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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日本战后“第三新人”初登文坛时，他们的作

品因缺乏政治性和思想性而普遍受到诟病。然而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安冈章太郎的处女作《水

晶鞋》却“几乎得到各方赞美和强有力的支持”（笔

者译，下同）[1]。当然，这些赞美和支持并没有推翻

“第三新人”文学缺乏政治性、思想性这一主流评

价，它们是对作品的艺术性给予的肯定，即认为小

说所描写的“我”和悦子的恋情具有浓郁的童话氛

围，能够唤起“成年读者类似乡愁的情感”（吉行淳

之介，1997：139）。

考察过往研究可以发现，《水晶鞋》所取得的

巨大成功当然来自于小说自身的精彩，但“水晶

鞋”这一标题也为其增添了美丽的光环。例如清

冈卓行就认为“这一标题巧妙地象征了作品中的

各种事物”[2]，而阿部昭（1971）和杉本和弘（1997）

更是以“水晶鞋”及其所代表的《灰姑娘的故事》为

线索，对该作品展开了解读。以上这些表明，“水

晶鞋”这一标题不仅具有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同时

也成为理解小说的一个关键词。

尽管“水晶鞋”这一标题的重要作用似乎不言

而喻，但在投稿之初，安冈章太郎为小说拟定的标

题却是“暮蝉”，只是时任编委的佐藤春夫认为“暮

蝉”过于定型化，所以建议换一个更能引人注目的

华丽标题，于是北原武夫在征得安冈章太郎的同

意后，将小说标题改为“水晶鞋”。“水晶鞋”背后指

涉的自然是西方童话《灰姑娘的故事》，对于刚刚

战败的日本来讲，童话所特有的浪漫氛围及其本

身所带有的西方文化特点或许使“水晶鞋”这一标

题充满了华丽、清新的异国情调，就此看来，“水晶

鞋”的命名确乎比“暮蝉”更具艺术表现力。

毫无疑问，艺术表现力是设定作品标题的一

个关键考量因素。艺术表现力强的标题不但能激

发读者的好奇心，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而且可以

引导读者对文本内容展开深层次思考，从而获得

更丰富的阅读体验。因此，许多作品在设定标题

时，常常使用象征、比喻、双关、反语等多种艺术表

现手法。不过，尽管标题的设定必须考虑艺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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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了盛赞，并做出了充分的阐述。然而长期以来，小说最初的标题“暮蝉”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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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但艺术表现也应服从标题的根本作用。那么

