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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士 
 

   

 
幾乎在最初接觸日本時﹐就聽說了這個傳說。但對我﹐它卻

一直語焉莫詳。在觀察四十七士的過程中﹐感受和道理﹐都不易

說清。 
它本身蘊藏的“理”﹐已經艱澀。哪怕外國人和日本小孩一

樣﹐興趣盎然﹐興致勃勃﹐喜歡討論﹑渲染﹑琢磨它的每個細節﹐

但他們並未講清它主導的道理。中國人更是﹕一邊覺得其中古典

的理論似是而非﹐一邊心情沉重﹐因為它和中國的現實﹐形成了

強烈的對比。 
在日本追尋“四十七士”的軌跡﹐這事對於一個中國人﹐有

一點像是闌入又類似昇華的﹑說不清的滋味。 



以前﹐我始終也沒有餘裕 — 從正面觀察或賞味日本的古

典。誰知奢侈的夙願﹐竟在闊別後實現﹐十數年後的深秋﹐踏著

鮮艷的紅葉﹐我在半個日本﹐居然把四十七士的地點巡遊一過。 
 

 
 
赤穗城﹐在日本星羅棋佈的“城”中﹐只算是一個小城。不

只是面積﹐它比不了許多城那麼形勢險峻﹐或者座落形勝之地。

只有心靜下來仔細參觀﹐才明白這裡的平緩海灘﹐給了赤穗以製

鹽之利。這是一個理財有術的小國﹐雖然小﹐卻有獨特的富裕。 
從火車剛剛下來﹐視野裡一下就充滿了四十七士的廣告﹑宣

傳畫和各式商品的招牌。我莫名地興奮起來。 
 

一個本地的小學女教師領我們參觀。她領我們不是直奔城堡﹐

而是先去了兩座廟﹕永應寺和花岳寺。那裡有大石內藏助的親筆

遺墨﹕他把一口鑄鐘獻呈給這座寺廟﹐處理後事另有雄圖的語氣

含而不露。那裡有書家某某的給他的摯友掘部安兵衛的別詩﹕

“結髮為奇士﹐前金那足言。離別情無盡﹐膽心一劍存”。一株

忠義櫻﹐一棵不忠柳﹐一柄據說大石內藏助用它最後結果了仇敵

性命的﹑九寸五分長的匕首。 
他們在離開故里赴江戶之前﹐處理了不少物品﹐安排了許多

後事。故鄉人當時懵懂不知﹐現在感激涕零﹐到處都展示著誇張

而自豪的遺物。 
然後又去了大石神社。如一通經幢的方石碑上﹐刻著海軍元

帥東鄉平八郎伯爵的手跡﹐行草瀟灑﹐抄寫著明治天皇褒賞四十

七士的辭令。不用說﹐對赤穗義士的特意頒詔﹐是取代了幕府的

明治新朝﹐對國蒙屈辱﹑人有遺恨的赤穗士民的籠絡。但它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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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卻是對四十七士行為的最官方解釋﹕ 
 

1

 

凝視著東鄉平八郎的字跡﹐我久久琢磨其中滋味。不一定﹐

我想﹐惹得人們喜愛的﹐並非一定是忠君的精神。 
四十七士事跡的梗概﹐大致是這樣的﹕ 

 

播州赤穗藩（在京都以西不遠）的大名（領主）淺野內匠頭

長矩﹐在他輪值江戶城的招待官役的時候﹐一次在迎接天皇使節

的儀式之前﹐在幕府中央駐地江戶城內松之廊下﹐與一名老年權

臣吉良上野介義央發生衝突。其原因至今未能究明。淺野在盛怒

之下﹐拔刀傷了吉良。這就是嚴重違紀的“江戶城刃傷事件”。 
此事震怒了當時將軍德川綱吉。他不容寬恕﹐命令淺野即日

切腹﹐並罰淺野家從茲“斷絕”。這就是說﹕赤穗藩的名號封地

一律撤銷﹑赤穗城向幕府開門繳城﹑大名淺野家削為布衣。做為

藩士的三百餘名赤穗武士﹐隨之失去俸祿和地位﹐淪為“浪人”。 
淺野欲辯無辭﹐時不他待﹐當日便急急剖腹自決了。 
消息傳到赤穗藩。 
震驚的赤穗藩士們﹐無法接受突兀的禍從天降。隨著事實的

弄清﹐抗拒的思路形成了。這一思路﹐是後日他們決意和行動的

註解﹐也是四十七士事件後來膾炙人口的原因。 
他們認為﹕既然在江戶城松之廊下發生的刃傷事件是兩人糾

紛導致﹐那麼按照“喧嘩兩成敗”（各打 50 大板）的慣例﹐應該

是吉良和長野兩人均遭處罰。一人逍遙法外﹑一人即日切腹 — 這
是幕府處理的不公正。而且﹐這不公正太過分﹐已經無法容忍。 

至於招惹主公怒極失態﹑禁地拔刀﹑導致刃傷的吉良﹐他乃

                                        
1 松島榮一﹕《忠臣藏》﹐岩波新書 1961 年﹐第 2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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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場鉅大災難的禍首﹑是不可饒恕的仇敵。 

