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7 月，当我获邀参加天津的

内山书店开业典礼而动身前往时，下意

识便带上了一本内山完造所著 《花甲

录》（九州出版社出版 ），年初刘柠先生

所赠，译者也是他本人。 不想到了活动

现场，主办方提供的资料袋里 ，竟然也

有一本 《花甲录》（天津人民出版社出

版 ）。 译者 、出版社不同 ，推出的日期

则前后脚 。 看着内山书店的历史照片

墙 ，听着周令飞 、郭沫若后代的往事回

忆，两方并陈 ，这本书变得格外有意味

起来。

内山完造的著作 ， 以前所见多是

《活中国的恣态 》，我也买过更名为 《一

个日本人的中国观》的新星版。 但这本

《花甲录》，据刘柠先生介绍 ，以前并没

有完整译本。 日本人特别爱说“真面目”

一词 ， 我感觉自己也是真正读完这本

《花甲录》后，才多少了解了传主本人某

种根底的禀性。

还不止于此。 当内山完造这样为自

己的回忆录定调（此处译文我随机选天

津版的《花甲录》）：

“我的历史绝非他人历史之借物，

也并非诳语。 既不是欺人之物，更不敢
妄自尊大。 我的历史必须是我自己的。

从该意义上讲，出于责任和义务 ，一字
一句断不肯草率行事。如今，我肩负着
这份责任和义务来书写个人的历史 ，

虽知逊于蜉蝣 ，不及砂粒 ，却义无反
顾……”

