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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龍之介 1892～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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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龍之介 生於東京，本姓新原，父經營牛奶業。出生後 9個月，母精神失常，被送

到舅父芥川家為養子。芥川家為舊式封建家族。 

 

龍之介在中小學時代喜讀江戶文學、《西游記》、《水滸傳》等，也喜歡日本近代作家泉

鏡花、幸田露伴、夏目漱石、森鷗外的作品。 

 

1913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學習期間与久米正雄、菊池寬等先后兩次复刊《新

思潮》，使文學新潮流進入文壇。其間，芥川發表短篇小說《羅生門》（1915）、《鼻

子》（1916）、《芋粥》（1916）、《手巾》（1916），确立起作家新星的地位。1916年大學

畢業后，曾在橫須賀海軍机關學校任教，旋辭職。1919年在大阪每日新聞社任職，但

并不上班。1921年以大阪每日新聞視察員身份來中國旅行，先后游覽上海、杭州、蘇

州、南京、蕪湖、漢口、洞庭湖、長沙、鄭州、洛陽、龍門、北京等地，回國后發表

《上海游記》（1921）和《江南游記》（1922）等。自 1917年至 1923年，龍之介所寫

短篇小說先后六次結集出版，分別以《羅生門》、《煙草与魔鬼》、《傀儡師》、《影燈

籠》、《夜來花》和《春服》6個短篇為書名。 

 

龍之介的小說始于歷史題材，如《羅生門》、《鼻子》、《偷盜》等；繼而轉向明治文明

開化題材，如《舞會》、《阿富的貞操》、《偶人》等；后寫作現實題材，如《桔子》、

《一塊地》以及《秋》等。在創作中注重技巧，風格纖細華麗，形式、結构完美，關

心社會問題与人生問題。1925年發表自傳性質小說《大島寺信輔的半生》。1927年發

表短篇《河童》，對資本主義社會及其制度作了尖銳的嘲諷。同年 7月由于健康和思想

情緒上的原因，服毒自殺，享年 3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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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情發生在某天黃昏，一名大戸人家的僕人正在羅生門○1 樓下避雨。 

 

在這偌大的門樓下，除了僕人外就只有一只蟋蟀蹲在那朱漆斑駁的大圓柱上。

羅生門位於朱雀大路之上，路上沒有甚麼人，理應還有兩三位頭戴女笠烏帽的

官吏在這裡行走。 

 

為甚麼呢？，就要數這兩三年來京城接二連三發生的地震、龍捲風、火災、饑

荒等等災害。為此，京城已經變得格外蕭條。根據《舊記》○註 記載，有人甚至

把佛像佛具打破，將塗著朱漆、貼上金箔的木材放在路旁當薪柴出售。既然京

城也落得如斯境況，修建羅生門這種事情就更加沒有人去管。日久失修的羅生

門淪為狐狸、強盜棲身之所。最後，人們索性把無人認領的屍首都帶到這門樓

丟棄。因此每當日落西山，就沒有人敢經過這附近一帶。 

 

 

在白天，不知哪兒卻飛來大群烏鴉。烏鴉一邊啼叫一邊繞著高翹的鴟尾○註。特

別是晚霞映照時份，就更宛如撒滿門樓上空的芝麻般清晰可見。當然，烏鴉是

為了啄食門樓內的屍體而飛來的。── 但可能因為現時天色已晚，所以連一只

烏鴉也看不到。門樓處處都是頹垣敗瓦，石蓬間長草的石階上可以看到點點白

色的烏鴉糞便。身穿深藍色陳舊褲子的僕人一屁股坐在七級石階上的最上級，

一邊撫弄著右側面頰上的大瘡，一邊茫然地望著正在下著的雨。 

 

作者在開場時說「僕人正在避雨」。但其實即使雨停下來，僕人也沒有別的事情

可做。換了以前，他會回到主人家中。不過偏偏四五天以前，他卻被主人辭

退。就如前面所說，京城已經變得異常蕭條。所以被侍奉多年的主人辭退也只

是蕭條境況下的小風波。與其說「僕人正在避雨」，倒不如說「被大雨所困的僕

人無處容身，感到徬徨無助」更要來得貼切。此外，今天的天氣也為這平安朝

的僕人帶來不少傷感。申時開始下的雨，到現在還沒有跡象停下。不過無論怎

樣，僕人也得為明天的生活想辦法 --- 這可說是沒辦法中想辦法。他一邊茫然

地想，一邊呆呆地聽著朱雀大路上響起的雨聲。 

 

大雨籠罩整個羅生門，雨聲嘩啦嘩啦地從遠方襲來。夜幕低垂，抬頭一看，門

樓上斜斜突出的瓦頂正抵住沉甸甸的烏雲。 

在沒辦法中想辦法，就沒有選擇手段的餘地。要是選擇手段，就只有餓死在土

牆之下或路旁道上，然後像狗隻般被帶到門樓丟棄。但假若要不擇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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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人的思緒反覆徘徊在兩條去路之間。他最終決定了要不擇手段。但「假若」

終歸是「假若」。僕人雖然決定了不擇手段，但因為在前面加上了「假若」這兩

個字，所以在以後「只好走上盜賊之路」的這件事情上，就自然拿不出堅定的

勇氣來。 

 

 

2. 
 

