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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前!我遇到一位作家同

行"他对我说#$我处于危机当中% &

我回答说#$啊!你也是这样% 我感

到高兴% &

我和这位朋友很少见面!每年

只有一次! 或者连一次都没有!但

我们会不时通信%无论是写信还是

面谈! 我们的想法总是彼此相反%

他对我说!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完

全是错误的! 是一种理智主义的'

干巴巴的'从根本上来说是通过事

先考虑好的指责为基础编造出来

的文学"他对我说!应该回归情感!

回到 !"世纪伟大作家那种直接贴

近生活的做法" 我反驳他说!文学

应该表达现代的生活! 它的严酷!

它的节奏!也包括它的机械性和非

人性!以便找到当今人类生活的真

正的基础"

在讨论当中!我们都倾向于将

自己的立场发展到极致#我坚持己

见主要是为了让他发火!而且一定

程度上也因为我相信自己所说的

话(他更是坚持己见!尤其因为他

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而且一定程度

上是为了让我发火%

所以!几天前见到我时!他说#

$我处于危机当中% & 然而我回答

说#$噢!好啊!你也是这样) &我这

样说!并非由于我残忍地享受他人

的痛苦!而是因为一位作家处于危

机当中*一位作家将自己的工作建

立在与世界的一种特定关系的基

础之上!而当这种关系显得并不合

适时! 就需要找到另外一种关系!

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观察人和事物

的真实情况! 以及人类历史的逻

辑+是唯一可以使他有所收获的状

态!也使他能够接触到某种真实的

东西并写出人们恰好需要阅读的

东西!尽管他们并没有觉察到自己

需要那些东西%

$创作的时候!我们会强行改

变生活!无论是出于道德主义和理

智主义!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我的

朋友说!$所有人! 包括我在内!我

们强迫自己书中的人物采取荒唐

的举止% &这种话从我的对话者嘴

里说出来!显得非常奇怪!因为他

的作品正是以极端简单的内容!以

及人物那些朴实'日常!从来不会

受到强迫的情感而著称%

$你说过那些情感是荒唐的!

但那才是正确的做法!&我回答说!

$因为表现我们时代的生活!就意

味着让其中没有明确表达的东西

发展到极致的结果! 使其中所有

的戏剧性情节得到发展! 或许直

到创作出一部悲剧% &那位朋友斜

眼看看我! 而我也明白他在想什

么#对于看到生活悲剧性的一面!

我从未表现出兴趣!因为我的愿望

更多的是对现实滑稽的或者是喜

剧性的变形%

不过!他没有这样说!而是沿

着另外一条线索继续说了下去 %

$要想创作出悲剧!&他说!$就只有

完全贴近生活!贴近人类现实% 这

种贴近是快乐的! 是没有保留的!

也不包括我们知识分子进行的任

何争论% 没有幸福感!就不可能称

之为悲剧%只有我们能够表达人类

生活的快乐时!才能真正具有悲剧

性% &我的对话者以他通常那种沉

重的口吻!说出了对于生活的快乐

的颂扬之词%他是一个阴郁'忧伤'

不苟言笑的人%

$然而!生活是可怕的) &我抗

议道!同时放声大笑%

我们环顾四周%我们见面的地

方!无论他还是我都不常去% 那是

罗马威尼托大街的一间咖啡馆!它

所在的那条街因费里尼的,甜蜜的

生活-而世界闻名%在那里!一切都

显得低能和无聊%轰动的丑闻彼此

交织!一切都显得了无滋味和缺乏

意义!像是处在地狱边缘的那个无

辜而悲伤的地方! 一个死人之乡!

