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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方法的“相对论”贯穿于横光利一的文学实验当中。《苍蝇》、《头与腹》将现代日本人的

生活空间与“非人化”的视觉空间各自相对化以导出文明批评。《时间》以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来象征

集团性与个人性，进一步透视现代人精神分裂的文明病。《上海》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东西方之间

寻求自我认同的一门精神政治学。横光将《苍蝇》与《时间》的空间与时间相对性融会贯通，形成资本

主义西方、亚洲主义日本、共产主义中国、殖民地中国四股势力编织而成的场域。《上海》拆散了现实的

整体-结构-中心，使之在无限破碎中蕴含焦点，焦点中呈现无限破碎。《上海》是破碎的结构，结构中有

解构，对《上海》的研究不适用“批判”的话语，对其要达到一种分析上的定性同样是无效的。

［关键词］ 相对论 苍蝇 头与腹 时间 上海

引 言

毫不夸张的说，从形式主义论争到新感觉派，

从新心理主义到纯粹小说论，横光利一的文学生

涯始终贯穿着科学精神。20世纪的头 30年，是西

方科学剧变以及现代派逐渐起势的阶段。为了致

力于日本文学的现代性转换，同时期的横光表示

出对于科学的强烈兴趣，他的世界里文学占四成，

科学占六成。正因为如此，《纯粹小说论》中横光

的文学实验在承接大正文学传统的同时，也牵出

另一条线索，即西方现代派中的象征主义、表现主

义、意识流等因素。从更大的时代背景上来看，问

题的关键不仅在于文学实验本土化的成败与否，

也在于其最终超越了技巧，深入现代日本人心灵

的文化透视。可以说，横光在对现代日本人进行

透视的过程，与日本社会从大正到昭和的社会转

型正好形成一个内外的同构。而这一透视的进路

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新感觉派时期的“文体

革命”，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小说理论如《感觉活

动》中就可以发现，其中充斥着“主观”“客观”“物

自体”等诸如此类机械的哲学话语，但并未吸收内

化。因此当时的横光小说只是从摩登时代的快节

奏中去发现一种内心之外的风景，仿佛是站在今

天和过去挥手告别。当1928年新感觉派成为明日

黄花，横光转向新心理主义和纯粹小说，这时对

“现代人”的透视则进一步深入内在化的自我，解

构私小说主体的倾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变

呢？是什么推动横光文学由外向内，去透视现代

日本人心中的风景呢？从新感觉到纯粹小说之间

起质变因素的又是什么呢？笔者以为要旨在于横

光利一与现代科学精神的邂逅，其标志性的方法

论，即体现在爱因斯坦相对论观念的引入，正是相

对论造就了横光利一在文学史地位上的两极性。

而理解了相对论对于横光文学的重要性，也就从

正负两方面都读懂了横光利一。

1 作为文学方法的相对论

众所周知，西方文化统一的基础在于欧几里

得几何学之上的形式逻辑，它主导了作为示范性

学问的科学最基本的假设，即宇宙是有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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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人的认识是合乎逻辑的，人是有理性的动

