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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 !"世纪英国文学!被掩埋的部分"

本报记者 郑周明

停刊 !"# 周年的英国文艺杂志!黄面志"中文影印出版

有这样一本文艺杂志 ! 它在

#( 世纪末只出了 #) 期便告终结!

却引领了英国 #( 世纪末 !* 世纪

初文坛风潮!并让这股风气影响到

了世界另一端!作家郁达夫多年后

看到这本杂志时称赞它 "独霸一

方!焕发异彩#!之后鲁迅$田汉等

人也被其中的插画艺术所吸引 !

认为它对现代艺术产生了深远影

响% 这本杂志名为 &黄面志 '!在

#$$+ 年创刊后! 便容纳了宽广的

文化和艺术体裁 ( 诗歌 $ 短篇小

说$随笔$插图$画作%知名英国画

家比亚兹莱作为它的主要美编赋

予了它惊艳文坛的气质 % 而今在

它停刊 #!* 周年之后 ! 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推出了 &黄面志 '#)

期的中文影印版 ! 获得文学界的

广泛关注!关于这本杂志的前后故

事也在近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主办的)普鲁斯特下午茶 *活动

中得到了深入探讨%

&黄面志 '创刊之初会聚了当

时英国文坛一流的作家$诗人和画

家! 比如第一期就有作家亨利+詹

姆斯的小说%这些作家中既有浪漫

派的也有写实派的!并不拘于一种

风格!但他们形成的一种共识就是

对当时英国文坛偏于保守的创作

表达了不满!也由此在英国文学界

引领了一股"颓废*潮流% 所谓"颓

废*!其实带有对 #( 世纪道德主义

的反叛!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

创作表达% 而大约二十年后郁达

夫$鲁迅等作家接触这本杂志时也

是被其审美气质所吸引!称其是世

纪末 "独特的情调底唯一的表现

者*% 但复旦大学出版社编审林骧

华认为!"颓废*一词并不能准确归

纳当时文学运动的底色!这些作家

和艺术家是以"逃避 *权威正统的

方式表达文学观念!&黄面志'这本

杂志便提供了详细的 #( 世纪末文

学潮流的细枝末节%

相比文学作品!&黄面志'中的

绘画艺术有着更直接的观念表达!

而这与画家兼杂志美编比亚兹莱

有着直接关联 ! 对于比亚兹莱其

人!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表达

了浓厚的兴趣!他多年来收集了许

多比亚兹莱的资料! 他介绍说!在

为&黄面志'负责艺术设计之前!比

亚兹莱最知名的成绩是为作家王

尔德&莎乐美'设计了插画!作品面

世之后大受读者欢迎!尤其是他的

插画部分精彩到了 "喧宾夺主*的

程度!以至于王尔德抱怨说!"我的

文字已经沦为比亚兹莱插画的插

画*%对于他的绘画艺术!后来诸多

权威美术史著作都评价认为 !"历

史上没有几个艺术家能像他把黑

白色彩表现得如此强而有力% *

然而!这样一本在 #(世纪外国

文学史中占据重要意义的期刊!并

不为中国读者所熟悉! 华东师范大

学陈子善教授多年前就注意到画家

比亚兹莱对中国近现代一批作家和

画家有着广泛影响!因而编纂了&比

亚兹莱在中国'!他认为考察中国如

何接受比亚兹莱艺术的过程有其文

学史的特殊意义%他介绍说!郁达夫

是最早向中国读者推荐&黄面志'和

比亚兹莱的作家! 之后郭沫若也极

为欣赏甚至在代表作&女神'中提到

了比亚兹莱!而鲁迅给出的"视为一

个纯然的装饰艺术家! 比亚兹莱是

无匹的*这样的赞美!在后来的研究

者看来也折射出他多元的个人艺术

趣味%其他如梁实秋$徐志摩$田汉$

叶灵凤等人都对比亚兹莱的作品喜

爱有加! 当我们今天回看众多当时

名家的初版作品时! 也会看到不少

封面设计和内页插画有着明显的比

亚兹莱风格% 如今由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推出&黄面志'完整影印本!

