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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一个蓝色的宇宙
张志强

沈从文在 1935 年给学
生王林的长篇小说《幽僻的陈
庄 》所写的序言里 ，说过这样
一句平常却耐人寻味的话 ：

“一个为都市趣味与幽默小品
文弄成神经衰弱的人，是应当
用这个乡下人写成的作品，壮
补一下那个软弱灵魂的。 ”如
今读唐朝晖的 《百炼成钢》也
有同感。

巧得是，朝晖恰是沈从文
的同乡 ，85 年之后再引用这
样的话 ， 也便有了独特的意
义。 当下关注并描写中国工人
已经变得十分少见和稀罕，这
个群体的身份是随着后工业
社会的到来而逐渐被淡化的，

即使是 “工人 ”的自我身份认
同也变得相当困难，作家也渐
渐失去了对于这个曾经的身
份明确而独特对象的书写欲
望。 因此，表现后工业社会“工
人”题材的作品就显得稀罕而
又迫切， 稀罕是因为缺少，迫
切是因为好奇。 就在这时，朝
晖花费时日 ，行走多地 ，再闭
门修炼后的 《百炼成钢 》就显
得更加郑重而又宝贵了。

这是一部有力量的文学。

直逼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中国
工人生活，特别是钢铁工人群
体是个需要勇气面对的话题。

因为这个产业工人大军是“新
时代”中国社会地位和生活变
化最为激烈的群体之一，这个
群体所面对的现实问题的复
杂性和成员的身份异化都使
得 “工人 ”这个话题十分沉重
而难以下手。

朝晖在作品中借工人杜建
华说出了后工业社会中的产业
工人的落寞和无奈：“我们曾经
也如雄鹰一样， 落在最高的岩
石上，飞在天空最高的地方，现
在岩石没有了， 天空里飞翔的
也不是再是雄鹰。 ”

正是因为在现实社会中
的尴尬日增，许多作家都躲避
和疏离了这个对象的写作。 朝
晖肯花费几年的时间去采访、

观察 、深入这样一群已经 “面
目全非”的工人是令人敬佩和
惊讶的，这说明朝晖的文学眼
光的敏锐和固执。 恰恰因为他
选择了一个比较难的题材，而
使得这部作品尤其重要。 工人

的力量和书写工人的力量正
是来自于这种勇气与自觉。

朝晖对 “工人 ”这个词是
留恋的 ：“你看着蓝色烟雾中
的工人 ，激发出来的光 ，在烟
雾的重围之下， 工人的影子，

灰色的工作服， 防护面罩，在
蓝色的火光里，跳跃着无数细
小的红色火星，工人制造了这
个蓝色的宇宙和星系。 ”“你握
住了诗歌的证词：别处的历史
模糊 ， 但不会失去警示的药
效。 ”

作品的力量不仅表现在
其内容的份量上，同时也表现
在形式的华丽与创新上。 在写
书形式上，朝晖也给我们带来
了阅读的冲击力，读他的作品
好似被一种有力的叙事气场
推动着，使我们感到了迎面而
来的拍击重量，这是由作品的
形式带来的感受。

作品中时时显现的“你”的
叙事人姿态，那个你是谁？那个
你在记录什么？在奔走着什么？

被 “你 ”缠绕着终于走完
了阅读旅程之后，我们突然明
白了这个哑谜的根本就是“间

离”。 布莱希特在《娱乐剧还是
教育剧》中提出“间离”这个概
念时 ，本意就是疏远 、隔离和
异化。 在朝晖的叙事里，“你”

的出现，以及那种“口述实录”

的方式，起到的作用都是间离
之效。 为什么要使用间离或者
“疏远” 的方式来讲述他们的
故事？ 用泪水和笑声，用孤独
和幸福直接表达不好吗？ 当被
描写的客体痛苦时，作者也跟
着投入情感 ， 与人物同频共
振，不好吗？ 要知道，朝晖在这
方面有着先天的条件，为什么
不直接与所写的人物一起哭
笑成长？

