使得

其作品能在老旧的现实主义载体下，揭示出完全

现代化的文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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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ting between "Reality" and "Unreality": On Murakami Haruki's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Kaiten Mokuba no Deddo Hi-to

Abstract: Murakami Haruki is a well- known writer and translator who is active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literature. His

works are known for a non-realistic writing style. The early Noruuei no mori is the only novel written using realism. In the

same period, the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Kaiten mokuba no deddo hi-to is also written in a realistic way. The realism in Mu-

rakami's work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integration by adding nonrealistic element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realism.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how Murakami Haruki expanded the content of realism, by combining "reality" and "unreality" in this work,

and explore the writer's unique realistic creative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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