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莫言战争题材的小说借助民间性意识视角来

解构传统以来的战争历史，从而形成了他的关于

战争因素的独特写法，给读者以全新的感觉。而

同样以战争时期为背景、以战争要素为题材，同样

是对于战争要素的书写，村上春树则借助对登场

人物的身份设定并通过特定的登场人物之口的讲

述来揭示战争的残酷性，并进而控诉战争对人类

的戕害，反映他对战争的反思。

莫言与村上春树在其各自的文学作品中都不

同程度地书写了战争因素，但在对战争因素的表

现手法上却各有不同。本文拟通过二者对战争书

写的比较分析，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两位作家的

创作风格。

1 莫言对战争要素的书写

在莫言战争历史题材的小说中，作者通过战

争历史的民间意识视角讲述了现代人心中的战争

故事和他对战争历史的当下感悟，他凭借着小说

文本解构主流正史，着眼于祖辈命运或家族历史

的变迁，将主流正史中由大事件和伟人等要素构

成的宏大叙事分解为家族或个人的历史叙事，采

用不囿于历史而超越历史的方式，通过民间的历

史意识对战争历史进行重新编织并再度书写，从

而将战争历史转化为了战争故事，达到了以民间

的视野书写民间人生的效果。

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便是其新历史主义创

作方法的代表。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虽说是专属

于红高粱的、独特的英雄，但每个英雄形象都被莫

言赋予了鲜活的生命。

莫言每一部战争题材的小说中几乎都毫不例

外地会出现第一人称“我”，尽管许多作品中往往

会通过“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等人物来体

现，但归根结底还是在通过第一人称“我”的视角

来讲述祖辈们的战争故事。《红高粱家族》中，莫言

以14岁的“我父亲”豆官的视角来描写战争故事，

并最终以第一人称“我”的追忆来讲述“我爷爷”

“我奶奶”的英雄好汉的故事，描写了抗日战争时

期“我”的祖先们在高密东北乡的抗日传奇。“我”

家族里的先辈们一边演绎着他们传奇般的爱情故

事，一边英勇悲壮、轰轰烈烈地奋起抗击惨无人道

的日本侵略者。在作品的开头，讲述者“我”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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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莫言和村上春树在其各自的作品中均对战争因素有所涉及，但二者对于战争的书写方法

却大有不同。文章通过二者对战争书写的比较分析，得出二者虽均以战争为背景、以战争历史为题

材，但莫言通过民间的历史意识叙述当代人心中的战争故事和他对战争历史的当下感悟，而村上春树

则借助对登场人物的身份设定并通过特定的登场人物之口来揭示战争的残酷性，进而控诉战争对人

类的戕害，反映他对战争的关注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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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段充满激情的感叹，极力地赞扬了“我”的