僕人打了個大噴嚏，費勁地站起來。京都這時的晚上已經到了讓人想要抱著火

盆取暖的寒冷程度。寒風伴隨夜色肆意在門樓柱間吹過。剛才蹲在朱漆圓柱上

的蟋蟀此時已經不知去向了。 

 

僕人縮起脖子，聳起雙肩，環視門樓內的情況。他心想如果這裡有一處地方不

用擔心風雨，又不怕被人看到，可以安心一睡的話，他準備在這裡度宿一宵。

這時，他看到一道塗上朱漆，通往閣樓的寬闊階梯。即使閣樓上邊有人，也該

只有死人。僕人小心翼翼把手按在腰間大刀上，把穿著草鞋的腳掌踏上階梯的

第一級。 

 

沒多久，在通往羅生門閣樓的寬闊階梯中段，男人像貓兒般捲著身體，屏息靜

氣地窺探閣樓的情況。點點微弱的火光從閣樓的上方映照在男人右邊的面頰

上，那是一張短胡子間長出含膿大瘡的面頰。僕人最初估算閣樓上大概全都是

死人。不過，當他走上兩三級再看時，發現有人點亮了火光在閣樓上走動。這

是因為他看到混黃火光在佈滿蜘蛛網的天花板上晃動時所得的結論。僕人心

想，這個雨夜在羅生門的閣樓上點火的人，一定不是等閒之輩。 

 

僕人像壁虎般忍住了腳步，突然又再迅速地爬到階梯上最頂的一級。他將身體

盡量貼近地面，將頸盡量向前伸，小心奕奕地窺視閣樓上的情況。 

 

一看之下，就如傳聞所説，閣樓上雜亂地放著一具具屍體。但是，因為火光能

映照的範圍比想像中少，所以也無法弄清屍體的總數。只是隱隱約約地知道，

在屍體當中，有的是裸著身子，有的是穿著衣服，男男女女的混在一起。這些

屍體看來很難讓人相信他們曾經也是活生生的人。他們就像一具具用泥塑成的

人偶，有的張咀，有的伸著肩膀，雜亂躺在地板上。肩膀胸膛等突起的部份，

被朦朧火光映照下，在身體凹陷處所做成的影子此刻顯得格外陰沈，彷如啞巴

一樣永遠地沈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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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屍體腐爛的惡臭，僕人不禁掩著鼻子。但是，在緊接的瞬間，他已經忘記

掩鼻，因為激動已經完全奪去他的嗅覺。 

 

這時候，僕人看到屍體旁邊蹲著一個人。一個身穿褐色衣服，身材矮小瘦削，

頭髮斑白，活像猴子一樣的老婦人。那老婦人右手執著一片燃燒的松木片，盯

著一具屍體。從屍體頭髮的長度看來，她應該是一具女屍。 

 

 

 

3. 
 

 

僕人懷著六分恐懼、四分好奇，一時間連呼吸也忘記了。那是一份令人「毛骨

悚然」的感覺。老婦人將手中的松木片插在地板上的空隙，雙手伸到那具死屍

的頭上，像猴子母親為小猴抓蚤子一樣把長髮一根一根的拔下來。 

 

隨著女屍的頭髮被一根一根拔下，僕人的恐懼也漸漸消退。與此同時，對老婦

人所產生的厭惡亦漸漸強烈起來。--- 不對，說僕人對老婦人產生厭惡可能有點

措詞不當。較合適說法應該是對邪惡的反感正在逐漸增加。這個時候，如果有

人再問僕人剛才他在門樓下思量著關於選擇餓死還是當盜賊的那個問題時，相

信僕人必定會義無反顧地回答選擇餓死。這個男人對邪惡的憎恨，此刻就像插

在地板上的松木片般，狠狠地燃燒著。 

 

僕人當然不知道老婦人為何拔下死人的頭髮，也不知道是否單靠眼前看到的就

能合理判斷出行為的對錯。但是，對於僕人而言，單單在這個雨夜，在羅生門

樓上拔下死人頭髮，本身就已經是一件不能饒恕的惡行。僕人早已經忘記剛才

自己分明還在想著當盜賊的這回事。 

 

於是，僕人兩腳一蹬，一個勁從階梯跳上來。他手執大刀，大步走到老婦人跟

前。不消說，老婦人當然大吃一驚。 

 

老婦人看了僕人一眼，猶如搭在弓上射出來的箭一樣。 

 

「喂！你還想逃？」 

 

僕人搗住被死屍所阻、驚惶失措覓路而逃的老婦人的去路後喝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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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樣，老婦人還想推開僕人逃走。僕人不讓她得逞，把她推了回去。於

是，二人在無聲中糾纏起來。但是，勝負其實一早已分。僕人抓住老婦人手

臂，把她拉倒在地上。那是一隻雞腳般的手臂，只有皮和骨。 

 

「你在做甚麼？快説！不然就看我這個！」 

 

僕人一手摔開老婦人，把大刀從刀鞘抽出，亮出閃閃發光的刀刃。但是，老婦

人仍然默不作聲。只見她雙手抖震，肩膀聳動喘氣，瞪大的眼睛大得幾乎快要

掉下。像啞巴般頑固地不肯說話。看著此時的情景，僕人開始意識到老婦人的

生死已經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意識到這事以後，一直燃燒著的怒火，亦在不

知不覺間冷卻下來。剩下來要做的就只有把事情圓滿地解決。於是，僕人低下

頭望著老婦人柔聲地說。 

 

「其實，我並不是官差，也不過是個途經門樓的旅客而已。我並沒有打算把你

押到衙門。但在這樣的時分，你究竟在門樓上幹甚麼？不妨說給我聽。」 

 

 

 

4. 
 

