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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KUSHU TO KENKYU

战争时期日本文人的矛盾与软弱
——以三好十郎的《浮标》为例
华侨大学 外国语学院
奈良大学 文学部
[摘

要]

郭惠珍
上野 诚

《浮标》是三好十郎于 1939 年创作的一部自传式戏剧。虽说是自传式，但作者在剧中改用

《万叶集》代替现实中用来缓解妻子病情的吉他，剧末妻子两界徘徊之际，作者为她朗读了十首万叶和
歌。本文结合作品的时代背景对这些和歌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从三好十郎对万叶和歌与众不同的选
择方式，分析出日本文人在当局言论统制下为求生存所暴露出的矛盾与软弱，以及战争给日本文人带
来的精神扭曲与身心分裂。
[关键词]

三好十郎 浮标 万叶集 矛盾 软弱

2016 年 9 月 2 日，三好十郎的代表作《浮标》在

三好十郎（1902-1958），早稻田大学出身，原

日本进行第五次公演。笔者赴日时间与公演时间

为普罗文学诗人、剧作家，后因一系列政治事件，

擦肩而过，甚是遗憾。早些年阅读过该剧本，内心

让他对组织产生了怀疑和动摇，最终于 1933 年退

被剧中的万叶和歌牵动着，被夫妻间的纯爱感动

出日本无产者演剧同盟。同年 11 月，妻子坪井操

着，无论如何都想一睹该戏剧。最后有幸在奈良

去世。
《浮标》写成于 1939 年 11 月，正好是妻子的

大学上野诚教授的课堂中，观看了长达四小时的

七年忌。三好十郎 1952 年在《浮标》后记中写道：

公演录像。观剧后才发现，以前自己对该剧本的
理解是多么浅薄和无知。

“该作品所描写的是距今约 18 年前，我在千叶郊
外的海岸边照顾身患重病的妻子时的身边事，内

故事发生在 1939 年夏末，千叶郊外的海岸

容几乎是当时的原样。事件的选择与结构多少进

边。西洋画画家久我五郎不分昼夜地照顾着身患

行了戏剧手法的处理，但也是半无意识的，有意识

肺结核的妻子美绪。因不满画界丑态乱相，远离

增减之处全无。
”[1]关于这一点，三好十郎的好友堺

画界的久我五郎生活穷困潦倒，债台高筑，又逢妻

诚一郎，在 1940 年首次公演中出演五郎唯一好友

子的家人逼迫转让房产权，唯一的好友也即将奔

赤井源一郎，他曾证言作品多少有些虚构之处，但

赴战场。在这一系列的困境中，美绪的病情不断

剧作家三好就是作品中的画家久我，这一点与自

恶化。弥留之际，美绪苦苦央求五郎为其朗读《万

己当时的所见所闻没有丝毫出入。[2]因此，该作品

叶集》，五郎无法阻挡美绪的离去，用几近咆哮无

一直被公认是三好十郎的自传式演剧。

助的声音朗读着。面对一步步远去的妻子、一步

笔者对作品中万叶和歌的选择颇感兴趣，尝

步来临的战争，在经济、艺术、宗教、科学诸多方面

试进一步通过作家自身的经历来理解作家借万叶

都无法依靠的环境中，五郎用《万叶集》诠释着他

和歌所想表达的情感。在查阅作家当年遗留下来

对妻子的爱、对生存的执着、对社会的鞭挞。

的记事本的过程中，发现一个现实与作品的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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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之处，那便是现实中三好十郎用于给妻子缓
解病情的方式并非朗读《万叶集》，而是弹吉他。

[3]

关于这点，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研究资料看，只有
西村博子（1988）曾经在论述《浮标》中的虚构之处
时有所提及，但未有笔墨分析《万叶集》在作品中
所要表达的思想意义。
《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和歌集，集中收录有
上至天皇、下至无名百姓所作和歌，无论是相闻
（
「恋歌」
）、挽歌还是杂歌，思想都极为自由豁达，
颇具浪漫色彩。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
《 万叶
集》可谓是一部国民和歌集，是古代日本人生活与
情感的宝库。此后日本的和歌集及文学作品骤
增，
《万叶集》逐渐淡出日本民众的视野，直到明治
时代正冈子规对《万叶集》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价与
认识后，
《万叶集》又逐步回到国民和歌集的文学
地位。不幸的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万叶集》一
度被歪曲解释，为军国主义所利用。那么，三好
十郎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所创作的《浮标》中，缘