故乡，“我”的先辈们，这种赞扬始终贯穿于小说

中。相比于他们敢作敢为、敢爱敢恨的气概，作为

后辈的现代人们则显得有些平淡无奇。在这里，

现在与过去、历史与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叙

述者来回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以民间的野性

激活了历史的碎片。

莫言不仅倾注了大量的感情，还娴熟地运用

倒叙、插叙等手法，使整个作品的时间维度丰富了

起来。故事的高潮部分“余司令伏击鬼子，‘我奶

奶’牺牲”被莫言安排在了小说的最前面，然后在

后面逐渐展开故事的主人公“我爷爷”余占鳌和

“我奶奶”戴凤莲的爱情故事，在这一爱情故事当

中，作者又穿插性地讲述了“我奶奶”的各种事

迹。作品中男女主人公余占鳌和戴凤莲惊艳绝

伦、放荡不羁的表现，是在那种动荡的年代中，他

们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在苦难深重年代的

抗争。

因电影《红高粱》和电视剧《红高粱》的渲染与

宣传，许多人关注了这部充满野性、张扬原始情感

的作品。这也充分证明了正是莫言作品所带来的

这种野性的力量，最终将人性中原始而真实的一

面呈现给了世人。从这一点来说，莫言的作品《红

高粱家族》，充满着对现实性的直白描写，让读者

看到了人性的真实。在主人公余占鳌的身上，既

散发着世代生活在高粱地上的人们特有的鲜活人

性，同时又充满着人类与生俱来的爱憎分明。小

说中的“正义”与“爱情”虽然不同于传统，但男女

主人公余占鳌和戴凤莲，还有其他的出场人物就

如同高密东北乡野生的红高粱一样，既原始又真

实。作品里的出场人物，在高粱地里欢愉，在高粱

地里抗击外敌，在高粱地里勇敢地死去，最终又在

高粱地里被埋葬。余占鳌的身上野性张扬与捍卫

正义并存，疾恶如仇又视死如归同在。他杀死戴

凤莲的丈夫和公公霸占了戴凤莲，苦练枪法将花

脖子一干土匪一网打尽，枪毙了亲叔还了村姑的

清白，拉起队伍抗击日寇。作品中的余占鳌，是如

此复杂而真实的人物形象。他不但可以为了爱情

以命相搏、为了报仇变得残酷无情，为了个人荣誉

奋战到底，还能为了民族大义果敢决绝、为了维护

正义大义灭亲，凡此种种记述最终让小说的民间

性得到了最大化的体现。

小说在现代众多战争题材的作品当中，开辟

出了一个鲜活而生动、民间自发式的抗战世界。

小说刻画了抗日武装力量中余占鳌司令这个曾经

为土匪、现在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在这位英雄

的号召和带领下，他的兄弟们走向了慷慨赴死、为

国捐躯的生死战场。这一点在作品的文化内涵上

已经烙上了民间叙事的印记，这也使得他指挥的

墨水河伏击战成了一场壮烈的民间战争。

当然作品中女主人公戴凤莲也被莫言给予了

很高的评价。戴凤莲是一个花容月貌、性格火辣

的奇女子。她憎恨父母将自己嫁给一个麻风病

人，因此将父亲赶出门外；为了挽救自己和余占鳌

的性命，不惜拜曹县长为干爹；为了爱情，与名为

杀夫仇人、实为救命恩人的余占鳌成为夫妻；为了

维护爱情，赶走了丫鬟恋儿；为了报复余占鳌，与

土匪黑眼厮混在一起；为了支持抗日，让唯一的儿

子奔赴抗日的战场，而自己最终也血染高粱地。

作品中的戴凤莲在那个战乱动荡、封闭落后的时

代，不惜顶着各种骂名，也要追求个人的婚姻幸

福，而且为了保卫其幸福的家园，不惜血染沙场。

莫言特意从传统意义上的“家”文化中将“我

爷爷”和“我奶奶”这两个人物形象剥离出来，让

“家族”历史从“高粱地”这块舞台里重新展开。“我

爷爷”余占鳌在野外的“高粱地”里以抢掠的方式

占有了“我奶奶”，终于播下了“我父亲”那个“野

种”。由此“高粱地”不但成了“我”父亲的诞生地，

还成了我们的生命源泉。“高粱酒”自然也就成了

我们的精神性象征。就这样，“我爷爷”和“我奶

奶”在脱离社会、融入自然的过程中获得了前所未

有的人格上的自由。

这样一来，在后来发生的“我爷爷”在“高粱

地”里抗击日寇、“我奶奶”和三百多名乡亲们在

“高粱地”里死去、“我爷爷”在“高粱地”埋葬“我奶

奶”等故事也就顺理成章。

小说中，作者对战争因素的书写是通过“我”

讲述“我父亲”的故事来完成的。莫言采用追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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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切入战争历史，把一场残酷的战争变成了一出