 

老婦人把已經瞪大的雙眼瞪得更大，緊緊盯著僕人。那是一雙眼眶發紅、眼神

銳利如肉食鳥的眼睛。她像咀嚼似的開合那張因為皺紋而幾乎跟鼻子相連的嘴

巴。在那纖幼的喉際，可以看到突出的喉結在抖動。一陣如烏鴉鳴叫的喘息聲

從喉際間傳到僕人的耳朵裡。 

 

「我拔下頭髮 ... 拔下頭髮來做假髮。」 

 

僕人對於這個平凡無奇的回答感到很失望。與此同時，在剛才那份厭惡感外增

添了一份輕蔑。可能因為看穿了僕人的心意，老婦人手執著剛從死屍頭上拔下

的頭髮，像蛤蟆叫般嘟嘟噥噥地說出以下的話。 

 

「拔下死人的頭髮確實是有些不對。但是，這裡的死人在生時都是幹著差不多

的勾當。被我拔下頭髮的這個女人生前把蛇每四吋切成一段晒乾，佯稱魚乾拿

到官兵處出售。若果不是因為瘟疫死去，恐怕她現在還在幹著這種事情。女人

賣的魚乾，官兵們都説味道好，是他們不可缺少的食材。我不覺她有甚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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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假若她不這樣做就只有餓死，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所以我現在所做的也

不算甚麼壞事。我不這樣做就只會餓死，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這女人深明

事情有多無奈，想必也會體諒我所做的一切。」 

 

老婦人所說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僕人將刀收回刀鞘，左手按著刀柄冷冷聽著這番話。他一邊撫弄含膿的大瘡一

邊聽。與此同時，僕人從心底裡湧出了一股勇氣，一股剛才在門樓下缺少的勇

氣，一股跟剛才爬上閣樓來逮住老婦人時截然不同的叧一種勇氣。僕人不再因

為要選擇餓死還是當盜賊而煩惱了。他已經完全摒除了餓死的念頭。 

 

「原來這樣。」 

 

在老婦人說完以後，僕人用嘲笑的語氣確認了一下自己的決心。突然間，他一

腳踏前，右手離開大瘡，一手抓著老婦人的衣襟狠狠地說︰「我脫下你的衣

服，你也不要恨我！我要是不這樣做，我也一樣會餓死。」 

 

僕人迅速脫下老婦人的衣服。然後把纏著他不放的老婦人踢倒在死屍的上面。

階梯離開他只有五步的距離。他把脫下的褐色衣服夾在腋下，瞬間消失於階梯

之下。 

 

在不久以後，猶如死去般倒在地上的老婦人從死屍間撐起她那赤裸的身軀，像

低鳴似的依著還在點燃的火光爬到階梯的前面。老婦人撥起她白色的短髮，望

向門樓下，但能看見的卻只是黑沉沉的夜晚。 

 

在這以後，就再沒有人知道僕人的下落。 

 

 

 

○註  

1. 羅生門：日本平安時代，京都中央大道──朱雀大路的南端正門。 

2. 《舊記》：指本篇小說是根據日本的《今昔物語》一書。 

3. 鴟尾：指宮殿、佛殿等屋脊端部的魚尾狀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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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中 
兩個男人。一個女人。一把匕首。 

一個男人被刺死。誰是凶手？ 

現在，你是法官。聽一下每個人陳述自己在竹林中的故事。然後做出你的判斷

和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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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察官查問 ──  

樵夫的供詞 

 

 

確實是這樣，是我發現屍體的。今早我跟往常一樣到後山伐杉樹，在竹林中發

現那具屍體。在哪裡發現？那裡距離山科馬路大約四至五町，是夾雜著枯杉樹

的一處偏僻的竹林，那裡連個人影也不見。 

 

當時，屍體身穿湖水藍色綢緞，頭戴京式烏帽仰臥地上。雖然只是受了一刀，

但因為傷口就在胸膛處，所以旁邊的竹樹落葉都變成深紅，猶如被蘇芳染過一

樣紅中帶黑的深紅色。啊，不對，傷口沒有再流血，都已經凝結了。不過，就

只有一隻馬蠅緊緊在屍體的傷口上，連我的腳步聲都沒驚擾到牠。 

 

有沒有見到大刀之類的物件？沒有，完全沒有。我只見屍體旁的杉樹下放有一

根繩子。除此之外 …… 對！對！除了繩子以外，還有一把頭梳。屍體四周只

有這兩件東西。大片草地和竹樹落葉都被踐踏得非常凌亂，看來男人被殺以

前，一定受盡了折磨。甚麼？有沒有見到馬匹？那裡馬匹根本走不進的，竹林

後面的路才能走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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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遊僧的證詞 
 

 
 

 

那死去的男人，貧僧昨天確實見過他。是昨天 …… 大概是下午時候。地點是

貧僧從關山走往山科的路途上。那男人和騎馬的女人一起向關山方向走。女人

帽緣垂下薄紗，所以貧僧看不清她容貌，只看見她衣服上的一抹紫紅。那是一

匹桃花馬 …… 把鬃毛剪得很短。大人問馬匹有多高？有沒有四尺四寸？ …… 

貧僧只是出家人，不太懂那些事情。那男人 …… 不對，他配有一把大刀和攜

帶著弓箭。黑色箭筒裡插有二十多支箭，就算是現在，貧僧也還記得清清楚

楚。 

 

那男人落得如斯下場，貧僧實在做夢也想不到。人的性命真的如夢幻泡影，如

露亦如電。唉！這麼悲慘的事情，真不知怎說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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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快的證詞 

 

 
 

 

這男人是否在下所拘捕？對，正是在下。這人叫多襄丸，是個惡名昭彰的大

盗。在下拘捕他時，他躺在粟田口的石橋上呻吟，看來是剛從馬背上墮下的。

是甚麼時候？大約是昨晚初更時份。早前我差點逮捕他時，他也是穿著這身深

藍色的衣服，配著簇新大刀，帶著這些弓箭。真的嗎？死者也有這些東西 …… 

那麼，殺人凶手分明就是多襄丸。皮革包裹的弓、黑色的箭筒、十七支鷹羽做

成的箭、…… 這些都是那死者的物件吧。對，就如大人所說，馬匹是剪短鬃毛

的桃花馬。多襄丸從畜生背上墮下，分明就是因果報應。馬匹當時在石橋前不

遠的地方，拖著長長的韁繩在路旁吃芒草。 

 