一場造反開始醞釀。赤穗武士決心以傳統的“仇討”（あだ

うち）形式﹐向仇人吉良復仇。並且用這一手段冒犯“法度”﹐

打擊不公正地處理刃傷事件的幕府官員。 
決意變成一個極度冷靜的計劃。它在策劃﹑運行﹑圓滿的過

程中﹐幾乎變成了藝術。已失去藩士名分﹑變成浪人的他們﹐恭

順地獻出城堡﹑放棄職俸﹑四散飄零。沒有一個武士抗議﹐沒有

一件摩擦發生﹐一個藩國消失了。 
但是﹐一批藩士在首席家老（藩國主官）大石內藏助良雄的

率領下﹐盟誓立約﹐決心復仇。經過了一年零八個月的潛伏﹑忍

耐﹑調達﹑待機﹐元祿十五年（1702 年）12 月 14 日夜半﹐在一

個落雪的黎明之前﹐義士攻入仇人吉良的官邸﹐格鬥中打敗了吉

良的侍從（斬殺 16 名﹐傷 20 或 23 名）﹐從柴炭小屋搜出吉良本

人﹐並處死了他。然後﹐他們割下吉良的首級﹐離開一片狼藉的

官邸﹐嚓嚓踏著清晨的積雪﹐跨過江戶的兩國橋（有未跨此橋說）﹐

向埋葬著主公淺野的泉岳寺﹐班師回兵。 
他們從泉岳寺的水井裡﹐汲水洗了吉良的首級﹐然後把它祭

於屈死的淺野墓前。已經派人向江戶官府自首﹐這一場討仇報主﹑

洗淨屈辱﹑維護士道的快舉﹐至此結束了。以後無非是幕府的裁

定﹑個人的生死﹐恰恰他們 47 人﹐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官府的命令﹐在拖延了數月之後下達了﹕切腹。被關押在四處

大名宅邸的武士們﹐逐一靜靜剖腹﹐結束了一己人生。他們死後被

葬在主公淺野身邊﹐泉岳寺﹐從此突然成了日本最出名的寺院。 
同時﹐在赤穗﹐從此以後無藩勝有藩 — 由於這一事件﹐赤

穗幾乎成了日本最有名的藩國。直至今日﹐赤穗的惟一光榮就是

四十七士﹔赤穗最有名的產業和文化﹐也是淺野時代開創的﹑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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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藩的海鹽煮造。 
 

但是﹐原來的質疑﹐並沒有得到答案。“快舉”的背後﹐“理

屈”（道理）不僅沒有捋順﹐而且日益曖昧不清。 
四十七士行為依據的“道理”究竟是什麼﹖ 
忠君﹖ 
這是最表層的﹑也是最便利的一個說法。而且這個例子似乎

為中國古典的“忠”的概念提供了一次最狹義的闡明。岳飛精忠

報國的“忠”逸出了範疇﹐“忠孝”一組的概念卻指出﹕忠經常

限定於針對領袖而言。明治的褒賞令﹐釋“忠”為“主仆之義”。 
中國人和美國人﹐在復述四十七士故事時﹐口吻和感覺都很

不相同。 
美國人本尼迪克特所著《菊與刀》﹐是作者在下列條件下寫

成的﹕目的是為軍方提出日本可能投降與否的戰略估計﹑著者從

來沒去過日本﹑只靠對全體被美國拘禁的美籍日本人進行調查獲

得資料。 
她對四十七士的敘述﹐反復使用了一個日本文化概念“義理”

（ぎり﹑義理）﹐並以之替代所有“忠﹑義﹑信﹑仁﹑行”等浸

透日本精神的中國古典思想。她的這一話語﹐再根據英文回譯成

中文時﹐幾乎又都譯成了“情義”— 這樣出現了一種簡單化。2

“義理”就是“忠”和“義”嗎﹖顯然不是。這種解釋該駁正

麼﹖誰若有意也不妨。只是駁正會很麻煩﹔就像“義理”﹑“情

義”﹐糾纏不清一樣。 
而中國人﹐面對這個義士挺身的故事 —  
陳腐的封建思想﹗精英們隨手就是一棒子。 

                                        
2 本尼迪克特﹕《菊與刀》﹐商務印書館 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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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嚼著四十七士事跡﹐再聽這樣的批判只覺輕薄。是的﹐它

所依仗和宣揚的﹐不過一種愚忠。但它在實踐時的異端和美感﹐

卻使愚忠變做了人性。人的尊嚴﹑信諾﹑情義﹐奪門而出﹐壓倒

一切。在凜冽的精神面前﹐對舊道德的討伐躊躇了。何謂忠的愚

賢﹖況且今日﹐破除東方的愚忠﹐往往是無行的右翼精英宣誓效

忠西方帝國主義時的見面禮﹔如李志綏對毛澤東知遇的背叛﹐以

赤穗義士的道理來看﹐不過是無恥小人的“賣主求榮”。 
赤穗義士的故事如有魔力﹐使人甩開枯燥乾巴的理性﹐矄矄

然跑向紛紛雪落的橋頭﹐不惜當一回他們的同夥。是的﹐寧肯欣

賞封建﹐也不願迎接一種歪理獨霸的新世紀。何況今天﹐東方古

典已在被輕蔑的盡頭復甦﹑西方卻愈來愈露出猙獰本相﹐人們終

於開始質疑 — 對西方的愚忠﹑對資本的迷信。 
在日本一步步脫亞入歐的進程中﹐一方面﹐如明治褒賞四十七

士所象徵的﹑企圖讓忠君思想直接轉化為忠於天皇﹔另一方面﹐也

有明治的政治家﹐以法治思想批判赤穗義士﹐企圖更新日本精神。 
福澤諭吉在《勸學》六編中說﹕ 

 

3

 

福澤諭吉的煌煌法論﹐讀來如一紙奴才令。若在殖民地的韓

國支那﹐奴才們哪怕“隨被殺而隨上訴”直至遍地腦殼仍哀訴不

                                        
3 松島榮一﹕《忠臣藏》﹐岩波新書 1961 年﹐第 2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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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是否能換來他取消侵略“亞細亞惡友”的理論呢﹖ 
法治若是公正﹐世間就不會傳頌水泊梁山。所以﹐在日本的

