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日本近代文学代表作家芥川龙之介曾发表十

余篇被称为基督教文学的作品，基本贯穿作家整

个创作生涯。这些作品均与日本室町至江户时代

前期传入日本的天主教有关，其中《基督徒之死》

一篇被公认为该系列作品中的代表作。作家本人

也十分看重这篇作品，将其置于第三部短篇小说

集《傀儡集》的卷首。

日本国内关于该作的研究论文颇丰，具有较

大影响力的当属战后知名文学评论家三好行雄对

该作的解读。三好行雄认为：

《基督徒之死》所描写的既非对于基督教信

仰的宗教感动，也非对于不畏迫害的殉教者的

赞美。可以说，作品中没有丝毫的宗教感情。

（中略）芥川在作品中通过“笃志励行我主耶稣

基督之意旨”的一个少女，刻画了一个幸福的

人，她得以生活在人生的充实瞬间，如同“明月

初升，能揽清辉于波上”，而作者对于这种幸福

的人充满感动之情[1]。

三好行雄将《基督徒之死》置于芥川在此前后

创作的其他“艺术至上主义”作品之中，认为与艺

术相关的“刹那间的感铭”才是该篇的主题。的

确，小说的叙述者在主人公罗连卓“含笑而逝”之

后所发感想：“这女子的生平，除此之外一无所

知。究竟是何道理？概而言之，人生刹那间的感

铭，实千金难求，至尊至贵。”[2]，明确表示与生平事

迹相比，“刹那间的感铭”才是“千金难求，至尊至

贵”，足见对于“刹那间的感铭”的重视程度。

三好行雄的观点很大程度影响了后学对于

《基督徒之死》的解读，但是作为基督教文学的《基

督徒之死》，其中的宗教元素意义何在？基督教文

学的创作贯穿作家整个创作生涯，足以说明芥川

对于传入日本的基督教抱有浓厚兴趣，作家直至

自杀之时，仍把《圣经》放在枕边。《基督徒之死》反

映了天主教传入日本这一历史题材，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作家以该小说再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一

个断面；而发表于大正时代的这一作品又是在怎

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重提这段历史，对这一问

题的解答也是合理阐释芥川的基督教文学不可或

缺的研究视角。

《基督徒之死》的基督教叙事

上海外国语大学 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高 洁

[摘 要] 《基督徒之死》是日本近代文学代表作家芥川龙之介创作的基督教题材文学的代表作。战

后知名文学评论家三好行雄认为与艺术相关的“刹那间的感铭”才是该篇的主题。事实上，《基督徒之

死》反映的是天主教传入日本这一历史题材，聚焦于普通民众追求的“邻人之爱”的实践，再现了日本

迫害禁教时代之前的“殉教”。基于历史题材文学理论，对该作进行重新解读，可以发现主人公罗连卓

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唯美结局，正是在日本明治末年至大正时期“南蛮情趣”这一追求异国情调

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出现的浪漫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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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蛮文学”“切支丹文学”与芥川

首先，需要厘清与“切支丹物”“南蛮物”等相

关概念。“切支丹”一词来自葡萄牙语，意指基督教

及其信徒，在日本特指1549年由葡萄牙传教士传

入的罗马天主教及其信徒，而“切支丹物”就指与

基督教有关的文献。那么“南蛮”的定义又如何

呢。从字面上看，所谓“南蛮”即南方的野蛮人之

意，来自中国古代“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说。在

日本“南蛮”一词最早见于 10世纪的《日本纪略》

一书中。该书记录“南蛮人”破坏九州太宰府管内

地区一事，这里所说的“南蛮人”后来被证明来自

奄美大岛。之后又有记录中说到，15世纪“南蛮

人”漂流到日本海沿岸的若狭国，这次的“南蛮人”

来自东南亚的爪哇。16世纪中叶，欧洲人来到日

本，“南蛮人”开始指此后来到日本的南欧人。用

于芥川文学的“南蛮物”一词则基本与“切支丹物”

所指相同，指作家创作的取材于室町至江户时代

传入日本的天主教及其信徒的文学作品，又称“南

蛮文学”。

日本近代与“南蛮”相关的概念还有“南蛮文

化”“南蛮情趣”“南蛮学”等。日语中现在仍有很

多冠以“南蛮”的词语，例如“南蛮果子”“南蛮铁”

