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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野圭吾是当代日本最杰出的推理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多以匪夷所思的案件、精妙绝伦
的推理、跌宕起伏的剧情来剖析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素有“黑暗美学小说”之美誉。其扛鼎之
作《解忧杂货店》则一反常道，以温情的故事为叙事母题，以穿梭时空的信件为叙事线索，讲述
了人们在梦想、爱情、家庭、人性面前做出的一系列充满人文情怀的抉择。以小说《解忧杂货店》
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叙事学和文本分析的方法予以解读。首先，分析东野圭吾文学叙事与人文
关怀的关联性；其次，从梦想、爱情、家庭、人性四个维度探讨东野圭吾文学中的人文关怀；最
后指出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对爱情的包容、父母对子女的大爱、对人性的救赎是东野圭吾文学作
品中人文关怀的主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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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stic Concern in Keigo Higashino’s Narratives
−A Study of Miracles of the Nayami General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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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Keigo Higashino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known detective novelists in Japan. His works, like
incredible cases, ingenious reasoning and enthralling plots, revealing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relations,
are often known as “ dark aesthetic novels” . Miracles of the Nayami General Store, one of his most
influential works, however, does not fall into the category. The narrative motif running through a cluster of
heart-warming stories and the clue afforded by time-travelling letters unfold a series of humanistic
decisions concerning dreams, love, family, and humanity. The paper is text analysis of Miracles of the
Nayami General Store in terms of narratology . First of all, the novel is associated with humanism; and
then the humanistic concern is explored from four perspectives: dreams, love, family and humanity.
Finall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approval of individual values, inclusivity of love, affection of parents
towards their children, and redemption of humanity are manifestations of humanistic concern in Keigo
Higashino’s literary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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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野圭吾是当代日本最著名的推理小说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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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关怀人”“尊重人”和“肯定人”，以“自

他的小说以缜密严谨的逻辑思维、天马行空的想象、

由 ”“ 平 等 ”“ 博 爱 ” 为 口 号 ， 以 “ 天 赋 人 权 ”

自成一派的叙事风格享誉全球。1985 年东野圭吾凭

“个人价值”“人文关怀”为旨归。东野圭吾的文

借处女作《放学后》一举摘得日本推理小说的最高

学叙事直面人们在校园、家庭、社会生活中所遭遇

荣誉−江户川乱步奖，正式成为一名职业小说家。

的现实问题，契合了人文主义中“关怀人”“尊重

1999 年他以《秘密》荣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人”“肯定人”的核心要义，体现了他对现实生活

2006 年以《嫌疑人 X 的献身》斩获直木奖。短短

中人们生存困境的人文关照。

几年时间，东野圭吾以势如破竹之势一举夺得日本

东野圭吾是一位极具人文关怀的当代作家，他

推理小说界“三冠王”的美誉，东野圭吾文学一跃

早期的小说风格偏向于“写实本格派”。“写实本

成为日本推理小说界的重镇。

格派”是日本推理小说的重要流派，它以“提出谜

使用关键词“东野圭吾”和“解忧杂货店”进

团−展开推理−解开谜团−引人深思”为

行检索，中国知网分别检索到 242 篇、40 篇论文。

主要书写范式。推理小说中的“揭秘人”始终与读

日本 CINII 网站分别检索到 60 篇、7 篇论文。查淑

者保持着相同的视角，拥有同等数量的“解密钥

婷利用文本分析法，以咨询者与浪矢雄治间的信件

匙”，他通过抽丝剥茧的谜团推理，润物细无声地

为线索，从“疗愈”与“救赎”两个维度，探讨了

向读者传递推理小说的奥妙与乐趣，在揭示神秘案

[1]

《解忧杂货店》的疗愈主题及其成因 。尹志红分

件的过程中，不经意间展现出人文关怀的善意之光。

析了东野圭吾小说的创作风格，她认为以《解忧杂

东野圭吾的文学作品主要以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经

货店》为代表的小说属于“写实本格派”，这类小

济大萧条时期的东京和大阪两大国际大都市为舞台，

说弱化了逻辑推理，而将重心转向探索人物的性格

他将现实社会中的真实案件融入小说创作，通过对

[2]

行为 。 潘馨从叙事结构、叙述视角、叙事时间三

“犯罪动机”的缜密推理，揭示社会问题背后所深

个角度对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进行了研究，探讨了

藏的人性。与传统的推理小说相比较，东野圭吾的

东野圭吾推理小说的叙事策略、叙事风格和叙事魅

文学创作更聚焦于家庭关系、社会关系、青少年成

[3]