其实就该预料到，书里所包含的人

情世态与历史信息，有得嚼，有得回味。

长江口岸 ，那个推广
眼药的店员小伙计

《花甲录》从时间轴来论，大致可分

为入中国前与入中国后。 1913 年 28 岁

算第一个阶段 ；1913 年到 1945 年 （60

岁）迎来日本战败为第二阶段。 前个阶

段都在日本 ， 第二阶段则在中日间往

返。 创办内山书店的想法， 始于 1916

年，真正开业，则在次年。 与此同时，内

山完造还投入了许多书店外的事务。 这

也就可以肯定，《花甲录 》 还有很多在

《鲁迅日记》记录之外。

内山完造出生于日本偏远的中国

地区，念书只念到 12 岁。 之后弃学到大

阪当佣工，辗转于不同店主手下 ，经手

推销各类生活用品，等于早早就在社会

上摸爬滚打。 读这部分内容，我经常脑

补的是日本那些老电影。 非小津式的电

影中，常能看到明治 、大正时代那些在

底层奔波讨生活的人。 小生意的沉浮成

败中练就的，都是些既务实 、又精明且

人情练达的老派日本人。 久处大阪，还

会身染关西人的豪爽。 内山完造入中国

时，身上应该有这类日本人的底色。 若

说还多一种精神底子，那便是由佛教渐

次转向的基督教信仰。

内山完造第一次接触到中国这个

字眼， 当是 15 岁读到的一本记有北清

事变（即著名的八国联军侵华）的《东洋

战争实记》。13 年后，他作为参天堂的店

员，到中国来推广日本品牌眼药 ，是因

为意识到———“时代已经发展到要靠学

校的成绩和文凭来决定所在位置 ”，而

“世人平均五寸高， 而自己只有四寸五

分，自然抬不起头来 ，不如干脆进入四

寸人的社会，即以中国为目标 ，在那里

生活，肯定会有活路。 ”（刘柠译）那时的

日本正处于脱亚入欧的亢进状态，普通

日本人有这种高低偏见也是时代氛围

使然。

但 “头一次看到长江的赤黄泥水，

先吃了一惊……仅一支叫黄浦江的支

流便可容纳三千吨的春日丸自由进

出……”（刘柠译），如此浩翰的景象，便

是 28 岁的内山完造所看到的中国第一

眼。 江面，后来相当长时间成为内山完

造所面对的中国———因要将眼药推广

到中国各地，他们必须沿着长江上下游

口岸，一个站点一个站点贴广告 ，这是

原始的商品硬广，却让他扎扎实实地接

了中国的地气。 内山完造的这份南中国

经历，说它是近代中国长江沿岸的生态

备忘录也不为过。 这生态还不止是沿岸

风物景致，还有同他一样在此间打拼讨

生活的中国平民的生存样态。 我们说涉

入商业，就深入到社会内部的毛细血管

地带，考虑到他所在之地，正与其母国，

面临着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 这时所感

受到的外在敌对关系下的时松时紧，应

该更有历史参考价值。

中国自有中国的尺度

有关内山完造的中国观的形成，刘

柠在其译书前言中做过全面梳理，我只

说自己感受最深的这一点。 《活中国的

恣态》之恣态之“活 ”，实是和这段在中

国的江河湖海里扑腾打拼的经历有关。

当然，也跟他是从事商业事务有关。 所

以他一落笔写中国，就显出和那类从文

献到文献的日本“文章家 ”的不同 。 当

然，他的认知也是渐进的 ，一个细节对

比是：初入中国，面对船板上普通船工

千年不换的中国式早餐，他还得米饭上

打个生鸡蛋，来满足日式的胃肠。 但是

到了写 《活中国的恣态 》的 1935 年 ，他

已体会到以胃肠满足为基准的中餐的

实用，转而在论母国那种以洁净养眼式

审美为骄衿之非了。

过去夸某个外国人懂中国事务，谓

之“中国通”。 现在时尚说法是“知中”。

但是 “知 ”也罢 “通 ”也罢 ，还得看立足

点。 在内山完造这里，最可贵的是一种

想深切地理解别人的愿望 ：“有一件事

让我遗憾不已，参天堂社长田口谦吉逝

去，我曾和他约定，‘我不敢保证大学眼

药的销售一定能取得，但是我一定多多

地了解中国’。 ”

我们当然可以说，内山完造对于中

国商人“看人下菜碟 ”式的定价法的类

似观察，带着商人才有的精准思维。 但

更重要的还是，他遵循了 “中国自有中

国的尺度”这个外来者的谦卑立场。 在

差异对比中返观日本，他也时不时带出

对于自身文化的反省。

社会事务， 依然是内
山书店之外的内山完造

内山书店对中国社会进步思想的

影响， 自有书中的总结为证：“毫不夸张

地说，左翼的书籍翻译，……三百三十种

全出自我的书店。 八百三十多种汉译的

现代日本文学目录中的译者， 大部分是

内山书店的客人，留日的四十三人。 ”但

是不难注意到，涉笔书店事务，内山完造

并没有针对那一场场文艺漫谈会内容，

说过感受想法；对与会者，也鲜有主观评

价。 这可能就是身为书店老板的“度”。

他更多的观察与心理抒发，是在书

店外事务。 从早先的“夏季文化讲座”，

再到日本文化人在中国高校的巡回讲

座，还包括经营日语学会 ，参与关西大

地震、汉口水灾中的赈灾等。 这些都能

见出，内山完造其实是个愿意在实际事

务中发挥作用之人。 因为介入了具体的

运转，所以对其中的机制与问题看得门

儿清。 内山完造曾经说：中国的赈灾多

来自于多方实际经验，仅凭是否智慧这

一点妄加评论是不恰当的。 这固然又是

“中国自有中国的尺度”的立场的坚持，

但也是从实际观察中来。

住与游之别 ，因 “住 ”