“南蛮煮”“南蛮屏风”“南蛮烧”等等，这些都与 16

世纪南欧人传入日本的欧洲文化密切相关，涉及

食品、手工艺品、美术品、建筑等各个方面，这些富

有异国情调的文化符号共同构建了“南蛮文化”的

华美意象，但却并不等同于天主教的宗教文化。

而“南蛮情趣”“南蛮学”顾名思义，前者侧重情趣，

后者重在学问；前者主要指室町至江户时代前期

天主教传入日本、特别是九州地区后，对所留存下

来的遗迹产生的浓厚兴趣，既有怀古之意，又有对

异国情调的追求，总的来说是一种浪漫情怀。而

后者广被用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生活的各

个领域，是日本最初的“西学”。在日本近代与“南

蛮”“切支丹”相关的概念共同构建的话语体系中，

芥川所处的位置如何呢。本文将天主教传入日本

的时代称为“切支丹”时代，与之相关的文学称为

“切支丹文学”。

一般认为，日本近代文学中的“南蛮情趣”“南

蛮文学”始于木下杢太郎、北原白秋。虽然明治初

期、中期，新教教徒也创作有与基督教相关的文学

作品，在知识分子与青年中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氛

围，但是关于室町至江户时代传入日本的天主教

题材文学，因当年的日本天主教本身发展尚不成

熟，相关历史研究也非常薄弱，一直在文学创作中

难以涉及。直至1907年（明治40年），新诗社同人

决定以北原白秋的家乡（福冈县柳川）为立脚点环

游九州，这次历时三个多星期的旅行催生了木下

杢太郎的戏曲《南蛮寺门前》（1909）以及北原白秋

的诗集《邪宗门》（1909），从而成为日本近代“南蛮

文学”的发端。木下杢太郎在 1942年发表的《明

治末年的南蛮文学》一文中回忆道：“我们的南蛮

趣味并不是与学术、考证相关的纯粹学问，而是一

味的词藻堆砌。（中略）南蛮红毛趣味、江户浮世绘

趣味、印象派的样式——都成为当年我们南蛮文

学的基调。”[3]在《芥川龙之介君》一文中，木下又如

此评价自己与芥川在‘南蛮文学’中的位置：“我也

曾参与了文艺中‘南蛮情趣’诞生的时代（明治 40

年左右），但是它真正成为一门学问，是后年之

事。芥川君在文学创作中顺应了这一潮流，报刊

杂志评论我们的‘南蛮’是无知的浪漫主义，而芥

川君才迫近其艺术真髓。”[4]。由此可见，在明治末

年至大正前期这一“南蛮文学”由起步走向繁荣的

这一时期里，芥川龙之介被视为“南蛮文学”的代

表作家。的确从读者的数量来看，芥川龙之介以

《基督徒之死》为代表的“南蛮物”“南蛮文学”称得

上是同期最知名的“南蛮文学”。

与此相对，重松泰雄则认为；“芥川利用的南

蛮资料大多为间接材料，（中略）并非以正宗的南

蛮学素养为背景。”无论是早期的木下，还是芥川

都利用了“南蛮红毛系杂书”，与“切支丹”的原典

资料无缘，因而两者都算不上正宗[5]。野田宇太郎

也认为：芥川“不过以文献为小说的材料而已，自

己并没有钻研文献学。因而芥川称不上是南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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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切支丹文学。”木下杢太郎后年开始进行关于

“切支丹”的文献研究，因而是“日本近代文学中唯

一的切支丹文学、南蛮文学。”[6]事实上，木下杢太

郎1920年赴欧洲留学期间，以1924年夏天的西班

牙、葡萄牙旅行为契机，注意到当地保存有大量关

于日本“切支丹”的文献，才开始收集研究。在

1909年后发表《南蛮寺门前》等作品之际，木下杢

太郎尚不知晓这些文献资料的存在。由此看来，

重松泰雄的观点似乎更为公允，但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观点是当年天主教传入日本这段历史为人熟