力 。新井未来使用形象学理论分析了东野圭吾文
[4]

长等热门社会话题，凸显了现代人在高速发展的社

学作品中的恶女形象 。 堀江珠喜运用女性主义文

会生活中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伦理困惑。东野圭吾

学理论对东野圭吾的《放学后》《美丽的凶器》

文学叙事的最大特色在于对人性的探讨，而对人文

《白夜行》等作品进行了文本分析，将其中的女性

关怀的书写无疑是东野圭吾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

[5]

分为超人女性、恶魔女性两种，并分析了其原因 。

在东野圭吾充满人文关怀的推理小说中，《解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文本类型、创作特点、叙事

忧杂货店》无疑是一部最具有人间暖意的扛鼎之

风格、女性形象四个维度对东野圭吾及其文学进行

作。在这部小说当中，东野圭吾巧妙地使用了超现

了研究，但是关于东野圭吾及其文学作品中人文关怀

实主义的手法，以废弃的杂货店为媒介，把小偷三人

的前期研究并不充分。本文以小说《解忧杂货店》为

组−敦也、翔太、幸平作为揭开故事神秘面纱的

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叙事学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分

引子，建构了一个联结过去和未来的奇妙空间。小

析东野圭吾文学叙事与人文关怀的关联性等，最后

说以地处偏僻的一家杂货店为引子展开，这家杂货

归纳认为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对爱情的包容、父母

店因解答来信者的烦恼而知名，深夜闯入杂货店的

对子女的大爱、对人性的救赎是东野圭吾文学作品

小偷三人组先后收到了来自五位陌生人的咨询信，

中人文关怀的主要表征。

为了解决这五位陌生人的烦恼，小偷三人组踏上他
们的解忧之路。同时充满人文关怀的解忧之信让五

一、东野圭吾文学叙事与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源自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英语为

个人获得了新生。

二、《解忧杂货店》中的人文关怀

“humanism”，一般译为人本主义、人类主义、人
道主义。人文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博兴于
文艺复兴时期，由德国教育家尼特哈麦首次明确提
出。人文主义主张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它

（一）寻梦的延续−个人价值的肯定
一般认为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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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人类的精神文化 。而人文关怀，其核心特指肯

人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肯定了克朗的音乐之

定人性和人的价值，也即尊重他人的选择，肯定其

梦，并鼓励他坚持不懈，给予了迷途的克朗最大的

选择背后的价值，尤其是敬畏人的生命价值与精神

人文关怀。

价值。美籍华人作家刘墉曾在其作品《冲破人生的

小说在该章节的最后，有一段小芹在自己的演

冰河》中提到：“施予人，但不要使对方有受施的

唱会上介绍压轴曲目时所说的话：“这首歌的作者

感觉。帮助人，但给予对方最高的尊重。这是助人

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弟弟的救命恩人，没有遇到

[7]