街頭巷尾茶圍酒肆﹐對四十七士喜愛不已的商人町民﹐不理睬價

值的清談。他們覺得“討入”吉良邸的行為﹐實在是太過痛快﹐

於是用“快舉”一語稱謂事件。他們堅持事件的另一面﹕政府處

理不公和吉良乃是個腐化分子的一面﹐津津樂道於此案的剪暴安

良性質。 
顯然﹐較之持法治論眼光的精英們﹐普通人更看重社會公正。

在他們看來﹐吉良擅權行惡﹐乃是天下痼疾。他們渴盼義士出世﹐

快刀亂麻﹐砍它個大快人心。這種道德分析﹐與明治敕語或福澤

諭吉不同。他們激烈地偏袒義士﹐把赤穗四十七士﹐歌頌為直面

社會不公和個人犧牲的矛盾﹐敢於挺劍而起﹑流血五步﹑撼動天

下的英雄。 
這一觀念的形成﹐意義極為重大。因為﹐隨著對四十七士的

不歇追思再三塑造﹐在日本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中﹐一種做人的約

束﹑人之間的關係﹑人對社會的承諾 — 逐漸成形健全。它雖然

只是“半身”造反﹐但更是全心赴死。在一個正在孕育聚合的民

族胚胎上﹐它注入了烈性的精神。 
從此﹐在這個民族的母體中﹐凡事關民族國家﹐不用說在民

族存亡的緊急關頭 — 很難看到如李志綏那樣卑鄙下流的政治背

叛﹐很難看到如張愛玲那種隔岸觀火的自私文學。 
那些因一己得失不惜毀傷民族﹑以投身敵人褲襠為人生小康﹑

放肆詛咒包括知遇自己的“主公”﹑當然更信誓旦旦與革命為敵

的中國人 — 被四十七士的光芒照射得無地自容。 
每當夜空劃過激進和叛逆的彗星﹐他們就心慌意亂﹐渾身不

自在。因為不僅他們的妥協﹑苟活﹑唯經濟和唯科學的價值觀﹔

 7



包括他們齷齪的存在方式﹐都被那雄辯﹑尊嚴的閃光照射得黯然

失色。他們趕快潛伏爪牙﹑做低姿態﹑一聲也不反駁﹐等著侏儒

的思潮再次湧漲﹐等著糜爛的風氣捲土重來。 
 

夜宿赤穗的旅館﹐視野中是光點粼粼的瀨戶內海。我費力地

眺望﹐想看見著名的明石跨海大橋。其實﹐此地不是一處天險。

河流的沖積扇左右開闊﹐匯入了平滑的內海。平坦的土地上﹐築

起了一座大概是單層的赤穗城。 
車站上大幅貼著廣告﹐居中是一幅描寫義士們悲願已遂﹑“清

晨踏雪兩國橋”的壁畫。在這座城市﹐叫做“赤穗義士祭”的節

日﹐每年都在 12 月 14 日舉行。我預定 12 月 16 日從東京回國﹐

怎麼也不能留下觀看了。 
倒是參觀博物館看到的鹽田模型﹐教人有所新知。想必我國

蘇北﹑或者乾瀉灘塗可供導引海水的海濱﹐都是用這種辦法熬鹽。 
在高倉健主演大石內藏助的電影《四十七人的刺客》中﹐4 決

定捨身討仇以後﹐大石派一個年輕武士去大阪商號﹐清算了所有

的鹽賬。用這筆錢﹐衣食無著的武士﹐每人分銀 90 兩。赤穗藩因

海鹽而富庶。有一說就認為﹕老賊吉良挑釁年輕的淺野﹑幕府蓄

意剪削赤穗藩﹐都是為了爭奪鹽利。 
 

 
 
與四十七士在被寄押的四大名府邸﹑義無反顧一一切腹的幾

乎同時﹐次年（1703 年）已經有一齣戲劇模樣的演藝﹐在江戶出

現。它題名《曙曾我夜討》﹐假託曾我兄弟的復仇故事﹐由江戶

                                        
4《四十七人的刺客》﹐市川昆導演﹑東寶 1994 年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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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劇團中村座上演。它在三天後被禁﹔顯然﹐是由於警惕町民對

赤穗事件的興奮。 
四年後﹐寶永三年（1706 年）﹐事件已徹底安靜。大阪的竹

本座演出了淨琉璃（三弦伴奏的說唱木偶劇）《棋盤太平記》﹐

開了以虛構假名替代真事的表現手法的濫觴。從此﹐以淨琉璃和

歌舞伎（集歌﹑舞﹑藝人於一臺的日本近代演劇）為形式的義士

主題﹐便一演再演﹑由三而四﹑漸近至百﹑長演不衰。1708 年京

都的《福引閏正月》﹑1710 年大阪莊松座的《鬼鹿毛武藏鐙》﹐

還有很多很多。赤穗義士的題材﹐一時間風靡了整個關西（京都

大阪一帶）。 
以後﹐大概因為義士的數目是 47 — 後來的藝術形式多取日

文字母表（所謂いろは﹑以呂波﹐是不同於常見日文假名表的另

一套字母表）﹐或者箭矢的數目（大矢數 47 本）﹐我無暇進一步

觀察﹐估計是把義士們逐個敘說﹐是則自有濃厚的說唱味。大約

自 1732 年起﹐戲牌子上出現了“忠臣”一語。它喻示著一種評判

的穩定﹐以及一種主題和套路的成形。 

此後不胜枚舉 —《忠臣金短冊》﹑《忠臣いろは軍談》﹑《忠

臣いろは夜討》﹑《忠臣以呂波文字》﹐不一而足。 

就這樣﹐內容催促著形式﹐一種藝術愈趨洗練。終於在寬延

元年（1748 年）﹐47 人之一﹑惟一的殘存者寺阪吉右衛門﹐以 83
歲高齡靜逝。因他的身份乃低於武士的“足輕”（足軽）﹑主謀

者大石判斷他會在事後被從輕發落﹐因而命他逃生﹑並傳遞“仇

討”成功﹑“本懷”已遂的信息。他的逝去﹐標誌著事件確已落

幕﹐新的舞臺幕布﹐隨之就要揭開了。 
 

次年（1749 年）﹐即 46 人切腹後的第 47 年﹐大阪的竹本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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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演了《假名手本忠臣藏》。從此以後﹐有兩件大事進入了日本

藝術史﹕一是“忠臣藏”一語成了一切描寫赤穗四十七士及其

“仇討”的﹑藝術作品的代名詞﹔二是一齣名為《假名手本忠臣

藏》的戲 — 或是以木偶“人形淨琉璃”的形式﹑或是真人出演

的“歌舞伎”﹐將從此進入日本人的生活。它的名氣和“人氣”