知之后学者们的评价。在小说《基督徒之死》发表

之时，更多的读者对芥川龙之介的“南蛮”学问深

信不疑，这从小说发表后引起的“轰动效应”中可

见一斑。

小说《基督徒之死》第二节中写道：

在下藏有《圣经金传》一书，系长崎耶稣会

印行。（中略）书分上下两卷，以美浓纸印刷，草

书中杂以平假名，甚不鲜明，亦不知是否为活

字印刷。（中略）以上所录《基督徒之死》，系据

该书下卷第二篇，约为当时长崎某西教堂遗事

之实录。

（芥川，2005：421）

小说中的这段说明让很多读者信以为真，更

是在“南蛮趣味”的爱好者当中引起极大轰动。小

说发表后不久，著名作家、评论家内田鲁庵致信芥

川，希望能够借阅此书。更有某公司总经理派人

专程到芥川家拜访，表示愿意以高价收购该书。

《时事新报》在小说发表一个月后专门报道了这一

“伪书伪作事件”；薄田泣堇也撰文将此逸事发表

于《大阪每日新闻》，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小说《基

督徒之死》引发的“事件”。与芥川同辈的作家宇

野浩二还为此专门创作了讽刺童话《龙之介的天

上》，标注该作为“翻译自欧兰国的胡说八道一

书”，以此嘲讽芥川。由此，小说《基督徒之死》成

为整个明治、大正时代最引起轰动的文学作品之

一。当然芥川本人也的确是奇书珍本的收藏家，

才令很多读者信以为真，但是这一事件同时也说

明，小说《基督徒之死》的相当一部分读者认为该

作取材于有关基督教的文献书籍，也就是说，读者

是将该作视为历史题材小说来阅读的。

2 《基督徒之死》中的殉教

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关于历史小说的创作

方法，一直有“忠实于历史”与“脱离历史”之争。

如上所述，当时《基督徒之死》的大多数读者认为

该作是基于文献记录创作的天主教信徒之事。

《基督徒之死》的情节梗概如下：旧时，在长崎

的一所天主教寺院，有一名为罗连卓的少年，三年

前的圣诞夜，他饿晕在寺院门前，被收养后成为一

名虔诚的信徒。虽然他不肯透露来历出身，但因

其虔诚笃信，受到众人怜爱。在罗连卓即将举行

成人礼之际，风传他与附近镇上糊伞匠的女儿有

染，神父和罗连卓最好的朋友奚美昂都相信罗连

卓的清白。哪知伞匠女儿怀孕，称罗连卓为孩子

父亲，伞匠向神父申诉，罗连卓被逐出寺院，流浪

街头。一年后，长崎大火，伞匠家被烧，伞匠女儿

所生之女被忘在房中，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际，衣

衫褴褛的罗连卓冲入大火之中，救出孩子，可是自

己却被烧断的房梁砸中。伞匠之女跪在神父脚下

忏悔：孩子父亲并非罗连卓，得到神父宽恕，围观

信徒纷纷高呼“殉教”“殉教”。就在这时从罗连卓

破碎的衣衫中露出“如玉般的双乳”，众人方知罗

连卓竟是女子，纷纷跪地祈祷，罗连卓嘴角含笑停

止了呼吸。除此之外，关于罗连卓的生平一无

所知。

近年来研究者普遍认为《基督徒之死》真正的

出典是在欧洲中世纪广为流传的使徒圣人传记

《黄金传说》第79章所记圣女玛丽娜的故事，而芥

川实际参考的版本则是东京大司教伯多禄冯利亚

准所著《圣人传》（1887年出版，1903年再版）中圣

玛丽娜的故事。后者所录圣玛丽娜故事梗概如

下：玛丽娜之父自妻子去世后，决定入行者会修

行，因不舍女儿，令其女扮男装一起进入只有男子

的行者会。玛丽娜虔诚谦逊受到信任，接受任务

赴邻镇采购。恶魔嫉妒玛丽娜，决意加害，神也决

定考验玛丽娜。邻镇鱼店女儿生性放纵，与人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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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怀孕，却诬陷是玛丽娜之子。鱼店夫妇向行者

