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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又吉荣喜《猪的报应》的冲绳饮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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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第 115 界芥川奖作品，又吉荣喜的《猪的报应》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作品中的冲绳的饮食文化，进而揭示出隐匿其背

后的东方主义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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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引言 

2001 年《冲绳问题------世界最长寿民族的健康秘诀及

攻略》一书的出版，使得冲绳传统的饮食文化受到了英语

国家的广泛追捧。该书作者美国内科专家和人类学家布雷

德利·威尔科克斯和克雷格·威尔科克斯兄弟亦变身为冲绳

人民的代言人，将冲绳誉为人类的“世外桃源”，认为冲绳

饮食多以低热量的植物性饮食为主，且饮食中未经提炼的

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这不仅符合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推

荐的食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其他大多数科学

和医学权威所推崇的饮食标准。当然，本文所探讨的重点

并不在于对上述相关科学资料的证实，或是书中的引人注

目的言论，亦或是对冲绳饮食文化的赞许；我要强调的是

上述有些观点对冲绳文化意象起到了促进和被促进的作

用，连西方人和日本本土人都对开始关注这种文化意象的

培养，只不过他们在吸收这种文化的形式的过程中，带有

一种复杂的情感，即在赞美的同时又夹杂着些许屈尊的傲

慢。 

在《冲绳饮食的影响力》一书中，岸朝子也描绘了冲

绳的传统生活方式，并指出在这些南部岛屿上存在着某些

优良的生活品质，这种特质却在自利主义蔓延的现代日本

社会早已丧失。在尊重祖先的生活方式中，在相互帮助的

仁慈精神中，在节日和庆典时共享食物的慷慨习俗中，岸

朝子发现了冲绳民众生活中的一些优良的古老传统。岸朝

子认为，正是因为长期保留这些优良的古老传统，才使得

冲绳岛民能够保持其本土文化的完整性，远离超市、便利

店、加工和包装食品等没有任何优势的现代因素。 

然而，威尔科克斯兄弟也在暗示冲绳有多落后。在这

种矛盾情绪的纠缠下，他们言论最初听起来像是善意的玩

笑，但实际上，如果深入理解就会发现隐匿在暗处的偏见。

他们的言论通常停留在主观固有的臆测上，且对这种臆测

也从未质疑过，因此在评论的主体和客体背后存在着强与

弱的二元对立。在一定程度上，主体总是具有控制和支配

客体的权利，所以威尔科克斯兄弟和岸朝子所作出的关于

冲绳的评论，也是具有某些殖民特征的。受制于这种话语

权的叙述结构，他们的言论不管设计的多么好，终究无法

揭示其要表述的真实意图。这就是当我们试图描述那些我

们定义为政治和文化的“他者”时，所通常面临的困境。当

把某些人描述成“他们”，而不是“我们”的一部分时，就会产

生麻烦的障碍，阻止我们理解其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我们

理解问题的方式限定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众所周知，

爱德华·萨义德提出了“东方主义”的概念，用以描述西方学

者在接触东方文化、社会和种族的时候，所表现出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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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矛盾和感情冲突。 