的艺术，也是仁爱的情操。” 给予生命最大程度

他，就不会有现在的我。所以我这一生，会一直唱

的尊重与理解是人文关怀精神永不褪色的本质价值，因

这首歌。这是我唯一的报答。” 三人组的回信虽然

为尊重永远是所有与爱有关的表达方式的首要前提。

只有简单的只言片语，却给了克朗肯定的力量和持

在小说的第二章中，主人公克朗立志成为职业

续寻梦的勇气，成为抚平克朗内心煎熬的一种救赎。

音乐人，却一直颗粒无收。他因参加奶奶的葬礼而

三人组在潜意识中对个体生命寻求实现自身价值的

返乡，看到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自己的音乐梦想

行为，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崇敬和理解，这也是人文

依然遥不可及。究竟是返回故乡子承父业？还是流

关怀的最大表征。而小说中怀揣着感恩之心的小芹，

落他乡追逐音乐之梦？茫然的克朗决定向镇上替人

最终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以自己的人生延续并成

排忧解难的杂货店咨询烦恼。此刻解忧杂货店中奇

就了克朗的音乐梦想。

妙的时空隧道连接了过去与现在，藏匿于杂货店的
“未来三人组”竟收到了来自过去时空的克朗的咨

（二）“月兔”的烦恼−爱情的力量

询信。经过几次信件往来，身处“未来”的小偷三

爱情的伟大之处在于能让两个毫不相干的生命

人组犹豫再三后，给克朗写下了最后的回信：“你

甘愿为彼此牺牲和奉献。爱情也是人文主义戏剧家

对音乐的坚持追求，绝不会付之东流。我相信，将

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最为经典的核心主题。莎士比亚

会有人因为你的歌得到救赎，你的创作也必将流传

认为爱情是人文主义精神中极具普世意义的一种表

下去。”某日，克朗前往一家名为“丸光园”的孤

达方式。最美好的爱情既不是占有，也不是控制，

儿院演出，他的原创歌曲《重生》深深地打动了听

尊重和克制才是爱情最美好的面容。而蕴含人文精

众小芹。当晚孤儿院发生了火灾，克朗从火海中救

神的关怀，恰好是世间所有情感的基石，舍去人文

出了小芹的弟弟，自己却不幸牺牲。多年后，小芹

关怀的爱情也只不过是充斥着偏私和蛮横情愫的集

成为一名著名女歌手，克朗创作的《重生》也因她

合体。当然，爱情是千姿百态的，莎士比亚曾说过

而红遍大江南北。

“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真诚的爱情永不是走一条

在你来我往的信件中，置身未来时空的三人组
早已预见克朗的音乐将给世界带来不一样的感动，

平坦的道路。”
小说中烦恼的咨询者之一“月兔”是一位小有

同时也知晓克朗的悲惨命运。再三权衡之下，依然

名气的职业运动员，因深爱的男友突患癌症而陷入

选择用质朴的话语鼓舞克朗的音乐梦想，这也是小

了进退维谷的窘境。参加奥运会曾是月兔竞技人生

说中所要传达的一种与人文关怀相契合的精神。当

的全部意义，但陪伴在时日不多的恋人身边也是其

克朗举棋不定是否要放弃音乐梦想、返乡继承老家

心底最迫切的愿望。虽然曾同是运动员的男友不想

的鱼店而写下咨询信的时候，他的精神世界其实早

因为自己的病情使其分心，极力希望月兔能够专心

已隐隐约约有了前进的方向。三人组收到克朗的第

于奥运会的集训，究竟是坚持自己的训练？还是陪

一封信时，还未确定其“真实身份”，便回信劝诫

伴生病的恋人？二律背反的抉择无时无刻不在撕扯

克朗放弃音乐梦想。克朗心有不甘地在回信中反复

着月兔的内心，饱受煎熬的月兔决定寻求替人出谋

解释，甚至深夜独自坐在杂货店吹奏自己的原创曲，

划策的杂货店的帮助。

这些细节无一不在阐明克朗从未打算放弃音乐之梦。

三人组在与月兔的几次通信后，很快判断出

最终三人组没有点破克朗的结局，而是告知克朗的

月兔所在的时代为 1979 年，而当时因为世界处于

付出绝对不会白费。三人组理解并尊重克朗追寻梦

冷战时期，日本并未参加次年的奥运会。三人组虽

想的执着之心。在理顺人与其他种种对象的关系中，

想将这一事实告知月兔，却恐难使她信服，三人组

确立人的主体性，从而确立一种赋予人生以意义和

只好在信中不遗余力地劝说月兔放弃奥运会，甚

[8]

价值的文学关怀，便是人文关怀的实质所在 。三

至直言不讳地写道“如果你真的爱他，就该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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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三