会会长申诉，玛丽娜被放逐。根据法律规定，通奸

所生孩子由父亲抚养，玛丽娜含辛茹苦抚养孩子

长大，行者会众人见玛丽娜虔诚赎罪，准许她回

来，多年的苦难最终在两个月后夺走了玛丽娜的

生命。清洗身体之时才发现玛丽娜原来是女子，

众人悔恨异常。鱼店女儿听闻此事后，魔鬼附身，

会长让她触摸玛丽娜的衣物，恶魔退去，她在玛丽

娜遗体前忏悔，玛丽娜死后还发生了很多奇迹。

玛丽娜因其忍耐谦逊获得圣人称号。

原作中恶魔的加害、神的考验、玛丽娜死后发

生的奇迹，以及玛丽娜为何要女扮男装的说明，使

得圣人玛丽娜的故事合情合理，富于宗教意味。

而芥川《基督徒之死》舍去恶魔的加害与玛丽娜死

后的奇迹，似乎有意弱化宗教元素，又故意将罗连

卓女扮男装设定成为一个不解之谜，在小说高潮

添加众信徒高呼“殉教”的情节，并以罗连卓之死

让故事嘎然而止。小说中“本邦”一词共出现六

次，“本邦”当然指的是日本，显然作家通过这些对

原典的改动有意强调当年日本教徒的特殊性，而这

一特殊性又浓缩于作家添加的“殉教”元素之中。

“殉教”的确可以说是室町时代末期至江户时

代有关“切支丹”历史的关键词之一。1614年，将

军德川秀忠向全国发布“神父驱逐令”，认为天主

教传教是欧洲国家征服日本的手段，将天主教定

性为邪教。此后幕府日益加强对天主教徒的镇

压，对于不肯放弃信仰的教徒严刑拷打，并处以极

刑，试图在日本根绝天主教。直至1644年日本国

内最后的神父小西曼肖殉教，凄惨暗黑的邪教“切

支丹”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贯穿整个江户时

代，以幕府为中心，由佛教僧侣、儒者等共同建构

的基督教邪教观日益根深蒂固。

明治初年，日本试图与欧美各国建立平等的

外交关系，这才开始关注当年欧洲传教士将天主

教传入日本的这段历史。1873年，明治政府最终

撤销禁止“切支丹”的公告，研究当年“切支丹”历

史的氛围逐渐形成。可是经过江户时代两百余年

的禁教及锁国，日本国内留存的史料非常有限，只

能从欧洲编撰的各类日本天主教会史相关文献的

译介着手，由此一种被美化的殉教史观逐渐形成。

近代“南蛮文学”的发端之作——北原白秋的

诗集名为《邪宗门》，应该说正是以上历史文化语

境的产物，诗集营造了充满异国情调的唯美颓废

氛围，但题名仍然沿用了两百多年以来已经根深

蒂固的“邪宗”之称。

那么小说《基督徒之死》中的“殉教”又是如何

呈现的呢。在小说中，当伞匠女儿说出真相，忏悔

自己的罪过之后，围观教众提出“殉教”一说。

恰在此时，围得水泄不通的教众中间，忽然

接二连三有人喊道：“这是殉教！”“是殉教！”喊

声此起彼伏。罗连卓以慈怜悲悯之心，奉行天

主耶稣基督之圣迹，不惜沦落为乞儿。即便视

同慈父般的神甫，情同手足般的奚美昂，也未解

其心意。如若此非殉教，又能是什么呢。

（芥川，2005：419）

围观的教众认为罗连卓冒死救出女孩之举，

是“以慈怜悲悯之心”，即便没有获得周围人的理

解，仍然“奉行天主耶稣基督之圣迹”，故而为“殉

教”。这显然与一般认为的，为坚持宗教信仰而坦

然赴死的殉教不同，因而在日本也有学者质疑这

里“殉教”所指。小说此处“殉教”的设定，应该说

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为何教众认为罗连卓的行为

属于殉教，二是欧洲编撰的日本“切支丹”教会史

相关文献所记录的不畏牺牲、坚持传教的传教士

们的殉教史，与日本一般信徒的殉教行为之间是

否存在差异。而二者均关涉到当年天主教在日本

的接受问题。

据日本学者考证，1614年江户幕府发布全面

禁教令之时，日本国内“切支丹”的总数约为37万

人，占当时日本总人口（约为一千万左右）的3%以

上，这与现在日本国内基督教信徒（包括天主教与

新教在内）仅占总人口的0.7%相比[7]，可谓势力壮

大。之所以当时教徒比例如此之高，主要原因在

于各地大名信奉天主教后，在领地内进行强制“改

宗”，因此教徒人数大幅增长。但是这些“改宗”的

信徒，是否真正理解天主教的教义，颇值得怀疑。

宫崎贤太郎将认定天主教徒的最低条件归纳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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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一类是形式上的条件，包括接受有效的洗礼