和歌分别为作者不详歌四首、大伴旅人歌三首、大
伴家持歌三首，本小节试论作者不详歌四首。
歌 1.
隠口の 泊瀬の国に さよばひに 我が来れ
ば たな曇り 雪は降り来 さ曇り 雨は降り
来 野つ鳥 雉はとよむ 家つ鳥 鶏も鳴く さ
夜は明け この夜は明けぬ 入りてかつ寝む
この戸開かせ

（作者不详

卷十三・3310）

山间泊濑村，深夜来求婚。浓云忽密布，雨
雪齐飘零。野雉啾啾鸣，家鸡喔喔啼。天光已
熹微，启户纳我眠。

（笔者译）

歌 2.
隠口の 泊瀬小国に 妻しあれば 石は履め
ども なほし来にけり

（作者不详

卷十三・3311）

山间泊濑村，有我阿妹在。纵踏石蹚河，哥
亦从中来。

（笔者译）

日本在奈良时代之前的婚姻制度是访妻婚，

何用《万叶集》替代吉他，又为何《万叶集》4500 多

男子夜里前往女子家过夜，天明前离去，此乃当时

首和歌中，他偏偏选出这 10 首，这些歌表达了作

社会默认的规则。
「 よばひ」是
「呼ばふ」的名词形，

者怎样的思想情感，与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有何

‘访妻’或
‘求婚’之意[4]。若是求婚征得女子同意，

关联？

婚事即成立，男子便可名正言顺地在夜里前来会

目前学界对三好十郎的《浮标》研究为数不

妻。歌 1 与歌 2 表达的是男子夜里踏石趟河前往

多，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仅有佐佐木隆（1962）
《三好

女子住处求婚，途遇雨加雪，天明方至女子家，强

十郎与〈浮标〉》、永平和雄（1967）
《三好十郎的戏

行叫门之意。此男子求婚是否顺利，且看女子回

曲——从〈浮标〉到〈废墟〉》、八田元夫（1971）
《我

复之歌。该歌在《浮标》中并未出现，但与三好十

与万叶集——小议三好十郎的
〈浮标〉
》、西村博子

郎的婚姻遭遇颇为相似，一并将之列出。

（1988）
《私戏曲
〈浮标〉中的剧情与虚构》。以上研
究皆未涉及三好十郎为何选择这 10 首和歌，更是
未对这 10 首和歌进行解读。本文试通过深入解
读这 10 首和歌，谈谈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文人
所暴露出的矛盾与软弱。

隠口の 泊瀬小国に よばひ為す 我が天皇
よ 奥床に 母は寝ねたり 外床に 父は寝ねた
り 起き立たば 母知りぬべし 出で行かば 父
知りぬべし ぬばたまの 夜は明けゆきぬ こ
こだくも 思ふ如ならぬ 隠り妻かも
（作者不详

一
《浮标》结尾处，五郎在美绪即将离世之际，在
自我精神崩溃的状态下读给美绪的 10 首和歌，没
有先后顺序，完全属于慌乱中的无意之选。然而
剧中人物的无意，却充分体现出了作者的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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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三・3312）

山间泊濑村，吾皇求来婚。阿娘里床寝，阿
爷外床卧。起身阿娘知，出户阿爷觉。夜色蒙
蒙亮，隐妻无奈何。

（笔者译）

川の瀬の 石ふみ渡り ぬばたまの 黒馬の
来夜は 常にあらぬかも （作者不详

卷十三・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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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皇策黑马，踏石过河来。但愿从今后，此
情能常在。

