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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是以【笑】以及其周緣相關的描寫為關鍵詞，來探究夏目漱石 23 部
小說作品中的【笑】的描寫以及真諦。其間將【笑】分為言語表現以及非言語表
現的兩大類。並從場景的直接反應或間接反應來考量【笑】的涵義。終極目標不
外乎是想藉此推論出漱石的人格特質。其 23 部小說乃是《我是貓》、《倫敦塔》
《卡萊爾的博物館》
、
《幻影之盾牌》
、
《琴絃幻音》
、
《一夜》
、
《露行》
、
《趣味的傳
承》
、
《少爺》
、
《枕草》
、
《二百十日》
、
《野分》
、
《美人草》
《礦坑夫》
、
《十個夢》、
《三四郎》
、
《之後》
、
《門》
、
《彼岸為止》
、
《行人》
、
《心鏡》
、
《道草》
、
《明暗》等。

關鍵詞
笑、場景、言語表達、非言語表達、直接、間接。

英文摘要
This study is a research about the expression of laughing in 23 novel works of
Natsume Soseki and about the meaning of laughing. The expression of laughing is
classified by verbal and non-verbal. And this study is thinking about meanings of the
expression of laughing through direct reaction and indirect reaction in each scene.
At las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induce the character of Natsume Soseki. 23 novel works
of Natsume Soseki; from “Wagahaiwa Nekodearu” to “Meian”.
Keywords
Laughing, Scene, Verbal expression, Non-verbal expression, Direct, In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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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1.前言
被喻為日本近代文豪以及國民作家的夏目漱石（1867-1916），享年 50 歲。
漱石的早期作品像是《我是貓》
、
《少爺》都是膾炙人口的作品。作品中的逗趣、
哈哈大笑的詼諧口吻所描寫出的情境，令人不禁捧腹大笑。而中期的作品，雖不
如早期作品逗趣詼諧，但作品人物間的對談，主角的表情所構成【笑】的要素，
屢見不鮮。至於晚期作品，更是出現非言語的表情，來傳遞沉重的心情寫照。其
中【苦笑】即是明顯一例。
另一方面，從現實中的漱石來看，如漱石本身所述一般，他是個不愛談笑風
生的人，不愛笑的人。為何漱石的人格與其作品風格間，會有如此大的差距？為
一探究，於是以【笑】以及其周緣相關的描寫為關鍵詞，漱石小說作品中的【笑】
的真諦。何謂【笑】以及其周緣相關的描寫？此乃攸關日文對【笑】的認定基準
的問題。因為有眾多的擬聲語與擬態語的日文中，不見得一定會【笑】字出現，
但像「哈哈」、「莞然一瞥」的描寫，也是列入在這次考察當中。
2.研究目的
不愛在人前笑的漱石，在小說作品中卻透過不同的表現方式來傳達【笑】的
訊息。本研究目的在於有系統性地、有整體性地來探討漱石《我是貓》
、
《倫敦塔》
《卡萊爾的博物館》
、
《幻影之盾牌》
、
《琴絃幻音》
、
《一夜》
、
《露行》
、
《趣味的傳
承》
、
《少爺》
、
《枕草》
、
《二百十日》
、
《野分》
、
《美人草》
《礦坑夫》
、
《十個夢》、
《三四郎》《之後》、《門》、《彼岸為止》、《行人》、《心鏡》、《道草》、《明暗》等
23 部小說作品中【笑】一系列的描寫。終究的目的，不外乎是從【笑】以及其
周緣相關的描寫，來探究作品中【笑】的意義——亦即是從作品論為始，循序漸
進地朝向作家漱石的心路歷程方向前進。
3.文獻探討