而生愿力

每当读到一本放不下的书，我总是

习惯再扫周边 。 佐藤春夫的 《南方纪

行》，被我从天津内山书店活动中购得，

部分也是为这种周边阅读做准备。 加上

书架上本已有的 ：青木正儿 、吉川幸次

郎等著的 《对中国的乡愁》， 辻听花的

《菊谱翻新调———百年前日本人眼中的

中国戏曲》、芥川龙之介的 《中国游记 》

等，这时候再拿出来看 ，文人和他的笔

下分野，就看得分外鲜明。 专业的著述

且不论 ， 日本文人所谓的对中国的乡

愁，准确说仍只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乡

愁，建立在对昔日汉籍的阅读与想象当

中。 短暂的飞行打卡，转瞬而过的人之

交集，都可能因某个现实中的不堪而将

那乡愁打个折扣。 唯内山完造，是在这

片土地上真切地生活着， 这是 “住”和

“游”的区别，也是因“住”而生情念继而

再生愿力之别 ，其愿力就是 ：做中日友

好的媒介。

作为非文艺界人士，他固然写不出

佐藤春夫 《鹭江月明 》中 ，那对鹭江黄

昏、月夜，歌妓以及中国音乐的丝丝描

摹，也无法将此升华到对中国文化的理

解与人类意识的层面 ，但是 ，他对普通

人心的把握 、 对中国时局势进程的判

断，还是比他们深入且有分寸多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特殊时期能

给予朋友有力援助者，即使是公认的鲁

迅身边最亲密信任的日本友人，他也会

认真撇清一些事实：“在先生去世后，中

国有报纸、杂志报道 ，说我在经济上援

助过先生。 每次我都提醒：‘这是对先生

的亵渎 。 对先生从未有过一毛钱的援

助。 这正是鲁迅先生杰出的品质所在。

虽然曾有过先生将钱寄存我这里的事

情，但是从未跟我借过钱。 我即便是想

到先生有难处，我也害怕伤害先生而从

未提起过。 ’”

而在战争中间在日侨界参与创建

“上海童话协会 ”，他着意的仍是 ，不让

孩子们对战争感兴趣。 战败撤侨中，他

对自己的同胞同样也施予有力援手。

国与国关系风云变幻，但他的作为

轨迹清晰可见，处处有他为自己确立的

“人”的尺度。 在此，看他那些具体事件

中的作为 ， 反倒比日本文人笔下的中

国，更让人感念。

《花甲录》读之有意味，还在于每个

年头开始都附有中日历史年表。 这是内

山战后离开得匆忙，没有带回手头资料

时借以回忆往事的重要参考。 现在看，

更像是一个东亚维度的历史进程表。 受

此年表启发，我也依着《花甲录 》叙述 ，

自制了一个内山完造年表。 最后时间不

得不止于 1945 年， 但我依然能感受到

他在后面岁月中活动的身影。 不用费神

多想，这些依然和他念兹在兹的中国有

关。 或许内山书店能重回中国，也是他

的愿力所致。 心中的牵念，在今年，终于

落到一个具体事上，这大概比对他的书

的阅读，更符合他本人的心性吧。

（作者系媒体人、作家）

《树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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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舜舟

■ 孙小宁

六十年人生路，非常岁月里的中国
———读内山完造 《花甲录》

读罢《树孩》，合上书，眼前隐约闪现出

一个黄杨木雕的“树孩”。这部被划归为“儿

童文学”的童话，又一次告诉我们，童话的

大门不只是向孩子们敞开。

故事讲述了一棵黄杨树的前世今

生———曾经在郁郁葱葱的森林里枝繁叶

茂， 因为遭遇了骇人的森林大火而几被毁

灭。 上山寻找创作材料的雕刻家和儿子春

芽儿发现了这棵被烧焦的黄杨树， 并将其

中一段捡回家，雕成了一个可爱的孩子。树

孩诞生了，黄杨树的生命被树孩延续。树孩

几经流转颠簸， 它的眼睛从此见到这世间

的种种善恶和苦乐……

《树孩》的开始，那棵开口说话的黄杨

树慢慢地将我们拽入这个充满灵性的世

界。 生灵开口，常谓之拟人。 但是我们可以

明显地感知到作者的立场并非局限在“人”