什么是标题的根本作用？“标题绝对不是为文学作

品加上的一个任意的名字，而是作品内容逻辑发

展的必然结果，是与作品密不可分的”[3]。上面这

段话揭示了标题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而标题

的根本作用恰恰蕴含在这种关系中。一般而言，

标题的艺术表现只有与标题的根本作用相结合才

能充分发挥其艺术感染力，一个具有艺术感染力

的标题，既应是对作品主题、主旨的概括，也应为

全文线索做出凝练。

从“水晶鞋”这一标题所获得的盛赞以及评论

家对其的解读来看，该标题所具有的艺术表现力

自不待言，同时它还应是一个能够凝练全文线索、

体现作品主题、主旨的标题。既然如此，此处便出

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那便是：从逻辑上讲，

改题越是成功就越凸显出“水晶鞋”不但具有强烈

的艺术感染力，而且它才是“作品内容逻辑发展的

必然结果”而非原标题“暮蝉”。如果这一推理成立，

那么能够创作出《水晶鞋》这样享誉文坛作品的安冈

章太郎为何要以一个看似既没有什么艺术感染力又

难以体现作品主题的“暮蝉”来为作品命名？

由于《水晶鞋》发表后，原标题“暮蝉”便淡出

读者视线，因此从“暮蝉”出发对小说所进行的解

读便也成为空白。然而这种空白是否意味着只有

“水晶鞋”才是作品内容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而

“暮蝉”并没有体现作品的主题、主旨呢？显然，要

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探讨“水晶鞋”和“暮蝉”这

两个标题与小说内容的相互关系。本文从此处着

眼，做了以下三方面工作：1、从“水晶鞋”及其关联

的《灰姑娘的故事》出发，探究“水晶鞋”这一标题

与小说之间的关系；2、分析“暮蝉”的符号意义，并

以此解读小说关键情节，阐明“暮蝉”之于小说的

作用；3、在此基础上，结合战后日本文坛的状况，

重新探讨佐藤春夫的改题建议。

1 标题“水晶鞋”与小说的关系

如前所述，“水晶鞋”并不是小说的初始标题，

但它不但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而且成为评论

家解读作品的关键词。事实上以“水晶鞋”作为标

题，其象征意义十分明显，读者不但会从标题联想

到《灰姑娘的故事》，而且会在阅读前猜测小说所

描写的可能是一个恋爱故事。而当读者带着这一

暗示阅读小说后便会发现，小说无论在叙述上还

是故事的构成要素上，都能印证此前的猜测。

首先从叙述上看，“水晶鞋”并非只是孤立地

存在于标题中，“水晶鞋”及其相关表述在小说中

曾两次出现。第一次出现在中校家食物不断减少

的情况下。

原宿家中慢慢变空的食品柜，就像所剩无

几的日历一样，让我忧心忡忡。等到“暑假”结

束，我们将一无所剩。毫无疑问，一切都会像十

二点后灰姑娘的衣裳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在，时间最重要。[4]
（笔者译）

这段话清晰地勾画出“我”与悦子的恋情所要

面对的危机。这种危机并非来自“我”和悦子的内

部情感，而是来自外部的时间限制。因为当中校

夫妇度假归来时，“我”和悦子的恋情便会戛然而

止。小说用“十二点后灰姑娘的衣裳”比喻这种由

外部的时间限制产生的恋情危机，不仅使本体与

喻体十分恰切，也使文本内容与小说标题构成呼

应。读者会据此确信先前对内容的推测，并由《灰

姑娘的故事》的情节推断“我”也许完全没必要焦

虑，因为即便灰姑娘的衣裳在十二点后消失，转机

还是会如期到来。

果然，随着故事发展，不仅转机出现了，而且

与标题完全相同的“水晶鞋”也出现在叙述中。当

“我”听到中校夫妇又去箱根旅行的消息，“我觉得

自己拿到了水晶鞋，现在这两天就像那慌张掉落

的水晶鞋”（安冈章太郎，1971：27）。中校夫妇提

前归来虽然让“我”和悦子无法继续相恋，但他们

再次短暂旅行则给“我”和悦子延续恋情提供了条

件。小说以“水晶鞋”对上述状况进行比喻，无疑

会让读者进一步确信此前对小说内容的猜测。

与标题相关的表述尽管仅出现了两次，但由

于第一次预示了“我”和悦子恋情的危机，第二次

预示了转机，两次表述不仅同处于恋情发展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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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阶段，且前后情节也恰恰与《灰姑娘的故事》颇

为相似，因此这两处表述会让阅读至此的读者深

信《水晶鞋》就是日本版的《灰姑娘的故事》。

其次从故事的构成要素来看，在《灰姑娘的故

事》里，尽管灰姑娘可以如愿去王宫参加舞会，但

并非没有任何限制——灰姑娘变身为“灰姑娘公

主”与王子在舞会上相遇并快乐起舞，这只能在午夜

12点之前的王宫里实现。午夜 12点之前这一受

限的时间与王宫这一受限的空间成为《灰姑娘的

故事》中的关键要素。而在《水晶鞋》中，受限的时间

和空间同样对小说故事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小说中的“我”因为受猎枪店老板委托去中校

家送子弹而认识了悦子。由于中校夫妇第二天将

要启程去安加尔岛度假三个月，于是在悦子的邀

请下，接下来的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便每天都到

中校家与悦子共渡时光。在这里，中校夫妇外出

度假成了“我”能够每天到中校家与悦子见面的必

要条件。在小说中，时间以及时间的变化是“我”