（笔者译）

歌4
大野らに

小雨降りしく

寄り来 我が思う人
对于那个时代的求婚歌，女子通常不会马上
做出同意的回复。此女歌中所言也许属实，也许
是羞涩之托词。笔者在此想借此歌说明现实中三

木の下に

時々

（巻十一・2457）

大野落细雨，树下来躲避。愿我心上人，时
时来偎依。

（笔者译）

好十郎夫妻的坎坷婚姻路。三好十郎从小遭父母

3、4 两首和歌出自柿本人麻吕歌集，但由于该

遗弃，与外祖母相依为命。小学未毕业，外祖母就

歌集收录的除了人麻吕本人所作之歌外，还有他

去世，从此成为天涯孤儿。靠着自身的努力与亲

人之作或者当时民谣，歌集所收之歌皆无标注作

戚的资助，三好十郎于 1925 年毕业于早稻田大

者，故本文把它们列入作者不详歌。这是两首借

学，不久与坪井操结婚。坪井操面容姣好，贤淑端

景抒情歌，歌人望着生长于山间、在细雨浇灌下的

庄，家境富裕，故俩人婚事曾遭坪井家反对。在坪

麦冬草，脑海里面浮现出的是心上人的面容，连绵

井操的坚持下，俩人结婚，但因坪井操是长女，亦

细雨似乎下到了五郎的心里，他内心的忧郁与孤
独、对妻子无尽的爱恋、期盼爱人时刻相偎依的强

[5]

是户主，
故未入三好家户籍。

歌 1 是一首语气轻松、又略带滑稽之感的求
婚歌，歌 2 为歌 1 的“反歌”，对歌 1 做补充和总

烈情感都包裹在这连绵细雨之中了。
歌 3 中的
「 ぬばたまの」为枕词，专门用以修

结。古代的访妻婚，天亮后男女已不能私会，而歌

饰“黑”
“黑暗”
“黑夜”。这与歌 1、歌 2 中的“黑夜”

中男主角却强行叫门容他入内就寝，让人感受到

一同，是否有着三好十郎精心选择的痕迹呢？在

了歌人强烈的现世主义观。剧中五郎将它读与美

《浮标》后记中，三好十郎写道：
“……妻子去世后

绪，试图为她营造一种轻松的心境，以减缓她的痛

几年，支那战争规模扩大，人们不再仅仅是不安，

苦，同时表达两人经历类似黑夜、雨雪、踏石趟河

也预见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极大可能性。

等种种困难的坎坷婚姻来之不易，乞求妻子莫要

也就是说，我作为个体，也必须在黑暗的时代中客

离去，
与自己共享今生。

观地书写关于这个黑暗时代的事情了。
”
（三好十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歌 1 作者不详，但

郎，2012：212）1937 年之后的日本，随着侵华战争

在女子复歌中明显表明是天皇求婚歌。究竟是哪

全面爆发，日本国内平时的经济状况已经无法支

位天皇，学界无定论，但诸多《万叶集》注释丛书认

持和满足深入中国作战部队的需要，于是进行国

为这里并非特指某一天皇，而是以天皇为主人公

家总动员，实行战时经济体制，政府发布从业人员

进行创作的民间传说物语。类似这类天皇深夜走

雇佣限制令、薪资报酬统制令、粮食配给统制令，

婚，适逢野鸡鸣、家鸡叫的记载，在《古事记》
（上）

倾尽国力注入军需，一切以军需优先，民需被降到

中的八千矛神和《日本书纪》中的继体天皇记都存

最低程度。 [7] 故而窃以为目睹眼前社会现状的三

在。[6]然而本文关注点不在天皇，而是歌中描述天

好十郎，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客观地借用了以上万

皇黑夜里冒着风雪、踏石趟河前来叫开门的场景，

叶和歌中的“黑”，来隐喻映射日本当时社会的黑

这在 1939 年创作的《浮标》中，又有怎样的含义

暗。歌 1 中的天皇黑夜踏石趟河、冒着雨雪前来

呢？且先让我们再来看看歌 3、
歌 4。

敲门不正是一种典型的现世主义吗？不也是日本
军国主义违背民意，顶着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强行

歌3
ぬばたまの

黒髪山の

しき しくしく思ほゆ

山菅に

小雨降り

（巻十一・2456）

魆魆黑发山，青青麦冬草。小雨淅沥沥，相
思情幽幽。

发动侵华战争的真实写照吗？

（笔者译）

二
剧中女主角美绪的病情已进入肺结核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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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明确交代余命长则一个月，短则四五天。这