超乎想像﹐以致於演藝界人云“京阪歌舞伎﹐無一不演義士復

仇”。就這樣﹐二百多年﹐久演不衰﹐直到今日﹐再至明天。 
除了歌舞伎這“最民族的”形式外﹐隨著日本近代的開幕﹐

《忠臣藏》也隨著電影閃爍於銀幕。據日本評論家四方田犬彥的

論文﹐《忠臣藏》的拍攝﹐僅在明治時代﹐12 年裡就拍了 19 種﹔

大正時代一共拍了 34 種﹑昭和年代在戰前戰中拍攝 11 種﹐戰後

至 1978 年就已拍 11 種 — 即使不算描寫著名義士的約 60 種外傳

片﹐日本總計拍攝了 135 種《忠臣藏》電影。1978 年以後﹐至少

我看過一部高倉健主演的《四十七人的刺客》﹐它是在事件發生

三百週年時拍攝的﹐廣告聲稱“忠臣藏題材至此終結”。其實﹐

2006 年我再訪日本時﹐電視裡還熱播著一部忠臣藏連續劇。 
我僅看過的兩種﹐也許是有代表性的兩種。除了高倉健主演﹑

市川昆導演的新作外﹐另一種是 1941年溝口健二在戰爭中拍攝的﹑

前後篇兩部﹑共 3 小時 43 分鐘的鉅片《元祿忠臣藏》。 
 

溝口健二是最早獲西方認可的大導演。此片和名作家太宰治

描寫魯迅的小說《惜別》一樣﹐都是著名藝術家主動配合戰爭宣

傳的作業。他們都一再聲明﹐自己的選擇並非為政治強求﹔因為

他們相信自己的語言﹐不僅能達到國策宣傳的目標﹑並能使文藝

的目標達到完美。 
溝口健二在《元祿忠臣藏》裡埋入了許多“純藝術”的因素。

他拍攝了一系列精致的鏡頭﹐努力強化影片的形式感。遠在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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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就對追求“日本形式”有執著的野心﹐並利用導演的權力﹐

企圖完成這一形式和日本電影的美感。如四方田犬彥〈元祿忠臣

藏中的女性因素〉所指明﹐5《元祿忠臣藏》存在女性的敘述角度。

確實許多情節的演進都是借女性為主的場面獲得﹔但更重要的

是﹐他借此塑造了日本的女性形象本身。 
— 這就又扯出一個與中國可做對比的話題﹕女性。 
在忠臣藏故事中﹐除了赤穗藩主淺野的夫人（後稱瑤泉院）

外﹐與義士們患難與共﹐或忍辱包羞﹑或輕拋性命的女性﹐大約

有﹕ 

大石內藏助夫人陸（おりく）﹐為不至於做為家屬遭牽連她

被大石休棄﹔與義士磯貝十郎左最終難遂婚約﹑在十郎左切腹之

前自殺明志的江戶女子（乙女田おみの）﹔京都筆店二文字屋女

儿﹑大石內藏助之妾輕（おかる）﹔義士在四大名家切腹之後﹐

小野寺十內的妻子丹在京都自殺﹔還有早在復仇醞釀時期﹐由於

與義士橋本平左衛門陷入熱戀﹑於進退兩難中雙雙情死（日語稱

“心中”）並最早被演義成了淨琉璃作品《曾根崎心中》的遊女 — 
就是這個故事﹐最早納赤穗義士事件於坊間梨園﹐尤其開創了為

大義男女難能如愿﹑不成眷屬捨身情死的故事套路的先河。 
更著名的﹐是大石內藏助的韜晦狎遊。 
在舉事前﹐大石內藏助曾在京都的袛園等所謂遊廊﹐狎女醉

酒﹑扮演頹廢。在四十七士事跡內外﹐女性的影子出現頻繁。遊廊

妻女﹐都暗示著一種 — 對孤立的叛逆的﹑從女性到文化的共犯。 
還有﹐就是我看過的歌舞伎《假名手本忠臣藏》第五﹑六兩

折裡的﹑又一個輕（おかる） 其實﹐惟此兩折是忠臣藏故事中

                                        
5 四方田犬彥﹕〈元祿忠臣藏中的女性因素〉﹐《映畫監督‧溝口健二》﹐新曜社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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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純虛構枝蔓﹐戲中沒有出現摹寫真實事件的場面﹐但日本人不

以為蛇足。 
這兩折戲的劇情是﹕ 

 

武士勘平與輕（おかる）﹐曾在主公出事時纏繾戀情﹐因此

遭人非議。日後勘平淪為獵人﹐渴望入盟參與復仇﹐允諾籌畫經

費。輕為成全戀人﹐賣身於袛園妓館﹐籌銀 50 兩﹐讓勘平能貢獻

大業。不想持銀回家的父親﹐半路遭惡人砍殺﹐銀兩被劫。那惡

人又被勘平誤作野豬﹐火槍擊斃。黑夜裡勘平自死體摸得錢袋﹐

次日卻以為自己殺輕之父﹐奪輕賣身銀。正值武士來取經費﹐見

狀蔑視勘平﹐拒其入盟。他百口難辯﹐於悲極剖腹。武士不意之

間﹐見老父傷口是刀傷而非槍傷﹐於是一切大白。得到洗雪的勘

平﹐於彌留之中﹐在盟書上簽下血字。 
 

在溝口健二的《元祿忠臣藏》裡﹐藩主淺野夫人斷發的一場

戲﹐演得一刻刻如歌如畫。那樸素又凄美的形象﹐令人過目不忘﹐

經多年仍餘味不絕﹐在心間如鏤如刻。那種無言的﹑比男性更多

一分凜然的女性舉動﹐給人冰雪醍醐的感覺﹐使男性肅然自愧﹐

不敢輕慢。 
如嫌這場戲太過於貴族化﹐影片的結尾﹐卻是由平凡的美野

（乙女田おみの）教訓了威嚴的大石內藏助。大石在與她達成了

許諾之後﹐她捨青春而殉死﹐大石則走向了自己的切腹場。就在

這個鏡頭之中﹐全篇演完﹐字幕昇起﹐近四小時的鉅片全部結束

了。 
歌舞伎《假名手本忠臣藏》中的輕也是一樣﹐不僅賣身籌銀

的是輕﹑承受了最多誤解的也是輕。大結局到臨之時﹐勘平哪怕

腹上插刀﹑依然來得及血書簽名﹔而輕卻依然被賣煙巷﹐並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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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救助﹗ 
 