关注的焦点。例如“暑假也要结束了吧。还有几

天”（安冈章太郎，1971：8），“从克雷格中校出发算

起，正是第四周”（安冈章太郎，1971：17），“我们的

假期也开始步入尾声”（安冈章太郎，1971：20），

“那令人诅咒的时间已所剩无几”（安冈章太郎，

1971：23）等。这种受限的时间对“我”而言，的确

如魔法衣裳的时效一样——一旦中校夫妇度假归

来，目前所拥有的生活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安

冈章太郎，1971：22）。另一方面，故事发生的特定

空间则构成了故事发生、发展的另一决定性因

素。如前所述，在中校夫妇外出度假的这段时间

里，“我”每天都会去位于原宿的中校家。在那里，

“我”享受着悦子做的咖啡、点心，还与悦子玩起了

捉迷藏、过家家的游戏。众所周知，战败后的日本

物质极度匮乏，然而在中校家中，“我”却能享受到

普通日本人无法享受的物质生活。不仅如此，尽

管“我”与悦子并没有发生身体关系，但悦子与

“我”的“游戏”无疑令当时居无定所的“我”感到愉

悦，以至让“我”产生“不能没有悦子”（安冈章太

郎，1971：18）的感觉。这一切都只能在中校家这

个特定的空间里才可能实现。从这一点来讲，小

说的故事空间也与《灰姑娘的故事》里灰姑娘得以

化身为公主，并与王子相遇、共舞的王宫存在相

似性。

由于小说既在行文中出现了“水晶鞋”“灰姑

娘的衣裳”等表述，所描写的故事又与《灰姑娘的

故事》一样，发生在受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因此读

者把“我”和悦子的恋情视为日本版的《灰姑娘的

故事》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在这种解读下，“水

晶鞋”便象征了“我”和悦子在受限的时空中产生

的跌宕起伏的感情。但是这种解读忽略了一个最

重要的问题：《水晶鞋》的结局与《灰姑娘的故事》

并不一致。在《灰姑娘的故事》里，灰姑娘与王子

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在《水晶鞋》中，“我”和悦子却

以分手告终。因此，《水晶鞋》并不能被完全视为

日本版的《灰姑娘的故事》。尽管“水晶鞋”具有象

征意义，可以在阅读过程中起到某种指导作用，但

这条线索却并没有凝练出小说的全部内容，因而

它没有起到标题本该发挥的作用。

事实上日本研究界已有人质疑“水晶鞋”作为

标题的合理性。例如田中和生就在《“第三新人”

与战后文学——论安冈章太郎<水晶鞋>的位置》

中对此进行了论述。田中质疑该标题的主要理由

是：在《灰姑娘的故事》里，灰姑娘每天受继母及姐

姐虐待，后来借魔法之力去参加舞会，并在舞会上

与王子相遇且掉落了水晶鞋，可是在小说《水晶

鞋》中却根本找不到灰姑娘的影子。即便可以将

女佣悦子视为灰头土脸打扫房间的灰姑娘，但身

为学生且无任何能力的“我”却与能把灰姑娘从严

酷状况中拯救出来的王子相去甚远。而更为重要

的是，“我”与悦子并非像《灰姑娘的故事》那样迎

来了圆满的结局。

田中指出的上述不同从根本上说明《水晶鞋》

很难成为日本版的《灰姑娘的故事》。但有趣的

是，在否定了《水晶鞋》是日本版的《灰姑娘的故

事》后，田中继续对小说与《灰姑娘的故事》之间的

关联性进行分析。他认为作品中像灰姑娘那样被

施与魔法的其实不是女佣悦子，而是“我”。这样

一来，穿着“水晶鞋”，因魔法消失必须慌忙离开舞

会的灰姑娘就变成了“我”。田中最终做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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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水晶鞋’这一标题说明，‘我’作为一个男

性要像女性一样行事，这种价值观的混乱正是小

说标题的寓意。”[5]

考察田中的论述可以发现，虽然他在文章中

指出《水晶鞋》与《灰姑娘的故事》在结局以及其他

诸多方面存在不同，但他仍以《灰姑娘的故事》为

线索对小说进行解读。而且田中将小说中的“我”