目前有比較有系統性、有連貫性地從【笑】的觀點來探討漱石文學的研究成
果，首推岡崎義惠的《漱石和微笑》
（日本：東京生活社出版，昭和 31 年）一書。
但該書中僅對於女性的微笑加以作考察，最後導出的結論是又再次應證，象徵漱
石神話指標的【則天去私】存在。岡崎義惠的論證，不可否認的確有其前瞻性的
價值存在。但焦點非僅集中於女性，而擴大至男性，且非侷限於微笑一詞，而擴
大至【笑】以及其周緣相關的所有描寫的話，相信學說之延伸性以及廣泛性是更
值得肯定的。另外；散見的有石原千秋的精闢論點。但石原千秋的論述，僅對於
【笑】在漱石部分的小說作品上的描寫而已，並非像岡崎義惠一般有連貫性。再
者；從【笑】的觀點來探討漱石文學的研究，大部分集中於將其早期的作品《我
是貓》
、
《少爺》等，來作為研究的標的。漱石的語鋒尖銳、急智、詼諧、逗趣的
特質，乃受到從小喜愛的一人相聲的薰陶所培養出的。從與一人相聲的遣詞用句
以及散發的幽默感來做比較，漱石的幽默、詼諧、逗趣，的確是承襲了上一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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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江戶時代的庶民文化的特質。這一點是千真萬確的。但是；一種非言語的
【笑】——透過深遽的表情來傳遞沉重心情寫照的漱石晚期作品中【笑】的定位
問題，將是個重要需加以深究的課題。
綜觀上述文獻，不難發現從【笑】的觀點來探討漱石文學的研究，其實仍然
有許多探討的空間。以及許多角度的切入。於是；鑑古知今，截長補短地來有系
統性地、有整體性地來探討漱石 23 部小說作品中【笑】一系列描寫的本研究。
理應有其價值以及可行性。
另外特別參酌了中村明《文章讀本中笑的感覺》
（日本：岩波書店，2002 年）
的卓見。該書書中，縱橫東西，通古鑑今地將【笑】做了一番整理。特別是加上
心理、時間因素的考量，中村明將場景中的【笑】分為【直接的笑】與【間接的
笑】兩大類。可見【笑】不僅只有幽默、詼諧的【笑】。深層心理反應的笑也並
列其中。於是；本研究參酌中村明的卓見，考量場景、對話人物的關係、對話之
後的反應所見格的時間長短、言語與非言語等判別之要因。將漱石上述的 23 部
小說中，所有的【笑】以及其周緣相關的描寫作為分類的材料，秉持客觀態度，
彙整歸納、分析。
4.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來分析漱石 23 部小說中，所有的【笑】以及其周
緣相關的描寫。並應用歸納、演繹的方法來釐清資料的重點。最後再與漱石的人
物特質作聯繫與總結。
〈1〉先將漱石 23 部小說中，所有的【笑】以及其周緣相關的描寫找出
〈2〉將〈1〉步驟的方法找出之資料，依作品發表的時間前後順序作成資料
集。
〈3〉就數量作觀察的指標
〈4〉就標記作觀察的指標
〈5〉就性別作觀察的指標
〈6〉其中較特殊的《門》、《心鏡》兩個作品中的【笑】的描寫，
作作品論分析
〈7〉漱石的人格特質
5.結果與討論
首先就〈3〉數量作觀察的指標而言，雖作品的長短有別。漱石的最後一部
辭世未完的小說作品《明暗》中，
【笑】以及其周緣相關的描寫出現量位居第一。
而述十的第一部小說《我是貓》緊追在後。從其中可以看出從發出聲音大笑、或
對話當中夾雜的笑語不斷，或言詞間閃爍詼諧、逗趣的畫面。都是直接的反應出
的【笑】，不經過時間深思熟慮所現出的表情。而《明暗》中的【笑】以及其周
緣相關的描寫，大多對話後經過一些時間的熟思後所呈現的臉上表情，而非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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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大笑之類。可見漱石的【笑】，越是後期創造上越走向內心劇的深刻描寫。
接下來就〈4〉標記作觀察的指標而言，是發出不同聲音的【笑】
。有拍掌叫
的好哈哈大笑，有竊竊私笑。也有不發出聲音的【笑】，有難為情的笑，有莞爾
一笑。也有獨自一人的笑，也有與人對話中的禮貌一笑。也有獻殷勤的微笑，也
有藐視人的狂傲冷笑。總之是不同聲音語調的【笑】以及不同風貌的【笑】。真
是一個百笑人生的如實寫照作。由此可見漱石不愛【笑】，卻是人生【笑】態的