仪式以及参与教会团体的活动、遵守戒律、举行圣

礼等。第二类是实质条件，首先要承认唯一绝对

的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其次要相信来世天国与地

狱的存在，希求死后灵魂永远的救赎，为此承认现

世的原罪，理解赎罪的意义。另外还要理解基督

“邻人之爱”的精神，并身体力行[8]。

当年 37万教徒中，除了大名、武士阶层以及

医生、改宗的僧人等知识阶层之外，还有多数都是

普通的农民和渔民。江户幕府开始全面镇压“切

支丹”之后，最先弃教的是武士阶层和知识分子，

而坚决不肯弃教，历经江户时代二百多年一直潜

伏下来，坚持信仰的正是这些普通的农民和渔

民。生活在日本多神教风土中的普通农民和渔

民，很难理解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一神论教

义，他们向天主教靠近更多是因为天主教会开展

的诸如贫困救济、医疗救助之类体现“邻人之爱”

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又正是佛教、神道等日本宗

教界所缺乏、又令广大贫苦民众最为受益的。

在神父、修士人数寥寥的情况下，很多信徒并

没有接受正式的洗礼仪式，在潜伏时代更是不可

能参加教会活动等。而一神教的教义又超出了他

们的理解能力，那么能够支撑他们成为信徒的只

有上述条件中的最后两点了。但在日本宗教史

上，无论是弥勒信仰、地藏信仰，还是观音信仰，民

众层面对现世利益也很关心，现世的庇护保佑、祛

病消灾是普通民众最希望通过信仰获得的东西。

如此一来，“邻人之爱”的实践就成为“切支丹”信

徒核心的条件之一。

小说《基督徒之死》中，围观教众认为罗连卓

“以慈怜悲悯之心”冒死救出女孩，就是“奉行天主

耶稣基督之圣迹”，因此罗连卓之死可以称为“殉

教”。小说发表后的同时期评论中，也有人关注到

这一点，认为小说《基督徒之死》描写了古时基督

教徒的“牺牲”，主人公具有“原始基督教不抵抗主

义的纯洁”“就连敌人也是她博大的爱的对象”[9]。

“慈怜悲悯之心”“博大的爱”都是基督教“邻人之

爱”精神的体现，当年日本天主教信徒具备的核心

条件也正是这一点。芥川文学的研究家关口安义

认为：芥川一边怀疑无私之爱（芥川好友井川恭所

说“纯一之爱”）的存在，同时又在一直追求《新约

圣经》中所提及的基督教之爱（神之爱）。《基督徒

之死》讴歌的正是这种无私之爱、神之爱[10]。另一

学者佐藤泰正也认为芥川的独创在于如若不能写

出“圣人”的一生，那么就将那一片无私之爱作为

主题描写出来[11]。

如果以此来解释小说中罗连卓不计前嫌，不

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冲入大火中救出女孩的行为，

并以这种牺牲来理解“殉教”之意，那么小说之后

的情节似乎又显得画蛇添足。在“殉教”已经成立

之后，才发现罗连卓原来是名女子。“笃志励行我

主耶稣基督之意旨”的罗连卓为什么要隐瞒自己

的身世，为什么要女扮男装，众多的谜团随着罗连

卓之死成为不解之谜。也就是说，保持沉默、隐瞒

自己女性身份的罗连卓并不仅仅是实践“邻人之

爱”的牺牲者，她以主动选择的“殉教”在进行自我

主张，而那双一直“遥望天宇的眼睛”，是在“仰望

暗夜彼岸天国的光明”。这又与小说开篇的“纵令

人生三百岁，逸乐至极，较之恒久无尽之乐，犹如

梦幻耳。”相呼应，暗示罗连卓追求的不再是现世

不完全的灵魂享受的乐趣，而是经由殉教的考验

获得净化的灵魂体验到的乐趣。

卷首引用的另一句“唯向善求道者，方可知圣

教中不可思议之神妙”，出自《模仿基督（Imitatio-

ne Christi）》一书，该书自中世纪后期，在欧洲仅次

于圣经被广泛阅读，其主旨就是教导信徒通过模

仿耶稣基督来获得神之爱。该书于 1596年被译

介到日本（罗马字表记版本），此后多次再版，1610

年为方便日本教徒阅读，又重新刊行了更为通俗