物，人按照理性的因果关系去行动。同样，小说也

有一个最起码的惯例，即有一个叙述者按照逻辑

去讲述故事。“情节”就是把人物的所有行动按可

能的因果关系去重组，从而把世界对象化，抽象出

一个个 subject，进而去反思人生与宇宙。因此，古

典小说中的世界处在“一个外在的真实的世界，一

个不断向外延伸的、可以衡量的世界，一个在一定

程度上排斥神话同化的世界。”[1]然而，到了20世纪

初，随着量子力学、相对论、非欧几何的出现，推翻

了以牛顿为中心的近代科学的整个体系。相对论

在三维空间之外引入时间组成四维空间，突出的

是以动的视点去看待对象的观点。其次，现实做

怎样的呈现，是与存在于时空中的观察者联系在

一起的，观察者是在不同的空间点和不同的时间

点去看的，在什么样的参照系中对象就作什么样

的呈现。最后，这一动态的视点，使现实存在于一

个已知和未知（可见之实/未见之虚）共存的结构当

中。这一由物质和暗物质构成的虚实相生的世界

图景重创了上帝创造宇宙这一认识论上的先验立

场。当理性不能驾驭整个宇宙时，人类这一小宇

宙与造物者之间的联系失效了，既然上帝也不过

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偶像，那么万事万物就更没

有规律可循了。“现实成了许许多多的对象无秩序

地离合聚散。”[2]单个人只是在时空中占据着某个

坐标。现代小说用碎片化的主观心理取代了线性

的因果关系。从表现主义到意识流，从意象派到

新小说无不表现出震荡性质的、歇斯底里的、精神

分裂的形式，呈现出一种无中心流动。在意识绵

延中，“持续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不可区分的刻

度。持续是呈分割状态的，持续包含着多样性。

持续同样不是性质不变的分割，而是在分割中改

变其性质。”[3]在这种情况下，整体性的因果联系消

解为非理性的随机联系，绝对被拆散成无数个相

对，相对和相对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最经典的例

子要数《喧哗与骚动》，同一个故事用了五个人的

身份进行叙述，现实被多个时空场域的心理切面

架空成为相对而言的现实，现实不再唯一，而是被

肢解成碎片。对叙述者来说，重要的不是现实是

怎么样的，而是现实对我来说是怎样的。不是现

实决定我，而是我决定现实以什么面目出现。现

实尽管是而且必然是现实本身，但只对“我”有意

义，在不同人的感受（哪怕是白痴）中完全不同。

换句话说，现实呈现的是立体而非平面，不同人代

表不同的参照系，相对性即突出不同参照系之间

的平等性，真实呈现何种样态在于何种参照系去

看，参照系变则现实立变。

有证据表明横光接受了相对性原理并进行了

发挥。1929年他在当年的《文艺时评》中就引用了

石原纯的论文《关于爱因斯坦的新发现》以阐述自

己的小说现实观。“量子力学所表明的立足于偶然

基础之上真实的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真实，堪称

今日现实主义的一大课题。量子现象的存在使得

任何因果关系的寻求变得毫无意义。”[4]随着1930-

1932年乔伊斯意识流小说的译介，把相对论作为

一种创作实践的观念逐渐成型。“古往今来的文学

总的来说是在同一平面上的个人和读者的对话。

但是，翱翔的飞行器文学从未停止过上空的运动，

同时和地下的运动体保持着对话。现实是什么？

时间和空间的合一体。”（山本亮介、横光利，2008：

107）在 1935年的《纯粹小说论》中，横光宣称：“今

天的日本纯文学，不过是作者一个人的世界，一个

人思索的世界。对于许许多多人各自思索的世界

来说，等同于盲人的世界。”（山本亮介、横光利，

2008：320）纯粹小说不是像私小说那样采取静态

的、一元视点、平面化地铺陈现实，而是突出现实

本身的动态性、多面性和立体性。在运动着的现

实面前，现实和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被相对化

了。由统一的意识为中心扩展出整个小说时空是

过时的写法，相反，应考虑在“力场”这个无中心的

漩涡中搅拌意识的可能性，“力场”意味着人的意

识本身，无法被抽象成特定的主题而是在时间和

空间的叠嵌中去形成自身，因而现代小说应当突

出动态的视点通过“力场”之中的关系去看对象，

使对象化整为零，成为不统之统的时空连续体。

这样，横光就通过四维时空中“力场”的强调，有意

识地借助现代物理学的思维，用新的书写体来打

破自然主义描写的线性叙述，乃至贯穿始终的全

知叙述者。另创出一套个性化的文本时空，如果

说传统小说关注的是因果关系结成的行动，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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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突显出的是连接行动的“关系”本身，横光的

意图正是要提升这四维时空中的“关系”取代孤立

描写的具体对象来作为文学表现的中心，从而更

深地进入到现实的复杂性中去。人与事在时空中

互动，缠绕、交错成可见和不可见、虚实相生的光

线，二者之间的共振演变成横光文学的一大命

题。以下，试以相对性原理阐释横光从新感觉派

到新心理主义前后两个阶段的文学实验。对象分

别为《蝇》（1924）、《头与腹》（1926）、《时间》（1931）

和《上海》（1928-1935）。

2 《蝇》、《头与腹》中的空间相对性

在横光尚未完整接受欧洲科学的新变化前，

相对性原理已经在横光最初的小说《蝇》（1924）中

显露。可能从当时电影摄像机里出现的蒙太奇里

受到了启发，作者祭出了活跃的苍蝇视角，当时就

被批评家栗坪良树赋予了“表现者之眼”的称号。

这里可以看到人的视点以外的昆虫世界所持有的

某种相对性。小说通过人和蝇——两种自然界生

物各自不同的命运，揭示出日常世界里的偶然性

中潜藏的致命因素。是什么导致“连人带马”坠入

悬崖？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可以揣测，似乎只有

马车内部催生的各种混沌的欲望在隐隐地作祟，

人物的行为也看不出理性的逻辑联系。

“马车什么时间出发？”