2．吃 

《猪的报应》中作者运用大量的笔墨描绘各种“吃”的

场面。通常说来，饮食的论述常常与文化习俗和社会价值

观紧密相连，例如，《冲绳饮食百科全书》中第三卷最后一

篇文章的作者认为“一个积极乐观的人，永远懂得享受有效

的寿命与品味美食的密切关系。”与此同时，也强调了因为

良好的饮食习惯而形成的在家庭中男女之间相互扶持的重

要性，即，妻子在家庭中负责食物的烹饪，而其他的家庭

成员则负责来品尝餐桌上的食物。或者说是母亲承担做饭

的工作，而父亲和孩子则充分的享受这些美食，这种理想

化的家庭分工观念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核心家庭的标准模

式。另外，《冲绳饮食百科全书》还深入的肯定了在这种理

想化的家庭模式变为现实的过程中丈夫的理解和辅助起着

不可或缺的作用。 

通读《猪的报应》可以发现在小说中这种现代家庭模

式被完全颠覆，作品中无数个关于“吃”的场景都无一例外

的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小说中的三位女主人公美代、畅

子及和歌子她们都是自己做饭自己吃，而且她们奇特的食

欲似乎也暗示着她们对理想的资产阶级家庭模式所做出的

绝望性的报复。她们无法融入这种家庭模式，就婚姻而论，

她们很显然都是失败者。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吃？”，

也就是，进食的寓意是什么？马吉•基尔格认为进食是一种

合作形式。它包括两个相对立的功能：异化和同化。在异

化功能中，进食涉及几对界限分明的术语——食者和食物，

胜利者和受害者，强者和弱者等。他们彼此间有着清晰的

界限，且不平等，更不用说是互惠互利了。前者总是试图

压制和掌控后者。然后，在同化功能中，上述权利结构则

被彻底颠覆。界限分明的几对术语变得不那么容易区分，

甚至出现逆向倾向。在进食过程中，食者通过吞食食物维

持生存，换言之，食者需要依赖食物才得以活下去，在某

种程度上，也就是与“他者”合二为一。如此看来，同化和

异化两种对立的功能在进食过程中要达到健康的平衡点，

就需要借助一种相对理想化的消耗方式，马吉•基尔格把这

种方式成为“共同参与”。也就是说，这种平衡在很大程度

上需要食者和食物的和谐共存，食者必须确保不能耗尽某

类食物，只要后者不对其不产生威胁的情况下，允许它加

以成长。食者与食物的关系就如同胜利者与受害者，强者

与弱者一样需要依赖在同化和异化过程中那细微平衡才能

得以维持。 

  在小说中，有一个情节需要我们特别留意。正吉警告

三个女主人公不要告诉岛民她们来真谢岛的真正目的，并

解释说“这些岛民不愿意外来人朝拜御岳，他们认为外人无

权向岛上的众神祈愿。”畅子听后开玩笑的认为岛民的谨慎

是因为和歌子太贪婪了。她说“因为和歌子是贪心的人，他

们觉得和歌子会把岛上的幸福全部拿走的。”之后畅子还指

责她的同伴和歌子，“在酒吧里，哪怕是客人的东西也想

要。”听到这些后，她们的老板美代不但不制止她们的争论，

反倒还帮腔地说“如果被和歌子拿走的话，就什么也没有

了，也许岛上的全部幸福只够和歌子一个人拿的吧。” 

虽然这三个女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她们提到

的正是基尔格所提出的同化和异化间的细微的平衡。真谢

岛的“幸福”无疑包含其文化、经济环境及礼仪习俗，甚至

直指这个小岛的全部生活。为了抵制来自外部的社会文化

压力，他们不得不通过维持这个小环境里的食者与食物间

细微的平衡来保护他们的“幸福”。当他们试图收割植物或

是猎杀动物时，同时也会遭到他们所伤害的物种的反击报

复，那么岛上的生活就无法维持原状。这三个女人对成为

这个脆弱生存空间（真谢岛）的入侵者，竟然不以为然，

甚至认为即使岛上的“所有幸福”因她们而消失，她们也不

愿承担一点责任。因为即使岛上的幸福都被她们拿走了，

也是因为岛上的幸福本来就没多少。基尔格所要告诫的就

是这种形式的贪婪，他的“共同参与理论”指向的是一种健

康的合作形式，是同化和异化的和谐共生。他认为一旦这

种健康的平衡被打破，那么合作的意愿就会办成赤裸裸的

毁灭，甚至变成嗜食同类，相互杀戮而食。“共同参与”意

图联合“他者”，在健康的环境下共同成长；而“嗜食同类”

则是受那种不消灭他者就会被消灭的毁灭性的欲望所操

控。 

然而，基尔格承认，前者也存在变为后者的潜在危险。

恋爱的结局最后往往就会堕入贪婪的性欲，火热的情感最

后变为冷酷的性侵。事实上，又吉荣喜《猪的报应》就灌

输着可怕的“嗜食同类”的主题。 

3．食人 

仔细研究人类学关于“食人”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一

个有趣的现象。人类学家阿伦斯认为到目前为止没有完全

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人类社会曾经出现过食人现象，所有

关于食人的记载都是传闻。将所有资料进行整理，事实就

变得清晰了，阿伦斯发现，几乎所有关于“食人”的记载都

是属于那些居住在没有任何通讯联系的偏远地区的人们，

或是那些在神话中被描述为早期部落时代的远祖。对某个

共同体的成员来说这些人很可能被看成“他者”。那些把他

们认定为食人者的结论简直荒唐透顶。鉴于此，阿伦斯提

出不能将“食人”看成是普通的现实，而是作为一种区分文

明国度和野蛮国度的隐性标志。人们总是试图通过强调自

383



己与那些野蛮人的不同来证明自己有多文明。阿伦斯指出

当人们将矛头指向“他者”时，就会采取上述行为，并把那

些“他者”称作“食人者”。 

阿伦斯认为“某个群体对‘他者’的食人本性的臆断可以

解释为文化边界构建与维系的一个方面”。”简言之，人们

常常用“在我们的国土之外存在着残忍的食人族。”这样的

话来炫耀他们自己是多么文明。也就是说，“他们是食人族”