這個多襄丸，在京城一眾盗賊中是個尤其好色的壞蛋。去年秋天，聽聞他也在

鳥部寺賓頭盧的後山把一名來參拜的夫人和女僕殺掉。這傢伙殺掉這男人以

後，騎桃花馬上的女人也都下落不明。也許我不該多嘴，請恕在下斗膽，那女

人的下落，也請大人調查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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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婆的證詞 
 

 

 

 

是，這屍體正是小女丈夫。他並不是京城人，而是若狹府武士，名字叫金澤武

弘，今年二十六歲。不，他性情溫和，應該不會跟人結下仇怨。 

 

大人問小女的事？小女名字叫真砂，今年十九歲，性格剛烈，好勝心不下男

兒。除了武弘以外，未曾嫁過其他男人。她膚色微黑，長著一張瓜子小臉，左

眼角上有一顆小痣。 

 

昨天，武弘跟小女一同前往若狹。發生這件事，真不知是哪門子報應。即使不

計女婿的事，就是小女如今下落不明，就己經叫老嫗憂心忡忡。讓老嫗懇求大

人，就算翻天覆地，也請大人找回小女。說到底，最可恨的是那個叫多襄丸的

賊人，不但殺掉老嫗的女婿，還把小女 …… （老奶奶泣不成聲，說不出話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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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襄丸的招認供詞 

 
 

殺死那男人的就是我，但我沒有殺掉那女人。你問她現在去了哪裡？那個我就

不知道了。啊！你先等等。無論你怎樣拷問，不知的事情我是無法招認的。況

且事到如今，我也不打算隱瞞，好漢做事好漢當。 

 

昨天，剛個晌午，我就碰見那對夫婦。那時一陣風把女人的輕紗吹起，在僅僅

一瞬間我瞥見她的容貌。可能因為這緣故，在我眼中的她就儼如一尊女菩薩。

當時我下定了決心，即使殺掉男人，也要把那女人搶過來不可。 

 

怎麼？殺掉那男人有甚麼大不了？要把女人搶到手，就要把男人殺掉。不過，

我是用腰間大刀來殺人，而你們卻不用大刀，只用權力金錢來殺人，有時只說

些假仁假義的話就置人於死地。儘管實際上沒有淌血，還是活生生、…… 其實

卻已經跟殺掉無異。是你們還是我比較罪業深重？我看只有上天才知曉。（發出

嘲諷的冷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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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假若不用殺掉男人就能搶女人到手，這也是件不錯的事情。不，其實當

時我已經決定盡量不要殺掉男人而把女人搶到手。但在山科大路之上，根本不

可能辦到。於是我花了些工夫把他們夫婦二人引到山裡去。 

 

這也不是甚麼難辦的事情。跟那對夫婦成為同路夥伴後，我跟男人說： 

 

「我在對面山頭發現一個古墳，裡面藏著大量銅鏡和大刀。我靜靜把它們埋在

山後竹林的古塚。如果遇上買家，便宜點也可以。」 

 

男人對我的話漸漸心動 ── 你看，欲望多可怕！？不到半個時辰，那對夫婦

已經把馬頭一轉，跟我一起向山路進發。 

 

當我們來到竹林前面，我對他們說：「寶物埋在竹林內，你們來看看吧。」男人

被慾望所操控，當然沒有異議。女人卻沒有下馬，只說自己在竹林外等候。望

見茂密竹林，女人這樣想也不無到理。老實說，這也正中我的下懷。留下女人

一個人在外面，我們一起走進竹林中。 

 

開始的路盡是密密麻麻的竹樹。走了大約半町以後，卻來到一處略為開闊、生

長了若干杉樹的叢林。…… 要完成我的計劃，沒有比這裡更合適的地方。「寶

物就埋在杉樹下。」我一邊撥開擋路竹樹，一邊裝模作樣地說著謊話。男人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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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麼說，就拼命向竹林背後隱約可見的枯杉方向前進。裡邊的竹樹長得較外

邊稀疏，同時還生長了數株杉樹。……他走進去以後，我就立刻發爛把他壓倒

地上。那男人身懷大刀，應該氣力不少。但被我如此突襲，也還是無法招架。

我隨即把他綑綁在一株杉樹下。 

 

繩子何來？我們當大盗的，也不知何時需要爬越高牆，所以經常把繩子纏在腰

間，以備不時之需。為了不讓他叫喊，我把竹葉塞滿他口中。這樣就不會再惹

上麻煩。 

 

我收拾完男人以後，就回到女人身邊跟她說男人似乎得了急病，要她去見他。

不由分說，女人當然中計。女人也沒有戴上輕紗帽子就已經被我牽手走進竹林

深處。當她到達時一看，發現男人被綑綁在杉樹之下，…… 女人見這狀況，不

知甚麼時候，已經從懷裡拔出一把小刀。直到現在，我也未曾遇過如此剛烈的

女人。假若當時稍一猶豫，恐怕肚子就要被她一刀戮穿。雖說避過一刀，但在

女人拚命戮過來的情況下，也是有可能給她刺傷的。儘管如此，我好歹也是多

襄丸，左閃右避，也沒有拔出大刀，就把小刀打落地上。無論多剛烈的女性，

沒有武器在手也只好認命。最終我如願以償，沒有殺掉男人就把女人弄到手。 

 