的角度。 黄杨树和它的伙伴们充满了对于

这个世界的懵懂和感知， 包括对于人类的

恐惧、对于生命无常的敬畏。作者似在有意

复原自己的感官， 以陌生化的眼光重新打

量这个世界———那是树孩的眼光，纯净、未

受污损。随着树孩的历险，我们会觉得自己

的眼睛开始和树孩的重合， 自己的一部分

嵌到了树孩的身体里。

这个过程中， 一个有趣的悖论在悄悄

但是切实地发生———树孩能抵达人类所目

不能及的地方，它可以和万物对话，却无法

让人听到它的语言，无法跟人交流。正是这

种“无言”所制造的冲突和效果，让作品更

为真切感人。

在童话中，这种“尽言”和“无言”的相

悖之境是常见的。 《树孩》会让我想起安徒

生的《坚定的锡兵》。 那个受尽磨难的小锡

兵，可以反抗玩具魔法师，可以跟跳舞的纸

娃娃说话， 却无法告诉他的主人男孩彼得

自己的遭遇。 但童话通常担负着教化的功

能，比如这个小锡兵的故事会让我们想起，

只要勇敢地坚持理想，总会得偿所愿。

只是《树孩》的故事里所蕴藉的道理，忽

明忽暗，更确切地说，不曾有明确的道德上

的训诫指向———尽管一路走来，树孩的遭遇

映射出许多哲理，但它并不曾因为自己的善

良或是纯真而达成了什么目标和愿望。它的

历险最后并没有在我们的期待中获得什么

高潮，它只是自然而然地、“随意”地获得了

一种重生———重新生根，重新发芽。 但这一

切，都如老槐树告诉它的：是碰巧。

作者的诗人思维此刻显形———不是线

性的、预设的，而是整体的、发散的、浑然的，

滚雪球一样牵扯众多。如果说树孩的命运和

经历有一个线头，那便是作品尾声，芦苇们

的深沉合唱：“生生不息，生生不息……”