妻子的死让大伴旅人领悟到了人生的无常与

病情就犹如日本当年军国主义的疯狂，已经无法

虚无，13 首赞酒歌中弥漫着无常观下的享乐主义

遏制。面对这内外双重的困境，三好十郎让五郎

思想，[8] 歌 6 便是其中的典型。今生若能快乐活，

继续为美绪朗读了如下三首万叶和歌。

来世纵为虫鸟也在所不辞，充分显示了追求享乐
的决心。党阀派系纷争，让大伴旅人感受到了前

歌5
あな醜

賢しらをすと

酒飲まぬ

く見ば 猿にかも似る

人をよ

（巻三・344）

自诩为贤良，不愿把酒饮。容貌细端详，丑
陋似猿猴。

（笔者译）

歌6
この世にし

楽しくあらば

虫にも鳥にも 我はなりなむ

来む世には
（巻三・348）

此生今世里，若得乐逍遥。往生来世中，我
愿为虫鸟。

（笔者译）

歌7
妹と来し

敏馬の崎を

し見れば 涙ぐましも

帰るさに

ひとり

（巻三・449）

来时过敏马，有妹相偎依。而今归去路，独
自泪淋漓。

（笔者译）

途的渺茫与无助。藤原家族四兄弟主张立圣武天
皇夫人光明子为皇后，遭左大臣长屋王派系强烈
反对。大伴旅人乃左大臣长屋王反藤原势力的急
先锋，被左迁至筑紫国任职期间，发生长屋王之
变，长屋王被藤原四兄弟诬陷谋反，最后被迫自
杀。此时的大伴旅人，妻子离世、靠山失势，内忧
外患，终日借酒行乐。他鄙视在禁酒令下滴酒不
沾、假装一本正经地参与政治的官员，以“丑陋似
猿猴”嘲讽以扬名后世为人生最高价值的正统礼
教中所谓的“贤人君子”。歌 5 的
「賢しら」在万叶
集的原文中乃用‘賢良’书写，辰巳正明等许多日
本学者认为大伴旅人所谓的
‘贤良’指的是参与儒
教德政的‘贤良方正之士’和‘善于从政的官员’[9]
即当时朝中权贵藤原家族及其派系之人。我国东
晋诗人陶渊明的《饮酒诗》有云：
“有酒不肯饮，但

以上三首是大伴旅人在丧妻后所作之歌。年

顾世间名”
“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大伴旅人

过六旬的大伴旅人，于 728 年被派往九州筑紫国

深谙汉文学，深受六朝文人学士的思想熏陶，其赞

任大宰府帅。关于此次离京任职，学界有两种看

酒歌对当下不饮酒者的嘲讽及其现世享乐主义与

法。一是认为光明皇后所在的藤原家族四兄弟为

陶渊明饮酒歌所要传达的对追逐名利之人的否定

了削减左大臣长屋王的势力而安排的左迁，另一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种意见则认为是当时日本面临的国际形势及外交

《浮标》中，画家五郎对高利贷商人兼画家的

防卫所需要的。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是大伴旅

尾崎这么说道：
“美绪与我的画打从一处来。该怎

人所不期盼的。年过花甲，大伴家持、书持二子尚

么说呢，可以说是生命之力吧。对于生命，我在无

小，大伴家族的门楣需要他来光大和延续。而此

意识中对它充满信赖，或者说是信任，当然现在看

时的他却被派往边远的筑紫，返京之日遥遥无期，

来可能是盲目信任。说真的，我从小就认为人只

何日黄骨埋他乡亦未可知。赴任后不久，妻子便

要真正拼命、真正变成一团火去努力，就没有什么

因一同赴任旅途劳顿，身体不支，撒手人寰。这对

事情做不成，甚至连背起地球都能做到。
（中略）然

大伴旅人来说无疑是一大重创，仕途失意，爱人离

而这种想法随着美绪的病情变化正逐渐在崩溃。

世让他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悲痛中，但同时也为他

（中略）我的画中最根本的要素，就是对人生的盲

迎来了人生创作的黄金时期，
《万叶集》中留有他

目信赖。现在美绪的状况使得这种信赖的根基松

创作的 78 首和歌，绝大多数都是他到筑紫任大宰

动了，我的画的根基也一并松动了。
”
（三好十郎，

府帅后所作之歌。望乡歌、亡妻哀伤歌、赞酒歌等

2012：51）由此可见美绪在五郎生命中的重要性，

接连问世，以上歌 5、歌 6 便出自 13 首赞酒歌群，歌

可以说是五郎创作的动力和源泉，同时也是五郎

7 为亡妻哀伤歌之一。

人生旅程中的“浮标”。在五郎的一切都在松动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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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崩溃的时候，尾崎前来催债，并充当水谷的说