回忆战争的故事，并以此将战争故事最终转变成了

历史与当下的对话。

“我爷爷”领着“我父亲”和众乡民精心准备好

了一场伏击战，却不敌日本鬼子的枪炮，最终付出

了惨重的伤亡和代价。“我爷爷”率领的乡民们在

反抗侵略者的战争中既勇敢又顽强地誓死捍卫家

园，他们悲壮的英雄气概和悲惨的战斗结局，使他

们成了包括“我”在内的后人们崇拜而敬仰的对

象。这场战斗成为了民族被侵略、国家被践踏、人

民被侮辱的历史记忆，在这个记忆当中，侵略战争

迫使捍卫正义的人们经历枪林弹雨和生与死的

考验。

一场突如其来的扫荡让“我爷爷”领导下的乡

民和村子里毫无抵抗能力的百姓如同惊涛骇浪中

的一叶浮萍，顷刻之间便被打得粉碎。战争让侵

略者变得丧失了人性和做人的底线，并最终沦为

了衣冠禽兽。这些灭绝人性的禽兽们滥杀无辜，

无恶不作。侵略者所谓的“狂欢”给中国这片古老

而文明的土地上写下的是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

在小说《红高粱家族》中，作者特意描写了许

多被日本鬼子洗劫后的悲惨场面。通过这些悲惨

场面的描写，莫言以其独特的方式将战争的残酷

性呈现并强化了出来。不可否认，《红高粱家族》

是抗日战争记忆书写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却以对

战争的独特表现而让读者印象深刻。

作品中，“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故事虽

然是发生在抗战前夕，但正是因为如此，方才显得

战争这个暴风雨来临之前美好爱情和平静生活的

来之不易以及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的弥足珍贵。

而在这场残酷而毫无人性的侵略战争发生之后，

他们的幸福生活被无情的现实打碎，包括“我爷

爷”和“我奶奶”在内的所有人都被卷入了这场突

然而至、惨绝人寰的大灾难之中，“我爷爷”和“我

奶奶”以及他们的爱情最终也难逃悲剧的命运。

继该作品之后，莫言便大多采用这种新历史

主义的创作手法尝试着以“后现代主义”这个较新

的理论来讲述战争的历史，试图通过民间性视角

下的历史意识来对战争记录以及作者当下对战争

历史的个人感悟进行编织，从而深刻审视战争要

素，并将关注的焦点和重心侧重到了登场于小说

中平凡人物的个体遭遇上，并由此将小说中的战

争历史延伸到了民间。

《丰乳肥臀》就是例证之一。小说通过第一、

第三人称的交替及叙述视角转换等方式，将苦难

的中国历史呈现在了读者眼前。作者将百年的近

代史浓缩于上官家族的兴衰变故之中。然而，小

说中作者的叙事重点并非是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

及其带给上官家族的命运变化，而是被作者放在

了对上官家族日常生活的消蚀上。作品通过这种

民间叙事的方式，将矛头直指劳苦大众的坎坷人

生及其心路历程，并最终将残酷的战争历史转化

成了亘古不变的生存叙事。

而在短篇小说《老枪宝刀》中，作者通过“三老

爷”和“我”的记述视角让战争故事变得活灵活现、

栩栩如生，在这里，战争因素已不再是血淋淋的、

冷冰冰的，借用小说中的语言来讲就是小说中的

战争因素有着“革命浪漫主义”和“非革命浪漫主

义”的特点。

2 村上春树对战争要素的书写

通观村上春树的小说，作者从其处女作《且听

风吟》开始就已经在书写战争了。该小说的结尾

处，主人公“我”与“杰”告别时聊起了战争结束后

死在上海郊外的叔叔，“杰”感叹说“死了很多人

呢，可大家都是兄弟呀！”其短篇小说《开往中国的

小船》中也提及了中日战争的历史问题。而在长

篇小说《寻羊冒险记》中，作者锋利地指出明治政

府制定的绵羊饲养政策其实质就是服务于殖民地

争夺的侵略战争。虽然这些关于战争要素的书写

都是星星点点的，但在 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

初期的日本文坛上却是罕见的。

发表于 90年代的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当

中，作者刻意地安排了一个有着战争经历的人物

“间宫中尉”，并通过该人物之口讲述了发生在

1939年春夏交际之时的诺门坎战役。作品白描的

手法通过“间宫中尉”的讲述，零度描写了一个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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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有素的陆军士兵山本被活活剥皮的完整过程。