是一种发自灵魂深处，源于割舍不断的血缘纽带之

人组终于等到了月兔姗姗来迟的回信。月兔最终

爱，这种爱赋予人责任，教会人尊重。

还是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奥运会的集训。月兔的恋

在小说的第四章，少年浩介原本出生在一个殷

人也于这一期间永远地离开了人世。月兔在信中坦

实的家庭，但随着父亲的公司经营不善，欠下一大

白了令三人组倍感意外的真实初衷，训练遭遇了

笔债款，家庭生活也逐渐变得拮据起来。父亲决定

滑铁卢，恐惧竞争、想逃离现实、懦弱使狼狈不

瞒住员工，带着家眷潜逃。虽然杂货店的浪矢老爷

堪的自己把恋人的重病当成了解脱无望枷锁的

爷在给浩介的回信中建议“家人应该尽可能在一

“一线希望”，选择照看恋人似乎就能堂而皇之地

起”，但此刻的浩介与父亲的关系早已降到了冰点。

抛开一切重负。但三人组的回信如同看透了月兔内

于是在全家连夜逃跑的途中，浩介悄悄藏匿于与父

心的想法，仿佛是无情地扯掉了月兔心底那些见

母逃跑路线相反的货车内，从此隐姓埋名，几经波

不得人的狡猾与卑鄙想法上仅剩的遮羞布，赤裸裸

折最后在孤儿院“丸光园”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多

地把一切懦弱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收到回信的月

年后，功成名就的浩介偶然得知，当年自己逃离后，

兔顿然醒悟，自己还是忘不了曾与心爱之人为之并

父母并没有按原计划逃亡，而是在发现浩介独自逃

肩奋斗过的奥运梦，因为这更是自儿时起便有的

离后，担心孩子将永远活在无尽的债务以及恐惧中，

梦想，根本无法彻底放弃。三人组“歪打正着”的信

最终选择了坠海，并留下遗书对外宣称一家三口全

件，犹如一招“激将法”促使月兔看清了自己的内心。

部身亡。

同时，月兔的恋人爱她胜过生命中的所有，他

小说中的浩介一直以来都自负地以为，当下精

深知奥运之于月兔的非凡意义。那曾是他们共同的

神安宁、经济稳定的生活全要归功于当年没有轻信

梦想，比起面对死亡，让深爱之人为了自己放弃内

他人的建议，而是选择逃离了父母。正是因为这

心最渴望的追求更让他感到痛苦。因此即便在气息

“极其正确”的选择才有了现在的自己。却不知父

奄奄之际，他还是坚定地站在了月兔的一边，极力

母的爱，早已先行一步化为守护他一生的“护身符”，

劝说月兔专心训练，自己却克制着生命最脆弱的时

这份爱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父母爱孩子远甚于爱

候对恋人的依赖，同孤独为伴、向病痛妥协、只身

自己的生命，因此才会选择以悲痛的方式，抹掉浩

等待生命的倒计时。月兔虽然最终没能实现奥运梦，

介曾经的身份，从而保全其日后安稳的生活。

但是她明白了陪伴并非是回报深爱之人唯一的方式。

“家庭”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比重要的，

月兔在最后的回信中写下恋人弥留之际所说的话

“家庭”主要指以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收养关系

“谢谢你给我的梦想”。这句话让她不后悔为实现

为基础所构成的一种以情感为纽带、以责任为使命

彼此曾经的梦想而拼尽全力，对方无私的爱让其收

的带有社会性质的群体生活单位。同时也是构成复

获了比金牌更重要的东西。

杂而庞大的社会体系的重要部分。其中血缘关系是

爱情永远是双向性的话题，孤掌难鸣的单向

三种关系当中最特殊的一种关系。人们在对待血缘

付出始终无法开花结果。而人文关怀则可以认为是

关系时，常常会遵守法律约束而又同时兼备一种强

人与人交往时的润滑剂，人文关怀的核心在于给予

烈的责任感。对于这种血缘关系内“自带”的高度

对方尊重、克制自身私欲、赋予一种包容，在行为

责任感，其最好的解释便是“爱”。如果说“爱”

及精神上给予对方关怀和扶持。因此人文关怀也可

的能力是为人父母后的一种无师自通，那么如何恰

看作是两个相爱的灵魂在相互磨合的过程中的必

如其分地表达这种爱则需要外界因素的因势利导。

经之路，因为只有设身处地、在灵魂上互相给予对方

正如小说中父母对浩介的爱，俨然已超越了关心，

理解和慰藉才能使爱情之花绽放出其最本质的模样。

是基于一种尊重，更是源自一份难以割舍的责任，

（三）家庭的责任−父母之爱的名义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姆曾在《爱的艺术》

浩介直至最后一刻才认识到这份爱的深重。
在章节的尾声，时隔三十余年，浩介才知道真
相。他在“浪矢杂货店限定一夜复活”的活动中，

中这样去阐述爱的内涵，他认为爱是一种人所具有

撕掉了早已写好的信，重新提笔留下了这样的回

的主动力量，一种对他人主动的渗透，从而使人克

信“我决定听您的话，跟父母一起行动。而您的判

服孤独寂寞之感，同时这种爱的力量也是无可限量

断是正确的，详情我就不多说了，最后我们一家成

[9]

