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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故事勾勒了人生经历过的道路， 并设问这是自由之径
抑或决定论的康庄大道。

我们是自由的吗？

设问比它的答案活得更好，比所有答案活得更长。因为我觉
得不管面对什么事物，若用确凿无疑的态度来肯定，似乎都不够
正当，要么显得粗暴，要么显得愚蠢。

当我们释放自己、犹豫不决、做出选择时，我们感觉自由。然
而这种感觉难道不是一种幻觉？ 我们所作出的决定难道不是反
正要做的？ 如果我们的大脑提供一个选项， 难道不是它被设定
如此吗？ 所以这会不会是一种坚定的必然性，只不过借用了自
由选择的外衣……

哲学家选择笛卡尔阵营———自由是存在的———或斯宾诺莎

的阵营———自由不存在———两相对立，难争胜负。 为什么？ 因为
他们用论据来争论，而不是用证据。理论对理论，结果就是：只有
问题继续存在。

我承认我更倾向于被自由派阵营打动，比如康德或萨特。因
为我有在生命中体验自由的感觉。另外出于道德上的理由，我需
要相信自由：如果人类是不自由的，不是他自己行为的主宰并为
此负责， 那就没有了伦理和正义的根基； 既没有惩罚也没有功
德。 人们会指责一块石头的掉落吗？ 惩罚它？ 不会。

然而，出于道德缘由需要自由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自由就存
在。 假设自由，并不能显现自由。

问题继续存在。

这就是人类境遇的关键所在：带着多于答案的问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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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收到一份给您的电报，格雷格。

您家里出了点事。 ”

格雷格吃惊地抬起头。

“实际上，这是个坏消息 ，”船长继续

道，“非常坏的消息。 您女儿去世了。 ”

格雷格瞪圆了眼睛。 此刻他脸上表露

的只是惊讶，还看不出任何其他表情。

船长强调道：

“这个，是您的家庭医生，温哥华的桑

巴杜尔大夫通知我们的，我们还不了解更

多情况。 对此我们很抱歉，格雷格，请节

哀。 ”

格雷格脸上的表情没变，一直是一副

惊讶的模样，纯粹的惊讶，没有其他情绪。

边上的人都凝神屏气。

格雷格看着每一个人，寻求他的问题

的答案，得不到。 最后他一字一句道：

“我女儿，哪个女儿？ ”

“您说什么？ ”船长吃了一惊。

“我的哪一个女儿？ 我有四个。 ”

门罗涨红了脸 ， 担心自己没有看清

楚。 他重新从口袋里掏出电报，手颤抖着

又看了一遍。

“唔……没有，没有其他信息，只有这

一句：我们必须通知您，您女儿去世了。 ”

“哪一个？ ”格雷格坚持问道。 这份不

确定性带给他的困扰仿佛让他还未意识

到这消息本身意味着什么。 凯特、格蕾斯、

若昂、贝蒂？

船长把电报看了又看，希望有什么奇

迹能让他从字里行间看出某个名字。 文本

直白简练，仅限于此信息。

没办法 ， 门罗只好把纸片递给格雷

格，后者又仔细看了一遍。

机修工点点头 ，叹了口气 ，折叠好纸

片还给船长。

“谢谢。 ”

船长差点想说“不用谢”，一想到这回

答该有多荒谬， 赶紧话到嘴边又咽了下

去，沉默地看着舷窗外的地平线。

“就这些吗？ ”格雷格抬头问道。 眼神

清澈，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他的这个问题让在场的水手目瞪口

呆，以为自己听错了。 本该他回应船长的

话的， 而现在船长却不知该如何回答他。

格雷格坚持道：

“我可以回去干活了吗？ ”

面对如此的无动于衷，船长都有些看

不过去，想在这荒谬的一幕中注入些许人

情味：

“格雷格， 我们三天后就要到温哥华

了，您要我们在此期间试着联系一下桑巴

杜尔大夫，了解情况吗？ ”

“您可以联系吗？ ”

