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受欢迎

也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

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个谜。 她于 1992

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 《讨厌的爱 》。

2011 年至 2014 年， 她以每年一本的频

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

《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

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 “那不勒斯四

部曲”。 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

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

半个世纪的友谊， 尖锐又细腻探讨了女

性命运的复杂性和深度。

“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

掀起了“费兰特热”。 2017 年 3 月，《我的

天才女友》 被改编成话剧在伦敦上演。

2017 年 4 月，HBO 宣布将“那不勒斯四

部曲”改编成系列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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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 或许是这个
延续的故事给我无奇的
生命带来了些许感动和
激情， 也或许是这个故
事激发起了我生命内在
的一些感动和激情 ，我
才会如此沉浸于这段遥
不可及却万分熟悉的自
白。 埃莱娜用女性独有
的温柔细腻将故事娓娓
道来， 但这张用文字编
织成的绵密的网， 能够
如此真实立体地贴近读
者， 一定是和作者的经
历有关的。

大多数人都带着这
样的猜测， 走进埃莱娜
半真半幻的世界。 而结
果是， 作者与读者开的
这个玩笑， 就像莉拉和
她失踪的孩子一样 ，没
有给任何人答案。

这是一个女性的成
长史， 正如系列最后一
本书的腰封上所写的 ，

是一个女性为了提升社
会地位所作的斗争。 埃
莱娜是个普通的女孩， 她的不普通之处在
于她有一个天才女友莉拉。 她成功地证明
了努力的价值， 也成功地证明了在天赋面
前，有时努力是不值一谈的。于是埃莱娜拼
命想要摆脱莉拉的阴影， 想要摆脱难以忍
受的父母恶劣低俗的行径， 但最令人讽刺
的是， 当埃莱娜如愿以偿地通过婚姻到达
了自己想要的位置时， 却又绕了一圈回到
了儿时的原点， 并将自己的孩子们置于小
时候相同的境界。

我知道这样讲很残忍， 但是无论将她
放到哪个时代， 她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女
性。出身底层，有梦想有追求，通过与一个自
己不那么爱的人结婚后改变了自身的阶级
地位，出轨，被毁灭后重生，成为一个独立坚
强的女性和一个不那么称职的单身母亲。

而莉拉， 我始终难以用描述埃莱娜一
样干脆简洁的语句去形容她。 大部分的时
间， 我都在惊异于她———一个女性的身体
内部怎么会储存着如此多的力量。 这股力
量生生不息， 仿佛无论何种摧毁和苦难都
没办法击倒她。除了强大的生命力，这股力
量还体现在她神秘的学习能力上， 无论做
什么，她都能做得很好，比男人还要好。 她
没有再读书，或许也没再写作，但是她作为
一个成功的商人而赢得了那不勒斯人们的
尊重。对于埃莱娜而言，成年后的分道扬镳
意味着莉拉的威胁渐渐消除了， 但是同时
她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天赋，无论在何种
恶劣环境的压制下，都会蓬勃生长。

“那不勒斯四部曲”填补了文学上的空
缺， 以书写女性友谊的方式来深刻呈现女
性主义， 并以如此细腻真实的笔触构造文
学中的世界， 以至于在阅读过程中我始终
处于一个渴望浸入却又恐惧成为她们任何
一人的矛盾之中。 作者用四本书展示了一
个女孩到女人，再到母亲，祖母，所有女性
经历过的和即将经历的生命的困境， 性和
欲望成为了历史和政治的书写载体。 她将
自己的挣扎和痛苦毫无保留地分享给读
者， 那些只能够生长在阴暗处的恐惧和丑
恶的秘密将成为他人值得用一生去探寻的
问题。

我们在对生命困惑的同时， 至少令人
欣慰的是女性地位在时代缩影中的不断迁
升。从遭到潜抑，被放逐，到拥有了自己的表
达空间， 在性别地位上赢得了应有的尊重。

只不过在男性特权化的世界中，她们二人为
了达到这个目的，以不同的方式付出了相同
的代价。 个人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成长，可是
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潜意识的遮蔽，却成
了历史沉淀中的一部分。

失 踪 的 孩 子
[意]埃莱娜·费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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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带着孩子离开了。我很确信，

