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一片星空
[英]马丁·贝利

一

普罗旺斯的圣雷米小镇背

靠嶙峋的石灰岩山丘，小镇的房

屋安卧在鹅卵石铺成的小巷上。

圣雷米的中心依偎在环形的林

荫大道中，道路边有着织锦般的

橄榄树丛 、葡萄园和柏树 ，呈现

出一派典型的法国南部景象。 伴

随着夏日的蝉鸣，野生百里香和

迷迭香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之中。

圣保罗精神病院的前身是一所

修道院， 位于小镇的南部郊区，

上千年来，这所修道院一直扮演

着避难所的角色。

虽然今天的游客也会由于

罗马式的回廊而来到圣保罗，但

最吸引他们的仍是体验文森特·

凡·高曾经居住过的精神病院 。

在割掉自己的耳朵后，这位画家

一直隐居在这个避难所中，也正

因为这一可怕事件的发生， 凡·

高不再在阿尔勒的南方工作室

与保罗·高更合作。 1889 年 5 月

8 日—1890 年 5 月 16 日，凡·高

在精神病院共住了 374 天。

二

一张 19 世纪晚期的海报曾

把圣保罗形容为“健康之家”。 海

报将圣保罗描绘成一个世外桃

源 ， 它位于阿尔皮耶山的山脚

下 ，周围树木成荫 ，如画的建筑

围绕着小礼拜堂。 海报上的文字

说明当地的气候与法国尼斯和

戛纳的气候类似———这种说法

就好像是在描述旅游景点，但实

际上，这里是一个精神病院。 凡·

高很快便发现了，这里的生活与

海报上的描述是南辕北辙的。

曾经的圣保罗修道院现在已

经是一个现代化的精神病院，它

的周围竖起了高墙。 游客们可以

进入花园、 小教堂、12 世纪的回

廊以及几个二楼的房间， 包括展

示用的“凡·高的卧室”（这个小间

被装饰成 1889 年的样子）。 很多

游客都以为他们见到的是艺术家

真正休息过的房间，但凡·高可能

甚至没有踏入过这间卧室半步。

凡·高当时被限制在现在的男宿

舍楼中，这个地方已经被翻新了。

尽管这片区域禁止入内， 带有怀

旧气息的前修道院建筑群仍可以

让游客们体验到凡·高曾经生活

和创作过的氛围。

我从 1987 年开始真正对

凡·高感兴趣 ，当年我还曾要求

进入这家精神病院 ， 尤其是进

入之前的男宿舍楼。 当然，安排

访问的过程极其复杂 ， 但最终

我还是得偿所愿。 负责人亨利·

米森友善而又小心翼翼地带我

参观了仍有病人的房间 。 我不

禁想象起凡·高被禁锢在此的

生活景象。

男宿舍楼前厅面向花园的

景色让我感到无比震撼，因为从

凡·高时期至此， 它几乎没有改

变。 一扇大门通往一个有围墙的
花园， 凡·高曾在这个花园里度

过了他最快乐的时光。 喷泉里仍

然有水倾流而下，落在圆形的凹

槽内———这幅景象在凡·高的一

些作品中不止一次出现。 可让病

人搬到室外区域的前厅里的椅

子，吸引了我的视线。 这番酸楚

的景象让我想起凡·高进入精神

病院前几个月时，他在阿尔勒绘

制的 “空椅子”———他单独绘制

了自己的椅子和高更的椅子。

医院的大部分区域在 20 世

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被翻新过，

很多原始的物品在当时丢失了。

为了扩大病人的房间，长长的走

廊被缩窄了，下方的墙面也贴上

了瓷砖，给人一种福利机构的感

觉。 至少在凡·高时期，走廊还是

有点建筑上的优雅的。

米森随后带我走入了另一

个朝着阿尔皮耶山的花园。 当我

踏入这片曾是麦田的土地时，我

立刻就认出了凡·高画中最常出

现的有围墙的区域。 我从花园里

抬头仰望凡·高卧室所在的侧翼

二楼 ，并询问米森 ，精神病院的

病人们是否知道曾有一位著名

的画家住在这儿，他告诉我病人

们通常不知道这点，他还补充说

道，病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件

令人烦恼的事。

1989—1990 年是凡·高住

进医院的第一百年，随着这个时

间的到来， 很多游客纷纷要求来

此参观，但大部分都被拒绝了。现

在进入这里更是几乎不可能，因

此， 我可能是少数几个曾来过此

地的当代凡·高学者。工作人员还

允许我拍摄了一部分室内照片，

本书将会是第一本出现这些彩图

的凡·高论著。

自第一次到圣雷米精神病

院探望后， 我无数次重回此地，

但直到 30 年后， 我才听说可能

还有一部分关于凡·高的新材料

未公之于世。 时任镇档案室保管

员的雷米·旺蒂尔确认了市政档

案中含有一份 19 世纪晚期进入

圣保罗精神病院的病人名单。 让

人震惊的是，这份名单并没有引

起凡·高学者们的注意———现在

已经很少有关于凡·高的新资料

了。 因为这一新的发现，我和朋

友及普罗旺斯的研究人员奥内

利亚·卡德蒂尼于 2017 年 4 月

再次赶往圣雷米。

档案室在宅邸的第二层，现

在是小镇的图书馆，旺蒂尔让我

们在一张长桌边坐下，随后他搬

出一只堆满了档案的箱子。 我们

飞快地浏览着这些材料，并终于

找到了需要的文件———清单编

号 3Q5。 抱着极大的期望，我们

解开了保护文件的白色缎带，里

面是一本已经斑驳的大登记册，

上面登记了上百位病人的住院

记录。

翻到 1889 年的那一页 ，我

们发现了这个精神病院最著名

的病人的身影：这一部分记录着

凡·高出生在荷兰， 时年 36 岁，

之前住在阿尔勒。 该资料为我们

提供了三个信息： 凡·高进入精