视为“灰姑娘”，并在这一前提下推导出该小说反

映了价值观的混乱。这一思路表明，虽然田中否

定了《水晶鞋》是日本版的《灰姑娘的故事》，却把

《水晶鞋》视为一个男版的《灰姑娘的故事》。而继

续阅读田中的论文便会知道，田中之所以把最终

结论归结为价值观混乱，是为了说明战后日本在

与美国交往的过程中丧失了父权。但问题是，在

讨论《水晶鞋》是否反映战后日本在国际关系中体

现出父权丧失前，首先需要确认《水晶鞋》是否真

是一部男版的《灰姑娘的故事》。其实正如田中否

定《水晶鞋》是日本版的《灰姑娘的故事》一样，如

果将小说视为男版的《灰姑娘的故事》，那么悦子

本应与生活在城堡的王子地位相当。然而即便将

她生活的接收屋视为城堡，她的地位却还是与王

子有着天壤之别。因为在《水晶鞋》中，时间的限

定对悦子来讲同样存在，悦子也并非城堡的主

宰。再者，悦子虽然在小说的结尾部分走出接收

屋来找“我”，但这一行为依然具有时间上的限

定。而最重要的是，悦子找“我”的目的绝非是要

与“我”喜结连理，两人最终迎来的是一个分手的

结局。

综上所述，虽然《水晶鞋》与《灰姑娘的故事》

在构成故事的要素上存在相似性，但二者的结局

截然不同。因此，从故事类型上讲，《水晶鞋》与

《灰姑娘的故事》的差异性比相似性更为明显。既

然如此，那么“水晶鞋”这一标题便很难说是一个

能够凝练全文线索，体现作品主题、主旨的标题。

2 标题“暮蝉”与小说的关系

如果说“水晶鞋”作为标题无法起到凝练全文

线索，体现作品主题、主旨的话，那么原标题“暮

蝉”是否具有上述作用呢？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暮蝉”一词为笔者所译，

该翻译并未反映出该标题日文原文所带有的实际

效果。查阅相关资料可知，安冈章太郎拟定的原

标题是「ひぐらし」，使用日语平假名而非汉字进

行表记，让该标题拥有了更多的想像空间。对此，

胜又浩就曾讲，小说原标题“既是指被悦子错当做

鸟的暮蝉，又是指他们二人（指“我”和悦子）的生

活”[6]。以上解读完全基于「ひぐらし」所具有的双

重含义。在日语中，「ひぐらし」既可以写做「蜩」

表示“暮蝉”，也可以写做「日暮」表示“从早到晚，

每天”。因此，如果胜又浩的解读成立，那么「ひぐ

らし」作为标题便具有双关的效果。不过，尽管

「ひぐらし」在日语中具有双重含义，但笔者认为

将其译为“暮蝉”更为妥当。这是因为“暮蝉”既具

有符号意义，同时也在小说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

作用。此外，通过下面的分析还可以知道，“暮蝉”

作为标题其实也包含了「ひぐらし」的另外一重

含义。

首先看“暮蝉”的符号意义。“暮蝉”学名为“日

本夜蝉（Tanna japonensis）”，它广泛分布于日本各

地，其成虫鸣叫一般始于6月下旬至7月初的梅雨

季节，并可一直持续到九月中旬左右。单纯从生

物学来看，暮蝉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然而暮

蝉在日本人眼里却具有重要意义。这种重要意义

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从暮蝉活跃的时间来看，由

于其鸣叫一直会持续到 9月甚至立秋过后，因此

在对四季变化十分敏感的日本人心中，提到暮蝉

便意味着夏天业已结束，秋天已经到来；第二，从

暮蝉指代的情感来看，由于暮蝉多在傍晚和凌晨

鸣叫，加之前面所提到的季节特点，因此其叫声容

易营造出清凉、哀伤的气氛。换言之，当听到暮蝉

鸣叫时，不少日本人心中往往会产生悲秋的情

感。或许正因为暮蝉的符号意义，其很早便成为

日本文学中借物托情的重要意象。例如日本最古

老的诗集《万叶集》中便有七首歌咏暮蝉的和歌。

这些和歌或以暮蝉寄托思物之情，或借暮蝉表达

对人的爱恋之意。而在当代作家里，“内向派”的

代表作家古井由吉（2011）也在题为《暮蝉之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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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集中细腻描写了暮蝉鸣叫与心绪变化之间的

微妙关系。以上这些表明，“暮蝉”与日本人的生

活以及日本文学的关系十分紧密。而当它作为标

题时，其本身所具有的符号意义应当产生一定的

象征效果，即该作品有可能是一个发生在夏末秋

初且带有哀伤情感的故事。

当然，安冈章太郎选取“暮蝉”作为标题，并不

仅仅是取其符号意义，“暮蝉”所发挥的真正作用

更是与小说内容紧密相关。暮蝉首次出现是在小

说开始后不久，中校夫妇刚刚外出度假一周，“我”

