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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

《西贡》：让“疼痛”浸润出厚重的生命底色
廖夏璇

疼痛， 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母
题，也是戏剧创作者们热衷于表现
的人类感知范畴。法国现实主义戏
剧《西贡》亦是一部聚焦人类疼痛
之作，编剧兼导演卡洛琳·古伊拉·
阮将跨越两地、跨度 40 年的故事
浓缩于超时空的“玛丽餐厅”之中，

以其跨文化的独特视角、 高度生
活化的叙事笔触，为观众“再现式”

地描绘了一群作为“异乡人”漂泊
在法国的越侨的情感体验和生命
历程。 剧中传递的“疼痛”，并不等
同于纯粹肉体意义上的痛感，而
更多地指向某种“精神性”的创伤，

它既来自创作者自我身份认同的
撕裂， 也来自其观照历史时深沉
而悲悯的目光，它们成为一种“幕
后推手”或者“隐藏的力量”，嵌入
个体生命、 历史真实与现实情感
的框架之中，成为构筑《西贡》现实
主义风格的一道厚重底色。

在《西贡》中，如果仅仅沉溺于
殖民文化下越侨的疼痛， 恐怕难以
达到编导所追求的移情与共鸣。 真
正赋予《西贡》以鲜活生命力、让其
走进不同国别观众内心深处的，是
它所致力展现的宏大时代背景下
个体关乎爱与生存的抉择与命运。

对于卡洛琳这样一个有着社会学
背景的越裔法国女作者， 我们在剧

作中真切地感受到了她对于自我
文化身份的困惑及探寻，她将思路
从已有的对于战争和殖民的控诉
上延伸开去，以温暖善良的意愿接
近普通人的内心，抛出了“我将归
向何处” 这一关乎人类共同精神困
顿的命题， 将剧中人关于故乡和爱
的故事向观众娓娓道来。

卡洛琳在书写不可逆转的历
史疼痛的同时， 试图建构迎接苦
难的多重可能性， 那种面对命运
法轮无情辗轧时的决绝与笃定，

尤其体现在剧中几位女性人物身
上，她们脆弱外表之下的隐忍、乐
观、 痴情与坚强， 犹如照进全剧
“疼痛”底色之上的一束温暖明亮
的光芒， 让剧目在人物塑造和情
感表达上变得更加生动和立体。

那个被称为“玛丽”的越南厨娘，

似乎永远忙碌于她的厨房， 她矮
小而智慧、平凡却温暖，当哥提耶
夫人带来她失联多年的儿子死于
战争的消息时， 这个起初似乎只

是“串场人物”的女性流露出了巨
大的悲伤， 即使早已从对方的神
色中读懂答案， 但她依然打断了
噩耗的传达， 为的只是保留心中
的那份牵挂和念想， 甚至往后的
每年， 她都会穿上自己最美的衣
裳宴请友人为儿子庆生， 宴会的
欢歌中，“痛埋在她心里， 无声无
息”的旁白响起，玛丽的生活依然
要继续， 她以善良和坚韧点燃生
的希望，终与命运握手言和。少女
灵为追寻所爱， 背井离乡来到法
国， 当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在爱德
华的一系列谎言中幻灭， 她在一
地鸡毛中重新拾起生活的信心，

以宽恕和勇敢接受来自命运的考
验， 爱的光芒始终没有因为生活
的欺骗而熄灭， 散发出朴实却直
指人心的力量。 少女梅在恋人豪
为活命不得不离开西贡去往法国
后，对爱情进行了不渝的守望，但
由于种种原因， 两颗相爱的心失
去了音讯， 饱受相思之苦的梅没

有向现实妥协， 而是选择独自默
默地离开， 以自己的方式对残酷
的宿命进行抗争。 剧中三位女性
共同向我们展现了人类在应对苦
难时的多重可能性， 她们代表着
柔韧，代表着温暖，代表着善良，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她们成为敢于
直面伤口的勇者， 疼痛磨砺了她
们也成就了她们， 在她们的生命
底色上抹上了厚重有力的一笔。

“玛丽餐厅”在剧中是个多功
能的超时空存在， 所有的故事都
从这里开始， 所有的喜怒哀乐都
在这里被书写和讲述，1956 年的
西贡和 1996 年的巴黎在这里严
丝合缝， 如电影蒙太奇般交织出
历史的残酷与真实。 从某种意义
上看，卡洛琳对于“玛丽餐厅”的
处理手法是超现实的，40 年容颜
未改的厨娘以及散发着浓郁越南
风情的装潢， 它既作为真实的故
事发生地而立于舞台， 又作为具
有高度象征意义的符号而贯穿始