这样的谴责本身，并不能证明任何相关的事实的存在，而

只是仅仅揭示出谴责者对被谴责者的强烈的歧视。这种深

刻的见解不仅适用于宗族歧视，同样适用于全部种族歧视

和女性歧视。事实上，大量的记载也只是在指责那些被认

为是食人族的社会劣势。因此，殖民者总是把那些造反的

原住民叫做食人族，甚至在原始的父权社会，当男人离开

后，他们就会怀疑女人和孩子会以人肉为生。阿伦斯指出

几乎所有的关于食人的记载都宣扬这种该死的食人的习性

是属于那些没什么学识修养，只有蛮力的人。现在，当我

们了解食人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后，我们就能轻易的理解这

背后的原因。 

说完这些，让我们回到《猪的报应》，有趣的是，在故

事的绝大多数进食场景中，我们可以发现，都是女人，在

享受美食后又遭受其折磨，而男性几乎没有。在进食过程

中，对女性脸部的描写，特别是对其嘴部的描写，被不可

思议地夸大，甚至有些色情。 

在故事最初的一个场景里，美代在一个小港口等待开

往真谢岛的渡船，她的香草冰淇淋因为融合掉色的口红而

变得微红，她微厚的嘴唇也因退了色而显得格外柔弱。另

一个场景里，描绘了引发后来食物中毒的晚宴。民宿的老

板为了感谢她们把酒醉的老板娘送到诊所，送了他们一份

用黑色塑料袋装着的食物，里面有“黑的，红的，长的，软

乎乎的，很多样”。正吉发现“女人们的嘴湿漉漉的，大口

吃猪肉，大口喝泡盛酒”。当畅子与和歌子刚刚从食物中毒

中恢复过来，就开始喝鱼汤，红色的口红沾了油，泛着光。

同样有趣的场景还有美代、民宿的老板娘和护士在诊所一

起喝墨鱼汤，嘴上都变得黑乎乎的。小说中确实描写了很

多关于女人进食的场景。 

其中，在岛上第二天的猪肉晚宴需要特别提及，而且

这个晚宴还引发了集体食物中毒。非常有趣的是，和歌子

把这顿晚宴叫做“最后的晚餐”。 

女人们的嘴湿漉漉的，她们大口吃猪肉，大口喝泡盛。

紧接着，话变得越来越多，大笑声此起彼伏。令正吉不可

思议的是这么苗条的身材竟然这样能吃能喝。猪肋骨、猪

蹄骨在盘子上越堆越高，最后从盘子上滑下，散落在矮脚

桌上。汤已经凉了，油腻腻地漂着灰白的猪油，但是女人

们照样伸着脖子大口喝着。畅子不时地把手指伸进杯子里

的泡盛，搅动着里面的冰块。美代像是吸进去似的把肉吞

到嘴里，然后闭上嘴，腮帮子一鼓一鼓地，然后灵巧地把

白乎乎的骨头吐出来。 

小说中用这种充满诙谐和怪异的进食场景来描述女人

们被压抑的性欲，同时也引出了集体中毒这个次要情节。

上面的引文也象征性的体现了对女性的歧视。有趣的是，

正吉，这个晚宴中唯一的男性，背地里却在担心，他害怕

女人们会因为他只是吃了一些海带和萝卜而觉得扫兴。这

一段主要强调不情愿的旁观者的社会文化远远区别于急不

可耐的食人族。最后因为晚宴引发的食物中毒则作为一个

对野蛮女人们的象征性的制裁。 

最具重要意义的是，“最后的晚餐”的整个场景都充斥

着“食人”和“性交”的意象。 

首先，当女人们谈论猪将自己而献给他人做食物有多

高尚时，食者与食物间的象征性的差异就被瞬间转移，谈

论的主题从“进食”跨越至“性”。至此为止，她们谈论的主题

似乎变成了对基于相互奉献的男女之间的理想伴侣关系的

渴求上。 

而事实并非如此。当和歌子告诉他人”我们必须全部吃

完，一滴都不能剩”时，对话的主题突然改变。其中“一滴

都不能剩”也在暗示着对男人的精液的贪婪。与此同时，食

者与食物间的差异性被重新确定，女性对怀孕问题的理解

则突现其在性上的主导地位。 

如果猪神真的存在，也是对女人有利的，可以彻底地

满足她们的性欲和食欲。美代说“我还是觉得无论怎样折腾

都不会怀孕为好.”很明显地证明了她的自私。 “怀孕”不仅

暗示着资产阶级潜意识中所追寻的“幸福”，而且含蓄地要

求女性对其性行为负全责。美代，一个性欲很强的自私女

人，当然认为怀孕是一种非理想化的状态。其女色情狂的

本性可以从畅子的问题和美代对正吉的告白中可管窥一

二。畅子曾经问美代“你拒绝过男人吗？”可见，美代对男

性的欲望使得她可以接受任何男人，所以自然不会轻易回

绝男人。美代自己也默认她曾对正吉说“正吉，只要看看你

肩膀也会勾起我的性欲”。和歌子说“要是女的，我们吃掉

它们就成自相残杀了。”这句话掩饰了她对争夺玩弄男性的

厌倦，害怕最后会使她们因为男人而内讧。“女人们的眼睛

亮闪闪的发光，嘴唇上的口红的颜色没有了，粘着油脂发

着暗光。”事实上，这三个女人美代、畅子及和歌子她们为

了争夺同行中唯一的男性正吉而彼此进行着竞争。因此，

在“最后晚餐”这一场景中，有效的运用了“食人”的主题，来

描述女人们对“幸福”和“性”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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