不仅如此，作者还有意描写了抗日战争结束前“袭

击动物园”的事件。小说中艺术表现的宏大叙事

和故事内容的完整架构，已然突破了村上春树对

于战争因素叙述的既定格式，并在近代日本文学

史上留下了值得肯定的一笔。

这部小说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村上春树在作

品中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战斗精神。他在作品中

不断地寻找和深挖着被军国主义掩盖了的邪恶与

暴力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的主题实际

上是反思日本的暴力及侵略。

村上春树坦白承认说如果不是身在美国，自

己是不可能写出《奇鸟行状录》的。这是因为当他

远离了日本之后，他才发现了隐藏在日本近代史

中最丑恶、最暴力的真相，才真正认识到了日本的

侵略史与日本现代社会之间的联系。也正是由于

身在美国，才使他严肃而冷静地开始思考一个日

本作家对历史和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

小说《奇鸟行状录》讲述的是男主人公冈田亨

寻找失踪的妻子久美子的故事。小说中故事发生

的确切时间虽然是1980年，但作者却一直深挖到

了日本战前的暴力根源。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

认为《奇鸟行状录》中讲述的故事是由日本历史、

特别是对中国的侵略而激发的。暴力，即是本故

事的重要主题。这部小说是由历史的纵线和现实

的横线双线交织构成的。作品在充分展示暴力的

过程当中，让两条线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那就是

暴力。村上春树明确指出“暴力，就是打开日本的

钥匙”。

作品《奇鸟行状录》中，村上花费了极大的笔

墨以个体回忆的方式将鲜为日本人所知的“诺门

坎战役”展现给了读者。作者通过“本田”与“间

宫”的回忆、讲述，将这个战役的实质揭露无余。

作品通过一名从战争的参与者、受害者的口中的

讲述来间接地揭露战争的残酷性，以此来唤醒人

们对帝国主义的憎恶和对战争暴力的反思。

“间宫中尉”本名叫做“间宫德太郎”出生于广

岛县，在战争中作为陆军中尉驻扎在中国东北，作

战中因为偶然事情与“本田”有过生死与共的经

历。在“间宫”与“山本”“滨野”“本田”的4人小组

中，“滨野”最有战斗经验，也最有发言权，他对战

争的思考也比较深刻。

“滨野”在“山本”外出的那天夜里，给“间宫”

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而且对在中国大陆进行的无

休止的战争抱有着疑问。因为自己是士兵，所以

进行战斗也无所谓，为国而死也无所谓。但是，现

在日本人所进行的并不是正义的战争。“滨野”认

为，这场战争根本没有什么大义，纯粹是互相残

杀。被践踏的，说到底全是贫苦农民。

“间宫”既没有直接参加“诺门坎战役”，也没

有就“诺门坎战役”谈及感想，但“间宫中尉”在战

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因为投下的原子弹而失去了父

亲和妹妹，两年后他在收容所里的时候，母亲也死

了，有过婚约的女友也和其他的男人结了婚。返

回日本以后，“间宫”终究像空壳一样活着。村上

借助这场战争的幸存者的回忆和讲述来批判、反

对着战争，批判着源自于日本的暴力。“间宫中尉”

在诺门坎的井里丧失了真正的自己、或者说是自

己的人生。

在小说的第三部第 28章，作者又特意书写了

“袭击动物园”事件。其中描写了日本侵略者在中

国东北引发的血腥暴力事件。毫无疑问，这也是

村上通过作品中的另一个出场人物“赤坂肉豆蔻”

