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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作为大江健三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

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一直都是大江研究者们

瞩目的焦点。比如，瑞典皇家学院的颁奖辞就尤

其关注大江在这部小说中的叙述方式，认为“他把

发生在两条不同的时间轴上的一系列事件准确地

推向悲剧的顶峰”[1]。阅读这部小说的第十二章

“在绝望中死去”后，我们不难发现，将悲剧推向顶

峰的推手，是一桩牵涉到暴动领袖鹰四的命案。

至于这桩命案的过程，大江在小说中并没有直接描

写，而且命案当事人鹰四的陈述也全部是虚假的，

使得读者只能从蜜三郎的质疑和推测中去了解事

件的真相。这样的叙事手法，产生了两个与命案相

关联的故事：1.命案的真实过程；2.鹰四的谎言被识

破。这与法国文学批评家托多洛夫归纳的侦探小

说的特征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侦探小说不是包含

一个故事，而是两个，即犯罪的故事和侦破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在第二个故事开始前就结束了。同时，

纵观全文会发现，“万延元年的农民暴动”的史实作

为贯穿整部小说的线索，也是通过不断搜集证据，

经历了由假到真的过程，才最后真相大白的。这与

以“由假到真”为叙事规则的侦探小说如出一辙。

然而，仅凭上述的相似点就贸然使用托多洛夫的理

论来分析《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恐怕会引起读者的

质疑：纯文学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真的会与侦

探小说有瓜葛吗？用遥远的欧洲文学理论来分析

日本小说，这种办法真的有效吗？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作为日本战后文学中最

成功、影响力最大的作品之一，至今仍然是日本小

说界的标杆。尾崎真理子曾这样评价了它的影响

力：“从文学影响力之大来看，位于战后第一的，恐

怕就是这部作品了。可以说，对于以村上春树

《1973年的弹子球》这个题名为中心的作品，也施

加了各种影响。最近，在轻小说作品中，也出现了

有关兄弟和土屋仓库的推理小说。”[2]《万延元年的

足球队》之所以能够催生推理小说（侦探小说），无

非是因为该作品本身就隐含有侦探小说的元素

吧。不过遗憾的是，据笔者目力所及，还尚未发现

该方面的相关研究。与此同时，笔者认为，用欧洲

的小说理论来探析该作品中的侦探小说元素，也

并非荒唐之举。众所周知，大江是一位长期关注

西方文艺理论，在创作手法上自觉寻求突破的作

家。为了将侦探小说的元素植入整个故事之中，

大江极有可能参考了欧美侦探小说的叙事规

则。 但是，如果仅是采取与侦探小说这种通俗文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对侦探小说叙事的借用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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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无论是鹰四涉及的命案，还是万延元年的农民暴动，都有一个

从假象到真相的揭露过程，这就使得对该文本进行侦探小说叙事的分析具有了可能性。本文拆解了

原文本，对各个情节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大江在运用侦探小说叙事规则的基础上还

进行了突破，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模式；为了使这种新的叙事模式顺利运作，大江还设计了“双重

真假错位”，并运用在了之后的小说人物塑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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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相同的叙事策略，恐怕《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还