神病院的日期 （1889 年 5 月 8

日）、医生的检查报告（1889 年 5

月 9 日）、 报告发送给当局的日

期（1889 年 5 月 11 日）。 我们已

经知道凡·高住院的日期， 因此

这份资料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但

我们很快意识到，这个登记本让

我们有机会确认画家身边的病

人朋友。

凡·高到此的当天， 医院只

有 18 位男病人， 他和这些人一

起度过了整整一年，遭遇了和这

些人一样的困境。 凡·高在住院

期间， 逐渐与其他人熟识起来，

还将他们叫作“我落难的伙伴”。

登记册不包含任何的医学记录，

但根据凡·高病友的名字， 我随

后又通过其他渠道查明了这些

病友不同的背景和处境。 我被他

们严重的病情震惊了———这一

情形为凡·高带来的麻烦也使我

惊讶。 我现在才明白，当这位艺

术家写下“一直听到叫喊声和野

生动物般可怕的嚎叫声” 时，他

丝毫没有夸张。

一位病人欧仁·菲杰埃尔曾

是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知名

律师，但不久他就进入了精神病

院。 他可能是唯一受过良好教育

的病人， 凡·高会时不时地和他

聊天。 更耐人寻味的是，菲杰埃

尔还与凡·高一样患有“幻听”。

幻听产生的噪音能够解释

凡·高之前为什么采取极端的方

式割掉自己的左耳。 他这么做可

能就是绝望地想要远离可怕的

噪音或他感觉自己听到的话语。

尽管病院的医疗记录中有凡·高

患有幻听的记录，但我仍觉得我

们没有足够重视这一证据。

三

了解病人们遭遇的困境激

发了我探究这所精神病院的热

情。 虽然这一时期很少被凡·高

的研究者们关注，但我执意想更

多地去了解凡·高、雷韦洛、昂里

克和菲杰埃尔当时的生活。 未发

表的 1874 年圣保罗精神病院的

观察记录揭示了一些令人咂舌

的细节 ，幸运的是 ，这些记录促

使刚上任的院长———泰奥菲勒·

佩龙医生立刻对精神病院的管

理等进行了改革。 他对待凡·高

很温和、体谅。

凡·高一定很难在餐厅用餐，

也很难与病友在同一个房间休

息， 因为他的大部分病友的病情

都比他严重。无须多说，他肯定是

远离家人、朋友、艺术家同好的，

实际上他只能见到书上复印的艺

术品， 太多他生命中珍视的东西

已无法企及， 好在他还有绘画的

机会。

尽管有 62 封凡·高从圣保

罗精神病院寄出的信件被保留

了下来，但实际上相对而言他不

怎么提到关于精神病院日常生

活的事情。 也许他只是不想提及

残酷的细节，或可能只是想要逃

避现实；他将与外界的通信看作

令人心旷神怡的躲避。 我们可以

理解凡·高传记作者们依赖他的

这些信件进行写作，但这也致使

他们谈及凡·高在圣保罗精神病

院时期的遭遇时呈现出了过于

美化的内容。

我决定重新审视凡·高艺术

生命中的这段时光。 几次去圣雷

米访问， 我追随着凡·高的脚步

去探索他曾经绘画过的地点。 我

爬过精神病院后方的峡谷，冒险

进入过他曾经承受心理危机的

采石场； 我探索过橄榄树丛，翻

越过阿尔皮耶山。 我无数次回到

圣保罗精神病院，让自己沉浸在

这所修道院改成的精神病院的

氛围中。

（《我有一片星空：凡·高在精
神病院不为人知的故事》[英]马
丁·贝利/著，徐辛未/译，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 2020年 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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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就要尽兴》

蔡澜/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1 月版
本书分“不做大师”“女人花”

“寻开心”“食神传奇”“好吃命”五
章，谈及交友、旅行、情感、饮食、

花鸟等主题，篇幅短小精悍，兴之
所至，情之所感，流露出作家洒脱
自在、真诚热情的人生态度，嘈杂
喧闹的市井生活在他笔下热闹、

鲜活，有滋有味。

《神话八讲》

杨靖/著
东方出版社
2020 年 2 月版
希腊神话自创作伊始流传至

今已有近三千年， 其丰富的故事
情节，丰满的人物形象，一直为世
界文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养分。

本书概述了希腊神话的起源和希
腊的社会制度、 文化观念及价值
取向， 并梳理了神话对后世西方
文明诸领域的影响。

《水浒寻宋》

虞云国/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5 月版
宋江同柴进吃酒的东京第一

酒馆“樊楼”有何吸引人的光景？

武大郎在早市上卖的炊饼是实心
儿的还是带馅儿的？ ……继通俗
讲史畅销书 《细说宋朝》《南宋行
暮》之后，作者以一种综合而全面
的方法解读《水浒传》，探究独特
而精妙的宋代社会细节。

“星空的景色让我想到地图上简单的黑点，这些黑点代表着城镇和村庄，它们令我畅想。”凡·高曾这样写。

透过精神病院窗户的铁栏杆看向星空的瞬间，应该是他逃离现实的至乐时刻。

凡·高《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