觀察家。再者同一詞的不同假名的標示，也代表其不同的涵義。諸如【微笑】與
【薄笑】間，就代表了漱石的價值觀在內。【微笑】是一無垢的純潔表徵的話，
那【薄笑】即是惡意或藐視他人的不屑的顯示。
再者；就〈5〉就性別作觀察的指標而言，漱石作品中的女性比較愛笑，特
別是年輕的女性在男性面前常常以【笑】待之。而同是女人間的話，女人的【笑】
就常被用作心理戰的工具。而漱石作品中的男性，相較起女性就不笑多了。同是
男性間的【笑】，大多是言詞交鋒下所迸出幽默、詼諧的火花。而男人在女人面
前大多是腆靦的【笑】
。而當是結婚之後時，女人還是一樣的常常【笑】
，而男人
的【笑】就變成【苦笑】的情形較多。擁有多【笑】風貌的女人，以及【笑】的
表情單調且【苦笑】居多的男人，形成了有趣的對比。
就〈6〉其中較特殊的《門》、《心鏡》兩個作品中的【笑】的描寫，來作作
品論分析。之所以會注意到此兩作品，主要是其女主角的【笑】
，顯然有些矯情。
自岡崎義惠的論說出現後，這阿米與阿靜的兩位女主角，是被認定為理想中的女
性。而目前的學說大多從反向思考的方向，來看待此兩位女主角。易言之，對阿
米與阿靜的兩位女主角的評斷，正是正反相反的論點形成。從身體語言表現之一
的【笑】來切入問題的話，雖不能一概而論，的確阿米與先生宗助的互動中的
【笑】，藏著阿米的反抗與無言的抗議。當然同時有著阿米當主婦來操控家中和
諧氣氛的努力。而另一作品《心鏡》中的女主角阿靜，年輕時有著愛笑習慣，特
別是在年輕的男孩面前。結婚後亦努力與先生間取得和諧。但先生年輕時所鑄成
的他本身認為無法彌補的錯誤關係，女主角婚後即使努力地【笑】，亦是回天乏
術。而婚前年輕的謎樣【笑】，正是那無法彌補的錯誤開始。
就〈7〉漱石的人格特質而言，漱石是不愛笑的。而漱石卻把人生百態中的
笑，活潑又多樣化地描寫在小說作品中。這證明漱石觀察人生入微之外，亦透露
出漱石笑看人生的心情寫照。從爽朗的笑聲而至苦不堪言的苦笑表情間，訴說著
漱石經歷著愈加深刻的人生層次。想笑也笑不出的漱石、哭笑不得的漱石、迷惑
於蒙娜麗莎般謎樣的女性微笑的漱石、高傲不屈冷笑的漱石，全部盡藏於不愛笑
的漱石手中之作。此亦是可以理解為，不愛笑的漱石用另一方式在笑看人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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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計畫成果自評
可分以下 8 點來自我評價論本研究，以及明示未完成之課題。
〈1〉完成一部漱石 23 部小說中，所有的【笑】以及其周緣相關的描寫資料
集。因為是涵括【笑】以及其周緣相關的描寫，是以【笑】為關鍵字，
利用現今發達的電腦來檢索，也無法檢索出的一部完整的資料集。
〈2〉以資料集為基礎資料，依作品發表的時間前後順序，可以看出漱石在
【笑】以及其周緣相關的描寫上的手法以及變遷。
〈3〉以資料集為基礎資料，可以看出漱石在【笑】以及其周緣相關的描寫
上數量的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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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資料集為基礎資料，可以看出漱石在【笑】以及其周緣相關的描寫
上標記的多樣以及涵義的不同。
〈5〉以資料集為基礎資料，可以看出漱石在【笑】以及其周緣相關的描寫
上，因性別不同的差異出現。
〈6〉佐以【笑】以及其周緣相關的描寫的資料集，可以釐清意見分歧、爭
議較大的《門》、《心鏡》兩部作品中，【笑】之特殊涵義。
〈7〉透過【笑】以及其周緣相關的描寫的資料集，可以找出漱石的人格特
質。
〈8〉本研究尚未能完成的課題是，漱石的【笑】以及其周緣相關的描寫與
日本文化之關聯性。男人在女人面前大多是腆靦的【笑】。而當是結
婚之後時，女人還是一樣的常常【笑】，而男人的【笑】就變成【苦
笑】的情形較多。擁有多【笑】風貌的女人，以及【笑】的表情單調
且【苦笑】居多的男人，形成了有趣的對比。如何用社會文化的觀點
來解釋此有趣的對比，正是今後必須努力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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