不足以赢得文学界的高度认同。基于上述猜测，

本文拟用侦探小说的叙事规则来对《万延元年的

足球队》展开文本分析，挖掘它们的契合点，弥补

该类研究上的欠缺，以便管窥大江健三郎所采取的

叙事策略是如何给他的小说带来了创新之处的。

1 复杂转换和真假转换

在进行文本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明确侦

探小说的叙事规则是什么。叙事学的奠基人之一

托多洛夫为叙事确立了两项原则：接续原则和转

换原则。即，故事的各个情节之间，可以是接续的

关系，也可以是转换的关系。然而，倘若一部作品

里面只存在接续关系，不存在转换关系的话，那么

从叙事的角度而言是不成功的。这两项原则在作

品里面缺一不可：即使是最简单的、最不精心制作

的叙事作品，也都同时运用这两个原则。[3]转换原

则比接续原则更为复杂，也具备更强的情节推动

力。通过分析薄伽丘的《十日谈》，托多洛夫将转

换关系归为两类：1.计划到计划实现的关系；2.对

事件的错误感知和正确感知形成对立。从叙事谓

语类型学的角度考察，这两种转换又可以称为简

单转换和复杂转换。简单转换中，只有一个谓语

和一个主语，例如：X打算犯罪；X开始犯罪；X没

有犯罪。而在复杂转换中出现了两个谓语，相应

的也就能存在一至两个主语，例如：X(或Y)假装X

犯罪；X(或Y)认为X犯了罪。[4]显然，侦探小说具

备了这两种转换原则。但是在侦探小说中，第二

种转换原则的使用更为重要。因为侦探小说是一

种“研习型”叙事，即调查不断回到同一些事件上

来，查验和纠正最小的细节，直到凶杀故事真相大

白。在这一过程中包含了两种价值，即真与假的

对立。而毫无疑问，所谓真假的对立就属于“对事

件的错误感知和正确感知形成的对立”。

粗略地介绍了侦探小说的叙事规则之后，让

我们重新回到《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上来。在这部

小说中，大江健三郎首次采用了二人组的模式，即

“叙述者”蜜三郎和“行动者”鹰四，整个故事的进

程是由从美国回来的鹰四所推动的。他效仿先人

在 100年前——也就是万延元年——领导的农民

暴动，将村子里精神萎靡的年轻人组织起来，成立

了足球队，带动全村人袭击了朝鲜人的超市。袭

击之后，他伪装成打死村里姑娘的凶手，向蜜三郎

坦白了自己和妹妹的乱伦之后开枪自杀了。小说

的两个关键部分，即暴动的高潮到鹰四的自杀，正

是通过“姑娘之死”这桩命案衔接起来的。命案的

发生，使足球队员们一哄而散，这不仅宣告了暴动

的失败，也为鹰四搭建好了自杀的舞台。如此关

键的情节，自然是经过了大江精心设计的。小说的

叙述者蜜三郎没有目睹命案的过程，而是半夜被他

的妻子叫醒，来到了嫌疑人鹰四的面前，此时鹰四

的“犯罪过程”已经结束。据鹰四交代，他打算强奸

村里的姑娘，却遭到了激烈的反抗，一怒之下便用

石头砸死了她。同时还列举了自己犯罪的证人和

证据，试图证明自己犯罪的事实。蜜三郎则根据证

据和鹰四的陈述进行了推理，拆穿了鹰四将自己伪

装成凶手，掩盖真相的谎言。从表面上看，这个故

事与一般的侦探小说正好相反，因为侦探小说的犯

人通常总是力图证明自己的无辜。然而，从侦探小

说的叙事规则出发的话，无论是证明自己有罪还是

清白，都属于掩盖真相的行为，涉及到了真假的对

立，即第二种转换原则。因此我们说，用侦探小说

的叙事规则分析这一事件乃是可行的。

2 命案的假与真

如同本文开篇所提到的，侦探小说具有二重

性，即侦探小说不是包含一个故事，而是两个，分

别为犯罪的故事和侦破的故事。这种具有二重性

的侦探小说又可以称为推理小说。犯罪的故事在

小说开始前就已经结束，因此小说的全部内容都

是在描述从发现案情到揭露真相的这一过程。《万

延元年的足球队》中的命案无疑符合上述的界定：

命案的过程在叙述者蜜三郎发现之前就已经结束

了。此时，鹰四和蜜三郎被大江赋予了新的身份

和目的：鹰四—犯人—隐藏真相；蜜三郎—侦探—

揭露真相。这也就意味着，必须通过蜜三郎的推

理，读者才能了解此案的真相。

按照推理小说的叙事方法（从证据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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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文本拆分成如下几个部分：