不仅再现了 #( 世纪英国文学中被

掩埋的有价值的部分! 也让比亚兹

莱的插画再次走入大众读者的视野

之中! 并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

史! 被那些发掘出的新细节构建出

更多立体感和丰富性%

五月世界文学期刊动态
张熠如

!纽约时报"!威廉!特雷弗遗作出版
89:; 年!威廉"特雷弗逝世!享年 << 岁#和菲利普"罗

斯这样在晚年封笔的作家不同!这位被誉为$爱尔兰的契诃
夫%的短篇小说大师!在最后的时光里依然创作了一篇篇动
人的作品# &最后的故事'(=%>- ?-0@&A>)收录了特雷弗
在生命最后十年里完成的十部短篇小说! 这些故事简洁而
平静!用孤独的语调讲述着人性#特雷弗总是让女性成为故
事中的主角!&最后的故事'也不例外*年轻的女孩以为母亲
早已过世!却突然发现她还好好活着+钢琴老师发现学生偷
自己的东西! 但因为学生弹奏的美妙音乐而选择原谅,,

在他的故事里!死亡还是一如既往地常见!转折依旧出乎意
料地到来!但这一次!特雷弗比以往更为平和-温柔#

!巴黎评论"!专访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
89:B 年 !<: 岁的埃莱娜"波

尼亚托夫斯卡获得了西班牙语世
界最高的文学荣誉...塞万提斯
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奖的墨西哥
女性# 但对于英语读者来说!波尼
亚托夫斯卡这个名字依旧陌生# 她
出生于巴黎! 来自没落贵族家庭!

却一直在讲述底层墨西哥人的故
事# 在她笔下!处于社会边缘的墨
西哥人是永恒的主角# 波尼亚托夫
斯卡认为!女性和贫困人口加在一
起!就占了墨西哥总人数的大半部
分!这个群体值得被书写# 如今她已经 <C 岁了!但依然在
演讲! 在写新闻报道! 还在撰写波兰最后一位国王的传
记...这位国王的弟弟是她的祖先#

!卫报"!聚焦欧洲新作
从&龙纹身的女孩'到$那不勒斯四部曲%!欧洲文学在

英美越来越畅销# 布克国际文学奖主席认为!欧洲大陆的作
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 也会带来不同的写作方式# 本期
&卫报'为读者挑选了来自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等国
的新作!其中!法国作家盖尔"费伊最受关注# 盖尔"费伊出
生于布隆迪!:D 岁时!他亲眼目睹内战!恐惧让他写下了第
一首诗# 来到法国后!他依然被战后的创伤所困扰!也面临
着种族歧视和身份认同的问题# 他的第一部小说就成为畅
销书!这部作品的灵感正来源于巴黎恐怖袭击#

!文学评论"!超现实主义之旅
超现实主义诞生于第一次世界

大战之后#起初!它并不是一种现代
西方文艺流派!而是一股思潮!一种
生活方式!一种对战后世界的反叛#

和印象派-立体派不同!超现实主义
艺术家不会听从某一套视觉上的规
则!而是遵循哲学层面的标准!从无
意识中工作!用最黑暗-最不合理的
想法来进行创作# 现年 <E 岁的德
斯蒙德"莫里斯是$世界上最后一名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曾创作过两千
余幅超现实主义画作# 在他的新作
&超现实主义者的生活'(=&FA> 0G -HA ?I@@A%'&>->)

中!DC 位知名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人生被一一展现! 他们
的爱情故事-性格怪癖和工作习惯都是如此不同!而德斯蒙
德"莫里斯就像是当代的乔尔乔"瓦萨里! 记录了一整个时
代的艺术风潮#

!字花"!亲缘的模样
家中最愉快的一天!应该是什么样子/独自画画时听见

母亲的炒菜声-知道父亲在随时可以触及的地方!兄弟各自
做着比打架更有趣的事! 可能就是最愉快的# 一家人的幸
福!可以由几条协调完美的平行线组成!每个成员在各自的
角落里感受隔空的亲密#父母子女一场!因亲缘而起的快乐
与哀愁有千百种模样!本期&字花'邀请不同世代的人!来描
述家里最愉快的一天!展现他们对幸福家庭的不同诠释#已
为人母的诗人洪晓闲! 分享了她从女儿和母亲中学到的态
度+作为父亲!董启章在&星之孩子'中表达了他多年来试图
理解儿子的用心+作家张婉雯则在&无心睡眠'一文中述说
了母女关系中照顾者角色的转换#

#上接第 ! 版$见场面陷入沉寂!冯

骥才大步流星地走了上去发表自

己的创作感受 ! 这才替竹林解了

围% 会后午饭时!韦君宜前所未有

地严厉批评了竹林(你错失了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也许以后再也不会

有这样的机会了 , ---她所指的

也许不仅是与茅公见一面!更是在

文坛正式崭露头角!从此迈向光明

前程的机会%

经由这次座谈会!许多人同冯

骥才一样!真正感觉到 "罩在头顶

上那坚硬的冰层出现了碎裂*% 三

部小说的出版均被正式提上日程!