易懂的日语版本。模仿基督的极端形式就是仿效

基督的受难，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尚未有教徒因

信仰遭到当局处死的1595年刊行的《拉葡日语辞

典》（拉丁语、葡萄牙语、日语辞典）中，将“殉教者

（Mártyr）”一词定义为“为奉公于天主，遭受苛责，

献出生命的善人。”也就是说，早在天主教徒遭受

残酷镇压之前，另一种形式的“殉教”已经在信徒

中深入人心。如果说“邻人之爱”的实践对于普通

民众来说，是当时信徒核心的条件，那么这种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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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邻人之爱”，模仿基督受难的“殉教”牺牲则

称得上是“切支丹”信徒很高的境界。

战后作家远藤周作的小说《沉默》取材于全面

禁教的江户时代，描写欧洲传教士及日本教徒在

是否弃教问题上面临的痛苦抉择，作家试图寻找

殉教和弃教求生这二者择一之外的道路。在这个

意义上，《沉默》称得上是真正探讨“殉教”问题的

小说。而芥川的《基督徒之死》中的“殉教”与禁教

无关，是一个教徒基于自我主张与自我实现，模仿

基督受难的“殉教”。没有全面禁教时代残酷镇压

的血雨腥风，《基督徒之死》中的“殉教”显得突兀，

令人难以理解。但同时因为没有禁教镇压的黑暗

与苦难，使得《基督徒之死》中的“殉教”得以美化

与升华。可以说，芥川的创作用意不仅在于唤醒

人们去了解真正的“切支丹”历史，更是借此题材

渲染一种浪漫氛围，这种浪漫氛围与“南蛮文化”

“南蛮情趣”一脉相承。芥川曾说：“小时候，我因

为彩色玻璃画的窗户、香炉以及念珠挂链，爱上了

基督教。之后吸引我的是圣人以及福者的传记。

我从他们的舍生事迹中，感到了心理上的或者戏

剧上的兴趣，并因而仍旧热爱基督教。”[12]作为日

本近代“南蛮文学”的代表作家，芥川的小说《基督

徒之死》展示给读者的正是以“玻璃画的窗子、香

炉和念珠挂链”为表象的“南蛮文化”的异国情调

与浪漫氛围，呈现出与镇压迫害下的凄惨意象所

不同的美丽“殉教”。因而，小说的故事以罗连卓

之死嘎然而止，圣人死后的奇迹等宗教元素都被

舍去，从而在情节最高潮处达到“殉教”美丽浪漫

意象的极致。

3 奚美昂这一人物

除主人公罗连卓之外，小说《基督徒之死》还

塑造了一个原典中没有的人物——奚美昂。三好

行雄认为：奚美昂与罗连卓如同“光与影”的关系，

这一人物设定凸显了罗连卓的凄美悲剧（三好，

1978：179）。平冈敏夫进一步补充说，奚美昂粗野

魁伟的男性形象衬托出罗连卓的女性形象[13]。的

确，小说中罗连卓与奚美昂同时出场的每个场景，

都充满了罗连卓女性形象的暗示。最为典型的是

奚美昂就伞匠女儿之事质问罗连卓之处。

却说罗连卓，把个一张俊脸羞得通红，只说

道：“那小姐是一厢情愿。我仅收其信，从未与

她交谈。”想那世间之流言，无风不起浪，奚美昂

硬是刨根问底。罗连卓眼含幽怨，痴痴望着奚

美昂，不禁诘问道：“难道我会骗你不成？我是

那种人么？”说毕，如同飞燕般掠出屋内。见他

如此说话，奚美昂自知疑心太重，不免愧悔，怏

怏地正要离去，忽见罗连卓跑进屋来，一头扑在

奚美昂身上，搂住他的颈项，嗫嚅着道：“我不好，

饶恕我。”奚美昂还未及开口，罗连卓猛地推开奚

美昂，像似掩饰脸上的泪痕，旋即又奔了出去。
（芥川，2005：414-415）

在独自面对奚美昂之时，罗连卓“一张俊脸羞

得通红”“眼含幽怨”“一头扑在奚美昂身上，搂住

他的颈项”“猛地推开奚美昂”这些表情、动作以及

“难道我会骗你不成？我是那种人么？”等话语，无

不透露出明显的女性特质。但是奚美昂竟然丝毫

没有怀疑罗连卓女扮男装，还在罗连卓被逐出教

会之日，“奔上前去，挥动老拳，重重地打在那张俊

脸儿上。”