案发地点：鲸岩

嫌疑人鹰四陈述的案件始末1：他打算强奸村

里的姑娘，遭到强烈反抗后，用石头将其砸死。

嫌疑人鹰四陈述的案件始末2：鹰四用左手压

住姑娘的脸，却被她咬住手指，因此在砸的过程

中，手指断在了尸体嘴里。

证据A：满身血污

证据B：尸体嘴里的断指

证人C：隐士阿义

证人D：岗哨

证人E：星男

虚假的犯罪动机：强奸欲

真实的犯罪动机：创造一个罪犯的自我，以惩

罚自己发起暴动的行为。

叙述者蜜三郎的推理 1：姑娘先是死于事故，

鹰四在尸体上做了手脚，将自己伪装成凶手。

叙述者蜜三郎的推理2：姑娘跳车摔破了头，鹰

四因为移动尸体或者是将流出的血抹在自己身上而

沾满了血污。并在岗哨离开后伪装了犯罪现场。

叙述者蜜三郎的推理3：鹰四用木棍撬开尸体的

嘴巴，将手指伸进牙间，然后用石头击打尸体的下颚。

蜜三郎（侦探）的逻辑将上述的片段串联起

来，使命案变得详实、丰满，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

推理故事：鹰四在众人面前讲述案件始末 1，并给

出证据A和证人C。蜜三郎立即质疑了证据A和

证人C的可靠性，认为证据A是鹰四为了保持自

己作为罪犯的心态而有意提供的，而证人C则是

一个疯子，不具备证人的可靠性，于是蜜三郎做出

了推理 1，并质疑鹰四，为何要将犯罪地点选在鲸

岩。鹰四辩解，称鲸岩适合停车，且具有隐蔽性，

不会被证人D发现。蜜三郎再次质疑，认为证人

D距离鲸岩不足 50米，如果鹰四在鲸岩将受害者

打死，那么受害者的叫喊声必定会引起证人的注

意，导致证人D赶到现场，从而目睹全过程。然而

证人D并没有目睹犯罪过程，所以证明鲸岩不是

犯罪现场（而是事故现场），并做出了推理2。此时

证人E反驳了鹰四的犯罪动机，称姑娘曾主动勾

引鹰四，所以鹰四与姑娘发生性关系并不需要强

奸。鹰四随后出示了证据B，同时补充了案件始

末2，试图证明自己是犯人。蜜三郎根据之前的证

据、证词，做出了推理3，解释了证据B是如何出现

的，从而揭露了事件的真相。

通过阅读这个简化后的推理故事，我们很容

易发现，情节之间的关系是第二种转换。从叙事

谓语类型学的角度来考察，上述的转换均为复杂

转换，即鹰四假装是鹰四犯罪，而蜜三郎认为鹰四

没有犯罪。从真假转换的角度来考察的话，通过

研习型叙事，鹰四的陈述 1转换成了蜜三郎的推

理1和2，鹰四的陈述2转换成了蜜三郎的推理3，

假动机转换成了真动机。对读者而言，获知案件

真相的唯一途径是蜜三郎的推理，也因此而得知，

鹰四的陈述全部都是非真实的。如此，我们便可

以得出以下结论：大江健三郎在《万延元年的足球

队》中，为了描写“鹰四打死村里的姑娘”这一事件

而采取的叙事方法，基本遵循了托多洛夫归纳的

一般推理小说的叙事规则。然而，这个结论又产

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大江笔下的“鹰四打死村里的

姑娘”这一事件，仅是照搬了作为通俗文学的推理

小说的叙事方法吗？

3 侦探小说叙事之外

在后现代主义盛行的今日，关于侦探小说的

批评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即便如此，各种研究

结果依旧表明，侦探小说仍然十分顽固地遵循着

它的教条：“如今批评界已不再简单地将这一文学

类型归于通俗文学的范畴……另一方面侦探小说

仍是叙事文学中留存下来的最原始的小说形式，即

大起大落的情节和对基本叙事程式的严格遵守。”[5]

可以说，即使是最出色的侦探小说，也只能存在于

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的缝隙之间，不被后者所接纳。

托多洛夫认为，侦探小说的尴尬处境，正是由它遵

循规则的特点所造成的。越是典型的侦探小说，越

能体现对体裁的遵守。而反观经典的纯文学作

品，它们都违背了先前流行的体裁规则，不落俗

套，自成一派，为文学注入了崭新的活力。作为大

江健三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万延元年

的足球队》自然不可能照搬推理小说的叙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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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们不妨大胆设想，大江一边遵循着推理小

