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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朝日堂》
序言：译者短语

[?者简介]

?上春树（MURAKAMI HARUKI）

1949 年生于日本京都。 日本著

名作家。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

1979 年以处女作《且听风吟》获

得群像新人文学奖。主要著作有《挪

威的森林》《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舞！ 舞！ 舞！ 》《奇鸟行状录》《海边

的卡夫卡》等。作品被译介至三十多

个国家和地区， 在世界各地深具影

响。

安西水丸（ANZAI MIZUMURA）

1942 年生于日本东京。 毕业于

日本大学艺术学部。

曾担任日本电通、 平凡社艺术

总监，之后成为自由插画家。活跃于

广告、装帧、漫画、小说、随笔等多个

领域。著作有《平成版普通人》《手掌

的多君》等。

[译者简介]

林少华

著名翻译家， 中国海洋大学外

国语学院教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兼职教授。 毕业于吉林大学日文专

业，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日语系教授。

因译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而为广

大读者熟悉，此后陆续翻译 32 卷村

上春树文集及夏目漱石、 芥川龙之

介、川端康成、井上靖、东山魁夷等

名家作品。 林少华以优美典雅的文

字和对日本文学作品气氛的出色把

握，受到读者的推崇，同时他还应多

家报刊邀请，撰写专栏，亦是国内知

名的专栏作家。

年初见村上春树的时候，我半开玩笑地

问他是不是不喜欢“中华料理”。他有点难

为情地笑笑，未予回答———大概认为面对远

道而来且初次见面的中国人直说不喜欢

“中华料理”未免失礼。但我听说他是不喜

欢几乎所有日本人都喜欢的“中华料理”

的。当我译完《海边的卡夫卡》开始翻译他

的随笔的时候，终于在这本小书里找到了言

之凿凿的“铁证”———“‘中华料理’一概

不吃……我对中国和中国人决不怀有不好

的感情，相反，总的说来是有极大兴趣的，熟

人里有几个中国人，我的小说中也有许多中

国人出场。尽管这样，我的胃还是拒不接受

‘中华料理’。”

不仅如此，我还从中考证出原来《挪威

的森林》中的绿子真有可能就是村上现在

的太太———若干读者来信问起过，当时没敢

说是谁———在那篇和安西水丸的对谈中，村

上介绍了和太太相识的缘起。他说上世纪六

十年代闹“学潮”时班上讨论“美帝国主义

的亚洲侵略”，而她因为是天主教女校考上

来的，对政治茫茫然一无所知，于是一个劲

儿追问什么是帝国主义，高中时代就经常向

女孩献殷勤的村上赶紧教她，一来二去要好

起来。“不过当时并没有跟结婚挂钩，我有

个正相处的女孩”。喏喏，这岂不是和《挪威

的森林》的情节几乎如出一辙，简直不打自

招！难怪村上在《挪威的森林》后记中说这

部作品具有极重的私人性质，“属于私人性

质的小说”。

在这点上，可以说既没有比村上更远离

媒体的作家，又没有比村上更裸露“私人”

的作家。这本书里的随笔是一九八二年开始

写的，在一本名叫《日刊打工新闻》的刊物

上连载了一年半。那时村上刚出道不久(一

九七九年发表处女作《且听风吟》)，年龄三

十刚刚出头，因此书中的青春往事都还相去

不远，自然写得分外生动分外真切，从中不

难找出少年春树和青年春树的音容笑貌，而

且大多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例如上高中时

他曾为讨好一个被电车门夹住纸袋的“十

分可爱的女高中生”，飞身扑上前帮她拉纸

袋而将纸袋拉成两半，致使袋里的东西哗啦

啦散落在路轨上———讨好没讨成，赶紧逃之

夭夭。婚后一次“‘吱溜溜’喝自己做的大

酱汤、吃自己做的炖萝卜干”时忽然想起今

天是情人节。情人节该是女孩向男孩赠送巧

克力的日子，而自己却一粒巧克力也没捞

到，于是深感自己的人生窝囊透顶，“我的

人生从某一时刻开始突然偏离正轨，沦为在

情人节晚上做萝卜干和油豆腐炖菜之人

了！”

