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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可慰藉之人!提供心灵的慰藉
本报记者 傅小平

石黑一雄三部长篇小说推出新译本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英籍日裔

作家石黑一雄一向以 "国际主义作家#自

诩$ 他把自己的小说创作视为一种国际文

化的传播载体% 这就意味着他的创作从阅

读层面上$即包含了跨越国界的诉求% 对于

异域的读者来说$ 石黑一雄也确乎算得上

是一个很好读的作家% 如若不是能让世界

读者都易于接受$又何来"国际主义作家#

的称谓& 但如果因此以为石黑一雄的作品

好懂$或许就是误读了%

作为一个移民作家$ 石黑一雄的作品

将日本文学含蓄内敛的品质融入英国文学

的古典风格中$ 碰撞出别具一格的美学张

力' 处于多重文化漩涡的身份也使得他的

作品有着更广博的人性观照和更多元的历

史向度% 由此可以理解$石黑一雄为何热衷

于创作一种能够把各种民族和文化背景融

合在一起的"国际文学题材#%

当然$说石黑一雄别具一格也好$广博

也好$多元融合也好$实则都说明他赋予了

作品与众不同的视角$ 也因此对读者的理

解构成了一定的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

三本石黑一雄的译作$在书名的译法上都

做了调整()长日留痕* 更名为 )长日将

尽*$)上海孤儿*更名为)我辈孤雏*$)千

万别丢下我*更名为)莫失莫忘*% 与其说

是标新立异之举$倒不如说是各个译者试

图换一种视角来解读石黑一雄% )长日将

尽*的译者冯涛解释说$石黑一雄是有挽

歌情绪的作家% 他在小说最后一段$写到

主人公史蒂文斯到海边的一个小镇上去$

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聊天$说黄昏才是一天

中最好的时光% 这感觉很有感伤的意味$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所以我觉得强

调+将尽,比强调+留痕,$更能传达出石黑

一雄的挽歌情绪% #

倘是以时下流行的说法$ 石黑一雄称

得上是一个很"丧#的作家% 他的作品总是

聚焦于伤痛$写回忆!创伤!痛苦--有意

思的是$ 他的人生并不丧()岁随家人移居

英国$很好地适应了新环境$先后毕业于肯

特大学和东安格利亚大学$并于 (*$! 年获

得英国国籍%#*$+年开始发表小说$第一部

作品就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此后的每一本

小说都把他推向新的高度% 甚至在爱情上$

他也并未受到挫折$ 二十多岁就和妻子洛

娜结婚$洛娜在文学上给了他很多帮助% 但

以译者宋佥的理解$ 石黑一雄的创伤埋藏

在了他 )岁离开日本到英国的这段经历之

中$"不管他之后如何顺畅地融入了英国环

境$但那个孩子永远在寻找自己的根% 他所

有的作品都在写浪人$ 因为他自己就是这

样的一个状态#%

惟其如此可以理解 $ 石黑一雄的创

作何以像冯涛说的那样$ 基本上都建立

在一种回溯型的叙事结构之上%不管具体

采用第一还是第三人称$小说的主人公都

有一个痛苦的过去$不愿去直面却又摆脱

不了往事的纠缠$ 为了能够继续生活下

去$就必须对这个痛苦的过往进行一番清

理% 情感上的不愿和不忍直视导致了讲

述本身的犹疑!躲闪和自我欺骗$但这个

过去又必须得到清理$ 否则这种回溯本

身也就失去了意义% "由此导致他笔下的

主人公不同层次的叙述层层叠加$导致不

同层次的含义之间的微妙差异$而只有越

过这层层遮蔽的+死荫的幽谷,$才能最终

抵达自我和解的彼岸$ 获得继续生活下

去的勇气% #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石黑一雄强调自

己是一个积极的作家% 他听到一些读者读

完 )莫失莫忘* 反馈说是一部很悲伤的作

品$他觉得吃惊% 在他的感觉里$这是迄今

为止他写得最鼓舞人心的一部小说% 这么

说是因为他的小说总是聚焦于被伤害的悲

伤的感情$以及人性情感的崩溃% 但在这部

小说里$虽然里面的人物很多都不得不死$

但他并不是在宣扬死亡$ 而是赞赏人类精

神深处的闪光点% 在石黑一雄看来$死亡并

不总是让人悲伤$因为我们都知道$凡人皆

有一死% 他想说的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当

知道自己寿命无多时$真正重要的是$去弥

补对最亲近的人犯下的过错$ 确保让他们

知道$自己爱他们$而不是职业!金钱!名誉

等外在的东西% 由此$石黑一雄表达了对人

性积极的看法% 但他无奈地表示$他做如是

辩解的时候$人们都会笑$这让他感到"对

他很不公平#%

实际上$石黑一雄所说的积极 $并不

是世俗意义上的积极% 在一次接受采访

时$他坦承("从我的世界观来看$我认为

人们无论承受怎样的痛苦$无论遭遇怎样

的悲惨经历$无论如何不自由$都会在命

运的夹缝中求生$ 接受命运给予的一切%

人们不懈奋斗$努力在如此狭小的生存空

间内寻找梦想和希望% #具体到)长日将

尽*这部小说$他解释道$他在作品里有一

个暗示$某种程度上$活在世界上的大多

数人都是"管家#$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不会

经营大型公司$也不会成为国家总统这样

的人物$我们都在做着普通的工作$甚至

都不知道自己微薄的贡献$会起到什么样

的作用$但我们都在努力付出$并试图从

中找到骄傲与尊严% 我们希望自己的工作

