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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两面三刀的狗杂种托尼!!!是
菲利克斯自己犯的错"或者说多半是他的
错#十二年来"他常常责怪自己#他给了托
尼太多自由而不加看管"他未曾留意托尼
总是喜欢扮得派头十足# 他没想过这背后
会有什么问题"但任何不聋不瞎$脑子不
傻的人都应该能看出点端倪 # 更糟糕的
是"他对这个心如蛇蝎$趋炎附势$精于权
术的马屁精一直信任有加# 那套好话在他
这儿总能吃得开%区区琐事"小的代劳&让
我替您办吧&派我去就行啦#

他真是蠢到家了#

他唯一的借口是"他那段时间一直被
悲痛搅得心烦意乱# 他当时刚刚失去自己
唯一的孩子"而且人是在糟心恐怖的状况
下没的# 他常想"要是他能这样或者那样"

抑或是意识到什么"或许就不会''

不行"还是太痛苦# 别再想这件事了"

他一边扣上衬衫扣子一边对自己说%(把
它远远抛开吧# 假装只是一场电影# )

可即便这件不堪回首的事情没有发
生"他十有八九还是难逃一劫# 他当时已
习惯于让托尼打理演出的日常事务"因为
菲利克斯毕竟是当艺术指导的!!!托尼
总爱这么提醒他# 而菲利克斯那会儿正好
如日中天"人们在剧评中也反复说这样的
话# 所以"他理应有点鸿鹄之志"奋飞横绝
之心#

他的确有飞的雄心"那就是要创造出
史上最奢华$最绚丽$最叹为观止$最富有
创意$ 最有神圣感和神秘感的戏剧体验"

要把标准提升到月球的高度# 要让每一出
戏都令观众终生难忘&要制造出让大家齐
刷刷屏住呼吸"然后齐刷刷舒一口气的效
果 &要让观众在演出结束$离开剧院时跌
跌撞撞"像是酣饮美酒%要让梅克西维格
戏剧节成为一个标杆" 把其他所有二流$

三流的戏剧节都比下去#

了不起的宏图大志#

为了完成上述伟业"菲利克斯组建了
一支以他三寸不烂之舌能请来的最好的
后援团# 他雇的是最好的人"请的是最牛
的神# 或者说"那是他花钱请得起的最好
的人# 技术能手$灯光设计$音响技师"全
经他精心挑选# 负责舞台布景$服装设计
的人"全是他能想到的$能说动的拔萃之
辈# 他们必须代表顶尖水准"或比这更高
的水准*如果还有可能的话+#

$

所以"他需要钱#

找钱是托尼的事# 而且是件相对不太
重要的事" 因为钱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而目的比手段高到不知哪里去了!!!这
是他俩的共识# 如果说菲利克斯是天上腾
云驾雾的法师"那么托尼则是地上跑(钱)

忙后的杂役和掘金者# 鉴于他们各有所
长"这样的分工看上去还是合理的# 就像
托尼自己说的"他们该做各自擅长的事情
才对#

白痴"菲利克斯自责道# 他什么也不
懂# 至于他的如日中天"如日中天本身就
预示着日薄西山# 权力的巅峰"也就是除
了下坡无路可走的地方#

托尼一贯热衷于将菲利克斯从他痛
恨的例行公事中解脱出来"例如出席鸡尾
酒会"巴结他们艺术事业的金主"和理事
会成员把酒言欢"推动各级政府机关给予
照顾"还有起草那些打动人心的报告# 没
有 这 些 丝 竹 乱 耳 !!!这 是 托 尼 的 原

话!!!菲利克斯便可以把精力投入到真
正重要的事情中去"比如他充满真知灼见
的脚本说明$大胆前卫的灯光设计"以及
如何把握时机$恰到好处地在舞台上撒下
亮晶晶的五彩纸屑 *在使用彩屑方面"他
简直是个天才+#

当然还有他的导演事业# 菲利克斯每
个演出季都会奉上由他本人执导的一到
两部戏# 兴之所至时"他甚至会亲自出演
剧中的核心人物# 从凯撒到麦克白"从李
尔王到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 这些都是
他得意的角色- 每一部戏都是他的得意之
作-