“走哩！车夫啪地一声走了一步棋子。”

“还不走吗？马车怎么老不走啊！”

“豆包还没蒸上吗？”[5]

对于水蛇腰的车夫来说，走不走，什么时间走，

可以随机决定。驴头不对马嘴的问答中不遵循任

何常理，既然出发时间完全视他的心情而定，那么

行动是不是也同样可以逞心肆欲呢？在马车上，非

理性的故事仍在继续，孩子把头伸到了外面，“妈

妈，梨，梨！”“噢，梨，梨。”而农妇盯着绅士腰上的表

链子。与众人的茫然无知相比，只有按自身轨道运

动的蝇的“复眼”注意到了打盹的车夫。随后发生

的是一组轻快的画面：连同车身一起坠落的马腹，

以及刹那间从车身飞翔至蓝天的翅膀。在这样一

个荒诞的故事里，人作为人的本质：理性之光荡然

无存，事件是按苍蝇的视角随机派生的。但是通过

虚构的拟人化叙述者，由“他者”的参照系去看人类

时，读者很容易读出其中的嘲讽意味：理性之外人

与生俱来的盲目性以及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徒

劳。而相对化的视角则揭示出——蝇俨然超越于

人类之上，轻盈的存在翱翔于蓝天之上。

《头与腹》（1926）中，同样的相对性视角从苍

蝇变成一个白痴，可谓换汤不换药，名字变而本质

不变。某一个“懒散的家伙”构成了小说中超越的

视角。他不顾周围人们的哄堂大笑，旁若无人地

纵声歌唱。

“冷啊冷啊，真叫冷。

什么冷啊？哎呀就是冷。

哟伊哟伊。”[6]

丧失逻辑的行为似乎表明了此人徒具人形，似

人而非人。而当众人带着“时间就是金钱”的合理主

义挤入特快列车时，人与非人的观念却发生了逆转。

车内的时间在“一派寂寥与困倦的疲惫”中缓慢流逝，

群众变得安静起来。而当列车突然孤零零地横在原

野上时，群众立刻又变得喧闹起来。

“怎么回事！”

“什么事！”

“在哪儿！”

“撞车了吗！”

“乘务员！”

“怎么啦？”

“把钱退我！” （横光利一箸，唐月梅译，2001：9）

初期的横光几乎就是靠这种快节奏文体取得

以上的复调效果，它为的是与马上变得空旷的场

面形成对比。当一个“仿佛包藏着百万巨富不可

一世的”肥胖绅士出现时，“不可思议魅力的腹部”

顿时使群众的头像一阵风似地摇晃起来。“时间就

是金钱”的合理性再度出现。群众簇拥着大腹涌

入返回始发站的列车。

“留下的是被践踏的果皮。风，从野外轻轻

地吹拂着这座简陋车站的柱子。”
（横光利一箸，唐月梅译，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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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描写很妙，妙就妙在虚实相生，余韵袅

袅，创造出一种漫画般的讽刺意味。当塌方排除，

特快列车继续全速奔驰，空荡荡的车厢里只剩下

最初那个白痴。和《蝇》一样，同一时空并置的相

对化视觉空间形成了文本表层和深层的关系。借

助第三人称的叙述，被他者化的主体以“木偶”的

方式呈现，受到集团理性的支配，个人理性实际上

导向了非理性，由此证明“绝大多数”选择的盲

目。《头与腹》漫画式地折射出近代理性的扭曲。

它不仅营造出一种众声喧哗的效果，还把现代日

本人之间、现代日本人和白痴的世界相对化。让

你看到在文明社会里人的理性是如何像泡沫一样

在空气中消散。

如上所述，横光文学早期的文本是贯彻相对

性原理并以此导出文明审视的。它是建立在两种

视点空间的并置基础上、引入“他者化”的局外人

视角去看局内人的可笑之处，通过场景的蒙太奇

拼贴，机械的人物造型，快节奏的文体、反理性的

行动模式这一整套所抽象出来的木偶剧。透过苍

蝇和白痴的世界，使我们看到“特快列车”这样的

运输工具是怎样成为主导日本人理性的“全知全

能的叙述者”。因此，由新感觉推动的时尚一方面

是奢侈品，另一方面又是易碎品。矛盾在于，一方

面，现代文明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理性化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在流水线停转的情况下，速度等于效