的讲述和个体记忆体现出来的。

而二十一世纪初发表的长篇小说《海边的卡

夫卡》中，村上春树特意塑造了一个失去战争记忆

的老者形象“中田”，并以此影射战后日本国家的

历史。同时，小说还有意安排了两名不愿意参加

战争而隐藏于山林深处的陆军士兵，并通过这两

名士兵之口反映出作者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

心声。

2017年2月问世的第十四部长篇小说《刺杀骑

士团长》中，村上春树更是借助两个出场人物的对

话将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 1937年 12月 13日入侵

南京之后所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揭露了出来。

从《且听风吟》中对战争因素的涉及出发，到

《寻羊冒险记》中以战争因素为背景的铺垫，然后到

《奇鸟行状录》中“诺门坎战役”活剥人皮的零度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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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再到《海边的卡夫卡》中丧失战争记忆的影射，

最后在《刺杀骑士团长》中对南京大屠杀事件死亡

人数的披露，不难看出，村上春树在其将近四十年

的创作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战争历史的关注，并

一直持续着他作为有良知的作家的思考。

早在《奇鸟行状录》中，作者塑造了训练有素

的陆军士兵山本的形象，通过描写其在执行任务

时，被蒙古士兵用蒙古刀活剥人皮的场面，完成了

对战争的残酷性和非人性的控诉。

然而在《刺杀骑士团长》中，对于南京大屠杀

事件这一战争记忆的讲述，作者却特意让一个钢

琴专业的大学生来担当参与者、屠杀者和牺牲者

的角色。根据小说的故事情节，“雨田政彦”的叔

叔“雨田继彦”是一个天才钢琴家，原来在东京音

乐学校读书，后来被迫入伍去了中国战场。1937

年，其所在的部队从上海到南京辗转各地，激战不

止，而他的神经也早已被撕扯得七零八落，濒临崩

溃。战场上，他被长官命令用军刀割下俘虏的头

颅，而他那文弱的双手却无法一次完成任务。俘

虏痛苦不堪地满地打滚，他的周围变成了血海，最

终他三次才割下了那俘虏的头颅。1938年 6月，

“继彦”办理了复学手续，不久却用剃须刀割开了

自己的手腕自杀于自家的阁楼。“雨田政彦”对

“我”讲述说“继彦叔叔当然不想做那样的事情，可

是军令如山，违抗上级长官的命令可是不得了的，

无奈只能照做。因为，一旦加入了像军队这样的

暴力组织，上级下达的命令，即便是再没有理性，

再没有人性，都是必须执行的。”对于叔叔的自杀，

“政彦”认为这是叔叔“恢复人性的唯一途径”。

村上对于小说中“雨田继彦”人物角色设定可

谓下足了功夫。对于职业军人来讲，战场是其安

身立命之所，而参战亦是其职业生涯的应有之义，

但对于一个兵役只有一年的学生兵来讲却并非如

此。“继彦”以大学生的身份被迫参与了这场非正

义的战争，突出表现了这场战争对日本人民正常

生活的干扰和人们对和平生活的渴望。另外，对

于军人来说只有服从。但对于音乐学校的“继彦”