终， 承载了漂泊于法的越侨挥之
不去的“西贡”情结，寄托了他们
关于回不去的原乡的美好想象。

对于这样一部以现实主义为圭臬
的戏剧作品， 超现实的戏剧形式
与现实主义的写作并不相悖，现
实主义本身就指向现实主义的手
法和精神两个重要方面。因而，并
非以现实生活为创作题材就是现
实主义的，同样地，也并非借助了
超现实的创作手法就是非现实主
义的。 在创作观念日渐多元化的
当下， 如果创作者遵循常识、常
情、常理的叙述原则，现实主义在
表现手法上亦可延伸出无限的可
能性。若以此为着眼点，《西贡》无
疑为当下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的发
展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被史学研究者称为“比虚构还神奇”的上海，

自然不乏历史研究，大到多卷本的通史、通志、辞

典，小到一家影院、一条街道、一幢建筑、一份报

刊，都有专门的论著，有的还不止一本。近年来还

悄然产生了市民田野调查、 市民考古计划等等，

年轻人们跟在城市规划、建筑专家身后，行走于

上海的特色里弄、教堂、邬达克建筑、城市规划建

筑群之间，重识历史，丰富经验。

关于城市的书写由来已久。 在 18 世纪的英

国，从地志学绘画出发的特纳先生，以精湛的水

彩技法描绘了大量英国风景，成为美术史上的经

典。 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在此与艺术表达发生了

精彩的连接。 当现代数学崛起，Topology 直接被

音译为拓扑学，研究几何图形或空间在连续改变

形状后还能保持不变的一些性质。 这个性质，也

成为现代文艺研究中备受重视的因素。耶鲁学派

的文学评论家，约翰·希利斯·米勒教授擅长分析

不同文学作品中的地志学元素，从小说里读出作

者怎样写一个地方，然后把这个空间意象当做解

读一个文学作品最关键的元素。

最为典型的地志学书写就是卡尔维诺的《看

不见的城市》。 在这本书里，找不到能认得出的城

市，所有的城市都是虚构的。 一些短小的章节，被

卡尔维诺分类成城市与记忆、城市与欲望、城市与

符号、城市与贸易、城市与眼睛、城市与天空、连绵

的城市、隐蔽的城市等十一个系列，每个系列包含

五个片段，它们互相交替、互相交织，被重新组合

在有着某种普遍气氛的章节里。 这种组织方式本

身就具有十足的地志学意味， 令人回味起古老的

“七桥问题”“地图着色问题”等拓扑谜题。 内容上

卡尔维诺希望这本书所唤起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与

时间无关的城市的概念， 而是展开了一种时而含

蓄时而清晰的关于现代城市的讨论。 卡尔维诺以

虚构的城市来实现他一连串的观念， 观念成为一

个个具体的空间，一个个不存在城市。

与卡尔维诺相反，约翰·伯格的《我们在此相

遇》则以一个个真实的城市，去写出某种梦幻般

的特质， 用这个特质去掌握他生命中的一个人、

死的人、活的人、朋友或者情人，同时又写出他和

这个人的关系。 比如，伯格将已逝的母亲置身于

里斯本与自己重逢，一个有美丽瓷砖层层叠叠隐

藏着什么的城市，指向母亲生前没有告诉他的秘

密；将哀伤而幽默的导师置身于克拉科夫，这个

波兰的城市经历过战争的耻辱和忧郁；博尔赫斯

出现在日内瓦，见多识广自建迷宫，冷峻之下的

宽容，甚至是疲乏的宽容，是人与城的共同气质。

城市的历史、气质和人的经历、性格，正如拓扑学

中那些可以忽略形状的点，通过伯格在时空中腾

挪跌宕的妙笔，呈现出了连续变换后依然保持的

某种性质、特质、观念，或者也可以称之为精神。

地理与叙事相结合的肌理，被艺术金针精心

织造。 通感是这金针下的丝线。 一针一线无不来

自书写者置身于城市之中的感受、思考、分类和

整理。

然而， 城市拆迁与扩建带来的众多问题，正

在破坏社区邻里关系，随之而来的就是城市的复

杂性和多样性在慢慢消融。我们从自己的城市到

其他城市旅行，适应的时间越来越短，同样复杂

的交通网络、同样密集的便利店、同样高耸呆板

的建筑……迷失不仅发生在东京，越来越多的大

城市具有令人迷失的气质。 因为雷同的面貌，城

市正在失去“你之所以是你”的理由。日本建筑师

芦原义信上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疑惑，“大城市的