得意的还有评论家们"尽管戏迷甚至
赞助人会时不时嘟囔两句# 他们抱怨.泰
特斯/里那个恣意淌血$几乎全裸的拉薇
妮娅实在是过于鲜活了"但菲利克斯却认
为这完全符合原作# 他们不明白%.伯里克
利斯/的舞台上为什么没有逐浪的船儿和
异域风情" 却搞了一堆太空飞船和外星
人0 还有"为何要用一只伏地做祈祷状的
螳螂的头来代表月神阿尔忒弥斯0 就算这
样"菲利克斯还是在理事会上为自己辩解
道%(如果你们用心好好想一想"这些是完
全合理的# )至于.冬天的故事/里的赫美
温妮在复活时变成了一只吸血鬼"这个是
真的被嘘了# 菲利克斯却很开心%(效果简
直太好啦-谁这么干过0哪里有倒彩"哪里

就有新生- )

这些大胆出格的做法$天马行空的幻
想$得意扬扬的杰作"都是早前那个菲利
克斯的创造# 正可谓情之所至$兴之所托#

可就在托尼背叛他之前" 事情起了变化#

这些澎湃的激情暗淡了下去"而且来得那
样突然# 咆哮"咆哮"咆哮''

可他不能咆哮#

%

他的妻子纳迪娅是第一个离他而去
的"当时距离他们结婚仅一年# 他结婚算
晚的"而且很仓促%在娶她之前"他并不清
楚自己能够驾驭那种爱情# 正当他开始发
觉她的好$开始真正了解她时"她却因产
后葡萄球菌感染撒手人寰# 在现代医学面
前"这种悲剧仍无法避免# 他想努力记住
她的模样" 让她再次为自己鲜活起来"可
随着时间流逝"她还是悄无声息地从他身
旁溜走了" 就像一张宝丽来的老照片"慢
慢褪色# 如今"她只是一个粗糙的轮廓"一
个填满了他的悲伤的轮廓#

他只好独自抚养刚出生的女儿米兰
达# 米兰达"他还能为这个失去母亲"和中
年父亲相依为命的女婴想出别的什么名
字吗0 正是这个女孩让他免于堕入深渊#

他竭力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虽然效果不
太好"但还是做到了# 当然"他也雇人帮过

忙!!!他需要一些女人"因为他不懂照顾
小孩"而且他的工作也不允许他时刻陪在
米兰达身边# 但他一有空就会陪着女儿"

虽然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他从一开始便对她着迷# 他曾经看得
出神"啧啧称奇# 她的手指$脚趾$眼睛"如
此完美-赏心悦目-她刚一开口说话就被他
直接带进了剧院#她是那样光彩照人#她会
乖乖地坐在那儿"从头看到尾"不像其他两
岁小孩那样躁动不安或是感到无聊# 他有
过这样的计划%等她大一点时"他可以带她
一起旅行"看大千世界"教她许许多多的东
西# 然而"就在她三岁那年''

高烧#脑膜炎#她们!!!那些女人"想
方设法联系他"可他正在排练"严禁被打
扰# 她们不知如何是好# 直到他回家发现
她们已经急哭" 这才将人火速送往医院#

可是"为时已晚''

医生们尽了全力%他们说了所有该说
的话"表达了所有的歉意# 可这些都不中
用"她还是走了# 被接走的"人们总爱这么
说# 但接到哪儿去呢0 她不可能就这么从
宇宙中消失了吧0 他拒绝相信#

拉薇妮娅 $朱丽叶 $考狄莉娅 $帕蒂
塔$玛丽娜"都是死去的女儿"但她们中的
一些还是被找回来了# 为什么偏偏没有他
的米兰达0

&

他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悲痛0 那感觉仿
佛地平线上一片沸腾的巨型乌云# 不"那
感觉像一场暴风雪# 不"不对"那是一种无
法用语言描述的东西# 他无法直面悲痛"

只能把它想成别的什么"或至少将它幽禁
起来#

在安葬完那副令人心碎的小棺材后"