笼罩着幻觉般的快乐色彩%我们谈

论悲剧与幸福!而我们周围是一处

由虚假的愉悦生活'虚假的兴奋和

虚假的财富构成的景象%

长龙般的汽车因为习惯性的

交通堵塞而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

车主们疯狂地踩刹车!还演奏起汽

车喇叭的大合唱%世界上最美丽的

女人正在奔赴愚蠢的爱情!橱窗里

展示着完美而无用的商品%

$

我们下面是一个敞开的空洞

洞的深渊%那个下午!在罗马!我和

这位叫作卡尔洛.卡索拉的作家坐

在一起!他是,法乌斯塔和安娜-和

,布贝的女友-的作者%在我们这个

欢乐和现代化爆发的意大利!这位

作家还在创作那些带着淡淡忧伤!

发生在外省的简单而朴实的故事%

$在我们这个时代//假如谁

能够无视我们这个时代!去寻找那

些深层的东西! 而非表面现象!寻

找那些会流传下去的东西!而不是

短暂的特征//他就能真正地表

现我们这个时代% &卡索拉说%

0不过!需要去经历这个时代!投

身其中!经受它的折磨//&我说%

0不!要拒绝它!不接受它提出

的那些理由!甚至不去读报纸% &卡

索拉说%

接着!我说#0明天的文学将在

我们身上诞生! 我们始终精神涣

散!焦虑!如饥似渴地吞噬那些印

刷品!并且因为道路的拥堵而神经

紧张//&

卡索拉说#0我们能够通过其

作品见到那个时代真正景象的所

有作家!都被同时代的人认为是不

合时宜的作家!而这仅仅因为他们

不符合潮流//&

就这样!我们缓慢而又固执地

继续争论下去%我是为了让卡索拉

发火!不过一定程度上也相信我所

说的话( 卡索拉相信他所说的话!

但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让我生气%

然后!我们就分开了% 他回到小城

托斯卡纳做他的教师!过着他那平

静'孤独'专心致志的生活!把那些

古典作品一读再读%我回到自己就

职的意大利北部那家大出版社!去

吞噬世界上那些被印刷出来的'汪

洋大海般的'无用的纸张% 我回到

始终处于运动当中的生活!回到工

业运动中紧张的神经!它们没有一

分钟停歇和聚精会神%为了达到人

类永恒的真理!卡索拉又回去讲述

那些农村姑娘在家中度过的漫长

下午% 而为了表达现代生活节奏!

除了描述查理曼大帝卫兵们的战

争和决斗!我找不到更好的故事%

%

我们中哪一个更超脱于现实

之外呢1 或许我们两个都是1 或者

两个都不是1意大利是一个充满矛

盾的国家! 意大利是一个千面之

国!它具备作为明日小说诞生之地

的所有条件% 然而关于这一点!如

今我们能说的也只有# 明日的小

说!恰恰是我们今日最无法预料的

小说% 现在的意大利!一方面是一

个非常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国家!社

会福利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另一方

面!又是一个老派'一成不变'非常

贫穷的国家%要想获得对世界的完

整想法!哪一种情形更好呢1 我们

既有底特律!也有加尔各答!如今

一切都混杂在一起! 北方与南方!

先进科技和贫困地区!不同的思想

意识彼此共存!相互影响!紧紧缠

绕在一起%假如一个小说家希望从

整体上对这个世纪的痛苦进行概

括和表现的话!这种情形或许是最

合适不过的了% 尽管如此!就在此

时此地!我们的问题是#还有必要

写小说吗1

假如需要讲述代表我们这个

社会的状况'风俗的变迁!并对社

会问题进行梳理的那些故事!那么

借助电影'新闻!还有社会学论文!

就已经足够了!而且还有富余%

如今! 电影非常善于讲故事!

懂得如何捕捉社会关系中的精髓!

描绘环境! 提出和解决日常行为'

情感和道德方面的问题% 当然!我

们应该说!电影看似能够如此轻而

易举地通过面孔和环境来表现的

明显真理!其实是一种幻觉% 在电

影放映机下!每个真理都会变成一

种手法'修辞和谎言% 假如说电影

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小说的范围!