说最基本的叙事规则，一边又在寻找着某种突破。

重新回到推理小说的规则问题上，我们可以发

现，除了最基本的叙事规则（真假转换）之外，推理

小说还被其他的教条束缚着：推理小说界要求小说

的写作风格必须中立和简明；侦破的故事通常由侦

探的某个朋友讲述出来。这两条的目的都是避免

第二个故事给第一个故事投下无用的阴影，影响读

者中立的推理体验。（托多洛夫著，侯应花译，2011：

8），大江健三郎毫不犹豫地违反了这两条教条。“鹰

四打死村里的姑娘”的文本中，叙述者不是别人，恰

是扮演侦探角色的蜜三郎自己。推理的过程充满了

蜜三郎主观意识的流动、对鹰四的鄙夷。他从一开

始就不相信，孩童时代软弱胆小的鹰四能够犯下杀

人罪：“作为一个暴力罪犯，他似乎太脆弱，太缺乏经

验了”，“看到鹰四卑下狼狈的神情，我心里感觉到更

深的厌恶”，“我没有惩罚鹰四，只是满怀蔑视地认

定，他不过是一个从玩蜈蚣那时起便不曾变过的小

毛孩子。”[6]在前文我们提到，相对于推动情节的“行

动者”鹰四，蜜三郎是一个冷眼旁观的“叙述者”。蜜

三郎原本是一位大学专职讲师，因为友人的自杀和

残疾儿诞生的打击，精神面临崩溃。为了抚平精神

的创伤，便和鹰四一道返回故乡。对于山谷发生的

事情，以及鹰四的暴力行为，蜜三郎舍弃了中立的立

场，而表现出批判的态度。兰立亮（2015）将这种叙

事方法称为“知识分子视角”：“小说通过‘我’这一知

识分子的视角，冷静地讲述了一个历史与现实交织、

中心与边缘对立的复杂世界。我们看到，对历史的

讲述赋予了这部小说一种广阔的视野，也体现了作

者大江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刻反思。”[7]即，“我”这一知

识分子视角的设定体现了大江的边缘性写作特点。

“中心与边缘”的概念是大江从文化人类学家山口昌

男处借用的，意在通过描写边缘来辐射整体，进而展

现出整个时代的危机：“小说如何把握时代，如何从

整体上来表现时代？不容怀疑，这是一个即将在眼

前灭亡的危机四伏的时代，把握现代危机的本质的

方法就是必须站在边缘上，不能以中心为指向。这

一整体性的表现就是必须站在边缘上、从结构的隐

性方面来完成。”[8]而知识分子视角，正是把主流意识

放置在边缘，以此来批判现实、体现危机。经过以上

分析便不难看出，在运用推理小说最基础的叙事方

法上，大江还主动引入了知识分子视角，有意识地背

离了推理小说的其他规则。

即便如此，蜜三郎仍然充当了侦探的角色，他

串联起了证据，推导出了真相。但是，这样的描写

方法不仅对读者辨明真相、体验推理毫无帮助，甚

至让文本变得晦涩。如果将推理小说的叙事手法

看成是“转换原则2+A”（转换原则2为托多洛夫提

出的“对事件的错误感知和正确感知形成对立”，

A 为除了转换原则 2 之外的推理小说的所有规

则）的话，则不妨将大江所采取的叙事手法称为

“转换原则 2+B”（B为除了转换原则 2之外，大江

所采用的所有其他叙事方法，这里面包括了前文

提及的知识分子视角）。我们发现，他的创新之

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A与B的不同。

由此可见，大江在“鹰四打死村里的姑娘”的

文本中采取的叙事手法，虽然遵循了推理小说最

基本的转换原则，但对于其他的规则，大江则选择

了违背。大江在推理小说的叙事基础上，创造了

与推理小说不同的、“转换原则2+B”的叙事手法，

并用此手法完成了“鹰四打死村里的姑娘”这一情

节的创作。其实，将目光投向《万延元年的足球

队》小说全篇，不难发现，“转换原则 2+B”的叙事

模式贯穿了整体。小说的线索——“万延元年的

农民暴动”的历史真相，如同悬案一般扑朔迷离，

众说纷纭。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蜜三郎和鹰四对此

事的记忆就有很大的出入。蜜三郎持有的观点

是，曾祖父的弟弟发动暴动之后，曾祖父帮助他逃

到了高知县，后来他又前往东京，成为高官。鹰四

则认为，曾祖父没有帮助弟弟逃离村子，而是杀了

他，还吃了他腿上的一片肉，以证明自己与暴动无

关。除了蜜三郎和鹰四两兄弟之外，村里的乡土

史学家和住持也持有自己的观点。乡土史学家在

战争开始那年的冬天还是小学的首席教员，他为

学校汇演编写了剧本，剧本的内容就是曾祖父杀

死了他的弟弟。而后蜜三郎写信给他询问实情，

他又表示当年的剧本有误，曾祖父的确帮助他的

弟弟逃到高知去了。住持的看法与乡土史学家相

近，并补充了细节：曾祖父的弟弟以牺牲他手下的

“青年小组”为代价，换取了曾祖父的帮助。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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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的末尾，根所家的地下室被发现了。蜜三