村上的随笔主要写他个人，写他的人生

际遇、所感所思和喜怒哀乐。当然，随笔

(essay)不同于日记，不可能百分之百实有其

事，但又不至于像小说那样无中生有。日本

读者倒是相信那就是原原本本的村上春树。

既然村上的同胞们相信，那我们照单全收也

无妨。

最后说一句，此书何以叫《村上朝日

堂》，据一位日本编辑猜测，可能因为给这

本书画插图的(原书有插图)安西水丸 11 日

本画家（1942— ）。毕业于日本大学艺术

系，多次为村上春树作品画插图。

原名叫“渡边升”(村上小说中的主人

公常用此名)，而“升”即“朝日”之意，村上

春树与之搭档，故而称“村上朝日堂”。但这

终究属于猜测，实情不得而知———不知也无

妨。

林少华

二〇〇三年初秋

于东京

中国是老大文明古国，尤以文学业绩独

步古今顾盼自雄，因此对于境外鼓捣文学的

人一般瞧不上眼，对日本的就更不用说了。

不料近年来风风火火闯进个村上春树，名声

之大甚至超过了丰田车索尼松下电器，不少

国人因此得知原来日本也有文学。其中颇耐

人寻味的是，村上是在不出头不声张不炒作

的情况下声名鹊起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

抱琵琶半遮面”就足以让人等得心焦的了，

而村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千呼万唤也不出

来。这次在日本会面时我还问他何时安排中

国之行，他又说怕见生人又说怕吃请怕媒体

怕大庭广众 （就差没明说怕吃 “中华料

理”），反正意思是说难以成行，最积极的表

示无非说了句“由于中国有那么多读者，去

还是想去一次的”。

不过平心而论，我们不能指责村上君不

给咱们面子，因为他对自己的同胞们也是同

样。出道三十年来拒绝出镜拒绝登台拒绝签

名售书，宁愿独自歪在自家檐廊里逗猫玩。

用他自己的话说，保持“匿名性”比什么都

要紧。而这样一来，人们就只能通过看他的

随笔这一个渠道来了解“村上这个人”。而

村上的随笔中也的确有“村上这个人”。当

然，随笔是最为个人化的写作，很多时候没

有“个人”也就无所谓随笔。只是村上写得

更细致入微更直言不讳，可谓吃喝拉撒睡无

所不有。他自己也以自嘲的口吻说过：“看这

些文章的时候，如果你为所在皆是的百无聊

赖感到吃惊，思忖这家伙怕是傻瓜，那么就

请好意地解释为这不过是村上这个人的派

生性一面好了。”