的一首悼念亡妻之歌，既表达了思妻之情，也流露

客，极力鼓动五郎去投奔热衷艺术政治的水谷。

出了作者丧妻迷茫多年后的今天，已如大伴旅人

五郎果断表态不愿成为别人的一颗棋子，哪怕粉

一样重启征程的心理。在《浮标》后记中，三好十

身碎骨也不成为为艺术政治和阴谋结党营私之

郎对自己的戏曲创作做了如下阐述：
“戏曲创作，

人。
（三好十郎，2012：65）并怒骂尾崎“既不是人，

整体究竟是怎样的工作？其本质意义是什么？我

也不是艺术家，充其量只是一只猴子，一只装成画

在这部作品创作中第一次明白了。此前，我一直

家般的猴子！
”
（三好十郎，2012：66）剧中五郎的处

漫无目的地写，或者沾沾自喜地写，或者为了上演

境，便是作者三好十郎当时真正的生活写照。三

而写。而这部作品的创作，使我空前地感受到自

好十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时值日本普罗文学运

己全身心在燃烧。我舍弃了自己的姑息态度，冷

动的抬头期，强烈的正义感和澎湃的激情使他逐

峻地、有意识地完全按照自我形象为自己进行创

步走向马克思主义。此后几年接连发表并上演了

作。因此，此作完稿后，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戏剧创

《被解雇的是谁》
《一无是处的阿秋》
《炭尘》等剧

作是我的天职，知道了更好地实现自我的地方是

作，成为日本无产者演剧同盟的一员，并作为新进

在戏剧作品中，抛开了戏曲创作，我的人生将是不

左翼剧作家而声名大噪。然而 1932 年发表的戏

完整的。
”
（三好十郎，2012：213）

剧《熊手队》中能看到的只是左翼指导思想下的口
头英雄主义，让人深深感受到他的空虚与沉重。
次年，三好十郎正式脱离日本无产者演剧同盟，妻
子病重离世，他的一切观念和主义都瓦解了，陷入
了完全虚无的境地。剧中医生对美绪的病情进行
宣判后，五郎犹如石头般呆坐着，脑海中浮现出这
样一幅场景：
“白色的街。一名奇怪的男子从前方
走来，身着一套脏和服，六神无主。好像是喝多
了，但似乎又不开心，睡眼朦胧般苍白的脸。一只
手上拎着小酒瓶，看不出他要往何处去，只是漫无
目的地缓慢前进着。
”
（三好十郎，2012：170）可以
说这正是此时三好十郎的真实写照。三好十郎曾
经自己描述脱离日本无产者演剧同盟后几年的心

三
在妻子坪井操去世前一天，三好十郎的记事
本写着：
“正午时分，操因无法入睡而感到烦躁不
安，于是我为她低声弹奏了吉他，不一会儿便安稳
地睡了。
”
“如果终究是无力回天的话，那么我想让
她 在 幸 福 的 气 氛 中 离 去 。”
（ 大 武 正 人 ，1974：
14）而在《浮标》的尾声，美绪多次出现昏睡状态，
意识已在两界间徘徊。五郎发狂般地呼喊着“混
蛋！不许睡！都跟你说不许睡！
”拼命拍着美绪的
双颊，硬是把她从死神手里暂时拉了回来，并继续
为她朗读了以下万叶和歌。

境：
“马克思主义几乎接近绝对真理，自己如果无

歌8

法坚持的话，那就意味着自己彻底失败并将失去

いかといかと ある我が宿に 百枝さし 生

它，但我最终没能坚持。于是在一翻苦斗后，我毅

ふる橘 玉に貫く 五月を近み あえぬがに 花

然抛弃了它。那时我的内心在滴血。能够代替我

咲きにけり 朝に日に 出で見るごとに 息の

所抛弃的东西，始终没有来到。我孤立、茫然地面

緒に 我が思ふ妹に まそ鏡 清き月夜に ただ

[10]

对着自己。
”

