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是一条上坡路
张怡微

2012 年， 我第一次见到了日本作家

角田光代，当时她在签售小说 《树屋 》，我

是粉丝，找她签名合影。 从 《三面记事小

说 》开始 ，我读了她不少书 ，当时我很年

轻 ，对社科议题没有太多关注，纯粹喜欢

看好看刺激的女性犯罪小说。 角田光代的

写作技巧娴熟， 非常擅长在看似平淡的都

会故事中， 呈现日本社会里千变万化的女

性处境。 尤其是女性之间的交往与角力，

因柔性的外观，和善于伪装的社会礼仪，等

到威胁真正来临时，会显出惊人的戏剧性。

她笔下的那些故事， 会让我想起童年时候

看过的不少电视剧，如《红蜘蛛》《一场风花

雪月的事》， 女性角色内心世界的复杂、对

于情欲的执着， 一反我们对于司爱女神形

象的期待，显露出多元的魅力。 角田光代

的多部小说作品， 如 《空中庭院》《对岸的

她》《第八日的蝉》都被改编成电影。 而她

再度引起关注，同样是因为根据小说《坡道

上的家》改编成电视剧的广泛影响。

年轻的妈妈推着婴儿车上坡道的场

景，其实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角田光代的小

说中。 《沉睡在森林里的鱼》开篇就曾提到

过相似的画面，故事说的是一位偏执的母

亲，得知了别人家的孩子考上了自家孩子

落榜的热门私立小学，心生嫉妒 ，冲动之

下把那个孩子勒死了。 《坡道上的家》几乎

是这个主题的重复，说的是一位家庭主妇

里沙子，得到机会被选为候补的国民参审

员，旁观了一起年轻妈妈蓄意将女儿溺毙

的虐童案。 在这个过程中，里沙子因为看

到了极其相似的处境和遭遇，对这位罪犯

妈妈产生了难以压制的同情。 这一话题，

刚好赶上了去年社交媒体上广泛讨论的

“母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再次见到角田光代，是去年在上海

书展国际文学周的活动，我们对谈 “坡道

上的女性———角田光代笔下当代女性的

困境与救赎”的话题。 但我们讨论的不只

是《坡道上的家》。 角田光代在一开始就笑

着澄清了，当初她想写这本书并不是说要

为女性发声， 而是想写出交流的不易，和

电视剧的效果不太一样的。 同样一句话，

不同的人说 ，说者和听者的不同 ，会带来

不同的效果 ，语言的不同 ，又会引起人际

关系的变化。 里沙子无法对任何人说清楚

身为年轻妈妈内心真实的困惑，细致到奶

水不够多 ，女儿一点也不可爱 ，丈夫太忙

了，她感到非常孤独。

小说里有一个细节非常让人难过，说

里沙子第一次见到婆婆，婆婆夸奖儿子是

一个温和又踏实的人 ，很照顾弟弟 ，帮了

她不少忙，以后就拜托里沙子照顾之类的

话。 里沙子的丈夫就在一旁事不关己地喝

酒。 那一刻里沙子内心的感觉十分复杂，

一方面她非常羡慕丈夫能如此平静地面

对夸奖（因为她自己的父母并不会在丈夫

面前夸奖她），另一方面她感到非常心虚，

她不觉得自己能胜任照顾这样一个互相

夸奖的家庭。 这种困境与其说是婚姻造成

的，不如说是女性在成长过程中低自尊的

威力， 以文学的方式展现出了浩瀚的、幽

暗的内心景观 。 里沙子所遭遇的交流困

境，根源还是来自于童年。 小说里写，里沙

子决定嫁给丈夫，很大一部分原因居然来

自于 “要是和这个人在一起 ，或许能建立

一个正常，美好的家庭”的猜想，这种猜想

的立足点是非常孱弱的，仅仅是她被婆婆

夸奖儿子的一种氛围给说服了。 生活显然

不会那样简单。 里沙子很快就发现了甜美

的想象并不牢靠。 更重要的是，她对所谓

“家庭幸福”的辨识力和建构力非常模糊。

她变得越来越能体会 “不幸 ”，甚至与 “不

幸”产生出依恋。 但这种反思并没有使小

说主人公一步一步更走近心灵意义上的

幸福。 所以，问题又回到了我们读者这里。

到底什么是幸福？

在我们的对谈中，我更有兴趣的其实

是另一本书———《我是纱有美》。 小说写的

是一群孩子的回忆，他们记得小时候跟父

母在山庄里玩得很开心，突然有一天之后

他们不再聚会了，父母都不愿意谈论取消

聚会的原因。 一个个谜题破解之后，他们

才发现，原来他们都是人工授精生下来的

小孩， 可能自己的爸爸并不是真正生物学

意义上的爸爸。 有一些爸爸没有办法面对

这样的事，最终逃跑了，还有一些夫妻千辛

万苦有了孩子之后，婚姻反而不好了，家庭

又瓦解了。 小说写得非常先锋、前沿，有一

句话非常动人，“后悔的只有一件事， 我太

轻看幸福了”。 一针见血指出了科技与伦理

之间的鸿沟，不一定能简单地搪塞过去。 而

“经过精心设计的出生，是否就意味着一帆

风顺的人生？ ”这非常严酷地拷问着都会年

轻父母在子女问题上的远见。

至此， 我们或许可以感受到角田光代

在写作上的雄心。 日本资深编辑根本昌夫

所作的 《小说教室》中，收录了角田光代与

根本昌夫的对谈。 对谈中提到角田光代的

一则自述：“我在处女作《幸福的游戏》里描

写了基于个人选择而成立的模拟家庭 ，十

二年后的《空中庭院》则描写了另一个毫无

选择余地因血缘关系维持的家庭。 我总觉

得这两个作品其实是同样的小说。 也就是

说 ， 我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思考同一件事

……《我是纱有美》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思考

相同的事。 我先花了十二年描写没有血缘

关系的家庭。 十二年后觉得腻了，开始描写

有血缘的家庭， 描写了血缘后， 这次出版

《我是纱有美》， 写的也是思考不同形式的

家庭。 什么是家人？ ———这是我一直在思

考的事。 ”