假如莉拉出现，他的态度会完全不一样。

他会支支吾吾，会觉得受到了挤压，甚至

会觉得这些炫耀很滑稽。 当我们走到了

停车的地方———那次我是开车去罗马

的———我想起了一件之前从来都没想到

过的问题：尼诺只有跟莉拉在一起时，才

差点儿毁掉了自己的前程。 在伊斯基亚

还有之后的一年时间里， 他陷入了一场

只能给他带来灾难的热恋。 在他的一生

中，这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那个时期他

已经是一个很有名、很有前途的大学生。

现在我很清楚，他和娜迪亚在一起，因为

她是加利亚尼老师的女儿， 他认为这是

他进入上层社会的一把钥匙。 他的选择

和他的野心总是相符的。 他和埃利奥诺

拉结婚不是出于利益吗？还有我，我为了

他离开了彼得罗， 我当时已经是一个取

得一定成功的作家，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

位，出版我的书的出版社很重要，我不是

对他的事业也很有用吗？所有那些帮助过

他的太太， 不是也按照这个逻辑来的吗？

当然了，尼诺很爱女人，他尤其善于经营

那些对他有用的关系。 如果他仅仅凭借

聪明才智， 而不凭借他从小编织的权利

网络，是不能走到这一步的。 但莉拉呢？

她只上到小学五年级， 很年轻就成了一

个小老板的妻子， 假如斯特凡诺发现他

们的关系，会把他们俩都杀了的。 为什么

尼诺在当时会赌上自己的前途呢？

我让伊玛上车坐好，我批评了她，因

为她把冰激凌滴在了特意为那次会面买

的新衣服上。我发动了车子，从罗马出发

了。也许莉拉吸引尼诺的地方，就是尼诺

在她身上， 开始看到了以为自己也有的

东西，但对比之下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她

拥有才智， 但她没有利用它为自己谋福

利，而像贵妇一样在挥霍着自己的才智，

就好像对她来说， 整个世界的财富都是

庸俗的。莉拉的才智是免费的，这就是她

让尼诺入迷的原因。 她和其他女人不一

样，因为她天生就那么桀骜不驯，不会为

任何事儿弯腰。 我们所有人都做出让步

了，经过考验、失败和成功，这种让步重

新塑造了我们。 只有莉拉，没有任何人、

任何事可以改变她。不仅如此，随着年龄

的增长，她和任何人一样变得顽固、难相

处，但她的那些品质一直都原封未动，甚

至更加坚固。 我们恨她的同时， 也害怕

她，会对她充满敬意。 想想看，娜迪亚和

她没见过几次面，就那么痛恨她，想陷害

她，我觉得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莉拉从她

手里把尼诺抢走了， 莉拉羞辱了她的革

命信仰。莉拉很坏，莉拉在别人出击之前

就已经开始进攻。莉拉是一个庶民，但她

拒绝救赎。 总之，莉拉是一个劲敌，伤害

她可以让人得到极大的满足感， 不会像

伤害帕斯卡莱，会激起别人的愧疚感，娜

迪亚可能是那么想的。在那些年里，一切

都变得那么猥琐：加利亚尼老师、她位于

海湾上的房子、 她的几千本书、 她的画

儿、那些文雅的交谈、阿尔曼多，还有娜

迪亚———她当时那么秀气，那么有教养，

当我在学校外面看到她出现在尼诺身边

时， 在她父母那套漂亮的房子里举办舞

会接待我时， 当她放下自己的架子完全

投身于建立一个新世界时， 当时她身上

也有着无与伦比的东西， 也有着灿烂的

形象。 但现在她去掉伪装， 那些高贵的

理想都消散了， 只剩下对于曾经滥杀的

恐惧，以及嫁祸于以前的泥瓦匠，以前她

觉得，帕斯卡莱是新人类的先锋，现在她

利用帕斯卡莱和其他人， 把自己的责任

推卸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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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激动。 当我开着车子回那不勒