第二次来到中校家。当看到悦子穿着印有网球拍

的睡衣时，“我”揶揄那图案太过孩子气，于是两人

便聊起小学暑假时的情形。

临近尾声的假期在一天天变少，让人心生

忧郁。在活力已衰的余暑里，孤独寂寞的童心

焦躁不安。这些与其说是我们内心重现、追忆

的感触，不如说正是我们此刻心情。于是我说：

今天又贪玩了一天，眼看着只字未写的作业堆

成了山，完全没心情听暮蝉的叫声。

（笔者译）（安冈章太郎，1971：11）

表面看来，上面这段话似乎是在回忆暑假临

近结束时，孩子心中的忧郁以及焦躁的情绪，然而

需要指出的是，出现在这里的“暮蝉”十分关键。

首先正如前文所言，暮蝉是秋天的季语，其鸣叫意

味着夏天即将过去。那么对孩子而言，夏天过去

意味着暑假结束，而这也正是“我”为何看着只字

未写的作业，而没有心情听暮蝉叫的原因。显然，

暮蝉在这里已不再是夏末秋初这一单纯的时间象

征，它同时含有催促、提醒的意味，即暑假即将结

束。其次从“这些与其说是我们内心重现、追忆的

感触，不如说正是我们此刻心情”这句话来看，暑

假并不仅仅是一段追忆中的往昔时光，中校夫妇

外出度假的时间对如今的“我”和悦子也构成了一

个“暑假”。中校归来时，“我”和悦子不可能再像

现在这样见面，所谓的“暑假”当然也会终结。因

此，“我”和悦子所回忆的暑假以及忧郁、焦躁的心

情其实正是“我”与悦子交往时心情的形象写照。

在这种心情描写的最后出现“暮蝉”可以说是一个

点睛之笔，因为暮蝉本身便具有夏末秋初以及哀

伤的符号意义，而在小说里，这种符号意义更具体

化为特殊的“暑假”以及“我”和悦子交往时忧郁、

焦虑的心情。这样一来，标题“暮蝉”所具有的象

征性便与小说内容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小说中随后再次出现的“暮蝉”是“我”与悦子

情感发展的关键。在“我”提到没有心情看着作业

听蝉叫后，悦子突然问“我”是否见过名为“暮蝉”

的鸟。这使“我”颇为惊讶，因为悦子已经二十岁

了，照理不会不知道「ひぐらし」是暮蝉而不是

鸟。当“我”对悦子解释「ひぐらし」并不是鸟而是

一种蝉之后，悦子吃惊地睁大眼睛，而此时“我”觉

得“悦子的眼睛很美”（安冈章太郎，1971：11）。当

神情惊讶的悦子告诉“我”，她以为「ひぐらし」是

如同小西瓜大小的鸟时，“我”仿佛“中了魔法一

般”（安冈章太郎，1971：11），忍不住愉快地高声大

笑。然而悦子此时却靠在“我”的肩上哭起来，并

责怪“我”说谎。这弄得“我”很是狼狈，于是“我”

安慰着悦子，将她抱在怀里。

她闪着泪光的眼睛看起来更大了。我一边

凝视她略带汗毛的白皙面孔，一边闻着她的体

味。那好像是小孩子的气味，然而这乳臭却突

然让我感到悦子是个女人。我撩起她的头发，

亲吻了她的耳垂。 （笔者译）（安冈章太郎，1971：12）

上面这段是在将悦子抱在怀里后“我”对其产

生的感觉以及所采取的行动。与此前小说中的相

关叙述稍加对比便可发现，“我”对悦子的感觉正

是在此时发生了质变。初见悦子时“我”虽然觉得

她可能出身教养不错的家庭，但却在总体上认为

其缺乏魅力。而一周后的这次见面，“我”依然打

趣她的睡衣图案太过孩子气。认为悦子缺乏魅力

也好，打趣其睡衣图案也罢，都可以看出，“我”在

抱着悦子亲吻其耳垂之前，对她没有产生什么男

女之情。然而此时“我”不但在悦子身上感到女人

味，还对其采取了一个显示男女间亲昵关系的举

动——亲吻她的耳垂。很显然，此时的“我”已不

再将悦子看做孩子，而是将其视为了成熟女性。

“我”对悦子感觉的质变带来其后两人继续交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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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而促成这一质变的正是“我”和悦子围绕暮