即使不取那男人性命其實也沒有關係，…… 對，事實上我也沒打算殺掉男人。

正當我不理伏在地上啕哭的女人，準備逃出竹林時，女人突然像發瘋般抓緊我

肩膀。我聽到她斷斷續續地叫：「不是你死，就是我丈夫要死。被兩個男人看見

我被如此羞辱，實在是比死更難受。不，你們兩人當中誰活下來，我就跟

誰。」那時候，我突然生起殺掉那男人的衝動。（陰鬱的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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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說到這裡，你一定認為我比你們更加殘酷不仁。這都不過是因為你們沒見

過那女人的容貌吧，尤其是沒有見到她一瞬間猶如燃燒的眼神。當我和女人四

目交投時，我決定就算天打雷劈，也要娶她為妻。…… 我的腦海中，其實只有

這個念頭。並不是你們所想的卑劣淫慾。假若只是為了單純滿足慾望，我必定

會把女人踢倒地上然後逃走。男人的鮮血亦不會濺在我大刀之上。在那陰暗竹

林中，當我凝視女人容貌的瞬間，已經做好心理準備，假若不殺掉那男人，我

是絕不離開的。 

 

但即使要殺掉男人，我也不會用卑鄙的方法。我解開綑綁男人的繩子，並且說

跟他決鬥。（杉樹下的繩子是我當時忘記拿走的。）男人面色一沉，拔出大刀。

二話不說就憤怒地飛撲過來。…… 決鬥的結果當然不用說。我在第二十三個回

合，一刀貫穿他的胸膛。是在第二十三個回合 …… 請不要忘記這一點。直至

今天，我對他仍然心存敬佩，能和我大戰二十回合的人，天下就只有這男人。

（暢快地微笑） 

 

在男人倒下的同時，我丟下染血的大刀，回頭望向女人。怎料 …… 女人已經

不見蹤影。我在杉樹叢間尋找女人身影。但竹樹落葉卻沒有留下任何線索。靜

心細聽，聽到的只有男人死前掙扎的聲音。難道那女人在我們決鬥時就逃出竹

林外求救？…… 當我想到這裡，心想這可是性命攸關，於是立即奪去大刀弓

箭，沿著來路逃走。在路上遇到女人的馬匹在靜靜吃草。之後的事情你們也清

楚吧，我就不再多說了。至於那把大刀，在上京前已經賣掉了。 …… 我的供

詞只有這些。反正我這顆頭顱會有一天都要掛在苦間楝樹○註上，你就把我處死

吧。（一臉傲慢）         

註：日本古代在牢獄門口植以苦楝樹，以便向犯人施以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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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女人在清水寺的懺悔詞 

 
 

…… 那個穿著藏青短褂的男人姦污了我以後，望著被綑綁著的丈夫發出嘲諷的

笑聲。無論丈夫多不甘心，不斷掙扎，綑綁全身的繩結都只是愈扯愈緊。我禁

不住連滾帶爬跑到丈夫身邊。不對，是想跑到丈夫身邊。這時，男人用腳把我

踢倒，正正就在我走到一半的路上。那時候，我察覺丈夫露出「跟你沒甚麼好

說」的眼神。是「跟你沒甚麼好說」…… 每當想起那眼神，即使到了現在，我

還是會感到不寒而慄。丈夫沒說一句話，只用一個眼神，就把他心中所想都完

全表達出來。那眼神既不是憤怒，也不是哀傷 …… 若說那不是鄙視和冷漠的

眼神，那還算是甚麼？也不知是因為被那男人踢倒，還是被丈夫那眼神擊倒，

我歇斯底里地叫，然後失去意識昏倒過去。 

 

當我醒來，身穿深藍色衣服的男人已經不知所踪。留下的只剩下綑綁在杉樹下

的丈夫。我總算從竹葉上站起來，望著丈夫的面容。丈夫的眼神跟剛才並沒有

很大分別，是顯露著冷漠蔑視的憎恨眼神。羞恥、悲哀、憤怒，…… 我也搞不

清應該怎樣形容自己當時的心情。我搖搖晃晃站起來，走到丈夫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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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到如今，我們已經不可能在一起。雖然我已經決定尋死，但是 ……但是，

你也跟我一同去死吧。你看到我被如此羞辱，我不能讓你一人活下去。」 

 

我盡力把話說完。儘管如此，丈夫只用討厭的眼神凝視我。我一邊按著快要爆

裂的胸口，一邊找尋丈夫的大刀。不過，賊人似乎已經拿走大刀。大刀當然不

見了，就連弓箭都消失於竹林之中。可幸還有一把小刀掉落在我腳下。我舉起

小刀，又再向丈夫說：「請允許我先要你的命，我很快就來。」 

 

丈夫聽到這話後，嘴巴終於動起來。但因為嘴巴塞滿竹葉，所以我也聽不清他

說甚麼。但我看著當時的情景，突然感到自己明白他在說甚麼。他是在鄙視地

跟我說：「殺吧！」於是，我迷迷糊糊間把小刀對著淡藍色短褂的胸口，一刀刺

進去。 

 

我再次昏厥的失去知覺，可以再望見四周的時候，丈夫依然是被綑綁著，但早

已氣絕身亡。掛於竹林中杉樹叢上空的落日照射在丈夫蒼白的臉龐上。我一邊

飲泣，一邊解掉繫在他身上的繩子。然後，…… 我說不下去了。說到底就是沒

有自殺的勇氣。我嘗試過用小刀割喉，也試過跳進山腳的湖中自盡。雖然嘗試

了各種方法，但仍然死不了。既然死不了，就沒有甚麼值得驕傲。（寂寞地微

笑）像我這樣沒用的人，恐怕就是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也會鄙棄我。殺掉丈夫

的我，被賊人姦污的我，以後要怎樣好？究竟我 …… 我 …… （突然間啕

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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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靈借助女巫之口說出的證詞 