凡事關大計﹐日本女性從來扮演男性的堅貞助手﹐只是暗添

了一層美。這樣的文藝角色﹐與現實水乳融透﹐染做了日本女性

的本色。在四十七士故事中﹐若說男性尚有遲疑和逃脫（最初加

盟者曾達百餘人﹑最後僅餘 47 人）— 而女性﹐無論實事劇中﹐

尤其戲中女角﹐無一不是烈士。 
與這種女性描述相比較﹐中國不得不垂頭喪氣。或可說﹐近

代中國的衰敗﹐與女性形象的黯淡﹐恰似一線相牽。 
與《忠臣藏》女性對應的反面例子﹐莫過於筆寫色‧戒﹑人

做漢奸婦的張愛玲。雖然她作為百年反共工程的女神像﹐被刻意

美化由裙及腳﹔但她在民族存亡的血泊中﹐被她所順從的日本的

女性光彩﹐映襯得醜陋不堪。 
為她的辯護還會呱噪不止甚至統治主流﹐但她已經敗了。在

一種女性美感的對比中﹐她敗得如風捲紙灰﹐漸漸無跡無痕。雖

然她不會承認﹕打敗她的﹐正是中國的古典精神。 
 

在豪華的東京歌舞伎座﹐剛一進劇場我就明白﹕今晚看不到

熱鬧。 
《假名手本忠臣藏》共有 11 折﹐每個演出月份只上演其中兩

折。今晚上演的第五﹑六兩折﹐不單不打仗﹑且是虛構的兩折。

輪到最後“討入”敵家﹐怕還要再等半年以上﹐而一個月後﹐我

就回國了。 
— 也就是說﹐不僅看不到討入敵家的拼殺﹐也看不到最後切

腹的壯烈。那一股深刻的失望﹗……我不斷憶起魯迅的社戲。 
但是﹐哪怕只為報答昂貴的門票﹐我也不能浪費這個晚上。

那一晚我真是全神貫注。看不成刀光劍影﹐我就不眨一眼地注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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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臺﹑爭分奪秒地查對簡介。我不單琢磨勘平和輕的情節﹐甚至

觀察舞臺的音效。後來在北京讀溝口健二鉅片《元祿忠臣藏》的

資料﹐溝口也聲明﹐別想來他這兒看刀光劍影﹕“鏘鏘啪啦啪啦﹐

我可不拍。” 
確實不只是“鏘鏘啪啦啪啦。” 
這一齣戲﹐如今它已不僅是戲劇而已。我不知道一齣打磨百

年的京劇﹐與它比較是否妥當。它的存在已很微妙﹐在傳說般神

秘的歌舞伎座劇場裡面﹐觀客的神情令人難忘。我形容不出滿溢

場內的﹑那一派“認真的趣味﹐無言的熱烈”。當觀客喝彩時﹐

我清楚地覺察到﹕它與北京人給京劇名角的喝彩不同。多些吟味﹑

好似緬懷。較之觀劇﹐人們更像是在參加儀式。最後演到了勘平

在垂危之際﹐腹上插著一柄刀﹐喑啞仰身﹐伸手盟書的時候﹐我

也不禁為第 15 代片岡仁左衛門的演技﹐籲嘆不止。抑或因為我是

中國人才多了這些念頭﹖也未可知。 
《忠臣藏》﹐伴隨了日本民族的整個近代和現代﹐歷二百數

十年﹐常演不衰。日本人不只是喜愛﹐已是捨它不能。它高踞其

他之上﹐它是特殊的門類。雖然從來沒有過評選﹐它的地位﹐無

可撼動﹐地造天成。 
 

 
 
踏著清晨的薄雪﹐挑著吉良的首級﹐赤穗志士一行穿過江戶﹐

向泉岳寺班師。須知他們是千里之外的異鄉人﹐在江戶城並無家

屋親戚。當他們把方向對準了這座寺廟的時候﹐泉岳寺﹐被賦予

了一層特殊色彩。 
在潛入江戶之初﹐他們的第一件事也是先到泉岳寺﹐為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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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野掃墓。一年零八個月的潛伏爪牙﹐一個不眠之夜的奔襲斬殺﹐

就是為了此刻﹐為在含恨的逝者墓前﹐祭上仇敵的頭顱。 
我也是在觀賞歌舞伎之前﹐先來看了泉岳寺。 
那一日秋雨淅瀝﹐泉岳寺裡﹐人影稀疏。山門全用素漆﹐古

樸結實。 
入口處立著大石內藏助良雄的塑像﹐一面是姓名﹐另一面是

家紋。寺左單有一處側院﹐裡面排排林立的﹐是志士的墓碑。 
一口水印漫漶的石頭井上﹐刻著“首洗井戶”。相傳在這口

井旁﹐洗了吉良的首級。廟裡和尚為防落葉飄入﹐在井口上罩了

一個白紗網。雨腳細密打著﹐那網已經濕透了。 
泉岳寺裡有一塊新刻的碑﹐是義士始末的精準介紹。如講淺

野“抵抗”吉良的“不辯士道”﹐說義士們對幕府處斷“不能承

服”﹐讀著覺得﹐措詞經過斟酌﹐字字考究。 
那天早晨﹐在踏雪奔回泉岳寺的途中﹐大石內藏助做了幾件

事﹕ 
一件是歸途路過仙臺大名伊達家府邸和會津藩大名松平邸

時﹐曾被攔住詢問﹐他們因而訴說過原委﹔再專派吉田﹑富森兩

人前赴大目付（相當江戶的警備長官）仙石家﹑主動出頭申訴一

切。仙石等人物都表現了對赤穗義士的同情﹐不僅細緻聽取了申

訴﹐並招待了早飯。 
再一件是命身份不是武士的寺阪脫離行列﹑逃往西日本去傳

達成功的消息。因此﹐寺阪雖然在後日一直活到了 83 歲﹐但仍名

列四十七士 — 到處的四十七士名簿﹐都是以大石內藏助為首﹑

以寺阪吉右衛門作結尾書寫的。 
到達泉岳寺後﹐一行冒雪在井臺洗了吉良首級﹐將其供於主

公淺野墓前﹐燒香瞑告。周圍是淺野去年自殺時﹐身邊的“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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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石﹑染血之梅”。 
其實這舉步之間﹐發生了最有意味的事 — 因為不覺之間﹐