率、时间等于金钱的现代理性立刻蜕变为非理性。

3 《时间》中的时间相对性

前面提到，四维空间的现实不同于三维空间

的静态，是与存在于时空中的观察者联系在一起

的，观察者既可以在不同的空间点去看(苍蝇），又

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点（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去看。

现代小说的时间观念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述节

奏，可以在微观和宏观两种场域中自由切换，在微

观场域中表现为瞬时性的突出。因而意识流小说

的时间是呈现震荡性质的，是零碎的、片段的主观

心理，这部分源于现代都市的出现对人造成的前

所未有的影响。“他们在看，却看不见社会现实。外

在的时间在失去意义，内在的记忆在改变形态，这

两方面的经验构成了现代主义独特的时间意识。”[7]

参考 1930年前后，伊藤整在《新心理主义文学》、

《关于意识流》等一系列评论，可以见出当时的批

评家对于詹姆斯·乔伊斯等人“内部描写”这一时

代性技巧的推崇。与自然主义描写的平板化、一

元性不同，“那是一种与外在现实相对立的精神内

部的现实……乔伊斯作为方法采用的意识流绝不

仅限于表面的隐晦和眩奇，而从侧面发现了重大

的现实而将其置于绝对的位置……在表现的同时

明确地获得了二元甚至多元的同时性。”[8]横光自

身也在《关于文字——形式和机械主义》中对这一

提倡有过具体的回应。“所谓心理，就是心的移动，

以及伴随心的移动产生的时间的推移。”[9]而在《关

于艺术派的真理主义》中，他指出了现代小说两种

不同的时间尺度：生理时间和物理时间。这两种

时间原本是彼此重合的，只在特定的时间点才会

分化出来。从《苍蝇》到《机械》（1930），之所以成

为一个转折点，源于横光逐渐为自己的文明批评

寻求一种渐进内化之道。小说把化学方程式当作

“看不见的机芯”植入人体的心脏，演变为“无限分

化的主体”这一活动人形。并且，这一事实的发现

皆在“我”头脑中成形，由此加深了“现代性”这一

内生性的致命因素。当精神分裂的“我”在恐惧中

说出下面的话时：

“我已经不认识我自己了，到底我来这里做了

什么即便问我，我也是不可能知道的。”（笔者译）

我一方面是我，另一方面又不是我，那么我到

底是谁呢？俨然现代的斯芬克斯之谜。这不是

《苍蝇》中自我与他者视点的相对化，而是自我与

自我的相对化。《头与腹》里的文明人和白痴的对

立形象重合起来了，白痴就是我，我就是白痴。沿

着这条自我相对化的思路，照着横光一贯的科学

分析精神往里想，不难看出为什么《机械》以后的

小说会逐渐由外在的描绘转入内心的纠葛。而新

心理主义小说就是日本的意识流，时间作为划分

心理空间的尺度是内置于其中的，因为不同的时

间点对应着不同的感觉，时间性是表现人物意识

的区间。“在吸食烟草的身体和不吸食烟草的身

体，从实体的计算上来讲，哪个才是更加正确的身

体呢？”（山本亮介、横光利，2008：120）比起日常生

活，文学更重视表现感觉，因为感觉也是现实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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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既然吸烟的人不同于未吸烟的人生活在非