可以说，个人性是村上随笔的最大特

色，在随笔中他根本没抱什么琵琶遮什么

面。例如他在《贫穷去了哪里？》一文中这样

坦言自己过去穷到什么地步：“不是我瞎说，

过去我相当穷来着。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在

家徒四壁的房间里大气也不敢出地活着。连

火炉也没有，寒冷的夜晚抱着猫取暖。猫也

冷，紧紧贴在人身上不动———颇有些同舟共

济的意味。走在街上即使喉咙干渴也没进过

什么酒吧茶馆……实在穷得无法可想了，就

和老婆深更半夜上街闷头走路。一次捡过三

张万元钞票，尽管心里有愧，但还是没交给

警察，用来还债了。”又如“我的梦是拥有双

胞胎女朋友。即双胞胎女孩双双等价地是我

的女朋友———这是我做了十年的梦”（《村

上春树又酷又野的白日梦》）。怪不得村上

小说里时常出现双胞胎 208 和 209。在

《1973 年的弹子球》里“我”甚至睡在这对

双胞胎中间，同两人在床上嬉戏。在另一本

随笔中我们大体印证了绿子和他太太的关

系，而这本随笔又让我们相当真切地窥见了

村上君至少长达十年之久的梦中情人。不愧

是村上春树，其梦中情人真个既野且酷不同

凡响，咱们中国男人断不敢如此痴心妄想肆

无忌惮。恋爱成本高固然令人望而却步，但

主要还是想象力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想象

力就是一切，尤其对男人来说。

书名中的“嗨嗬”是迪士尼电影《白雪

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中的插曲。如村上自己

在后记中所说，书中随笔写于一九八三年至

一九八八年即作者三十四至三十九岁之间，

从中亦可窥知村上在创作和翻译两方面长驱

直进的轨迹和所谓“村上流新个人主义”。

林少华

二〇〇三年暮春时节

于东京

闲来翻看村上同读者之间的邮件往

来，发现日本读者的提问真是五花八门。有

的问有外遇和一夜风流的区别，有的问持

续当女孩儿的条件，有的问村上是不是“恋

爱至上主义者”以至性欲不强（何苦问人

家这个？看来当作家也真不是好玩的！）。而

村上对这些提问并不支支吾吾闪烁其辞或

虚晃一枪落荒而逃，而大多以村上特有的

语气和幽默一一认真回答。例如一个二十

六岁的女职员问村上喜欢哪一类型女性，

村上说他欣赏“好像没有浆磨过的、款式简

洁而有档次、不俗的白色棉质衬衫那样的

人”。这个村上式回答倒也不令人费解，但

我总想进一步探个究竟，到翻译这本随笔

集时，终于如愿以偿了。他在《汉堡的触电

式邂逅》一文中明确表示：“我觉得自己不

至于为长相端庄的所谓美人型女子怎么动

心。相对说来，还是喜欢多少有点破绽的有

个性的脸型—有一种气势美。”并进一步交

待说：“漫长的人生当中也并非没有电光石

火般的戏剧性邂逅。准确说来，有过两次。”

至于这两次具体有何作为，我就不想多嘴

多舌点破了，还是请读者自己在这本书里

慢慢查看为好。

总的说来，村上的日常生活也是相当

单调的，毕竟不可能天天有那种电光石火

般的艳遇。村上自己也说过：“小说家的一

天是极其平凡而单调的玩意儿。一边‘吭哧

吭哧’写稿一边用棉球签掏耳朵的时间里，

一天就一忽儿过去了。”不同的是，一般人

掏完就完了，而村上却能从中掏出哲学来。

他最推崇毛姆的这样一句话：“即使剃刀里

也有哲学。”凡事皆有哲学———这是村上一

个极为宝贵的人生姿态，这使他在庸常的

生活当中脑袋上始终架起高度敏感的天

线，可以随时捕捉纵使微乎其微的信息并

从中析缕出哲理性。

举个例子。《挪威的森林》走红之后，

村上身边发生了好几桩烦心事，致使他心

力交瘁，眼见头发一根接一根脱落不止。村

上从这种一时性脱发中切切实实感觉到

“人生是个充满意外圈套的装置……其基

本目的似乎在于总体性平衡。简单说来就

是：人生中若有一件美妙事，往下必有一件

糟糕事等在那里”（《脱发问题》）。

日本一位教授指出：“村上春树始终在

追索日常行为所包含的哲学内涵。这种‘追

索’或者‘哲学’构成了其随笔的基石。”

也不限于随笔，在小说创作中他同样善于

掏取哲理，点铁成金。

与此同时，村上还颇有温情和爱心，这

使他的随笔蕴含着一种悲悯性。村上喜欢

猫，他养的一只名叫缪斯的猫有个奇怪的

习惯，产崽必让村上握住其爪子。“每次阵

痛来临要生的时候就‘喵喵’叫着，懒洋洋

地歪在我怀里，以仿佛对我诉说什么的神

情看我的脸。无奈，我只好说着‘好、好’握

住猫爪，猫也当即用肉球紧紧回握一下。”

产崽时，“我从后面托着它，握住它的两只

前爪。猫时不时回过头，以脉脉含情的眼神

盯住我，像是在说‘求你，哪也别去，求你

了’……所以从最初阵痛到产下最后一只

大约要两个半小时。那时间里我就得一直

握住猫爪，与它四目相视”（《长寿猫的秘

密?生育篇》）。

当今时代，人与人之间缺乏的不是沟

通的手段，而是促成沟通的温情。别看城里

人白天活得似乎风风光光，但夜晚永远在

完整的公寓套间里做着破碎的梦。因为大

部分城里人的生活和精神的质地本身就是

支离破碎百无聊赖的。村上的随笔也表现

这些，但他以爱心———至少是善意———这

条底线将生活碎片串在了一起，使得琐碎

无聊的日常行为有了回味的价值。当然，村

上也有牢骚也有恼怒也有冷嘲热讽，但大

部分都因悲悯而得到化解或升华。可以说，

个人性是其随笔的“看点”，哲理性是其随

笔的基石，悲悯性是其随笔的灵魂。

名为“译者短语”，却越写越长了，抱歉。

林少华

《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

《村上朝日堂 嗨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