他們把泉岳寺當做了惟一去處。泉岳寺﹐這座廟宇除了一座淺野

長矩的墓﹐與他們無親無緣。這故鄉遠在關西的 46 人﹐在江戶他

們需要一個場所。是的﹐儀禮之場所﹐宛如麻扎爾。6 只要腳踏

著這個場所的沙石﹐他們的意義就能獲得闡發。已經踏上了人生

絕路的他們﹐需要一隅之地﹐能否埋骨不可預知﹐但寄存靈魂的

地點﹐可由自己決定。 
這就是泉岳寺。 

由於 46 人的緣故﹐這座廟的性質一朝驟改。它不僅變成了四

十七士的安魂地﹐也變成了日本精神的祭祀場。 
果然﹐後來東京的泉岳寺﹐成了理想國般的歸宿。聞名四海﹐

八方來朝﹐他們享受到了最大的祭祀。也許他們多少美化了“冷

光院”淺野藩主﹐但這是必要的 — 泉岳寺因著淺野墓與他們結

緣﹑給他們血淋淋的生命以慰藉﹔他們也使江戶城的刃傷事件﹐

添加了一個正當的光環。 
更重要的是﹕此廟與著名的長野善光寺﹑更與靖國神社不同。 
因為﹐前者供養著侵略日軍的二百數十萬柱遺骨﹐後者則合

祀著明治以來日本帝國的犧牲者。在中國﹐雖然語焉不詳﹑但凡

人盡知靖國神社﹔而善光寺﹐或許即便日本人也未必都清楚它的

上述“善行”。 
通俗地嘗試說明﹐大概是這樣的﹕亡者在靖國神社成神﹑在

善光寺成佛。兩處一佛（教）一神（道）﹐收留和超度了作為國

家的﹑日本的亡靈。 
但這種神佛魂祀﹐侮辱著苦主的心靈﹐蔑視著他者的苦難。

                                        
6 麻扎爾﹐即波斯語Mazar﹐伊斯蘭蘇非派的聖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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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雖然固執於宗教的形式﹐卻與宗教的初衷相悖。概言之﹐兩

者都與“帝國”一語糾纏﹐缺少宗教原來的超越國家﹑甚至反體

制的原色。 
不知我的歪評是否離譜﹖反正﹐善光寺和靖國神社好似帝國

主義的宣傳部和民政局﹐為飽受屠戮侵害的中韓等國所不喜﹑也

為天下的大義所難容。而泉岳寺﹐卻埋著一股造反精神﹐使人們

不禁喜愛。 
 

泉岳寺的和尚一邊通過寺社奉行（管理寺廟神社的衙門）報

告此事﹐一邊閉了山門。因為謠言已不脛而走﹐泉岳寺的和尚當

然不希望聞風而來的市民闌入寺內﹐亂哄哄地圍觀。他們端出“白

粥”﹐款待血跡斑斑的 46 人﹐據說還端出了酒。7

接到了方方面面彙報的幕府將軍德川綱吉﹐命令把 46 名浪士

暫時拘押在細川﹑松平﹑毛利﹑水野四大名的宅邸。傍晚 7 時許﹐

一行離開了泉岳寺﹐分別走向寄押的大名宅邸﹐是夜 11 時抵達完

畢。 
此時﹐吉良家一邊收拾狼藉﹐一邊搜求那顆丟了的吉良頭顱。

大石云﹐置於泉岳寺﹐而寺僧則據有司指示﹐把頭顱送回吉良家。

此頭葬於東京牛込萬昌院﹐應距魯迅留學的弘文學院不遠。 
幕府為妥善處理此案用心良苦。對 46 人﹐重臣中提倡“助命

論”的與強調“法治論”的各各有之﹔對吉良卻是眾口一詞主張

嚴懲。將軍德川綱吉大概因曾經草率處理刃傷事件心中有愧﹐這

一回傾向“助命”﹐饒恕義士不死。無奈不得幕府評定所提出文

書。反體制和造反﹐畢竟不會得到體制的支持﹐2 月 5 日﹐上命下

達﹐判決 46 義士切腹。 

                                        
7《忠臣藏》﹐岩波書店 1964 年﹐第 1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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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溝口健二的電影鉅片《元祿忠臣藏》﹐就以這個鏡頭

結尾。 
一切糾葛都已經處理和清算完了﹐從畫面彼岸深處﹐傳來呼

喚大石內藏助的點名聲。大石站立起來﹐表情滿足而鎮定﹐迎著

畫面走來。攝影機越過他的頭頂﹐搖向細川宅邸深處﹑準備萬全

的切腹場。 
庭院四周﹐高低錯落的廊下階上﹐排排跪坐著武士﹐肅穆沉

默﹐一絲不動。鏡頭俯瞰下來﹐院落中央﹐一領白帳搭就了一個

凹字屏風﹐隱約圍著一塊白布座席。前﹑後或者左右﹐都有成組

的武士﹐挾刀跪坐。那一瞬的視覺不能訴說。但那視覺不得延續﹐

因為鏡頭隨著尾聲的音樂﹐一掠即離﹐不予定格。那一刻的美感

確在極致。每個細節都無法看清﹐每個細節都被充分想像。包括

大石內藏助﹔對他最後的了結﹐仿佛表演過了﹐分寸一毫不差。

電影結束了﹐對藝術的驚奇才剛開始。 
難以置信 — 這是一部戰爭的國策宣傳片﹐伴奏著日本把戰

爭從盧溝橋擴大到太平洋的軍樂。難以置信 — 美感居然能與罪

行共存﹐近乎完美的形式﹐居然能裝入侵犯的內容。 
 

 
 