这恰恰是朝晖“非虚构写
作”的用意，他探索的是“陌生
化”叙事的可能。

（《百炼成钢》 唐朝晖/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 年
9 月版）

理想读者的羞怯
叶玲杰

青年人自伤暗中的思慕 ， “像一朵

向日葵，在夜里默默地坚持 ”，这何尝不

是对我等读者的写照，不动声色地芳心

暗许，哪管他“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

余黄鹤楼 ”， 我自愿在这楼中来来回回

转悠。

所幸捧着《希姆博尔斯卡选读札记》

时，她的《羞怯》让作为读者的我放下了

“羞怯”。 《羞怯》一文区别于其他篇目逐

本围绕书籍展开巧思漫想， 转而回到作

者文学生涯的拂晓， 参加战后第一场读

诗会并至此开始对诗人米沃什的关注和

羞怯，“读得越多，我越加羞怯”。

直至这篇 “写自己对于米沃什的羞

怯”的《羞怯》成文，希姆博尔斯卡早已多

了另一重身份———诗人， 然而她在文末

幽幽默默的一笔， 回旋坦诚岁月沧桑变

换后她对米沃什的羞怯，一如从前。或许

希姆博尔斯卡对此种“羞怯”的珍重就如

同她爱惜岁月流逝多年后仍被完整保留

下来的诗歌———“让我们回想起读书时

代”，或某个时代。

秉持作家与文学编辑对“淘漉”的小

心翼翼，希姆博尔斯卡在《选读札记 》中

不时流露出对于诗集作品编选与译介的

建议与调侃———

诗集应该同时允许所有的诗篇都能

得到客观有价值的呈现， 而非刻意让步

于篇幅、删减作品。 “……对于愤世嫉俗

的诗人来说 （如果能找到这样的人），由

此得出的结论就是长诗不值得一写 ，对

于容易轻信的读者而言 （这样的读者却

有很多）———诗歌是一块糕点，你可以从

中切下你想要的那块 ， 或将葡萄干除

去。 ”

巴别塔与时光机的叠加是语言沟通

和时代差异为诗歌阅读设下的双重雾霭，

风情虽美， 却让初来乍到的读者迷失其

间、不辨西东。“没有对时代、风格、国籍和

国家进行分门别类。 这里一个帕普阿斯，

那里一个但丁，这里一个霍勒斯，那里一

位当代诗人。 于是读者们甚至数不清楚，

他们究竟多少次必须越过那些容易理解

的古老诗歌与令人费解的现代诗之间的

鸿沟。 ”

随着《选读札记》品味希姆博尔斯卡

对诗集的种种预设与见地， 她在诗行中

一贯流露的谐趣与美智忽然有些模糊 ，

不时出现的是一位编辑对于文学辑选严

肃把关 ， 然而更多时候你会看见一

位———与你我相似的普通读者。

沿着希姆博尔斯卡的笔触勾勒诗歌

的地图， 忽然明白为什么面对同样的一

片树叶，有人却能窥见秋天，如果不是因

为 曾 经 无 数 次 在 季 节 中 的 徘 徊 、驻

足———

你可以从古希腊诗人忒奥克里托斯

的诗中看见田园与牧民 ，“没有忒奥克

里托斯的牧民就没有维吉尔的牧民 ，在

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中和洛可可时期

情感主义者的诗歌中则都将没有牧

民 ”。 人们对文明毒液的厌恶生生不

息 ，对简单的生活的向往与自然的节奏

相一致 ，人物中的田园诗般的存在就是

牧民 。

诗人可以是一个象征， 或不过是时

代的一个注脚， 但因诗而茂密丰盛的秘

密花园， 在多少个辗转反侧的深夜让你

有家可回。 而如果你也在明处或暗处是

一名诗人， 希姆博尔斯卡借 T?S?艾略特

《与猫有关的诗》 提醒你———“除了严肃

的诗，让那些诗人也记着写一些‘稍纵即

逝’ 的东西， 就比如说关于猫的一系列

诗。 不一定要写猫，还可以写狗呀、牛呀、

火鸡呀、 臭虫呀或者至少可以写写摇铃

呀，小甲虫呀。 但还是可以继续写写猫。

从本书中可以看出， 猫的主题还没有被

穷尽。 ……每一只猫都是独一无二的，这

是其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课题。 ”

但也请别因为 “诗 ”的缘故而自矜 ，

“在面对散文和戏剧的艺术成就时，已不

能再将在体验和理解生活方面什么毋

庸置疑的优势归功于诗歌了 。 ”不如接

受希姆博尔斯卡的推荐 ， 读一读米龙?