日常的感觉之中，那么文学就不应该排斥这一感

觉，而且理所应当是文学表现的真理。文学的真

理，是真正流淌在精神与身体之间的某种冲动。

《时间》为横光之后的“心理弹子球游戏”（纯粹小

说）做好了方法论的铺垫。

横光在《时间》（1931）中试图挑战这一条件。

作者在肉体和精神的极限状态中赋予时间以二重

性（物理时间/心理时间），重新诠释了“时间这个恐

怖的怪物”。前者象征集团的理性，后者则代表个

人的感性。情节同时贯彻了物理时间向心理时间

推移的次序。由于领班携款出逃，房租（钱）成为

“我们”面对的中心问题。丧失了经济来源的“我

们”，不得不冒着深夜的大雨一同出逃。饥饿的

“我们”只有一张10元的钞票，想要把它破开，却又

怕兑换的人自己拿着跑掉。“所以这十块钱有没有

都一样。”[10]最初的希望和光明消失了，手心里攥着

的只有使人恐怖的沉默。为摆脱这可怕的沉默，

不约而同地进入了空想的世界。“不知是谁先说，

明天一到街，我得去吃猪排。另一个说，去吃寿

司。还有人说，比起寿司，鳗鱼更好吃。立刻有人

提出，我想吃牛肉。”而此时“我”“一心只想着朝着

脑部快速逼近的时间，脑海里的时间只和空腹有

关。行走在无限延伸开来的黑夜里的好像不是我

只有胃在晃动，时间对我来说不是别的，不过是胃

的量而已。”当空腹的感觉逐渐蔓延开来的时候，

物理时间——为理性所切割的时间开始转换成心

理时间——意识绵延的时间、为本能所感知的时

间。随着长途跋涉的深度疲劳和睡眠欲的侵入，

“我”意识深处的时间开始复活。“现在要是睡着了

必死无疑。可是，与夺走意识的恶魔战斗武器除

了被夺走的意识再没有其他了……意识到快睡着

的时候，啊的一声，下意识地把不知不觉夺走我意

识的东西推开。此时遇上了更加不可思议的事

情。就在这频繁进行的、生与死之间的往复运动

中，我感到了从未感受过的柔和的时间。于是我

还想更进一步，悄悄看一眼意识消失的瞬间，却又

啊的一声醒过来了。”在“我”的意识从觉醒状态到

濒临睡眠状态，最后再回到觉醒状态时，实际上已

在不经意间走过了一个生与死的循环。“柔和的时

间”存在于意识与无意识的分界。它既不同于白

昼时间清醒的意识，也不同于梦境之中晦暗的无

意识，而是一种介于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感觉，是

属于美与恐怖明暗交错的幻觉，并非如 clear一般

明晰的现实，而是一种超越日常、在生生死死中不

断上演的光与影交替而成的现实。它杀死头脑中

的观念，化去自我，令个人回到创造之始，与此同

时，消隐的自我方能与自然融为一体。日本学者

指出，横光在此超越了主客交流的法则，展现出柏

格森生命哲学的本质，用纯粹直观解救了变幻无

常的知性的法则。“不再是由知性把握不同空间的

并置，而是时间的继起成为生命内部绵延的秩序，

过去无间断地和现在相联系，现在持续地蚕食着

未来。其间，精神和精神彼此对视[11]。”在生与死的

往复中，体内流逝的时间不再由知性切割，而被纯

粹的直觉所把握，由此形成一种生命的绵延，随之

也消除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进而，

“我”的意识也融合至无边的“中间状态”。“再没有

比死前的快乐让人感到既眷恋又奢华又玲珑的东

西了。心就像舔到了新鲜的果汁那样品尝着极乐

的滋味激动不已。再没有比忘记自己更让人舒服

的事了。像天空那样快活的气体中连绵不绝地闪现

着色彩的波浪，到底生与死之间是由什么物质组成

的呢？也许这就是谁也不曾见过的死神的容貌。”

《时间》的结尾，是“我”通过“属己的时间”这

一意识层面的再确认，消除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

“他者性”，“我”尽力施展的“暴力”将他们从地狱

的大门前重新拖回“生”的轨道。“又是揪头发，又

是吃巴掌。有人挨了铁拳，还有人脸上留下了淤

青……但只要一停下来，这些人就会掉进死亡的

深渊……这究竟是爱还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习性

呢……大家像花朵一般围绕成一团，有的头到了

别人腿缝里，有的大腿挨着别人胸口。不知道是

打了谁，也不知道打了哪儿，如果有谁想悄悄停下

来不打，那他就会死掉。因此，必须尽量打到每一

个人。”小说最后的场面是：“我们”排成一列各自

用帽子传递水源，它象征着“我”在外部世界的主

体性得到确认。随着气候的推移（雨停月出），

“我”属己的时间性质发生了变化，趋向于和物理

时间的彼此一致。“当岩石中渗出的清水像五百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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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那样一道从咽喉、从腹部、流过足尖，像急流一

般渗入五脏肺腑，使我们重现生机。”“物理时间”