我總是憶起自己兩次去王屋山﹑探望聶政故里的往事。 
那地方還沿襲古名稱做軹城﹐是一個窩囊的中原農民世界。

有意思的是﹐黑棉襖的農民都知道聶政﹑深井里﹐還蓋了一座聶

政祠﹐雖然一眼粗看﹐全然沒有烈士之風。 
正是這般百姓風景﹐誘人深思。古代的形象又是怎樣﹖古代

還存留一點蛛絲馬跡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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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等寫完了這篇文字﹐也許我會再走一趟深井里。在報紙

上讀到一個記者說﹐他曾在聶政祠﹐和守祠堂的老漢談到我的聶

政小文。 
再去時我的背囊裡會多了一件東西﹐不消說﹐它就是四十七

士的故事。 
曾有過一瞬想在深井里把文章寫完。我拂不去一種預感﹐我

朦朧地覺得﹐無論日本的四十七士﹐無論古典的聶政荊軻﹐他們

都要梳理通順 — 與那些黑棉襖農民的關係。 
 

不過﹐一旦拿它與《史記‧刺客列傳》比較﹐就會發覺它們

之間存在質的差距。《史記》的刺客﹐雖然也都有鉅大的複雜性﹐

但一般說來﹐他們可能遵從徹底叛逆的思想﹐也就是個人的思想。

如專渚﹑聶政是為知己﹑荊軻乃為祖國﹐都與赤穗義士似是而非﹐

稍存異趣。 
此外﹐中國古典中的這些英雄﹐大都以一人挑戰強權﹑甚至

獨自作對國家。而四十七士的仇家只是一人﹐對幕府則俯首唯諾。 
四十七士﹐勇則勇矣﹐但稍缺《史記》刺客那強大的個性。

不易發覺地少了一絲個性﹐卻大張旗鼓地多了一種集團性 — 如
此感想屬於苛評。 

這集團性﹐琢磨不透﹐古怪暗藏﹐勞人沉吟。 
它迫人不得不追究 — 包括忠義﹑犧牲﹑儀禮在內的思想。

四十七士的忠君思想﹐存在著先天的﹑源自中國的缺陷 — 這缺

陷也隱藏於太史公的《史記》﹔當然﹐更有在日本發育中形成的

某種畸形。 
古典所謂“士道”﹐包容深沉。即便《史記》的刺客們﹐也

未必達到了它的境界。古典中“士”的境界﹐幾近做人的極致。

何況其“道”﹐已經近乎社會的理想。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水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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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傑﹐實踐的不是古典的士道﹐那只是天下無序的蜂起。 
“士”是什麼呢﹖它雖時而仗劍﹐但更是文雅修養﹐是社會

變革的目的。士唯公理是從﹐劍隨時威脅君王。這些﹐都未必能

由日本的“武士道”涵蓋。 
在中國﹐〈戰國策‧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是中學語文教科書

課文。我對古典知之太少﹐只對這一篇印象深刻﹕ 
 

 

 

 

 
 

《戰國策》表達的概念很重要﹕“布衣之士”﹐強調的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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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名分而是士的布衣屬性。“若士必怒﹑天下縞素”﹐劍指的

目標是霸道的君王。或許可說﹐它不僅與日本不同﹐也與《史記》

的刺客們有別。 
日本的“士”﹐先是榮譽的名分﹐二是效忠的武者。他們可

以壯烈捨命﹐但他們並不犯上。明治以來﹐它漸漸被戴上了“武

士道”的帽子﹐與帝國﹑右翼﹑侵略等語結緣。武士道﹐漸漸與

中國古典分道揚鑣。 
應當說﹐四十七士是日本武士系列中的孤例﹐雖有局限﹐它

畢竟是一次作亂﹑反抗﹑造反﹐同時實現了“義”和“殉”。民

眾從中讀取一種異端﹐並陶醉於這種感覺。是的﹐這就是日本人

酷愛四十七士故事的原因。他們喜愛的﹐其實與中國原典的精神

相近﹑而與武士道的宣傳相遠。 
暢銷歐美的﹑博士新渡戶稻造用英文寫於 1899 年的《武士道》

一書﹐表面上以日本武士道比較英國的“紳士道”﹐用心深處﹐

卻是為了謀求西方價值體系對自己的接納﹐為了脫亞入歐的政治

大計。換言之﹐那位啟蒙思想家是在淺說士道﹐阿諛洋流。他寫

作的地點是美國。他寫作的 1899 年﹐正值甲午戰爭之後四年﹑日

俄戰爭之前五年的緊急時刻。新渡戶在這樣的時刻﹑地點和語言﹐

放縱文筆﹐表達了新興日本及其志士子民的豪邁。因為新帝國的

眩目﹐輿論為之刺激﹐此書被廣泛翻譯 — 但它所寫的﹐不僅遠

離了“士”的源頭﹐甚至遠離了四十七士的寓意﹐不過是一紙“入

歐”的毛遂自薦。 
 

1941 年底﹐導演溝口健二在《元祿忠臣藏》的片頭上打出字

幕標語﹕“佑吾兵家”（護れ﹑わが兵の家）。比起以前的《假

名手本忠臣藏》﹐電影劇本多了赤穗義士面對京都﹑遙拜天皇的

蛇足。 

 21



古怪的感覺﹐即便沒有這些軍國符號﹐在看這部鉅片時也不

斷浮現。不知為什麼﹐看電影時﹐我總是不斷聯想到﹐皇軍吾兵

（わが兵）正把戰火燃遍中國。清純的移動圖畫﹐姣美的女性形

象﹐抑制不住聯想。 
倒是電影《切腹》﹐8 在士道的思考上﹐大步超越了溝口健

二的局限。這部電影對武士問題的剖析﹐可說分寸不差毫髮。 
不得不又一次簡述梗概﹕ 

 