匿名性和无情性反而吸引了年轻人”， 如今也摆

在我们面前。 卡尔维诺为了织造清晰的肌理，擦

去了城市的名称， 为了表达方便而选择匿名；而

真实的大城市们，正在建设中主动获得匿名的身

份。 追求自我实现真我个性的年轻人，蜂拥涌向

匿名化的大城市，生活的复杂性被交通的复杂性

所取代，受困于交通和时间成本的年轻人过上了

整齐划一的业余生活，最初的梦想渐行渐远。 当

城市的等高线、等压线趋向规则平缓，人心的感

受和期待也趋向近似和雷同。城市书写止步于历

史发掘后的感性赞叹、惊呼，当世界范围内的语

言和文学精神早已发生了根本改变，书写者必须

伸出探索的双手。

持续又深入的史学研究与市民饱满的热情

和兴趣，成为抵抗城市匿名性的一股力量。 正如

卡尔维诺所希望的那样，与其重复预言巨大城市

的危机和灾难，“不如发现使人们生活在这些城

市中的秘密理由，是能够胜过所有这些危机的理

由”。 因此，所有的研究与发现，不能停止在被发

现的一刻，抵制出土氧化，它们急需被分类、再次

分类 、多样的分类 ，集体的 、个人的 、你我他的

……逐渐拼起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每一

次分类，都是一次激活的探索。

关于分类，伯格这样建议：你可以发明任何

你喜欢的系统。根据年份、颜色、喜好程度、大小、

心情。然后在每个大封套上，写下它的名字，还有

你建立的分类名称。 这会花上不少时间。 一张都

不能弄错。 接着在每个封套里按照顺序放入画

作；轻轻地在每张作品后面注记号码。 要根据什

么顺序呢？ 我不知道。 你会找到的。 有些画作看

起来就该是最早出现，也总会有最后一幅，不是

吗？ 顺序自然会跑出来的。

分类， 呼应着古老的记忆术和今日的拓扑

学。 分类，建造了空间，读者不再是隔岸的旁观

者，而是要进入这个新结构，在里面来回走动，可

能迷路，也会找到出口，重新设计最佳路径。 因

此，城市史才可以不再是冰冷冷的知识、资料、档

案，它有了自己的色彩和形状。 它在每一种记忆

结构里被赋予了与众不同的东西。 徐锦江写《愚

园路》源于乡愁，希望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思维被

了解；史明智写《长乐路》立于观照，希望写出在

大城市里实现的梦想。一条马路被分类的次数越

多，就获得了越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一个城

市的活力，就与城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着密切

的正相关。 上海还有思南路、太原路、新华路、武

夷路、 复兴路、 武康路……64 条永不拓宽的马

路、无数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可以去研究和书写。

分类探索着边界，边界反厘整体。 开埠前的

上海，曾被称为“小苏州”，为何不能更向前一步？

同为开埠口岸，上海为何领先其他城市发展？ 上

海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依靠的是什么？ ……等

等一系列问题恐怕还要放到区域、国家、世界的

视野中去理解。史学者周武说，所谓整体，意在破

除学科壁垒；所谓通贯，就是把上海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贯通起来理解。 要更完整、立体地呈现上

海城市的兴起、发展、困顿与转型，呈现上海城市

变迁过程中的变与常以及变中之常、 常中之变，

呈现上海城市的外在风景和内在精神。

有了坚实的史学研究，上海的城市写作可以

自由地走出虚构和幻想的初阶，也会更有力地克

制把自我当做本体的泛滥抒情，尊重织体和肌理

的内在逻辑。

卡尔菲兹在诗歌《城市》里如此描述：“你不

会找到一个新的国度， 也不会找到一片新的海

岸，这个城市会一直跟随着你。 ”对我们来说，今

天的城市是什么，史学者与文学者之外，广大而

深入遍布城市的居民是这个城市最强大的心和

肺，呼吸起伏，连绵不断。 献给城市的爱情诗，是

所有这片土地上人民的无差别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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