作者曾说，这部作品写到最后，会觉得

舍不得停笔，舍不得写完。 这或是因为“生

生不息”的故事会一直在路上，在行进中，

无法被结局。 万物有灵，这个古老的意念，

不只是出于我们生而为人能感知万物的自

信，更是源自一种对于自然的体贴、尊重和

敬畏———这部作品的主角， 实则并不只是

树孩，而是天地万物。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上海文学》编

辑）

生生不息
与万物有灵

在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下， 随着婚姻

制度的功能与价值的衰退，越来越多人

选择单身。 如今，北欧国家独居人口接

近总人口 50%以上， 在美国超过 40%，

即便许多被公认是信奉保守宗教价值观

念的国家，比如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等的

独居人口也在直线上升。这样的现象引

起了众多社会学家的兴趣。 日本的伊坂

幸太郎和美国艾里克·克里南伯格都曾

经基于各自国家的实际情况写过单身

社会领域的著作，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伊利亚金·奇斯列夫的这本 《单身

社会》进一步推进了相关研究。 克里南

伯格等人的研究主要是描述美国的单

身群体生活状况。 与一般的认知不同，

他的调查发现美国单身群体生活远比

想象的幸福快乐。 绝大多数单身者远比

同龄已婚人士更加热衷于各种社交活

动。 不仅是 30 岁左右没有结婚的，大多

数后来选择离异的人也在享受个人生

活的乐趣而非陷入孤独和痛苦。 相比之

下，奇斯列夫不仅观察单身男女在做什

么，探究其背后的原因，更提出了相应的

社会政策，使得单身群体少受传统社会

偏见乃至歧视，从而生活得更加幸福。

虽然奇斯列夫是科班社会学训练

出身，但是他把研究出发点锚定在个体

幸福感而非社会学家聚焦的社会功能

上。 所谓的幸福感被界定为一种主观感

受 ，通俗来说就是 “感到幸运 ，顺心如

意”。 它类似于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效

用”，决定了人的行为和选择。 既然幸福

是主观概念，那么各地各族群自然存在

巨大文化差异，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也

导致了幸福感内涵因地而异。 如何处理

这些天差地别的幸福感并纳入同一框

架内展开讨论呢？ 面对这些困难，奇斯

列夫采用了大数据方法 ， 纳入大型样

本，横跨各年龄和地区 ，从而平均特异

值， 达到基本反映真实幸福感水平的

目的。

主流观点认为婚姻制度增进幸福

感、克服孤独和社会疏离并提供更为坚

实的安全保障。 但是，大型调查表明，事

实远非如此简单。 结婚两年后，幸福感

就滑到基准点，而离婚之人幸福感降到

基准点以下， 甚至比原来更加不快乐。

而单身人口在某些阶段幸福感或有起

伏，但是总体上在社交 、工作成就和自

由度上都比已婚人士有过之而不及。 由

此来看，越来越多人选择单身其实是幸

福感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呢？ 奇斯列夫洋洋洒洒罗列

了八个原因，包括人口增长模型从马尔

萨斯陷阱变成沃尔夫冈的长期下降趋

势、女性越来越独立、离婚率飙升、都市

化、网络社群等等。 具体来说，婚姻家庭

既不减少孤独，其长远社会功能也随着

制度和技术的变化而日渐削弱。 许多人

认为找个人结婚成家 ，似乎是 “排除孤

独的完美的解决方案”。 但是，实际生活

中，“孤独是一个独立的问题，解决方法

有来于自我认知的扭转，而不在于是否

结婚”。 许多夫妻结婚后实际上同床异

梦，除了抚养子女 ，其他方面几乎没有

什么交流沟通。 女性固然受到传统婚姻

束缚，为照顾子女而牺牲了自身利益和

潜力，其实男性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奇

斯列夫发现，男性结婚后 ，家庭生活压

力增加，他们对亲朋好友不像以前那么

大方， 以往的社交圈通常会有所缩小，

参与的频率也大幅度下降。 因此，许多

男性在结婚后反而装进了套子，在遇到

困难时， 更为弱势和缺少情感上支持。

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养老和医疗

照顾等都逐渐由各级公营机构或盈利

性私有机构取代了家庭承担此项职能。

此外，信息技术革命塑造了大批的网络

社群，单身人群可以从家庭之外的群体

中获得情感和其他资源的支持。

尽管单身人士在个人生活上远非

常人偏见的那样孤独不幸，但是奇斯列

夫指出单身人士遭受到普遍的污名化

和歧视。 日常工作中，在安排加班和出

差时，单身人士总比已婚人士更为优先

承担苦活累活。 在房屋租赁市场上，单

身人士常常被贴上性格孤僻等标签而

不受房东们青睐。 即便在公共领域中，

政策层面也鲜有顾及单身人士的 。 因

此，奇斯列夫在书的结尾的第三部分分

析了单身群体对于社会经济的正面意

义，并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政策建议来适

应正在到来的单身大潮。 他认为单身群

体比起已婚群体更能够带动经济增长。

一方面，单身群体中普遍把工作视为其

成就感的主要部分 ；另一方面 ，他们的

个人消费支出也大幅度超过平均水平。

有鉴于此，他建议在宏观政策上要针对

单身群体做出安排，比如在城市规划方

面，要设计适合单身人士的公寓和娱乐

场所；在社会服务方面，要培训更多专业

社会工作人士来照顾年老的单身男女，

从而更有效地推动社会公平。

总的来说，《单身社会》是研究西方

社会中单身问题方面又一部佳作。 但奇

斯列夫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欧美国家的

社会现实，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并

不完全符合。 比如，在他的研究中就没

有重视被迫单身和自愿单身的区别，更

谈不上对其成因和生活经历详细分析，

而这些问题期待着中国等国家的社会

学者作进一步研究。

（作者系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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