最终! 孟伟哉尊重了竹林的坚持!

出版时仍沿用原先版本的故事结

局! 并将书名定为 &生活的路 '%

#('( 年 $ 月 &生活的路 '出版 !#*

月全面问世!韦君宜$许锦根分别

在&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上第一

时间刊发评论表示支持!许多报刊

纷纷加入!围绕书中所提出的对于

知青问题的反思 ! 进行了广泛讨

论% 书店里一书难求!出版社马不

停蹄地加印!以满足读者雪片一样

飞来的购书需求%

正如孟伟哉第一次读稿时就

预料到的 ! 在突如其来的声誉面

前!反对该书$认为竹林写了一部

"大毒草*的也大有人在!回到自己

的编辑岗位后!竹林承受了来自各

方的莫大压力 % 如果说作品出版

前!她还能以"我一定要通过出版

来证明自己* 作为动力来抵挡!在

作品出版后!在各种声音 $各种态

度$各种不明就里的议论把她卷入

舆论的中心!并且持续发酵 $变异

时 ! 她觉得自己有些站不住了 %

#($* 年!竹林离开了出版社!在上

海市作协下属的某杂志社短暂任

职后!搬去了嘉定一所中学的书库

暂住和写作%

从这以后!她的生活里只有全

情投入的写作 (&苦楝树 '&女巫 '

&呜咽的澜沧江'&挚爱在人间'&竹

林村的孩子们'&今日出门昨夜归'

&魂之歌' ..把自己的身心都安

置在偏远的城市一隅后!人们很少

听到她的声音!只看得到一部部署

名竹林的作品陆续问世% 从"知青

文学第一人*!到"隐士作家*!她所

在意的从来不是外在名利%这些作

品中再没有一部像 &生活的路'那

样引起巨大轰动!但却见证了她在

写作和思考上的不断成熟% "如果

说我写&生活的路'时只是想为知

青们讲一些真话!让社会了解他们

的不幸遭遇和思想苦闷的话 !那

么!我的第二部知青小说 &呜咽的

澜沧江'! 则已是企图反映这一代

人对那段生活的思考和对人生价

值及理想的追寻了% *写到第三部

知青小说&魂之歌'时!竹林已经开

始借由人物面对自己命运遭际的

抗争! 在作品中进行对于理想$信

仰和宗教义理的思辨% 这些年!不

断有读者找到她! 问她在做什么!

也有年轻读者读完 !* 多年前出版

的&呜咽的澜沧江'!感慨万千地和

她倾诉心中感想% 她心里很清楚!

轰动效应只是一时!只有那些最终

能被时间留下$被读者所记住的作

品!才是一位写作者的毕生追求%

聊到后来!竹林突然起身去找

来一个红色的长方形小纸匣!从里

面小心翼翼取出一张卷起的长窄

照片% 这是 #('( 年 ! 月 ( 日人民

文学那次座谈会闭会时的合照%茅

公坐在前排正中 ! 她一头自然卷

发!扎着两个小辫子 !穿一件浅色

格纹夹克衫微笑着站在他的右

后---这已是她和茅盾先生此生

最近的距离%两年后!茅公辞世!果

然正如韦君宜说的!她再也没机会

见这位"恩人*一面%

若是能回到茅盾先生唤你的

当时!你会上台去吗/

她认真想了想!说(不会%

记者有些不解!但当读到她的

一个自述里的一段话时!终于理解

了("回首已逝的人生旅程!不知是

我选择了竹林这个艺术符号!还是

竹林这个艺术符号选择了我 % 不

过! 能在旷野的贫瘠中生长的竹

子!无疑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

它既能挺拔地傲立!也能柔韧地弯

曲!尤其是还能在最艰难困苦时开

花结果% 我十分崇敬这种植物% 我

愿永远默默地耕耘!永不艳羡灿烂

的花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