郎通过地下室里的种种证据，推测出了真相：曾祖

父的弟弟在起义失败后没有逃往高知，而是将自

己幽禁在仓房的地下室里，总结教训。在维新后

他再次领导起义并大获成功，事后他返回地下室

度过了余生。这一历史事件真相的揭开，与“鹰四

打死村里的姑娘”事件的叙事手法，可以说并无二

致：事件经历了从错误认识到正确认识的转换；叙

事并非简洁、中立。

不过，即使对“鹰四打死村里的姑娘”这一事

件的侦破和对“万延元年的农民暴动”真相的揭露

采用了同样的叙事模式，但它们之间的不同也是

显而易见的。就一般的侦探小说而言，为了让“假

到真”的叙事规则在小说里有效运作，真相就必须

作错位处理，即制造一个假象，否则“从假到真”就

无从谈起。托多洛夫就真假错位于侦探小说的重

要性做过阐释：“到了最后，真实与逼真（假）才重

新汇合；但这意味着人物之死和故事的终了：故事

若要继续，真实就必须同逼真错位。”（托多洛夫

著，蒋子华译，2001：81）托多洛夫的阐释是极其正

确的，侦探小说情节的依据不是其他，正是假与真

之间的张力。真相大白，故事也就失去了继续的

意义。《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这个规则依然被遵

守着。在“鹰四打死村里的姑娘”的情节里，鹰四

编造了用石头砸死村里姑娘的谎言，使真假错位；

蜜三郎根据线索的推理使真假又重合在了一起。

于是推理故事结束，鹰四也走向了自杀的结局，这

完全符合托多洛夫的阐释。然而，在“万延元年的

农民暴动”真相的揭露过程中，则发生了变化。鹰

四和蜜三郎对事件的看法各执一词，但无论是蜜

三郎的看法也好，还是鹰四的看法也好，都是非真

实的。也就是说，不仅真假发生了错位，假与假也

形成了错位，在结局出现了“两假与一真重合”的

情况。显然，这种双重的真假错位比一般的真假

错位具有更强大的张力。蜜三郎以他“知识分子”

的逻辑，反驳了鹰四的观点，并且得到了当地权威

人士——乡土史学家和住持——的旁证和补充，

似乎已经推理出了事件的真相，此时假和假完成

了重合。读者遵循着叙述者蜜三郎（侦探）的思

路，以为真假已经重合。然而大江在结局时却毫

不留情地抛出了事件决定性的证据，推翻了蜜三

郎先前的推理，而让蜜三郎根据这些证据重新推

理出了真相。至此，真假的重合才得到完成，小说

也迎来了最终的结局。这样的反转较一般的侦探

小说而言，无疑具有更加令人震撼的力量。

对于这种双重错位的写法，大江健三郎在他

的口述自传中有过描述：“我还在考虑，把像是在

一点点错位的两幅画重合在一起，使得第三个真

正的‘真相’在其对面浮现而出，设法借助语言不

就可以表现出真正的‘真相’了吗？这就是我这个

为此而殊死搏斗的作家之人生。这条艰难道路的

起始点，我认为便是《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了。”（大

江健三郎著，许金龙译，2008：101）的确，从《万延

元年的足球队》开始，大江便在自己的小说中有意

识地展开了真相与谎言的错位。但是，这些作品

中虽然运用了让真相与谎言产生错位的手法，但

目的并非是为了使某个事实变得扑朔迷离，而是

体现在了角色性格的塑造上，例如《被偷换的孩

子》。主人公古义人和好友吾良在年少时经历了

一个可怕的事件。极端右翼分子大黄等人打算袭

击美军基地，于是利用美少年吾良引诱美国军官

来到深山并且将其杀害。而后，大黄手下的年轻

人又用血淋林的小牛皮将古义人和吾良裹住，以

此来羞辱他们。事后，古义人和吾良都没有勇气

直面真相，所以两人在交流中不断对其进行粉饰，

以推卸自己的责任。然而对真相的粉饰并没有减

轻他们内心的痛苦，这件事成了古义人和吾良终

身的阴影，致使吾良自杀，古义人也因此长期失

眠。大江是这样来描述这些人物的：“迄今为止，我

一直在写那些人，不停地说着‘要说出真相吗’可结

果却无法表现真相的那些人。”（大江健三郎著，许

金龙译，2008：101）这种写作方法，描绘出了一个个

被真假所撕裂，沉沦在“真正的苦楚之中”的人。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大江健三郎的小说里虽