 

 

……賊人姦污了妻子以後，就坐在那裡開始安慰妻子。我當然沒辦法開口說

話。身體也被綑綁在杉樹下。然而，我還是不停向妻子使眼色。「千萬不要相信

這男人，他說的全都是謊話。」……我儘管很想把心意傳給她，但她卻只是靜

靜坐在竹葉上望著膝蓋，看來是正在傾聽賊人的說話。我被妒忌心折磨難奈，

而賊人卻一直喋喋不休，花言巧語。「只要被人玷污一次，就不可能再跟丈夫和

好如初。與其跟隨這樣的丈夫，不如當我的妻子。我是出於愛慕之情，才會幹

出如此過份的事情。」…… 賊人愈說愈膽大，連這樣的話都說出來。 

 

被賊人這樣說，妻子茫然抬起頭來。我從未見過妻子比那刻更美。但是，你要

知道，我美麗的妻子在綑綁著的我面前是怎樣回答賊人嗎？雖然我只是遊魂野

鬼，但每當想起妻子的回答，都會燃起心中嗔恨之火。妻子確實是這樣說 ……

「無論往哪裡去，都請帶著我。」（漫長的沉默） 

 

妻子的罪行可不止此。如果僅是這樣，黑暗中的我也不至於像現在般痛苦不

已。猶如做夢似的，我看見妻子被男人牽走。當他們快要離開竹林的時候，妻

子突然面色一青，指著綑綁在杉樹下的我。「把那個人殺掉！只要那個人仍然活

著，我是不能跟你一起的。」……妻子像瘋了一樣不停叫喊。「把那個人殺

掉！」……這句話就像一股狂風，即使現在也好像將我的頭刮下，掉到遙遠、

黑暗的深淵底下去。如此叫人厭惡的說話，是從人的口裡說出來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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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叫人厭惡的說話，是一個人會聽得到的嗎？即使只是僅僅一次 ……（突然

發出嘲笑聲）賊人聽到這話後，突然臉色一沉。「把那個人殺掉！」妻子這樣叫

喊的同時，抓著賊人的肩膀。賊人凝視妻子，沒說要殺也沒說不殺。……想了

一想，就一腳把妻子踼倒在地上。（再次發出嘲笑聲）賊人安靜地交叉抱起胳

膊，向我使個眼色。「要怎樣處置這個女人？是殺了她還是放過她？你點個頭就

可以。要殺嗎？」…… 就是單單這句話，就足以讓我饒恕這賊人。（再一次漫

長的沉默） 

 

妻子在我猶豫之際，大叫一聲後立即跑往竹林深處。賊人迅速飛撲上前，但卻

連衣袖也抓不住。我只是呆呆地望著當時的情境。賊人在妻子逃跑以後，拿去

我的大刀和弓箭，把繩子割斷。「這回逃跑的是我了。」── 我記起賊人在隱

沒於竹林外時是這樣喃喃自語的。然後，就是一片寂靜。不對，似乎有人在哭

泣。我把繩子解開，細耳傾聽，那不就是自己的哭泣聲嗎？（第三次漫長的沉

默） 

 

我終於筋疲力竭地從杉樹旁站起。我眼前閃著妻子掉落地上的小刀。我拿起小

刀，一刀戳進胸膛。我感到一股血腥湧到口裡。但是，我卻感覺不到絲毫的痛

楚，只是感到胸口有點冷，四周也比之前更寂靜。啊，是多麼的寂靜。在這山

後竹林的上空，連一隻小鳥的叫鳴聲也聽不到。只見杉樹和竹樹之間飄盪著寂

寞的陽光。── 陽光漸漸變得昏暗 ── 杉樹和竹樹都已經看不見。我在那裡

倒下來，被完全的寂靜所包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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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有人靜靜來到我身邊。儘管想要望真是誰，但周遭已經被幽暗所籠罩。是

誰……不知是誰人用手緩緩地把我胸前的小刀拔出。這時，我口中再次湧出一

股血水，從此，我就永遠沉淪在冥世的黑暗中了…… 

 

 

 

 

 

 

 

 

 

 

 

 

 

 

 

 

 

（大正十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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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小說《羅生門》與 電影《羅生門》 

思考的蘆葦 

 

 

 

黑澤明在電影裡做出了兩個有趣的改變。一是初看電影，會覺得以「羅生門」

為題有些奇怪。「羅生門」的故事看似只是「竹林中」的佈景，跟故事核心沒有

太深切的關係。 

 

原著《羅生門》講的是一名試著抱持道德生存的乞丐的故事。一日，這乞丐見

到一位老婦在羅生門下拔屍體的頭髮。義憤填膺的他上前指責，卻得到「這人

本來也是個不義之徒，我為了生存有何不可」的答覆。長考過後，乞丐打昏了

老婦，剝其衣物揚長而去。 

 

另一是電影給了一個看似客觀的解答，消除了《竹林中》的懸疑結尾，使其更

像一個推理故事。這個解答就是樵夫的證言。 

 

多襄丸在強暴了女子後，又低聲下氣的請求她嫁給他。為此，女人要求兩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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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決鬥，但出乎意料的是兩人竟都膽小地不願拿生命冒險。處境堪憂的女人於

是以男子氣概為由挑撥兩人決鬥。原來，兩人的劍術都相當拙劣，在一番狼狽

的打鬥後多襄丸殺了武士，女人逃跑。 

 