一目 見するまでには 散りこすな ゆめと言

此时，已然可以看出歌 5、6 大伴旅人的两首

ひつつ ここだくも 我が守るものを うれた

赞酒歌，用来表达戏里戏外主人公的虚无、茫然的

きや 醜ほととぎす 暁の うら悲しきに 追へ

心境再恰当不过了。歌 7 乃大伴旅人 730 年奉命

ど追へど なほし来鳴きて いたづらに 地に

离开大宰府回京任大纳言途中，路过来时路，思念

散らさば すべをなみ 攀ぢて手折りつ 見ま

爱妻所作之歌。
“来时过敏马，有妹相偎依。而今

せ我妹子

归去路，独自泪淋漓”，这也是三好十郎精心挑选

（巻八・1507）

庭有橘树伸枝 百千丛
107

日本文学研究

2019 年 第 4 期 总 203 号

五月串珠期近花重重
枝欲断

朝夕探

其实，橘花的意象在第四幕的尾声部分便已

几多愁

出现，且听，海岸边传来了经典的意大利歌曲《重

但愿伊人桂魄花影融

归苏莲托》。

缘何细守繁花 愿未尝

看这海洋多么美丽！多么激动人的心情！

可憎子规啼晓欲断肠
驱不尽

花作雪

看这大自然的风景，多么使人陶醉！

落满蹊

无奈空折花枝赠娇妻

（笔者译）

歌9
望ぐたち 清き月夜に 我妹子に 見せむと
思ひし やどの橘

（巻八・1508）

待至既望夜，皓月洒清辉。我园橘之花，折
与妹共赏。

（笔者译）

看这山坡旁的果园，长满黄金般的蜜柑，
到处散发着芳香，到处充满温暖，
可是你对我说
“再见”，
永远抛弃你的爱人，
永远离开你的家乡，你可忍心不回来？
请别抛弃我，别使我再受痛苦！
重归苏莲托，你回来吧！
（尚家骧译《意大利歌曲集》
）

歌 10
妹が見て 後も鳴かなむ ほととぎす 花橘
を 地に散らしつ

（巻八・1509）

愿妹赏花后，子规再鸣啼。笨鸟不解意，橘
花蹭满地。

（笔者译）

橘花是公历六月前后开始开放的洁白清香的
五瓣花，[11] 歌 8 中的串珠之五月，指的是农历五月
端午时节，人们将橘花穿成串、结成球，戴在手、颈
或头上的一种习俗。[12]以上三首歌是大伴家持期
待初夏十五月圆夜与妻子坂上大孃共赏橘花，然
而不解人意的杜鹃鸟却不时飞来将橘花践落一
地，无奈之下大伴家持手折橘花赠与妻子时所作
相闻歌。大伴家持园中所种植物涵盖四季，梅、
桃、李、橘、胡枝子、石竹等在他所作的 473 首万叶
和歌中随处可见。三好十郎从中选择的是橘花，
不可不谓用心良苦。
《古事记》有记载，垂仁天皇派
田道间守去常世国取回名唤“登岐士玖能迦玖能

本文认为此处的蜜柑是误译，经本人向多位
意大利人请教，一致认为原文的意大利那波利方
言所唱的是“橘花”，日本德永政太郎所译歌词为
「 オレンジの花」，也是“橘花”[14]。橘花开放于初
夏，橘子结果于深秋。三好十郎几乎是把意大利
那不勒斯的海湾小镇苏莲托平移到了千叶郊外。
词作者以景色宜人的海滩、洁白馥郁的橘花来召
唤远离家乡的恋人。无论从场景，还是从内容，这
首歌都与《浮标》高度吻合。
在三好十郎的记事本中明确记录的妻子离世
时间是 11 月 12 日，
（大武正人，1974：16）橘子正常
生长的话，此时应已接近成熟季节。而他却在《浮
标》中安排美绪在一个海边浴场颇为热闹的夏末
初秋晴朗的午后离世。关于作者的用意，我想原
因有二。
首先，是爱的选择。本小节开头也提到如果
终究无力回天的话，想让妻子在幸福的氛围中离