然存在一些侦探小说的叙事规则，但并非是原封

不动地照搬。《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为了描写对

“鹰四打死村里的姑娘”事件的侦破和对“万延元

年的农民暴动”真相的揭露，大江健三郎遵循着托

多洛夫归纳的一般推理小说叙事的基本规则，即①
构建真假错位，②情节之间的主要关系为真假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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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与此同时，对于侦探小说的其他规则，如中立

简洁、第三者叙述，大江则没有原样遵循，而是融入

了知识分子视角等其他的元素，创造出了独特的

“转换原则2+B”的叙事模式。为了使这种叙事模

式在小说中有效运作，大江在侦探小说的“真假错

位”的原则之上，还设计了“双重的真假错位”的情

节，使小说有了更大的张力。在《万延元年的足球

队》获得成功后，大江便将“错位”的写作手法从情

节创作中剥离出来，运用到了小说的人物塑造之

上，给大江文学中的人物带来了独特的魅力。

4 结 语

开篇已经提到，大江健三郎是一位十分注重

小说理论的作家。兰立亮（2011）根据大江健三郎

的创作主题、创作意识和创作方法的转变，将大江

健三郎的创作生涯分为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1957-1964）存在主义与生存危机意识；第二阶段

（1965-1979）结构主义与历史文化意识；第三阶段

（1980-1999）日常的发现与灵魂救赎意识；第四阶

段（2000-）解构主义与后期风格。[9]《万延元年的

足球队》即结构主义与历史文化意识阶段的第一

部作品。上述观点与本文的结论相吻合，即大江

在该小说的结构设计与叙事策略上，参考了欧洲

结构主义的理论。但只要对大江稍作了解就会知

道，大江对于欧洲的哲学、文艺理论，特别是存在

主义的接受，以其长子的出生为节点，前后态度有

着明显的变化。胡志明(2000)的研究表明，早期的

大江对于存在主义是全盘接受的，也因此进入了

一个创作的瓶颈期。残疾儿的出生，使大江的个

人生活陷入了危机，因此他也明白了基于西方价

值判断的存在主义无法解决日本的问题。于是大

江以个人的经历为基础，创作了小说《个人的体

验》，完成了对萨特存在主义的消化和吸收，将之

转变为东方式的、大江式的存在主义。[10]当然，对

于包括结构主义在内的其他欧洲思潮和文论，大

江也做了相应的扬弃。如前文的分析所示，大江

健三郎将侦探小说的叙事手法，进行了转变、改

良，应用到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扎根于日

本本土的想象力，经过大江化的西方文论加工之

后，成为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将个人生活的体验与

整个时代联系在了一起。这种独一无二的写作方

式，正是大江文学获得世界承认的原因。但是，面

对以晦涩难懂而著称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本

文也只剖析出了大江所使用的叙事手法的冰山一

角。毋庸置疑，大江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留

下的文学谜团，还有待我们继续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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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rrowing and Transcending of Detective Novel Narratives in The Silent Cry

Abstract: In The Silent Cry, the murder case involving Takashi and the rebellion in 1860 are both needed to expose the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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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makes it possible to analyze the narrative of the text in a way specific to detective novels. This paper deconstructs the text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key plot to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Kenzaburo Oe created a new narrative way
based on detective novels; he also designed a "double malposition" for the new narrative way and the creation of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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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用 语 对 照

文 学 领 域（近现代部分）
日 文

英文学者

歌人

女性作家

エゴイズム

クラシシズム/古典主義

実存主義

ジンゴイズム

ニヒリズム

ヒューマニズム

モダニズム

楽天主義

リアリズム/写実主義

ロマンチシズム/浪漫主義

エピソード

エンターテインメント

写本

スケッチ

翻訳物

仏典

プロレタリア文学

ポピュラー文学/大衆文学

歌論

ベストセラー

ロングセラー

中 文

英国文学学者

“和歌”诗人

女作家

利己主义

古典主义

存在主义

沙文主义

虚无主义

人文主义、人道主义

现代主义

乐观主义

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

逸事、插曲

娱乐

抄本、写本

小品文、写生

译本

佛教经典

无产阶级文学

大众文学

和歌评论

畅销书

长销书

英 文

scholar of English literature

(tanka) poet

woman writer

egoism

classicism

existentialism

jingoism

nihilism

humanism

modernism

optimism

realism

romanticism

episode

entertainment

a (book in) manuscript, a written copy

sketch

a translation

buddhist scriptures

proletarian literature

popular literature

essay on waka

bestseller

longtime [long-term] seller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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