這兩個改變，有共同的解釋：黑澤明也走入了竹林，答了墨漬測驗 ○註。如果說

芥川龍之介透過《竹林中》與《羅生門》分別傳達出了真相的懸疑與生存的殘

酷，黑澤明就是在《竹林中》的懸疑中看出了《羅生門》」的殘酷。 

 

在樵夫的證言中，每個人都如小說「羅生門」的乞丐一般為了生存拋棄信念。

在三人之中，挑撥離間又背信忘義的女人，反而是最後的勝者。樵夫代黑澤明

所描繪的「真相」，是在這撲朔迷離的真相中最不堪醜惡的可能：真相總是最不

堪的，不自私就無法生存。 

 

電影尾聲，三人發現了一個嬰兒。見到嬰兒身上貴重的和服，乞丐立刻把嬰兒

的衣服拿走，使僧侶對人性完全幻滅。樵夫又伸手想接過嬰兒，僧侶本以為樵

夫連貼身衣物都想搶走，不過，樵夫解釋他已養育了六個孩子，只是想再收養

這個嬰兒。 

 

該如何理解這一幕呢？樵夫的舉動究竟是人性的救贖，還是又一個自私的謊

言？在這個撲朔迷離的世界中，我們該相信人性的善良，還是生存的殘酷？  

 

 

 

 

 

 

 

 

 

 

 

 

 

 

○註「墨跡測驗」或稱為羅夏克墨漬測驗是人格測驗的投射技術之一，由瑞士精

神醫生赫曼·羅夏克（Hermann Rorschach）於 1921年最先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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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芥川龍之介： 

羅生門，我對世界有漠然的不安 
撰文：沐羽 2020-03-01  

如今重讀芥川龍之介，和上個世紀讀他的作品，會有甚麼分別？ 

 

自 1916 年芥川龍之介踏進文壇至今，直到 1927 年他仰藥自殺，只短短維持了

11 年，然而他的作品卻流傳極廣。「羅生門」概念、《南京的基督》批判宗教及

社會、《鼻》的矛盾，都幾乎是大學文學課程的必修內容。2014 年英國《The 

Daily Telegraph》刊登了史上十佳亞洲小說，芥川的《羅生門》排列第三。（注

意，並非描寫殺人故事的《竹林中》，而是描寫破廟惡人的《羅生門》。） 

「其作品經受住了被剝離寫作語境的暴虐。」是外文譯者對於芥川文學的評

語，早在上世紀初，魯迅等中國作家已翻譯與研究芥川的小說。一百年後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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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日本有學者嘗試以國際視野重新評估芥川，他不再只是「大正時期」的日

本作者芥川龍之介，而是國際作家芥川龍之介——甚至與卡夫卡並列。這一切

的一切，也得從芥川初入文壇的那一刻說起。 

《羅生門》與《鼻》── 大正五年 

 

 

1892 年 3 月 1 日，芥川龍之介生於東京市，原名新原龍之介。在出生七個月

後，母親精神病發，並在他十歲時身故。在她發狂後，芥川被送到舅父芥川道

章家中收養，十二歲時過繼為養子，改姓為芥川。母親的精神病與身亡終其一

生影響芥川，使他深怕自己遺傳了她的失常。這種恐懼直到他仰藥自殺時仍深

深困擾著他。 

 

小學時期芥川已閱讀傳統日本文學，江戶、明治時期的作品都不會落下，他甚

至開始閱讀中國的《西遊記》、《水滸傳》等。中學時期他的讀書量更是大增，

從當代的夏目漱石、森鷗外到外國文學翻譯都有涉獵。他尤其喜歡的是法國文

學，其中唯美而神秘的文風以及頹廢浪漫的觸覺非常符合芥川的喜好。在那

時，芥川已有強烈的厭世傾向，此後在他的作品中可見一斑。 

 

1913 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系後，他和他的好友菊池寬等人一同創刊了《新

思潮》，讓他堅定了寫小說的心。在 1915 年他已發表《羅生門》，卻未引起注

意。翌年，亦即是大正五年，他發表了《鼻》。就是這篇小說，讓當時已是文壇

泰斗的夏目漱石特地寫信給他： 

 

「像《鼻》這樣的東西，今後寫個二、三十篇，就會成為文壇特異的作家。不

過，光是《鼻》恐怕很多人看不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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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寫《鼻》的前一年，芥川已和久米正雄拜訪過夏目漱石，參加了他的「木

曜會」（逢星期四舉行的聚會），此後成為漱石門生。在《鼻》受到漱石激賞

後，他開始聲名鵲起。 

 

《鼻》的故事簡單來說可以分成三節，講述了一個鼻子異常長的寺廟內供奉

（宮殿裡的高僧）禪智，年過五十了仍為這個畸形鼻子自卑。整個京都無人不

曉這個鼻子：一路垂到下巴去，吃飯時還得讓徒弟用木條把他的鼻子挑起，一

不小心就會跌進飯裡。故事的第一部分著重描寫禪智心理的敏感脆弱，連頌經

也幫助不了他。 

 

後來，一個從中國渡海來的名醫告訴了他一個妙方，只要把鼻子用熱水燙過，

再讓人用腳在上面用力踩就能讓鼻子變短。故事的第二部分講述的就是禪智真

的試了這個方法，鼻子也真的變短了。正當他心情大好，不再自卑之時，卻發

現所有人都在嘲笑他，比以前還要厲害。芥川寫下一段： 

 

「人有兩種互相矛盾的感情。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對旁人的不幸總會寄予同

情，然而當事人設法擺脫不幸之後，卻又心有不甘，不知怎地讓人覺得帳然若

失。說得誇張點，甚至會希望那個人再度陷入以往的不幸。於是乎，態度雖然

消極，卻不知不覺對那人懷起敵意。」 

 