他直接投身到.暴风雨/的创作中# 这是一
种逃避"即便那时他对自身的状况也有清
醒的认识# 但同时"这也将是一种重生#

米兰达将成为一个没有死去的女儿#

她是一个守护着他的小天使!!!当他们
漏水的船在漆黑的海洋上漂泊时"她会给
流亡的父亲带来一缕阳光# 她没有死"而
是成长为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 借助他的
艺术"他或许还能捕捉到在现实中无法获
得的景象!!!尽管那只是他眼角的一瞥#

他要为他一心想要复活的米兰达打
造一个配得上她的舞台# 他要努力超越自
己作为演员兼导演的最高水准# 他要挑战
极限"他要将现实吱吱嘎嘎地拧成一根麻
花# 在他很久以前的作品里"曾经有一股
狂热的绝望"但最好的艺术归根到底不都
包含着绝望吗0 它永远都是对死神的挑
战"不是吗0 是悬崖边竖起的一根不服输
的中指"不是吗0

经过千辛万苦的寻找"在拒绝了徒有
漂亮脸蛋的年轻应征者后"他选中了一个
儿时做过体操运动员的女孩# 她曾经一路
过关斩将"夺得北美锦标赛的亚军 "后被
国立戏剧学院录取% 这个身体结实灵活$

外形瘦削的小姑娘"正是一朵含苞待放的
花蕾# 她的名字叫安妮

(

玛丽,格林兰"十
六岁出头"心气儿很高"也很有活力# 她几
乎没有接受过戏剧表演训练"但他知道该
怎么循循善诱" 令她演出自己想要的效
果# 一场青涩稚嫩的表演甚至算不上表
演"因为它就是真实# 通过她"他的米兰达
将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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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霍加斯%莎士比亚经典改写系列中最受关注的作品&#女巫的子孙$改

写自莎翁临终作品#暴风雨$&讲述了一个关于复仇与自我和解的暗黑故事( 主

角菲利克斯是一位人到中年)事业有成的鳏夫&随后女儿也夭折&他在独居的日

子里全情投入戏剧排练&筹谋一场别开生面)天马行空的新*暴风雨$( 然而万事

俱备&挚友背叛&菲利克斯远走他乡&隐姓埋名十二载&伺机复仇( 在一次机缘巧

合中&菲利克斯成了当地一所监狱的临时戏剧教师&于是一场由他导演的+暴风

雨,将在监狱里上演&而一个周密的复仇计划也随之浮出水面(

*女巫的子孙$沿袭了阿特伍德一贯的风格&同时保留了莎翁戏剧的原味&

在反复铺陈)发酵的情节推进中将故事的戏剧张力放大)增强&赋予经典作品以

超刺激的阅读快感)历久弥新的韵味和别具匠心的思考维度(

出人意料的精彩!!这无疑是我

读过的最巧妙的 "新莎士比亚小说 #

!!学术及批判性分析都让位于作品

所蕴含的智慧$人物性格及跌宕起伏的

情节!!真是别具匠心%

-..*时代周刊$

阿特伍德巧妙地设计了两条 &暴风

雨'的故事线(职权被篡夺的导演菲利克

斯发现) 被命运抛弃的自己就像现实中

活生生的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 如果你

非常了解原著) 当你读到菲利克斯复仇

心切) 决定通过构思一版全新的 &暴风

雨'来报复仇敌的情节时)你会发现)小

说与原著之间的呼应愈加显而易见*

...*华盛顿邮报$

一部惊喜之作)内容精彩)干脆利

落* 所述故事既令人痛彻心扉)又不失

幽默+情节设置非常巧妙)犹如原版故

事重新上演一般*

...*纽约时报书评$

&女巫的子孙'是一部令人读之发

狂又觉趣味无穷的作品*

...英国*卫报$

一次成功的改写!!这本书丰富了

整部剧的内涵) 阐释了剧中奥妙* 整个

"剧团#富有洞见)同时阿特伍德还传达

出了在文学巨著探究过程中的快感与喜

悦* 这恐怕是在莎士比亚逝世
;<<

周

年)对他最炽烈,最热情洋溢的致敬了-

...*星期日泰晤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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