的 。在亲子关系中，父母对孩子的爱亦是如此，

功摆脱了苦难”。想必这是浩介在感受到沉甸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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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之爱后，给杂货店及自己家人写下的忏悔之声。
（四）人性的救赎−自赎与赎人的契合
人性是东野圭吾笔下永恒的主题。东野圭吾的
小说总是不厌其烦地探究人性不一样的面孔。人性
的本源是情和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七情六欲。人
性是复杂无常的，善与恶相伴共生，悲悯之心和贪
婪之欲如影相随。人本孤独，却因为和他人千丝万
缕的关联，才萌生了心心念念的物、追悔莫及的事、
倾慕或憎恨的人，开始体会到七情六欲带来的酸甜
苦辣。我国著名学者周国平也曾说过“孤独是人的
宿命，爱和友谊不能把它根除，但可以将它抚慰。”
因此人性救赎也是东野圭吾的文学叙事中重要的维
度之一。
人生来恐惧死亡，每逢亲朋的离世，都会让我
们觉得死亡近在咫尺，佛常言道“慈悲为怀”，人
性中的“于心不忍”以及对于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
“感同身受”的能力，注定了人生来具备“悲天悯
人之心”，而所谓的“人性救赎”其实就是对这份
“善”的一种唤醒、一种释放，人性根源深处“善”
的存在也预示着缺憾的人性最终是可以被救赎的。
在《解忧杂货店》中，东野圭吾构筑起联结过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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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非常自卑。这封感谢信让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
人间的真情，第一次成为了谁的力量，被需要、被
感谢的人性温情涤荡在三人组的胸中。与此同时，
命运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因为一封信就此改变
了人生的晴美也以一颗报恩的心，向岌岌可危的
“丸光园”伸出了援助之手，拯救了敦也三人组共
同的“家”。
小说中故事轮回的终点以及属于三人组的救赎
在此刻迎来了破晓时分。被尊重、被感激、无心之
举却改变了谁的整个人生，三个人感受到了自身的
价值。同时被帮助的那一方又以某种方式再度回报
于社会，人文关怀的核心价值与人性之美在小说的
这一幕交融。虽然依旧是见不得阳光的小偷，此刻
回到犯罪现场也等同自投罗网，可最终三人组还是
回到了晴美的住处，哪怕会就此毁掉接下来的人生，
三人组还是决定回去赎罪，正视一切应得的后果。
东野圭吾文学作品中人性救赎的含义也在此处得以
揭晓：救人便是自救，救赎他人便是自我救赎，而
“善”无疑是人文关怀精神中最直观、最质朴的出
发点。

三、结束语

未来的空间，“解忧杂货店的指点迷津实际上是以
救赎他人实现对灵魂自赎的隐喻”。
在小说的最后一章“来自天上的祈祷”中，三
人组收到了名为“迷途的小狗”的来信。“迷途的
小狗”为了报答姨母的养育之恩急需用钱，犹豫是
否去做全职陪酒女。因为在这三个人当中，敦也的
母亲也有着相似的遭遇，敦也不堪回首的童年使其
动了恻隐之心。他在最后一次的回信中告诉了“迷
途的小狗”致富的方法，其中就包括日本的泡沫经
济期、房产热、失业潮、90 年代后商业模式的巨变
等，堪称一封“预言信”。“迷途的小狗”也因为
这封信取得了事业上的巨大成功。天亮以后，当三
人组在屋内收拾赃物，准备混入人群一走了之时，
却在晴美的包里发现了一封给解忧杂货店的感谢信。
晴美在网上得知了“浪矢杂货店限定一夜复活”的
活动，特地写了这封信感谢店主当年的慷慨帮助。
看完信的三人组如梦初醒，原来他们抢砸的女商人
晴美就是“迷途的小狗”。同时也得知同是“丸光
园”出身的晴美正是帮助濒临危机的孤儿院进行重
建的资助人。命运的红绳再次把所有人紧密地捆绑
在了一起。
三个人从小在孤儿院长大，这样的身份一直让

东野圭吾在《解忧杂货店》中通过每个小人物
的烦恼，指引读者去感知、去反思、去回顾一些被
看似“天经地义”的“人情世故”所掩埋了的人文
关怀，重温了那些被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所遗忘了
的人间暖意。《解忧杂货店》是东野圭吾围绕着人
性所抛出的一味“药引子”，他从梦想、爱情、家
庭、人性四个维度深刻剖析了人心深处的向善之念，
彰显了东野圭吾文学浓浓的人文关怀。
综上所述，人文关怀是人类的社会文明得以延
续的重要养分，是一种极具社会共性的强大精神力
量。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正是以一种温情的
方式，诠释了人的梦想、爱情力量、父母大爱、人
性之光才是人文关怀最本真、最质朴的核心要义。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解忧杂货店》无疑是献给每
个争分夺秒、分厘必争的现代人的一本关乎人性、
关乎人文关怀的启发性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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