与“心理时间”也正是在这一延续生命的欲求中被

再度翻转过来，回到了日常。

4 《上海》中的时空相对性

围绕《上海》，以形象学进行纯文本阐释的研

究近年来层出不穷。结论无外乎通过丑化、污蔑

以及创造异国情调的中国人形象，来完成知识分

子与政治合谋的日本殖民思想。也有学者持反对

意见，认为《上海》表现出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批

判”。问题在于“批判”二字，为什么一定要强调

“批判”而不是其他呢？《上海》是否真的要寻求一

种批判的话语？为避免纯文本阐释的危险，保险

起见的方法是让我们暂时回到《上海》的写作动

机。众所周知，在芥川龙之介的建议下，1928年 4

月，30岁的横光第一次到访上海。横光自己说，马

克思在当时是日本的一股潮流，从自己 19岁到 31

岁之间马克思主义一直在他的头脑中萦绕不去，

事实上他也的确找到了开展民族矛盾，文化冲突

最好的舞台。所以，“我便一个人到上海旅行来

了。还特意买了有关上海的书和杂志总共四、五

百册……以便了解问题的性质，尽可能做到还原

历史的真实。”[12]请注意，横光在这里强调的是“历

史的真实”。那么什么是历史的真实呢？“真实”往

往意味着某种残酷的东西，而“历史”也非“原始要

终”的中国史和“万世一系”的日本史，而是整个东

亚遭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弱肉强食的国际法，

在近代被强行拉入到西方主导的统一的全球史。

自黑船事件以来，由于西方带来了不同的文化标

尺，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在不断发生位移。鸦片战

争以后，过去一度被奉为导师的中国面对的是文

化和国家实力的双失落。进而，日本的领军思想

家福泽渝吉在 19世纪 70年代抛出野蛮、半开化、

文明的三分法后，作为中国的近邻，当时日本的文

化精英的思想一方面有一种唇亡齿寒的危机意

识；另一方面也开始用这把标尺审视中国。从

1858年日本开国到 1862年遣派驻华使节，看到的

一边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丧权辱国的殖民地景

象，另一边是在虚无中拼命吸食鸦片的光景。

1863年曾国藩即将攻陷太平军重镇苏州时，大量

难民涌入上海，导致瘟疫流行，当局随后将堆积的

尸体及粪便投入黄埔江致水污染，据说当时有日

本番事因为饮用黄浦江不洁之水而病死，媒体随

后大肆宣传，这些负面的信息得以进入民众的意

识之中，使得奴性、肮脏成为中国人的代名词。

1890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及适者生存的进化

论传播进日本，动物的生存竞争开始被理解成国

家和民族的竞争。其次，直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开埠之前，上海只是相当于一个府县的区划，

随着殖民资本的涌入，上海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

崛起的新兴国际都市，在转型过程中必然会留下

新旧交替的陈积。巴黎在19世纪同样被称作是法

国的“恶之花”，但似乎没有人声称波德莱尔恶毒

诅咒或诽谤了巴黎。第三，上海在当时是连接世

界航道的重要枢纽和贸易口岸，通航的便捷加上

人员的流动性强，对性的消费需求大幅度增加，许

多周边国家如日本、俄罗斯的娼妓大量涌入从事

跨国卖淫。横光讲得好，“无论一个人的肉体如何

无工作无所事事，像一具行尸走肉，但只要他的肉

体占据了空间，就与那些满怀爱国心四处活动的

人是一样的。”《上海》一开始写参木和俄国娼妓乘

坐船只进入上海这样的场面也是符合历史的真实

的。所以，当横光说他不想写上海的奇闻轶事, 而

想写的是成为东洋垃圾场的，让人感觉奇妙的大

都市上海的时候，并非如国内学者认为的那样，

“他没有以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理

性和胸怀去观察、判断和选择，陷入了一个狭隘自

私乃至偏激的怪圈。”[13]他只是对文明角落里的肮

脏进行冷静的描绘而已。

其次，从《上海》的文本看，也找不出有对“日本

帝国主义”批判的证据。熟悉横光小说文体的人都

知道，他描绘的诸如暴动、嫖娼、杀戮都不是现实主

义的，而是不断以电影的剪辑，类似快镜头闪过，一

个片段接着一个片段地出现，既强化着现实的流动

性，也不断消解着现实的客观性。用横光的话来

说，就是“使五官接收到的意识节奏同步发生”（心

象のテンポに同時性を與へる）的努力；如同立体

派作家般，“在剧情发展中遗忘时间概念”（プロツ

トの進行に時間観念を忘却させ）；或如同表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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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达达派作家般，“将意识与现象的交互作用直接