木实”的长生不老药，
“其登岐士玖能迦玖能木实

去。享受海滩的热闹对于住在海边的人、对于热

者、是今橘者也。
”[13]橘乃四季常绿植物，春观枝夏

情好客的美绪来说无疑是一种幸福。美绪喜欢在

赏花，秋结果冬不落。万叶集中有不少大伴家持

院子里的树荫下乘凉，夏末初秋阳光和煦的午后

以咏橘的方式称颂天皇及左大臣橘诸兄，以此憧

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也许这是受到了万叶集卷

憬天皇治世的永恒昌盛及左大臣橘诸兄权势的长

二 203 歌的影响。该歌表达的是穗积皇子在寒冬

盛不衰。然而《浮标》剧末，在妻子临终之际，五郎

时节担心葬于吉隐猪养冈的恋人但马皇女会挨冷

为了让妻子能够坚持到医生到来，渴望妻子的生

受冻，求雪莫再下的深深恋情。深谙万叶集的三

命得以延续，选择的不是直接的咏橘，而是遭杜鹃

好十郎，其妻去世时间已近寒冬腊月，很有可能作

鸟作践的橘花歌，作者用意何在呢？

者是被这首悲剧恋歌深深打动才对妻子的去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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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做出变更的。

看待战争的话，
片刻都无法呼吸的境地。但是人既

其次，是对日本战败的暗示。歌中的大伴家

然活着，
就必须要活下去。
”
（三好十郎，
2012：
213）

持，对洁白且馥郁芬芳的橘花朝夕顾盼，不让杜鹃

在那个战争年代里，
《万叶集》被日本政界利

鸟作践，以期延长花期，与妻共赏。无奈笨鸟不解

用，奉之为圣典，称之为日本精神的象征。斋藤茂

意，犹将橘花蹭满地。笔者认为这种无奈正是剧

吉 1938 年出版的《万叶秀歌》再版 50 次，出征军人

中的五郎以及作者三好十郎对病妻的百般照顾，

人手一册，他们认为读万叶和歌，可以得到心灵慰

却依然无法阻止她逝去的无奈之情。作者有意将

籍。从普罗文学转型后的三好十郎，尚处于孤立、

妻子的去世时间在剧中提前至夏末初秋，选择这

迷茫的境地，此时的他也暴露出了一个日本知识

个橘花早已凋零的时节，正好与 1939 年 9 月二战

分子的软弱，为了活下去，屈服于当局，随波逐流

全面爆发，日军铁蹄疯狂践踏中国领土的时间基

地选择了象征万世的万叶和歌代替他心爱的吉他

本一致。三好十郎一介文人，无力阻止战争的步

来作为美绪的镇静剂。

伐，在 1939 年 10 月着手创作《浮标》，并刻意提前

然而本文却从他对万叶和歌的选择中读出了

妻子去世时间，选择大伴家持这组橘花歌，本文斗

他内心的矛盾，他所选择的不是为天皇歌功颂德、

胆认为三好十郎隐约预示着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

支持非正义战争的万叶和歌，而是带有揭露时代

这场战争也将如这满树橘花遍地凋零。

黑暗、社会疯狂寓意之歌。此时的三好十郎，内心

关于这一点，在他接下来的作品中有直接言

是矛盾与分裂的。他借剧中五郎之口果断表态不

辞的表达。在《机杼声》一文中，三好十郎借一名

愿成为别人的一颗棋子，哪怕粉身碎骨也不成为

全盲归来的士兵之口说：
“战争是错误的！今后无

为艺术政治和阴谋结党营私之人。然而曾经出演

论什么情况都不愿参加了！”
（三好十郎，1978：

三好十郎多部作品的佐佐木隆却曾证言：
“黑暗的

321）自己也在该剧的后记中写到：
“战争是人类行

战时体制下，三好十郎为了避免《浮标》被言论统

为中最为凶残愚蠢之举”。
（三好十郎，1978：474）

制当局禁止发行、禁止公演，不得不在剧本中多处

在《抵抗之依靠》一文中也谈到：
“战前和战中我的

撒下弥天大谎，比如，在五郎告诉即将入伍的好友

思想都是反对战争的，我的理性也预见到了日本

自己欲放弃作画时出现了“我也想去打仗”
“我似

的战败”[15]。然而遗憾的是，在后期战争中，三好

乎觉得我们好像正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等。
”[16]