来说，其双手只会弹钢琴，而并非杀人的工具，因

此在面对长官的命令时不知所措。村上借助“继

彦”身份的被动性转换，揭露了战争对人性的颠

覆，让读者领略到在战争中个体生命所承担的恐

惧、无奈和绝望，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性和人类的无

助感，进而来控诉战争带给人类的戕害。还有，

《奇鸟行状录》中，“山本”用生命保护了其机密任

务，带有某种荣誉色彩，而同伴“间宫”后来为其复

仇，也具有对其价值的肯定成分。然而，在《刺杀

骑士团长》中，学生“继彦”虽然在战争中得以存

活，但这段经历对他造成的心灵创伤却使他自杀

于家中。

在战争时期，“继彦”的死被视为懦弱的表现，

并遭到了人们的唾弃和耻笑。为这场战争付出了

年轻生命的“继彦”却变得一无是处、一文不值。

村上让该作品中的学生兵“继彦”承担了太多的东

西。然而，为那场战争牺牲的，又何止“继彦”一

人？他不过是六十余万日本普通百姓牺牲品中的

一个而已。作者只有如此安排，才能让当今的日

本人认清这场战争的本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曾经发生过

历史否定论的错误导向。他们对中日战争历史有

意颠倒黑白，妄图为侵华战争历史翻案，进而掩盖

军国主义的罪恶行径。当今，我们清楚地知道，日

本在“二战”期间作为涂炭亚洲的战争罪魁祸首，

其罪行可谓罄竹难书。因而，在战后的今天，日本

人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获得亚洲

及其他受害国及地区的人们对其的宽恕，以避免

历史的悲剧再次上演。

毫无疑问，村上春树在《刺杀骑士团长》中刻

意安排，将“继彦”这一大学生日本兵与中国老百

姓的对立置于南京战场，客观地承认了“这是一场

侵略战争”。学生继彦作为军人，以入侵者的姿态

手握军刀，对手无寸铁的南京百姓进行杀戮，村上

以反思的口吻陈述了这场侵略与被侵略、强势与

弱势之间不平等的战争事实。

村上用了二十五年的时间，最终完成了从日

本军人被蒙古兵活剥皮、到日本学生兵割下中国

俘虏的头颅，从叙述战争带给日本人的伤害、到战

争中从被害者到加害者的日本人形象重塑的文化

心态调整的过程。从作品《奇鸟行状录》中“间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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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山本”向剥皮人鲍里斯打响复仇一枪的结局，

变成了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中退伍回国的“继彦”

最终省悟、并以自杀的方式为被其杀害的中国老

百姓偿命，村上意图用出场人物以命抵命、用出场

人物的性命来偿还国家欠下的血债。

3 莫言和村上春树对战争因素书写方法的异同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莫言和村上春树在其