斯时，我想着黛黛，我觉得她要犯一个类

似于娜迪亚的错误， 那些错误会让你失

去自己。那时候已经是七月底了，正好是

前一天， 黛黛在高中毕业考试中得了最

高的分数，她是艾罗塔家的人，是我的女

儿，以她的聪明才智，得到这样的结果顺

理成章。很快她就能超过我，超过她的父

亲。 我通过辛勤努力和幸运才得到的东

西，她以后很随意就能得到，就好像生来

就有的。 但她有什么样的人生计划？ 她去

和里诺告白，她为了公正和团结抛弃自己

的所有优势，受到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东

西的吸引，和他一起沉沦下去，我不知道

她从那个小伙子身上看到了什么过人之

处。 我透过后视镜看着伊玛，忽然问她：

“你喜欢里诺吗？ ”

“我不喜欢，但黛黛喜欢。 ”

“你怎么知道的？ ”

“是艾尔莎告诉我的。 ”

“又是谁告诉艾尔莎的呢？ ”

“黛黛。 ”

“你为什么不喜欢里诺呢？ ”

“因为他很丑。 ”

“那你喜欢谁？ ”

“我爸爸。 ”

我在她眼里看到了一种热情， 她看

到父亲散发出的光芒。我想，假如尼诺和

莉拉一起沉下去的话， 他是不会有这种

光芒的。 娜迪亚现在也永远失去了这种

光芒，因为她和帕斯卡莱混在了一起。假

如黛黛和里诺一直在一起的话， 她也会

失去这种光芒。忽然间，我充满羞愧地明

白了， 为什么加利亚尼老师看到她女儿

坐在帕斯卡莱的膝盖上时，会那么厌烦，

我开始理解她的感受， 我也明白尼诺为

什么后来会离开莉拉，为什么不呢？我也

开始理解阿黛尔为什么不得不强颜欢

笑，接受我和他儿子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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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城区，我就去敲莉拉家的门，她

很不情愿地给我开了门， 看到她一副心

不在焉的样子，我一点儿也不担心，这已

经是她的常态了。 我很仔细地跟她讲了

尼诺跟我说的那些事， 最后我才跟她说

了与她有关的那句话， 即她可能面临的

威胁。 我问她：

“娜迪亚真的会伤害到你吗？ ”

她做了一个无所谓的表情。

“只有你爱某个人时，别人才能伤害

到你，我已经谁也不爱了。 ”

“里诺呢？ ”

“里诺已经走了。 ”

我马上想到了黛黛和她的计划，我

很害怕。

“去哪儿了？ ”

她从桌上拿起了一张纸条， 递了过

来，嘟哝了一句：

“他小时候字写得那么好，现在你看

看，他又成了文盲了。 ”

我看了那张纸条， 里诺用一种歪歪

扭扭的字体写着他厌烦了这里的一切，

他还毫不留情地骂了恩佐， 他说他要去

博洛尼亚，找一个当兵时认识的朋友。纸

上一共六行字，没有提到黛黛。我的心开

始狂跳，他的字迹、拼写和句法和我女儿

有什么关系吗？甚至他母亲也觉得，这张

纸条是一个失败的象征， 一个失望的结

果，甚至像一个预言：假如蒂娜没被人带

走的话，这就是会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

“他一个人走的吗？ ”我问。

“你想他能和谁一起走？ ”

我很迟疑地摇了摇头。 她从我的眼

睛里看到了忧虑，微笑着说：

“你害怕他和黛黛一起走的？ ”

（《失踪的孩子》[意]埃莱娜·费兰特/

著，陈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年 6

月版）

《失踪的孩子》是“那不勒斯四部曲”

的第四部 ， 小说聚焦了莉拉和埃莱娜
（“我”）的壮年和晚年，为她们持续了五十
多年的友谊画上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句号。

“我”为了爱情和写作，离开丈夫带
着两个女儿回到了那不勒斯， 不可避免
地与莉拉， 还有我曾想要逃离的城区再
度变得亲密。 “我”和莉拉甚至在同一年
怀孕、生子，并经历了恐怖残暴的那不勒
斯大地震，一切都分崩离析，一切又将被
重建。 在经历了多年的自我怀疑之后，

“我”决定忤逆莉拉的告诫，将“我”和她
一生的友谊写成一本小说， 却招来了最
深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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