“可以。 我们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因为

他是打电话到轮船公司总部的。 但好好找

一找，还是能找到线索。 ”

“好的，这样最好。 ”

“我会亲自处理这件事。 ”

“确实，” 格雷格像个机器人似的说

道 ， “最好还是让我知道到底是哪个女

儿……”

这时他停顿了一下，当他要吐出那两

个字的时候， 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

的某一个孩子失去了生命。 他停在那里，

张大着嘴，脸涨得通红，双腿发软。 他伸出

一只手扶住地图桌才不让自己倒下。

他旁边的人看到他终于显出痛苦，不

禁松了口气。 船长走上前，拍拍他的肩膀：

“我会负责这事的，格雷格。 我们会搞

清这个问题的。 ”

格雷格盯着那只拍得他湿漉漉的油

布雨衣叽咕作响的手， 船长赶紧打住，他

们有些尴尬，谁都不敢看对方的眼睛。 格

雷格是担心流露自己的悲伤，船长是担心

被这种无助迎面击中。

“如果您愿意，今天可以休息。 ”

格雷格吃了一惊，想到要无事可做让

他焦虑。 如果他不干活，他还能做什么呢？

这震惊让他再次开口道：

“不，我不想。 ”

在场的每个人都能预见格雷格在接

下来的时间里将要忍受的煎熬。 他就像是

船的囚徒，沉默而孤独，将要背负货船般

沉重的悲伤， 被一个可怕的问题折磨：他

的哪一个女儿去世了？

回到机房，格雷格投身工作就如一个

浑身泥浆的人冲到水龙头下。 那些管道从

未像今天下午这样被急迫地清洗、 除锈、

上油、调节、拧紧螺丝。

然而，尽管他埋头干活 ，一个念头却

占据了他，在脑袋里生根。 格蕾斯……他

二女儿的脸渐渐浮现脑海。 是格蕾斯死了

吗？ 十五岁的格蕾斯，有一种炽烈的生命

喜悦，明媚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 讨人喜

欢、有趣 、精力充沛但又有点优柔寡断的

格蕾斯，她难道不是最孱弱的那一个？ 她

的快活不正好给她注入一种神经质的力

量，让她徒有表面的健康，却并不让她更

结实或更有韧性。 她在幼儿园、初中和高

中不就被同学传染过疾病？ 太好脾气的格

蕾斯，似乎是一切事物的候选人，游戏、友

谊；还有病毒、细菌、微生物。 格雷格想象

他再也见不到她行走、雀跃、歪着脑袋、举

着双手、张嘴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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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是她，不用怀疑。

为什么会有这念头 ？ 这是一种预感

吗？ 他感觉到了一种心灵感应？ 他停了一

会儿手中的活计。 不，实际上他不知道，他

只是担心。 如果说他首先想到的是格蕾

斯，那是因为她是他最喜欢的女儿。

他坐下来，为自己的发现惊愕 ，之前

他从未列过这样的顺序。 所以说，他偏爱

某一个女儿……他有表露过吗？ 向她或向

其他女儿？ 没有。 这份偏心是深埋在心底

的，隐晦的、活跃的、难以触及的———到目

前为止对他亦如此。

格蕾斯……他对那个一头浓密秀发、

脖子纤细的女孩满心柔软。 她是多么讨人

喜欢。 她出色，但不像大女儿那样心思重，

比另两个更活泼。 她不知无聊为何物，任

何处境下都能发现让自己兴致勃勃的无

数细节。 他意识到如果他继续想象是她走

了，他将痛不欲生。 于是他更加卖力地干

活。

“但愿不是格蕾斯！ ”

他拧螺丝拧到握不住扳手。

“最好是若昂。 ”