投掷于一切形式的破坏当中”（一切の形式破壊に

心象の交互作用）[14]。也就是说，在主客体相互作

用的心象中，时空不是凝固而是不断流动，在流动

中相对化，在相对化中化为碎片，而心理随时空的

流动而变幻，突出的是永久的现在感，从而现实成

为主客观同步的“新感觉”。因此，仅从《上海》的

言说方式来看，并非基于现实主义的理性，自然就

谈不上“批判”了，遑论批判“日本帝国主义”。

那么《上海》究竟在诉说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

横光没有选择“适合安眠且无从分析的北京”，而

是选择“女人只需漂亮，男人只需金钱肌肉，幸福

就成了囊中之物”“一切都在资本上流动”的上海

呢？原因在于他紧紧抓住了现代金融的脉搏。上

海本身就是金融大动脉，立足东亚，汇通全球。我

们知道，明治维新以来，尽管日本自称是海洋国

家，既非东洋也非西洋，但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因

素，东亚始终是日本寻求自我认同的空间。如果

说东亚是相对于西欧而言的地缘政治空间，那么

上海作为连接东西方的海港，是华洋共处的桥头

堡，自然就成为东亚地缘政治的突出部。只要对

比一下租界内外，无需赘言，中西高下立判。这二

者的镜像对于置身中西之间的日本来说意味着什

么呢？势必成为当时的文化精英横光利一关心的

问题。上海乃东西方兵家之所必争，因此小说客

观上以 5· 30事件为契机，将上海的各种势力齐聚

笔下，依据直感的叙述多层次地展开。将暴动与

资本主义西方、亚洲主义日本、共产主义中国以及

殖民地中国彼此联结，各自以一种人物性格充当

象征性符号。如芳秋兰象征中国共产主义，钱石

三象征中国殖民地，山口象征亚洲主义日本，围绕

宫子的男性象征西方资本主义。用西方符号学的

术语讲，二者之间是符面和符意的关系，既是一种

影射，也一种表层/深层的象征性结构。正因为是

深层结构，它可以多角度的变形，是变调的。正如

条田浩一郎在『海に生くる人々』一书中把人物性

格与都市空间结合在一起，变成：宫子=殖民地都

市、芳秋兰=革命都市、阿杉=平民窟都市（井上谦、

神谷忠孝、横光利一等，2002：99），同样可以还原

小说的整体性。无论如何区分象征的符面和符

意，都可以看出，《上海》表现的不是一个中心，而

是多个中心，由多个中心各自形成场域，在场域和

场域之间存在干涉与衍射，从而拆散了现实的整

体-结构-中心。《上海》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

的“吸盘”，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或是为自己

的生命的操劳奔忙，或是被卷入冲突和死亡的洪

流。因此，《上海》拒绝单一的阐释，对《上海》的研

究要达到一种理性上的定性是无效的。“上海不仅

是世界上最新型的都市，而且还是一个不管你的

民族有着怎样了不起的思想和传统，都将在这里

显得一无用处的地方。”[15]上海是现代文明的高速

列车，上海就是资本——活的有机体，上海就是一

种话语。《上海》就是一个万花筒，无限破碎中有焦

点，焦点中呈现无限破碎。相对性原理构成的小

说观念使纳入到东西方之间的殖民与反殖民关系

相互重叠，由于不存在某个成为“中心”并统合一

切的视角，就会造成理解上的混沌感。

如果硬要从《上海》中找到一个无限破碎的焦

点，那么男主角参木的精神分裂症其实才是焦点

的焦点。如果说过去焦点实有，只是因为破碎，只

好在破碎里边求，那么过去精神正常，只是因为分

裂，因此只好在分裂里边求。破碎的焦点，精神的

分裂，其实已经暗示出日本的自我认同在横光那

里不能得到最终的解决。不仅《上海》没有解决，

《欧洲纪行》没有解决，《旅愁》也没有解决。龟井

秀雄认为，《上海》把原本作为附属品而存在的日

本人“肉体”从精神层面中解放出来的正是参木，

他纠缠其中的世界各国的“移动领土”事实上是进

入《上海》的关键。[16]在最后的定稿本中，在参木和

芳秋兰的似恋非恋的关系中可以看到，横光一方

面想要亚洲的认同（尽管是出于想象上的认同），

另一方面又放大了日本与亚洲的对立。“自己不像

是凭着自己做思考，他感到自己是被祖国所思

考。最初他想凭着他自己进行思考。但那实际上

就等于什么也没有思考。”精神分裂走向极致就意

味着进入“白痴”的状态，就是这样一张带着中世

纪倦容的日本人,穿着支那衣服饿着肚子走在上海

的街头上，为了被人杀掉而努力地寻找食物，他一

边走一边感到自己的身体失去了重量变得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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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精神恍惚地俯视着黏糊状的水面时，“一直