那并非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

具有重要的价值!而是因为电影经

过的地方!寸草不生% 很多作家仍

旧在进行小说创作!以便与电影竞

争!然而!他们也仅仅是在诗歌上

获得了很少的结果%电影所占据的

环境'人物和情景!文学再也无法

靠近!因为它们的内部好像受到了

白蚁的啃食!手一旦靠近!立刻就

会化作灰尘%

每天和每周出版的印刷品!日

复一日地跟踪和记录风俗现象!解

除了文学所承担的对自己所处的

时代进行细致反映的任务! 而在

!" 世纪! 这正是它的义务与快乐

所在% 然而!每天紧张而不停地翻

阅那些墨迹新鲜的报纸!我们又得

到了什么呢1仅仅是获悉所有那些

不重要的信息%假如仍有很多小说

家与这种对事实进行诠释的方法

进行竞争!希望能够写出某种更加

深刻的东西!试图在他们的小说中

记录下风俗的变化' 时尚和谈话'

上流社会的生活!那么其实我们也

看到!他们不会超出一个时期报纸

上的新闻!以及几乎是用录音机记

录下来的一些表达方式!他们也不

能超出一种模棱两可的道德主义!

因为这种道德主义已经成为它奢

望惩罚的那个世界的亲密同谋%在

世界文学当中! 就在我们这个世

纪!描述上流社会和搬弄是非的著

名小说变成杰出诗歌作品的例子

并不少见% 但是!即使在这片土地

上!好像也无法再长出任何青草%

&

即使是关于社会问题的0谴责

性小说&!也时日无多% 如今!政治

和经济需要以资料为根据的调查

和以数据与数字为基础的分析!而

不是情感和情绪上的反映%作家借

助文学近似性去应对亟须以完全

不同类型的知识和研究来解决的

问题的奢望!越来越像是一种肤浅

的自负%不过!我们也要说!以科学

方法理解社会现实的这些道路!假

如单独去考量!也是非常有限和令

人失望的%社会学或者局限于像大

山一样庞大而无法统计的数据!在

纸上复制那些它无法破解的人类

错综复杂的问题(又或者!当社会

学提出一些概括性的定义时!它会

强行修改现实!排除验证自己的观

点时所有不必要的东西!但这种做

法与文学的手法一样武断% 然而!

世界上亟须解决的社会问题!又在

不断要求文化的干预和引导%撰写

一篇关于社会问题的杂文或者调

查性或者批评性文章!就是赋予自

己的作品以实践性!并且立刻对问

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但是!小说的

创作就如同不合时宜的重负!并不

会考虑到历史任务!以及能源经济

本身的紧迫性%在可能采取行动之

处!一种真正的社会激情就会在行

动当中!或者在直接与行动相关的

创作和研究上面表现出来%为何我

们还要拖延!而不马上去创作一部

小说呢1

总之!即使大部分好像是专属

小说的题材!如今也已经被其他认

知工具所拥有! 在这些工具中!也

并没有哪一种能够提供以前文学

所能提供的东西%小说是一种无法

在已经开垦的土地上生长的植物!

它必须找到一块处女地来扎根%小

说已经不能再奢望为我们提供关

于这个世界的信息% 然而!它必须

而且能够发现方法!几千种'几十

万种新方法!这些方法体现了我们

如何加入这个世界!并逐渐对新的

生存状况进行表现%

或许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确

认!那种作为获得自我意识并带着

生存在这个世界的惊恐环顾四周

之人的第一个行为222诗歌永远

不会终止!那种我们称之为小说的

特殊的诗歌形式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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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意大
利当代最具有
世界影响的作
家 & 卡尔维诺
从事文学创作
四十年 & 一直
尝试着用各种
手法表现当代
人的生活和心
灵 ( 卡尔维诺
的文学创作 &

是一台复杂的
文学机器 & 他
一生的工作便
是将与时代休
戚相关的科学)

哲学 ) 政治学
的零件置入这
台文学机器中&

不断地磨合 &

不断地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