蝉而展开的对话。也就是说如果“我”不曾提到暑

假结束、暮蝉鸣叫，悦子便不会错将暮蝉认作鸟，

而“我”恐怕也很难和悦子发生肢体上的接触，更

不太可能感觉到她身上的女人味。这也就是说，

有关暮蝉的话题成为二者间关系发展的催化剂，

“我”和悦子的“暑假”也由此开始。

暮蝉第三次出现，是在小说的结尾，悦子来猎

枪店找“我”，“我”误以为悦子想要与“我”喜结连

理，因此想与之发生性关系，却遭到了拒绝。于是

“我”有了这样的心理活动：“我困惑了，回想起‘暑

假’之初，她曾把暮蝉当作鸟。而现在，一切都变得

清晰明了，这是我的错，悦子只不过是个少女。”（安

冈章太郎，1971：29）如前所述，正是由于暮蝉的话

题才使“我”和悦子开始了这段“暑假”，而在“暑假”

结束时，“我”又回忆起当时两人有关暮蝉的对话。

小说在叙述上形成前后呼应，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纠

葛可以说是由暮蝉开始也是由暮蝉来结束。暮蝉

成为小说中两人情感发展的一条内在线索。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明白，对于小说所描写

的故事而言，标题“暮蝉”首先起到了象征的作

用。它既表明“我”和悦子的情感发生在受限的时

间内，同时也预示着这段情感最终会走向哀伤的

结局。也就是说，如果小说所描写的是“我”和悦

子的情感纠葛，那么“暮蝉”正是这种情感纠葛的

象征。其次，“我”和悦子的故事始于暮蝉且终于

暮蝉，暮蝉出现在男女主人公故事的开端、感情关

系的转折以及最终的分手等关键情节里。从这一

角度看，标题“暮蝉”起到了凝练全文线索的重要

作用。第三，前文所提及的「ひぐらし」所表达的

另外一层意思——“二人的生活”，应该指的就是

中校夫妇外出度假而形成的“暑假”。这也是“暮

蝉”所象征的那段受限的时间。因此，“暮蝉”作为

标题，其实也包含了「ひぐらし」所表达的“二人的

生活”这一含义。

3 从“暮蝉”到“水晶鞋”——小说改题的背后

综合上述探讨，可以发现，由于小说在故事类

型，特别是在结局上与《灰姑娘的故事》存在差异，

因此“水晶鞋”作为标题其实很难起到凝练全文线

索，体现作品主题、主旨的作用。与此相反，“暮

蝉”却不存在上述问题。这是因为暮蝉本身便具

有符号意义，而且在小说中也起到了“水晶鞋”无

法产生的象征作用和线索作用。既然如此，佐藤

春夫为何还会建议改题，改题背后究竟传达出怎

样一种信息呢？

关于改题的原委，当时担任《三田文学》编委

的北原武夫这样回忆道：

先生（指佐藤春夫—笔者注）的一句话令这

部作品得以在《三田文学》发表。佐藤先生讲，

这部作品无疑是一部优秀作品，不过我还是感

到些许遗憾。《暮蝉》这个标题太过定型化，这对

介绍安冈君的第一篇佳作实在有些陈腐。如果

作者不介意，希望取个更能引人注意的华丽题

目。于是我便想到“水晶鞋”。[7]
（笔者译）

从北原武夫的回忆可以看出，佐藤建议改题

的直接原因在于原标题“暮蝉”过于定型化，没有

新意。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知道，暮蝉不仅是日

本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之物，而且从很早便进入

日本文学，因此以“暮蝉”为题的确很难产生陌生

的效果。但标题所应发挥的根本作用以及“第三

新人”后出现的“内向派”作家古井由吉依然以“暮

蝉”作为标题的现象表明，新颖、华丽与否并非是

衡量标题好坏的标准，佐藤春夫之所谓“过于定型

化”的改题建议恐怕应有另外一层深意。

对于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佐藤春夫提出改题

的建议，笔者认为恐怕应从《水晶鞋》发表时日本

文坛的状况着眼。众所周知，《水晶鞋》发表于

1951年，而在此之前，占据文坛主流的正是宣告日

本战后文学新气象的“战后派”。对于“战后派”，

李德纯在《战后日本文学史论》中评论道：“战后派

无论在选材、立意、造句或谋篇上，与战前小说相

比，均表现得出人意料，显示着不复安于现状而日

思百变的创作趋势。他们结束了一代文学，开辟

了新的纪元，长期形成的‘私小说’藩篱被突破，拘

囿文学创作的惰性元素遭到抛弃，文学道路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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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较前宽阔了”[8]。显然，李德纯的观点基本承