可以说，从《幸福的游戏》开始、到《空

中庭园》、再到《我是纱有美》的人工干预生

育， 角田光代看似是在书写妇女小说中讨

论母职、血缘、家庭的话题，本质却始终是

“论幸福”（及何为良好生活） 的伦理问题。

小说里的“母职”，不过是这种被异化的都

会经验的侧影。 由于女性独特的敏锐，经由

参与家庭的构建，感受到了新时代的考验：

教养子女若按照他人需要的意义、 爱和认

同，她们既无法确认自己作为“人”的意义，

也无法感受到“完美小孩”与自己情感层面

的联结，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这是我所认

为的，角田光代小说的意图：幸福永远是一

条上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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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路旁花
陆蓓容

京都背街小路大多不宽阔， 小车
双向通行尚且为难。 路口俱都印着拖
得长长的“止まる”字样，提醒大家及
时刹车。 每隔数步有电杆，电线低垂，

都不齐整。住家散布其后，一种临街小
院， 小道伸到室门前。 另一种就在街
边，窗下是路，人影车声不绝。 两种人
家都种花，种在院子里的，不好伸长脑
袋去看，常只见木贼为篱，遮断了内里
风光；种在临街窗下的，却是坦然盛开
着邀人流连。“碍路花枝留过客”，分明
是现实，一点儿也不像文学语言。

牵牛最常见。数年间在家也种，江
南地气和暖，五六月间已经高过屋檐，

抽条绽蕊开过一轮。八月再播，九十月
寒气淋漓，就只有温柔细弱的枝叶，几
朵浅蓝色小花儿好似寒星。 海国地气
迥异，此际牵牛正当时。 云多阳光少，

能使它开得久长。去金阁寺那天，骑车
经过称念寺附近， 先见到一家窗下细
绳缠结为网。绿叶攀缘，高枝上几朵粉
花儿抛的抛，坠的坠，是大花牵牛的栽
培种， 花与叶都有细碎白斑。 可惜稀
疏，少些分绿上窗纱的好意思。后来住
在二条城附近，散步时又路遇一家，机
杼相同。 却是十余条细索自二楼底边
垂下来，每根索儿上牵挂两三枝，风来
时珊珊影动。若在室内向外望，大约是
暗绿阴翳里跃出几色细筒圆花。“为之
眼明”，该不难。

又有木芙蓉。 杭州园艺工人喜欢
把它种在水边， 总要十月下旬才开，粉
红重瓣为多， 也有红白两色开成一朵
的。 湖水渐成霜色，远山也从青碧换成
了灰绿，端赖此花摇曳生色。 京都整整
早开了两个月，多是单瓣，花瓣们彼此
轻轻搭住，迎风逆光看，像满满一卮酒。

它的枝干多而高，低处大叶纷披。 种在
公寓楼下， 整栋住客都能分享好颜色。

离开东山，从小路走向鸭川边时，又见
到对面路边一树玫红色的木芙蓉。这却
大大出乎经验之外， 被那红色攫住，驻
足仔细看了个够。 天色阴沉，树后是店
家落地玻璃。 红如灯火，熠耀生辉。

中国种花喜欢繁密热闹， 单瓣者
少；更少见白花，或者因其有不祥的意
思，难得园艺师青目。 换个地方，观念
不同， 花也别开生面。 快离开清水寺
时，曾经遇到一整排木槿。单瓣，凄白，

正在由盛转衰。光线透过花瓣，勾勒出
许多细棱，使它看来筋骨分明。后来又
见到白色的晚饭花， 是在神乐冈的黄
昏里。 都在开，温香动人。 这是我从小
熟悉的东西，但只见过红黄两色。如今
遇到一大丛白的，喜悦不胜，赶紧垂首
寻觅种籽。 发现一个，捏在手里，要塞
给朋友。她建议我拿回家去种，可怎么
带过海关呢？这颗小小地雷弹，又被放
回了花坛。

东山下有人家支起葡萄架。 神乐
冈的小路边，无花果结了青子。有许多
个头娇小的常见草花，不加整治，到处
贴着房屋摆成一排。 也只是常见的品
种，长春花、秋海棠、天竺葵、米兰。 细
想起来， 是因为老城格局不改， 住在
“一户建”里的人多，行客才得此眼福。

若以公寓为主， 家家都只打理自己的
窗台，世界必定减色不少。

花盆摆在路边，好像也是答卷，看
得出是否用心调护。 上智下愚都遇到
了，相去几十米而已。一家连石莲花都
稀稀落落；另一家深圆盆里绿叶成簇，

梢头两朵桔梗，正是最妍时。

一个人画画 ，是画经验 ，画经

历。 经历和经验是不同的。 有些事

是经历 ，有些是经验 、心情 。 比如

花、古代情景和“她”。 我故意写成

“她”，严格意义讲这属于理性的操

作———除了对自己现实生活的表

达外，还有对于人性的理解。

———老树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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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自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