能服务于正途$但有时或许只是盲目服务

于老板!公司$或一项事业!一个国家% 就

像小说里的管家$以为雇主提供完美的服

务为豪$但雇主并不是个好人% 实际上$我

们大部分人$在政治不完善或道德不明确

的时候$都不是很清楚自己的努力将起到

什么作用% 我们在一窥全豹之前$也不知

道自己会怎样被利用$自己的行为又将造

成怎样的后果%

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 $ 难免有些感

伤% 但对石黑一雄来说$创作就是用来抒

发某种遗憾 $纾解忧愁的$而从来都不是

宣泄愤怒或狂躁的手段% 他认为$现实世

界并不完美$但作家能够通过创造心目中

的理想世界与现实抗衡$或者找到与之妥

协的办法% 简言之$他的文学创作就像冯

涛说的那样$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种 "缓

慢前进的勇气和信心#$ 是为无可慰藉之

人提供心灵的慰藉%

刘慈欣"用科幻的眼睛看文学

本报讯 作家刘慈欣日前在鲁迅

文学院做"用科幻的眼睛看文学#的学

术讲座$与鲁迅文学院第 +, 届高研班

学员们分享他理解的科幻世界%

刘慈欣首先对科幻进行定义$在

他看来$科幻具有四个属性(科幻是一

种文学体裁' 科幻是一种文化和艺术

的表现方式'科幻是一种商业符号'科

幻是一种思维方式$ 看待现实的独特

视角%他认为$科幻是一种主要依靠想

象力的文学体裁$ 它和传统的现实主

义文学体裁大相径庭$ 是以超现实为

基础的% 刘慈欣认为$在大约 +''' 年

的人类文明史中$ 大多数时间文学都

以超现实的方式存在着$ 所以科幻其

实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体裁%

刘慈欣认为$ 科幻文学可能更适

合用图像而非用文字来表现$ 电影!电

视剧!游戏等诸多形式可能更适合表现

科幻%因为现实主义文学所描写的东西

都是生活中已有的东西$文字会触发读

者头脑中相应的想象$但对科幻与之不

同$ 科幻想象的创新是前所未有的$对

于科幻来说$新奇感不仅挑战着人们的

想象$而且冒犯着人们想象的可能性$在

大多数情况下它只存在于科幻作家的头

脑中$ 而不被诉诸笔端% 与传统文学不

同$ 科幻的背后没有庞大的学院派评论

体系$科幻地位的确立依靠着大众文化!

流行性和科幻地位的确立息息相关$所

以科幻必然是一种商业符号$ 商业属性

必要地参与着科幻文学影响力的构成%

以上种种造成科幻的思维方式是看待现

实的独特视角$ 它最核心的特点就是以

科学为基础展开想象$ 以非线性的方式

展开对未来生活走向的想象$ 这种思维

方式深深地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刘慈欣从"和谐#"简洁#"对称#"新

奇# 四个方面分析了科学美学的构成$

阐述了科学的宇宙观和文学的宇宙观

之间的区别% 他认为$我们以什么角度

看待现实$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文学的形

态! 文学的样本和文学的创作理念$所

以从科幻的角度来看文学$文学发展的

空间和前景还是非常大的$文学也应该

寻找丢失的科技美学因素%

刘亮程推出长篇小说新作#捎话$

本报讯 作家刘亮程近日推出长篇小说

新作)捎话*$首发于)花城*!'#$年第 ,期%

据悉$)捎话*的历史背景是公元 #' 世

纪与 ## 世纪交替之际$位于东边的毗沙国

与西边的黑勒国势不两立$从一句"毗沙西

昆寺的高墙挡住了黑勒的太阳# 的谣传开

始$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开启了几十年的战

争%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家库$一直在各国

之间充当"捎话人#的角色% 库受托将一头

小母驴谢如同"捎话#一般$从毗沙捎到黑

勒% 一人一驴$背负着"捎话#的任务$穿越

战场$见证了许多生死和不可思议之事%

刘亮程在创作谈中表示$)捎话* 是一

部声音.语言/之书$写那个时代的话语之

困000地处遥远西域的毗沙和黑勒$ 因长

达百年的战争$两国间书信断绝$民间捎话

人成了一种秘密行业$ 把一地的话捎往另

一地$或把一种语言捎给另一种语言% "捎

话$就是捎一句话%一句话被一大群话包裹

着$浩浩荡荡走上小说的叙述之路$所有语

言包庇着要捎给远方的那一句%漫长路途$

语言在走形!在忘记!在另一种语言里变成

另外一句话% #

而在刘亮程看来$"捎话# 也是小说的

艺术$小说家也是捎话人$把那个过去时间

里活下来的人声捎到今天$ 小说也是捎话

艺术$每一部传到今天的伟大作品$都完成

了一场心灵的捎话% "从小说第一句开始$

故事带着这样的使命上路% 一个好故事里

必定隐藏着另一个故事$故事偷运故事$被

隐藏的故事才是最后要讲出来的$ 用千言

万语$捎那不能说出的一句%每一句话里也

都捎带着另一句%那些句子$不再是单义的

叙述$而是每一句都有无数个远方的到达%

这便是我想写的小说% 她不是简单地讲故

事% 当她开始讲述时$所有故事早已结束$

如果一个小说家还有什么要讲的$ 那一定

是从故事终结处讲起% #

在写)捎话*时$刘亮程唯一的参考书

是成书于 ## 世纪的 )突厥语大辞典*$跟

)捎话*故事背景相近% 他说("我从那些没

写成句子的词语中$ 感知到那个时代的温

度%每个词都在说话$她们不是镶嵌在句子

里$而是单独在表达$一个个词摆脱句子$

一部辞书超越时间$ 成为我能够看懂那个

时代唯一文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