小说中明确指出奚美昂是一名修士，这在天

主教中是仅次于神父的职位。他“本出身于武士

之家，世代侍奉诸侯。身材伟岸出众，性情勇猛刚

烈。教堂每遇异教徒投石滋事，神甫常令他挺身

抵御，也非止一次两次。”（芥川，2005：414）如前所

述，在日本信奉天主教之人可以分为三类，大名诸

侯及其家臣；医生、僧人等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农

民、渔民等。小说《基督徒之死》中，罗连卓饥寒交

迫晕倒在教堂门口，应该是普通民众出身，而伞匠

一家及其他教众也与罗连卓出身相同，唯有奚美

昂来自上层社会。面对伞匠家的熊熊烈火，“这位

在枪林弹雨中如入无人之境的勇士，一头扑向烈

焰。想必是火势太猛，令他逡巡不前。但见他两

次三番冲进浓烟，却次次猫着腰落荒逃了出来。”

（芥川，2005：417）而在狂风、火焰愈加猛烈之际，

“罗连卓早已纵身跃入火柱、火壁、火梁之中。”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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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昂“不禁遍体冒汗”（芥川，2005：417），只能不停

在一旁祷告。身材高大、出身高贵的奚美昂在危

急时刻不能做到舍身救人，纤弱瘦小、出身不明的

罗连卓却义无反顾地做到了。

可见，作家在小说《基督徒之死》中创作的奚

美昂这一人物在各个方面都起到了衬托主人公罗

连卓的作用。而罗连卓在与奚美昂单独相处时透

露出的女性气质，又为情节高潮之处，众人发现罗

连卓实为女子埋下伏笔。奚美昂这一人物不仅如

平冈敏夫所说，使得圣人罗连卓的形象“有血有

肉”（平冈，1982：266-267），而且以一种对比关系

更加突出了罗连卓在众教徒中卓然不群的圣人

形象。

4 结 语

小说《基督徒之死》不仅属于作家创作中占有

相当比例的基督教题材小说，也是芥川大量创作

的历史题材小说之一。论及历史题材文学的创

作，童庆炳认为可以归结为历史的向度（即历史观

的问题）、艺术审美的向度以及时代精神的向度等

三个方面[14]。就《基督徒之死》而言，作家关注到

室町至江户时代一百余年天主教传入日本的历

史，力图重现江户时代以来二百多年间根深蒂固

的“邪教”观所遮蔽的那段历史。作家通过艺术虚

构、合理想象、情节安排、细节描写和情感评价等

将禁教政策镇压下产生的暗黑凄惨的殉教升华成

为教徒自主选择的美丽殉教。这一艺术处理与作

家所处时代“南蛮趣味”盛行，“南蛮文学”兴起这

一文化语境密不可分。可以说，芥川对于历史题

材的创作不是对历史的复制，而是以时代的眼光

去观照历史。

在“南蛮文学”与“南蛮情趣”的语境下，小说

《基督徒之死》并非“胡说八道”，作为历史题材小

说，它尊重了日本“切支丹”时代的历史真实，聚焦

于普通民众追求的“邻人之爱”的实践，再现了迫

害禁教时代之前的“殉教”。主人公罗连卓出乎所

有人意料之外的唯美结局，正是“南蛮文化”“南蛮

趣味”所追求的浪漫与华丽。与此同时，作为大正

文学的代表作家，在“大正民主主义”的时代氛围

中，作家关注到了当年天主教传入日本时占绝大

多数的普通民众教徒。明治时代以后，欧洲传教

士再次进入日本传教后，江户时代一直潜伏下来

坚持信仰的“隐藏天主教徒”浮出水面，他们散布

在九州各偏远地区，大部分是普通民众。而明治

以后最先由法国传教士重启的传教活动传播的是

新教，新教徒带有清教徒主义倾向，具有很强的伦

理性，并将其实践在日常生活之中（五野井，2013：

278），这一伦理追求对于知识分子产生很大影

响。进入大正时代后，基督教开始与时代盛行的

教养主义、人格主义、文化主义相呼应，小说《基督

徒之死》主人公罗连卓这一普通民众教徒的“圣人”

事迹，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时代精神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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