十郎的情感还是背叛了理性，在看到许多同胞死

1952 年，三好十郎在《抵抗之依靠》中除了表示“战

于战场时，写下了不少描写非正义战争中士兵的

前和战中我的思想都是反对战争的，我的理性也

坚强与美丽的作品。

预见到了日本的战败”外，还反省道：
“然而当我看
到无数的同胞被杀时，我不禁头脑发热，认为日本

结

语

不可以战败，
并且憎恨起敌人来。当我觉察到这一
点时，我已经在某个角落，为增强日本的战斗力而

通过上文的解读，可以说三好十郎所选的十

做着努力。这是我的耻辱，我加以自身的耻辱，我

首万叶和歌，不仅贴切地抒发了个人的遭遇与心

的本能与感情施于我精神与理性的耻辱。
”
（三好十

境，也隐性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前面谈到

郎，1978：311）

三好十郎在《浮标》后记中表示必须在黑暗的时代

从战后的三好十郎对战争的一系列反思与忏

中客观地书写关于这个黑暗时代的事情，但紧接

悔的言辞，可以看出这场战争给包括三好十郎在

着他又写道：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回忆起当时日本

内的广大日本文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扭曲和身心

的姿态，但强加在国民身上的压力，其质与量是绝

分裂，然而这种扭曲与分裂远非万叶和歌所能救

对的。人们（包括
‘久我五郎’与我）都被逼到了无

赎。愿万叶和歌在令和时代，能让中日友好与世

法客观看待战争的境地，哦，不，应该是单纯客观

界和平进入初春令月，从而气淑风和。
109

日本文学研究

2019 年 第 4 期 总 203 号

注
[ 1 ] 三好十郎.浮標[M].東京：早川書房，2012：
211.
[ 2 ] 宍戸恭一.三好十郎との対話[M].東京：
深夜叢書社，
1983：
123.
[ 3 ] 大武正人.三好十郎の手帳[M].東京：
金沢文庫，
1974：14.
[ 4 ] 時代別国語大辞典上代編[M].東京：三省堂，
1967：801.
[ 5 ] 三好十郎.三好十郎の仕事第 2 巻[M].東京：学藝書林，
1978：
466.
[ 6 ] 新編日本古典文學全集 8[M].東京：
小學館，1995：
432.
[ 7 ] 日本史年表増補 4 版[M].東京：
東京学芸大学日本史研究室，
2007：392-393.
[ 8 ] 上野誠.贊酒歌 13 首に示す死生観—＜荘子＞＜列子＞と分命論[J].万葉集研究 36，
2016：
138.
[ 9 ] 辰巳正明.万叶集与中国文学[M].武汉：
武汉出版社，
1996：
225.
[10] 三好十郎.三好十郎作品集第 1 卷[M].東京：河出書房，
1952：
236.
[11] 松田修.万葉植物新考[M].東京：社会思想社，
1970：372.
[12] 辰巳正明，
城崎陽子.万葉集神事語辞典[M].東京：
国学院大学，
2008：173.
[13] 古事記中巻.[M].東京：講談社，
1991：
127.
[14] 日本訳詩家協会創立 45 周年記念出版委員會編.世界の歌を美しい日本語で[M].多摩：
日本訳詩家協会，
2007：22.
[15] 三好十郎.三好十郎の仕事第 3 巻[M].東京：学藝書林，
1978：
311.
[16] 佐佐木隆.三好十郎と浮標[J].國文學：解釋と鑒賞，1962（3）：101.

参考文献
李芒译.万叶集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西村博子.私戯曲<浮標>におけるドラマと虚構[J].園田語文，
1988（9）.
八田元夫.私と万葉集—三好十郎
「浮標」にふれて−−[J].文学，1971（9）.
永平和雄.三好十郎の戯曲—
「 浮標」
から
「廃墟」へ−−[J].日本文学，
1967（1）.

作者简介：郭惠珍（1973—） 女

汉族

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福建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外文学与翻译研究中心

研究方向：
日本文学研究
联系方式：E-mail：chernmx@hotmail.com
作者简介：上野诚（1960—） 男

日本

奈良大学文学部教授

研究方向：
日本古典文学研究

联系方式：E-mail：uenom@daibutsu.nara-u.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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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uyi is an autobiographical play written by Miyoshi Juro in 1939. Although it is an autobiography, in this play,
the author used the poetry collection--Manyoshu to replace the guitar which can mitigate his wife's disease in real life.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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