站着不动的人们向他冲了过来，刹那间，他感到天

空裂成了两半。同时，他一个倒栽葱掉进了强劲

的风的断面中。……他环顾四周，自己的身体正

浸在柔软的黄色的粪便之中，只露出一个脑袋在

外面。他想要站起来，可是站起来干什么呢？当

他发觉自己的身体整个儿倒在粪便中就像要测试

自己的比重那样时，他又独自傻笑起来。”[17]因饥饿

而变得透明的身体是等待成为纯粹的自我，是化

去了日本和中国各自的时空而成的纯粹的身体。

正如马祖道一所说：“我身既非实在，此痛从何而

来。”当虚无化的自我又回到“判断中止”的状态

时。“阿杉姑娘，你过来呀！你想什么也没有用

了。什么也别想，到这里来吧！”参木朝阿杉伸过

手去，于是阿杉的身体热烘烘、沉甸甸地倒在他的

两只胳膊上了。与此同时，身穿湖色皮袄的秋兰

早在参木的手臂中水灵灵地尽情地膨胀开来。通

过这个奇妙的隐喻，被幻觉笼罩的参木把中国和

日本的身体一同拥抱在怀中。

如上所述，《上海》就是一个万花筒，无限破碎

中有焦点，焦点中呈现无限破碎。它的时空建立

在反中心立场的相对性原理之上。是由资本主义

西方、亚洲主义日本、共产主义中国以及殖民地中

国至少四股势力构成的破碎时空。日本为《上海》

寻求确定性的主题是无效的，一切都处于复杂网

络的相互作用之中。《上海》是破碎的结构，结构中

有解构，它突出表现在参木主体性破碎、耗散、离

心的虚无化倾向上。从横光写作动机上来看，《上

海》原本要解决的是日本在东西方之间的自我认

同问题，这个在明治维新以来就存在但一直没解

决的问题。同样也是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

避的问题。日本的自我在哪里？日本的国家定位

是什么？日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由于上海

是中印和洋，彼此共处的国中之国，对于日本的精

英知识分子来说，是在东西方彼此作推手的逆境

中求生存，寻求自我认同的最佳空间。过去的历

史已经证明，日本没有可能在相对中求得绝对，日

本的未来同时悬于亚洲和西方。然而，正如上海

这座文明的牢笼中流淌出来野蛮和非理性一样，

1933年 3月 27日日本退出国际联盟，随后发动全

面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而《上海》通过透视一

个身在中国的日本人置身于现代文明的天堂与地

狱之间扭曲挣扎的心灵，可以看出日本精英知识

分子在“风雨欲来风满楼”大战将至的前夕，对日

本和亚洲的前途和命运中所作的集中思考。正是

在这一点上，它超越了《苍蝇》和《头与腹》，成为新

感觉派的集大成之作。

5 结 语

有日本的研究者认为：“横光氏是极其混沌的

作家，是那种一眼看上去感觉不出清晰轮廓的类

型。”[18]我想，正因为是置身于日本和西方这两种不

同的文化传统，同时又试图去调和这两种传统，所

以在横光的思想中，才会既表现出西方文化中个

人主义的现代性透视，同时又流露出日本右翼狂

热的民族主义。所以，作为方法的“相对论”，看似

是一种文学理论，其实是想以文学实验去调和这

一组针尖对麦芒的对立。理解了这一点，基于横

光文学的双重性格所产生的对立评价就不足为奇

了。横光的失败源于调和东西方两种思维的失

败。但是，横光的尝试依然极富创造力。他一方

面在文学中尊重感性，另一方面又强调理性，既用

理性规范感性，又用感性去衬托理性，最终化为一

种悟性（或曰知性、理智）。日本文化的因子里不

乏感性，也不乏道德，唯独缺乏悟性，而横光贡献

的恰恰是这一宝贵的悟性。尽管他给出的答案是

错的，但提问的方式是对的，他没有指向问题的答

案，但指向了问问题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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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komitsu Riichi and Relativism

Abstract: "Relativism", as a method, runs through the experimental literature of Yokomitsu Riichi. To practice cultural

criticism, Hae [A Fly], and Atama Narabini Hara [Head and Belly] contrast the living space of modern Japanese with the

visual space of dehumanization. Jikan [Time] uses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time to symbolize group sense and personal

sensibility, and gives a further grasp of schizophrenic diseases of civilization of the modern Japanese. Shanghai is a text about

Japan seeking self-identity between the Eastern world and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1930s. Yokomitsu integrates Hae's space

and time with Jikan's space and time, and creates a formation in which four forces (Capitalism in the West, Asianism in Japan,

Communism in China and Colonialism in China) exist. Shanghai breaks up the whole- structure- center of reality, and there

exists focus in the infinite fragments of the broken-up pieces and the focus also shows the broken-up pieces. Shanghai has a

broken structure that consists of deconstruction itself, hence criticism could not be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Shanghai, and it is

also not valid to make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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