如果失去的是若昂，他的悲伤肯定会

小一点。 若昂，她愣头愣脑、有点阴郁、有

点棱角，油亮的褐发像堆久了的草垛一样

浓密蓬乱，一张老鼠般的小尖脸。 他对她

真没什么感觉。 需要说明的是她是老三，

既没有享受到第一个孩子降生时父母的

新鲜感，也没有享受到第二个孩子降生时

的从容。 老三，不言而喻，父母不怎么上

心，让姐姐们去照顾就是了。 格雷格几乎

没怎么见过她，因为她出生时他正好到一

个新的轮船公司去工作。 公司的航线一直

要到那些酋长国。 再说了，他讨厌她的颜

色：她皮肤的颜色，眼睛的颜色，嘴唇的颜

色。 他看着她时，找不到他妻子和女儿的

影子，他觉得她十分陌生。 当然他一点都

不怀疑这是他的孩子，因为他很清楚地记

得他们孕育她的那个夜晚，那是他刚从阿

曼回来。 而邻居们则说她跟他长得很像，

和他一样蓬乱的头发，这是肯定的。 也许

就是这点让他不舒服：一个女孩有着男孩

的特点却又不是男孩。

因为格雷格只会生女儿，他播的种无

法孕育雄性，没有足够的力量让玛丽的肚

子除了制造雌性外再造点别的 ， 他很内

疚。 作为男人，他在夫妇中负责制造雄性。

他这个大个子，由于一种未知的尤其难以

察觉的原因，缺少必要的阳刚之气给这女

儿国塞进个男孩。

很显然，若昂只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

是个男孩……所以这个假小子证明了格

雷格的失败。 再说了，当人家来祝贺他生

了一窝女儿，他看到了潜藏的嘲讽 ，心里

很不是滋味。

“四个女儿！ 您太有福气了，格雷格先

生。 女儿最喜欢爸爸了，她们肯定爱死您

了，对吧？ ”

她们当然爱他！ 他为她们历尽艰辛，

常年不着家，总是出海，挣钱全为了供养

家庭 ，食物 、衣服 、上学……她们当然爱

他！ 她们不这样的话就太忘恩负义了，他

所挣的钱全给她们了，只留很少一点给自

己。 她们当然爱他……

在格雷格的观念中，爱是一种责任或

亏欠。 因为他为女儿们做出牺牲，她们欠

他爱。 而他，作为父亲的自豪感，就体现于

他的辛苦劳作。 他没有想到过爱可以表现

为微笑、抚摸、温情、开怀、在场、游戏和一

起度过的时光。 在他眼里，他有一切理由

自认是个好父亲。

“那么，是若昂死了。 ”

他还没能够说出这句话，但这种假设

已让他松了口气。

（《纪念天使协奏曲》[法]埃里克-埃马
纽埃尔·施米特/著，徐晓雁/译，中信·大方
2019 年 3 月版）

我们能够改变命运吗？ 这是法国作家施米特想要探讨的问题。 在这部作品中，他用四个充满想象力的故事解答这一生命的神秘难
题。这四个人物、地点殊异的故事都有一个欧·亨利式的出人意料的结局，每段文字都蕴含着对每一个个体的悲悯。节选的这个故事中，

有四个女儿的船员在出海期间得到消息：“您女儿死了。 ”他陷入纠结———究竟是哪个女儿死了？ 他希望是哪个女儿死了？ 他有权利做
这样的选择吗？

出生于法国的施米特在大学教授

哲学课程。 28 岁时，在沙漠迷路达 30

多个小时，与死神打了个照面后，他意

识到自己想走的并不是哲学之路，而

是写作。尽管如此，他的作品一直以哲

思与情节共融见长。 正如《鼠疫》的作

者加缪认为的那样， 一个文学家必须

同时是哲学家。 这种将文学和哲学融

合起来的传统， 正是法兰西哲学和文

学的独特魅力， 施米特显然秉承了这

种传统。 剧作家出身的施米特能够在

小小的篇幅中， 恰到好处地安排每一

行文字，仿若一幅幅精致的分镜。在创

作历程中，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了 40 多

种语言， 戏剧在 50 多个国家上演，得

过三项莫里哀大奖 。 《纪念天使协奏

曲》为他赢得了龚古尔奖，这也是该作

首度引进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