比亚沃谢夫斯基 《关于下楼去商铺的歌

谣 》，“生活在你眼里会一下子变成一场

巨大的冒险， 哪怕那种被我们愚蠢的视

为无趣的生活也一样”。或许这才是她眼

中诗的乐趣。

（《希姆博尔斯卡选读札记》[波兰]维
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 /著，吴俣、巩宁波
等/译，东方出版中心 2019 年 12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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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怀疑诗

歌无法翻译 ，我们

习惯于寻找内涵 ，

可是，法国诗哲伊

夫?博纳富瓦说 ：

“涵义根本不是一

首 诗 的 构 成 要

素。 ”更一步地说

明，诗歌唯一需要

忠实的是 “在场 ”，

直觉的幸福感超

越概念的分析 ，翻

译最需要的就是

表达诗的意愿。

翻译面临的

最大难题，就是声

音。 一种语言里的

声音，要怎样被神

秘地领会，然后精

准地被另一种语

言所表达呢？

博纳富瓦强

调，诗歌的“言说”

是教义，它所涉及

的是言说者的存

在必须与自身建

立的关系。 “自然

搅动我们的身体 ，

就像流水搅动岸

边的沙子，可是我

们存在着，存在于

我们彼此意识到

对方的时空。 ”“诗

的翻译考虑的更

多是文本中属于

诗的成分，而非其

中过剩的涵义 。 ”

那么，怎样想象诗

的翻译的可能性呢？博纳富瓦说 ，受阻的

翻译也是契机 ， 促使我们理解什么是

诗 ，有助于我们具体地 、事实上是一个

词接一个词地估量观念的不对等性 ，观

察 “事物与认识之间的不吻合 ”，寻找在

场的潜在性。 “在场”是博纳富瓦诗论的

基本概念。

《在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是博纳富瓦

的著名诗论， 也是这部同名文集的重磅文

章。 此外，该书还收录了博纳富瓦不同时期

关于诗歌翻译与诗学理念的十九篇评论或

演讲，从但丁、莎士比亚、爱伦?坡、兰波、马

拉美、彼特拉克到莱奥帕尔迪，从法语、英

语、意大利语到日本俳句，徜徉诗的世界，

领略诗的奥义。 围绕“在场”的核心要义，结

合具体文本和事例， 它们共同构成博纳富

瓦翻译论集的首部中译本。

博纳富瓦大学时攻读哲学 ， 后曾研

究考古 ，却以诗闻名 。 20 岁时来到巴黎

后 ，他被超现实主义吸引 ，结交保尔?艾

吕雅等诗人和一批画家朋友，所以，博纳

富瓦的艺术直觉和感知力是极其敏锐

的。在那时，他就宣称：“一切教条都是谋

杀。 ”1947 年之后，博纳富瓦与超现实脱

离，但是，初期的营养仍然滋润着他的文

学生命。 后来，博纳富瓦成了加斯东?巴

什拉的学生。

1953 年，博纳富瓦首部诗集《杜弗的

动与静》出版，引起轰动。 作为莎士比亚

研究专家， 博纳富瓦的诗歌经常植入莎

士比亚戏剧的结构， 有着时间和空间交

织而成的纵深感。 “杜弗”说：“怎样的话

语突然出现在我身边， 怎样的叫声在一

张不在的嘴上喊响？ 我几乎听见有人冲

我喊，我几乎感觉到这命名我的气息。 ”

从一开始， 博纳富瓦就相信词语与声音

的奇妙。 聆听与回应，致意与拯救，这就

是诗艺的命名， 也是诗人和思者主动承

担的责任。

（《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法]伊夫·博
纳富瓦/著，许翡玎、曹丹红/译，拜德雅·广
西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3 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