簡稱看人仆倒最開心，最好不要站起身。在被變本加厲的嘲笑後，禪智的脾氣

越來越暴躁，以至於後來見人就罵。這個時候，他無比懊悔讓鼻子變短了。然

而，在一覺醒來後，他的鼻子神奇地恢復了。他一下子愉悅起來——就因為他

再次回復了畸形。而這下子，他感受到了和鼻子變短時一樣的暢快心情。 

芥川的完全轉型 

一般而言，芥川龍之介的評論者會把他的文學創作分成前後兩期。前期為 1915

至 1920 年，後期為 1921 到 1927 年他逝世這七年。兩個時期最大的分野是前期

芥川強調故事性，追求完美的故事情節，並吸收古典素材，如《鼻》是前期作

品，京都、供奉、鬼怪亂神等要素都有從古典借鑒的成份，並以故事諷刺了當

今世人；而後期的芥川則是完全不同，創作取材自現實生活，並追求藝術性與

電影感，寫下如抒情詩一般的小說。正如他後期所說：「我不認為沒有故事的小

說或是沒有像樣情節的小說是最佳之作。但我認為這種小說可以存在。」 

1921 年，芥川從中國旅行回國後寫了《竹林中》。這部小說的風格顯然是前期

作品，它是以歷史題材借古諷今。在《竹林中》後，芥川轉向書寫現實生活題

材，並開始描繪自己的內心思想，代表作有《河童》等。 

 

作家改變寫作風格是常見的事，可以因為不同時期關注的文學流派不同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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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也可因個人經歷而改變。但像芥川這樣，完全顛倒了以往的寫作風格，從

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是不常見的。有說芥川後期因為懼怕自己會像母親一

般發瘋，精神狀態不穩定導致他難以創作。也可能是在同一時期，他的好友如

菊池寬等人都轉向書寫通俗小說，對他的轉向也有一定影響。 

 

其實芥川小說的轉型並不能僅僅歸因於受親友影響，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那

時開始興起了「私小說」，即一種以家庭、親友、瑣事等為題材的「告白式小

說」。夏目漱石的《我是貓》就被不少論者認為是早期的私小說。在這種大潮流

下，芥川也加入了私小說的創作，從而由古典小說範式轉向現代寫實主義。此

外，他的小說還借鑒了電影理論，以大量跳接的書寫模仿藝術電影中的詩意。 

 

 

我這兩年左右一直思考死亡 ── 漠然地離世 

終年 35 歲的芥川龍之介，生命歷程比蘭波與普希金還短（兩人皆歿於 37 歲）。

1927 年他在《新潮》發表〈文藝的、過於文藝的〉與谷崎潤一郎筆戰，針對只

是情節有趣是否具有藝術價值的問題展開討論，並重申沒有情節的小說仍然具

有藝術之美的主張。就在這年五月，他的好友宇野浩二發狂。他深受打擊，同

時不斷想及他的母親當年發狂的場面，憂心自己也遺傳到這種疾病。 

 

1927 年 7 月 24 日早上，芥川的妻子發現他呼吸急促，臉色鐵青，最終於當天

逝世。那時，他的枕邊放著聖經、遺書與遺稿。他的手稿這樣寫：「我這兩年左

右一直思考死亡」，並隱然有「漠然的不安」。在他逝世八年後，菊池寬在《文

藝春秋》提出設立「芥川賞」。後來的大江健三郎、安部公房、村上龍等名作家

便曾獲此獎。 

大江健三郎：傷害、苦難及後來的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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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家小林秀雄提出過芥川之死是時代的悲劇：「他停止了人格的形成，成為了

一種現象」。芥川所身處的大正年代，實為日本現代化極為急促的時代，那時西

方思潮大量流入日本，導致了現代化進程。這個時代的芥川使用歷史題材介入

現實，針貶那時的社會環境。《羅生門》就是代表作，羅生門從富麗堂皇到荒

廢，武士沒有目標，變得迷茫。故事最後，武士就下定決心跑去當強盜。 

 

那麼，在 2017 年該如何重讀芥川？最近法國哲學家巴里巴（Étienne Balibar）

在專訪中說：一種尚未走出危機的普世主義遭遇另一種剛剛進入危機的普世主

義，這正是人們的對峙充滿火藥味的原因之一。套用到芥川龍之介的時代上，

仍有它的合適性，日本當時尚未走出危機的傳統思想，加上日本現代化時所面

對的西方價值，使這個國家變得充滿危機。在《羅生門》裡，一個破壞敗落的

古廟，一個最終因痛苦而選擇成為強盜的武士，正是無法適應社會環境變化的

表現。先不說芥川臨終前與谷崎潤一郎的文學流派對抗，就連前期後期的芥川

之間，也有極其嚴重的矛盾。在那個時候，芥川和谷崎的對抗已上升至新舊兩

種文學價值的對抗，這種分裂與掙扎，是處於時代交接的人所必經的陣痛。當

現代化與古典同時進入芥川的文學觀裡，加上他個人的家庭與社交因素，凡此

種種都導致他的人格扭曲。 

 

專訪巴里巴：普世主義並不帶來團結，而是製造分裂 

處於現代化進程與新舊交替的日本作者們，諸如芥川、三島由紀夫、太宰治、

川端康成，都走上了自殺一途。他們處理不了自身與時代之間的關係，並以不

同方式「完成」了自己的生命。正如芥川在〈侏儒語錄〉裡寫的，「我們給予社

會合理的外觀，其實是因為其不合理——太過不合理了，不是嗎？」芥川一百

年前的洞見，如今看起來仍然深刻。現代化的進程來到如今，價值觀仍然彼此

衝突著，這是否造成一種使人憂鬱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