袭了日本学界对“战后派”的评价。一般而言，“战

后派”不论在创作题材上还是在创作手法上都与

战前日本的文学形态有着明显不同。从创作题材

来看，“战后派”作家多以战争体验为主，他们通过

普通士兵和青年知识分子的视角来描写战争体

验，在呈现战争的荒诞和残酷的同时，也在探索人

性和民主自由的价值，进而反思和批判绝对主义

天皇制等社会制度。因此，“战后派”所创作的文

学作品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而从表

现手法上看，“战后派”作家普遍借鉴了西方现代

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的表现手法，他们大胆摸索

和创新，在文体、风格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在否定战前日本文学传统的同时，“战后派”

文学获得了日本文坛的主流地位以及较高的评

价。在这种情况下，安冈章太郎的这一短篇显现

出了与“战后派”文学极大的差异性。田中和生在

《“第三新人”与战后文学——论安冈章太郎<水晶

鞋>的位置》中认为，从小说的开篇看，该短篇处在

志贺直哉式的现实主义延长线上，不论是文体还

是内容，都很难看出与战前日本私小说之间存在

明显差异。田中的评论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指出

了该小说回归日本战前文学传统的特点。而如果

说这种全面回归日本战前传统的特点是通过阅读

小说而得出的话，那么小说的原标题“暮蝉”则是

以更为直接和清晰的方式显示该作品与日本战前

文学传统之间的关联性。

在文体和内容上与日本战前私小说相似，在

标题上与日本文学传统密切关联。作为当时日本

文坛的重镇，佐藤春夫之所谓的标题“太过定型

化”的评价很可能是因为他意识到该小说具有以

上特点，而其改题建议恐怕也是出于他对战后日

本文坛的观察与判断。从结果上看，北原武夫根

据佐藤建议而拟定的“水晶鞋”无疑获得了极大成

功。该标题不仅具有佐藤所希望的华丽，同时它

所暗示的《灰姑娘的故事》还是一个极具西方价值

色彩，并在占领日本的美国大受欢迎的故事。虽

然小说在实质上与《灰姑娘的故事》相去甚远，但

由于小说中的确出现一些与《灰姑娘的故事》相关

的要素。因此，安冈章太郎的这部处女作得以在

“水晶鞋”这一标题的掩护下，用移花接木的方式

与西方文化接轨，有效避免了回归战前日本文学

传统，反对当时文坛主流的印象。而这无疑为当

时文坛顺利接纳安冈章太郎铺平了道路。

4 结 语

本文从标题的作用出发，考察了安冈章太郎

处女作的两个标题与小说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较之“水晶鞋”，原标题“暮蝉”

更能起到小说标题所应具有的根本作用，因此，小

说原标题的改动存在极大的不合理性。事实上，

通过北原武夫的回忆可以知道，这部小说在佐藤

春夫看来无疑是一部优秀作品，而北原本人也认

为该小说“反映了日本战后文学的新精神”（北原

武夫，2012：25）。所谓“新精神”自然是与“战后

派”文学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这些从侧面说明，无

论是佐藤春夫还是北原武夫，都对安冈小说显示

出的回归战前日本文学传统的倾向持肯定态度。

但是在这种评价之上，佐藤等人还是对作品提出

了改题建议，这应该是考虑到战后日本文坛的价

值取向而不得不做出的决定。从这一点来讲，改

题既是那个时代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文学服从

政治的一个表现。

[本文为2014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日本

战后‘第三新人’研究”（项目批准号：2014JJ015）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项目主持人：杨炳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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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Higurashi" to "The Glass Slipper": Behind the Changing Titles of Shotaro
Yasuoka's First Novel

Abstract: Shotaro Yasuoka's debut novel, The Glass Slipper, was first titled "The Higurashi". This change in title, which was

advised by Haruo Sato, greatly influenced the acceptance of this novel. The new title, "The Glass Slipper", received wide-

spread praise from critics, and was variously interpreted by researchers. However, as "The Higurashi" vanished from the sights

of readers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novel, this original title has so far drawn little attention from critics. This paper first fo-

cuses on the functions of these two titles, then from this perspective, takes a closer look at the two titl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text, and finally, uncovers the in-depth reason behind the change of the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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