小说中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战争历史的题材，但

二者对于战争历史的反映却各有异同。

其相同点首先在于两位作家在其各自的作品

中都反映了战争历史的题材。莫言小说中大多反

映的是胶东半岛上发生的农民武装抗击侵略者的

战争故事。村上小说中大多反映的是日军侵华时

期发生的战争历史。二者在战争题材的选择上多

有暗合之处。

其二，在于两位作家对于战争因素的叙述都

采用了回忆式的倒叙手法。莫言笔下的战争故事

多通过“我”或“我父亲”的回忆方式展开。小说经

过第一人称“我”的创造，借助孙子“我”的思绪、梦

幻等等，让历史与现实、过去与当下相互渗透。

同样，村上春树对战争的刻画也是通过特定

人物、借助他们之口以回忆的方式对“我”讲述出

来的，这种书写方法与莫言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

有异曲同工的效果。

另一方面，莫言和村上作品中对战争因素表

现手法的不同点在于以下方面：

首先，二者所反映的主题不同，莫言小说中出

场的与战争故事有关的人物大多是未受过专业训

练的普通民众，因而反映多是这些民间人物的精

神和他们的个体记忆。如《红高粱家族》中，反映

了坚韧顽强、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民族精神。红

高粱既是一种保家卫国的精神，也是出场人物天

然原始的体现。他们在冲锋陷阵、抵御外辱、誓死

杀敌时没有喊过任何口号，在面临死亡时无牵无

挂。他们敢爱敢恨，爱就爱得轰轰烈烈，恨就恨得

淋漓尽致。尤其在冲锋陷阵、抵御外辱、誓死杀

敌、对待日本侵略者时，可谓是针锋相对、以命换

命、以死相搏，把包括爱情、亲情、生命在内的一切

都抛在了身后。

莫言从展示主人公的野性着手，首先对这种

天然原始的状态不断渲染、刻画，从而为后面突出

这些登场人物不畏艰险、不畏牺牲的精神进行了

铺垫。这种表现手法使得高粱地里的人们在精神

的升华与蜕变、再升华的过程中，将人类发展的过

程也即原始到文明、再到发展象征性地表现了出

来，并最终使得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得到了最大

限度的展现。

而代表作《丰乳肥臀》则采用第一人称与第三

人称相互交替转换叙述视角的方式，以此来启发

读者对于苦难岁月的记忆。作品通过民间性的叙

事直逼主流正史背后的一般民众的生命历史和心

灵历史，从而使战争历史转化为了古老的人心悲

歌和永恒不变的生存故事。

而村上春树通过战争书写直指以天皇为首的

国家这一暴力机器，即日本社会封闭性的国家组

织。村上认为，在现代的日本社会中，日本那种封

闭式的体制和暴力性仍然存在着，而以天皇为代

表的国家机器的暴力、换句话说就是日本社会封

闭式的体制就是日本这个国家的战争暴力的

起源。

作品《奇鸟行状录》中，该暴力性的典型代表

毫无疑问正是这个叫做“绵谷升”的政治家。与小

说《寻羊冒险记》中出现的“右翼大人物”“先生”和

本作品中的“剥皮鲍里斯”等暴力性人物相比来

说，显然这个叫做“绵谷升”的暴力性代表更会伪

装自己，也更具有欺骗性。

《刺杀骑士团长》中村上借助战争因素的书写

表达了自己正视历史、承认历史的态度。作品通过

对于战争的思考，并再现了苦难历史，从而呈现出

作家反省历史的姿态和为战争历史做证的努力。

由以上可见，村上通过其长篇小说，对日军侵

华战争与被日军屠戮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不但在

表示震惊，还在对日本的战争历史进行着追问和

反思。因此，村上才要花费相当漫长的时间，最后

着眼于日本国家的暴力性，并想以此作为对它彻

底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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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作品的风格上有着明显的不同。莫言

通过民间的历史意识叙述当代人心中的战争故事

和他对历史的当下感悟，给读者以全新的感觉，其

作品中所书写的英雄形象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

而村上作品虽同样以战争因素为背景、以战争历

史为题材，但作者却借助对出场人物的身份设定

并通过特定人物之口的讲述来揭示战争的残酷

性，并进而控诉战争对人类的戕害，反映其对战争

的关注和反思，并以此来唤起日本人的良知，给读

者以痛苦沉重、令人反思的印象。

4 结 语

莫言创作的战争题材小说所叙述的并非一段

完整的战争历史，虽然小说中关于战争的素材来

自某段战争记录，然而，这些战争素材却明显不同

于教科书中关于战争历史的陈述和记载，《红高粱

家族》《丰乳肥臀》《老枪宝刀》等小说关于战争的

叙述方式等与读者早已接受的“十七年文学”中战

争题材有着较大区别。

莫言通过第一人称的书写方法，使得战争历

史故事的叙述者能够以“我”的身份去讲述父辈、

祖辈在战争中的民间传奇故事，从而让战争的历

史籍借现代人的回忆显现出来，并因此得以在历

史语境的过去时间中植入当下的战争叙事。

而村上春树则通过对战争因素的书写，揭露

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暴力罪行，探索了现代日本社

会暴力的传承，并明确揭示出作者对于战争责任

的深层思考和追究。村上借用战争的经历者和受

害者对亲身经历的战争的实质和残酷场面的讲

述，通过战争的个体记忆的手法完成了他对小说

主题的揭示，从而表达作家正视历史、承认历史的

态度。作品通过对于战争的思考，并再现了苦难

历史，从而呈现出作家反省历史的姿态和为战争

历史做证的努力。
[本文为安徽省2018年高校学科（专业）拔尖人才学术资助项目

（批准单位：安徽省教育厅，项目编号：gxbjZD60）的阶段研究成

果。项目主持人：陈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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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用 语 对 照

文 学 领 域（近现代部分）
日 文

ジャンル

個人主義

言文一致

啓蒙思潮

啓蒙思想

自然主義

ルネサンス

ジャーナリズム

小説

エッセー

冒険小説

童話

文体

理想主義

自我

中 文
体裁、类别

个人主义

言文一致

启蒙思潮

启蒙思想

自然主义

文艺复兴

报刊、新闻学、新闻界、新闻报道

小说

随笔、短论文

探险小说

童话

文体、风格

理想主义

自我

英 文
genre

individualism

writing based on spoken languag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naturalism

renaissance

journalism

novel

essay

adventure novels

nursery tale

style

idealism

ego, self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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