關原之戰後﹐一些舊藩被廢斷﹐大批藩中供職的武士﹐淪為

衣食無著的貧民。他們無奈困窘﹐曾有人到大名的江戶府邸（江

戶屋敷）鬧事﹐藉口為尊嚴切腹﹐討得糊口銀錢。一日﹐窮愁潦

倒的年輕武士來到大名井伊家的府邸﹐要求借大門玄關之地切腹﹐

府邸家老（首席官員）等判定他敲詐﹐於是惡意頓生﹐不管發覺

他窮得甚至已經賣鐵刃佩竹刀﹐依然借諾逼命﹐迫他剖腹自害。

窮武士懇求寬限一二日﹐遭到嚴厲拒絕。一言既出﹐四顧無路﹐

他只得以竹刃剖腹。擔當“介錯人”（為切腹者不至太痛苦﹐從

背後揮刀斬首的人）的號稱神刀流的屋敷武士意在折磨﹐不肯出

刀﹐令他痛苦萬端﹐咬舌慘死。 
數月後﹐又有一名叫津雲半四郎的襤褸武士前來叩門﹐請求

借地切腹﹐維護武士尊嚴。他在切腹場坐定後﹐要求選神刀流為

介錯人。家老允許﹐派人去找不果﹕傳云神刀流病了。於是津雲

又點名兩個武士﹐尋找後﹐卻都稱病不來。 
在等候介錯人的功夫﹐津雲要求給四周坐滿的武士們講講自

身故事。他講到廢藩失國後﹐自己帶著獨女﹑與亡友之子千千岩

求女一塊度日。後把女兒嫁了年輕人﹐生子金吾﹐一家四口苦鬥

                                        
8《切腹》﹐橋本忍劇本﹑小林正樹導演﹐松竹 1961 年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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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但生活每況愈下﹐窮窘愈加深刻﹐女婿奔走街頭﹐但孩子

熱病﹐鍋無粒米。那一天﹐千千岩說去籌借﹐約好黃昏回來。結

果深夜被運回的﹐是他的屍體。看到女婿切腹的竹刀﹐津雲震驚

萬分。很快病重的女兒也撒手塵寰﹐津雲空有真刀﹐眼看著小孫

兒也夭折了性命。 
— 人們明白了﹕眼前的切腹人﹐正是前次切腹人的岳父。 
津雲繼續講述。他控訴虛偽殘忍的武士﹐指出每個參與逼死

千千岩的人﹐無論拒絕他寬限請求的﹑截斷了他退路的﹑以及故

意不行介錯把他折磨至死的武士﹐都必須交還孽債。 
津雲摸出三個發結。原來他早就找了神刀流等三名參與逼死

千岩的武士﹐制服他們之後﹐割下了其頭上身份的象徵。發結丟

在地上﹐圖窮匕首現。四周的武士拔刀而起。一場正義復仇的大

戰開始了。 
津雲在殺死六名﹑殺傷四名武士後﹐渾身傷痕纍纍。他且戰

且退﹐摸到了供奉著本藩家祖兜鍪盔甲的密室﹐奪走了兜鍪。此

時﹐儼然大名脫下了武士的遮羞布﹐棄刀用槍。洋槍隊一個排射﹐

盔甲兜鍪被打得破碎。津雲傷上加傷﹐反刀自刺﹐毅然以武士之

儀切腹。 
 

這部畫面乾淨的黑白電影﹐幾乎描寫了所謂切腹﹑以及武士﹑

兼及士道的一切大小方面。它尖銳地諷刺了高高在上的武士尊嚴﹑

控訴了它血腥和非人道的一面。它難得地描畫出高於武士名分的

人道精神﹐解剖了日本封建的武士階層中﹑嚴峻的格差及複雜的

境遇。同時﹐它也提供了一個符合士道的﹑完美武士的例子。他

在痛擊並戰勝了虛偽的武士道之後﹐切腹自盡﹐表達了士道的尊

嚴人格﹑以及這一形式的壯烈。 
在眾多明星（三國連太郎﹑岩下志麻﹑丹波哲郎）簇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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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代達矢扮演的津雲半四郎﹐魅力無限﹐凜然矗立。這部黑白的

日本電影內含嚴謹的分寸﹐是關於日本武士道的一部絕好解說﹐

宛如四十七士故事的一個補充版。它是一種熊熊燃燒的民族精神﹐

灼烤照射﹐使諸如張愛玲李安的《色‧戒》之類在中國層出不窮

的下流製作 — 自慚形穢﹐崩潰融銷﹐蕩然無蹤。 
 

是的﹐聶政荊軻的時代已一去不返。先是窮極不言義﹑然後

逞富不知恥的中國人﹐漸漸已不會如古代那樣做人。中國雖是

“士”的起源﹐聶政荊軻的故鄉﹐但如今愈是中國人才不敢言及

士之風骨。左顧右盼﹐儘是粉墨喬妝的自賤﹐對比他人的“切腹”﹐

我們惟羞愧而已﹗ 
中國還具備挽救古代傳統的可能麼﹖ 
約束於大事﹐一諾如千金。當自己也直面著大義與個人的相

克﹐不畏懼捨生取義 — 古典的精神﹐似乎早被中華棄之腦後﹐

卻被日本視作傳家之寶。 
接著是血泊和毀滅﹐還有原子彈的恐怖。 
古典的本質﹐漸漸湮滅了。 
從日本士道的正反遭遇中﹐我們的感受也如鏤如刻。烈性的

美﹐不能營築在他人的苦難之上。中華若想重新找回美感﹐首先

不能容許惡行的共生。在走向現代的途中﹐需要勇敢與獻身﹐以

約束和制止強權。它決非“皇民教育”﹐它與愚昧的忠君尚武﹐

原本不是同道。 
說到底﹐它最終是 — 美的人道精神。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