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 9 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会听

取科学的信息， 而不是一味地相信勇气、

精神或超自然。 人们用肥皂洗手， 保持距

离，打招呼用“拱手”而不是握手，更多地在

网上会面，而不是轻易指责另一种文化。

我们看到，科学界在新冠病毒大流行

的第一阶段，就全力投入了研究工作。

情况比科幻小说中描述得要好。在那

些作品中，政府官员和市民们，常常嘲笑

科学警告，结果陷入危机。

最重要的是，至少在今天 ，我们相信

科学。

那么，在我看来 ，未来最重要的技术

就是基因编辑， 以及所有与其相关的科

技。直到 2020 年 1 月为止，疫苗开发都是

“湿科学”， 从第一步开始就需要新鲜组

织、培养皿、洁净室、高压灭菌器和实验用

的动物。 然而，计算机的应用将引发一场

颠覆性的革命。

计算机模拟首先给我们提供了抗体

的候选目标，通过模拟可以计算出疫苗驱

动腺病毒的 DNA 编码。 研发原则和伦理

规范将在计算机模拟疫苗开发的过程中，

逐渐茁壮，而我希望，能再提前一点，让我

们能在一个世纪之后就看到这一切。

秋山芳久 : 人类与病毒是
否是共生关系？

针对这次新冠疫情，应该会有不少人

在科技、全球化、社会影响等方面发表了

自己的想法。 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新思

维。

４０ 亿年前，还没有人类的时候，病毒

就已经存在了，其构成是 ＲＮＡ。 那时候还

没有人类。

２０ 亿年前出现了单细胞生物， 它们

是 ＲＮＡ 和 ＤＮＡ 的结合体。

而人类，是在 ５亿 ５千万年前才出现的。

在人类的发展史中，我们一直在与各

种疾病抗争，包括细菌，也包括病毒。我们

人类自身的免疫系统，在长期与疾病的抗

争中，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强壮。那些能够

战胜病毒而活下来的人，会获得更强的免

疫力，有些人还能将这种免疫机制通过遗

传，传给下一代。

当我们面对病毒的时候，往往觉得那

是对我们生命的一种威胁。 然而，近几年

来，对于“内源性逆转录病毒”的研究，却

打破了人们的认知。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的

石野史敏教授注意到，人类等很多哺乳动

物中的基因 PEG10 会直接影响胎盘发

育，是影响人类生殖的重要基因。而后，全

球多个不同的实验室都开始研究这种内

源性病毒。

人们发现，内源性逆转录病毒与人类

的进化关系密切，是哺乳动物生殖所必需

的，并且影响哺乳动物胎盘发育，是妊娠

所不可或缺的基因。同时和胎盘共同构建

了一个防止微生物感染胎儿的屏障。除了

以上生理功能外，内源性逆转录病毒还参

与人体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肿瘤的发

生和发展过程。

科学家们发现 ， 个体 DNA 约有 8%

起源于逆转录病毒， 其中保存较好拷贝

的是内源性逆转录病毒， 而这种内源性

逆转录病毒对免疫系统生成保护性抗体

十分重要。

因此，我们或许应该思考一下 ，人类

与病毒是否是共生，而不是你死我活？ 就

像线粒体和叶绿体的内共生起源假说，认

为线粒体和叶绿体可能分别起源于在原

始真核细胞内共生的好氧细菌和蓝藻，在

长期的共同进化中整合进入了真核细胞

之中。那么，未来会不会出现某种病毒，入

侵人体后反而与人体达成绝配的共生，因

而形成新人类呢？

任晓雯的

诗学观念 ，即

是在总体性破

碎的时代 ，人

们依然可以从

现实的细 部 、

边缘 、 底层入

手 ， 对时代精

神的本质进行

发问 ，“触及关

键性的谜 团 ，

或思考决定性

的问题 ”（哈罗

德 · 布 鲁 姆

语）。

輥輮訛

列文在哪里？

徐兆正

在题为《短篇小说何为》的代序

中， 任晓雯并未直面题目标示的问

题，而是从她一直以来对长篇文体

的困惑谈起：托尔斯泰的《安娜·卡

列尼娜》是一本众人服膺的经典，但

托尔斯泰以降， 为何再无一人写出

这样的书？ 此中缘由，据作者断定，

在于今天的写作者不再尝试着建立

一种宏大的秩序 （总体性的信念已

然破碎）。 那么，托尔斯泰于《安娜·

卡列尼娜》一书建立的秩序是什么？

这个问题， 被任晓雯置换为另一个

问题： 小说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

何以不是列文，而是安娜 ？ ———因

为“描写人类的堕落与悖逆，本是小

说之所长 ， 描写人类的虔诚则不

是”。 换言之，善在激发作者想象力

的过程中要完全逊色于恶。 尽管如

此， 在她看来列文的重要性同样不

容忽视。 列文的重要不是对于虚构

艺术本身重要， 而是对于托尔斯泰

意义重大。 托尔斯泰正是凭借着列

文澄清了那个宏大秩序其中的一

极， 同时表明了这个世界应然的指

向 （而安娜仅仅是这个世界的现实

指向，是秩序基准的另一极）。

这篇作为代序的理论文章写

得气势恢宏 ，经纬分明 ，读者似乎

很难不去认同作者的观点。 不过，

当她写下这些认识的时候，好像也

出现了一刹那的晃神———那个在

托尔斯泰身上同样出现过的犹疑：

做一个小说家 ， 还是做一个思想

者？ 任晓雯在解读 《安娜·卡列尼

娜 》的时候 ，面临着托尔斯泰一致

的困境，即他们都在调和个人道德

信念与“小说的智慧”之间的冲突。

一方面 ，她认为 “托尔斯泰对安娜

怀有深刻的怜悯 ”源自他是 “从一

个人的立场，去洞悉另一个人”，另

一方面，她又强调安娜的卧轨自杀

不是 “‘世事无常 ’的不可知论 ，更

不是心血来潮的偶然安排”。 两者

的矛盾同样也是托尔斯泰内在的

写作悖谬，只不过在写作的过程中

“小说的智慧” 拯救了他。 总的来

看 ，这一矛盾或许不是坏事 ，尤其

是当道德信念的部分被任晓雯勾

连在了 “托尔斯泰以降 ，为何无人

再写一本类似的书”这一问题之上

时，道德信念对于她已然转化成了

诗学范畴的总体性问题。 她绝对没

有说错的一点是：当写作者失去了

总体性的信念，他们的写作便会向

着安娜的一极倾斜，由此陷入琐碎

的现实泥潭 （种族 、性别 、家庭 、战

争）， 从而 “把更高的本质暂且搁

置，提出问题而不探索答案”；理想

的状态 ，理想的写作 ，则是刻画出

安娜与列文的交叉 ， 它们代表着

“生命的整全状态。 这里没有批判，

也不是非此即彼”。

在这篇不短的文章里， 读者已

能大体窥探到任晓雯的诗学观念，

那就是在总体性破碎的时代， 人们

依然可以从现实的细部、边缘、底层

入手，对时代精神的本质进行发问，

“触及关键性的谜团，或思考决定性

的问题”（哈罗德·布鲁姆语）。 不仅

每个人都是安娜，也都是列文，理想

的写作一样如此：对安娜的书写，指

向之处是隐而不彰的列文。

代序之外，《朱三小姐的一生》

这个集子收录了六篇作者写于

2017 年与 2018 年之间的短篇小

说，计《朱三小姐的一生》《别亦难》

《杨金泉之死》《迎风哭泣》《换肾记》

《郝家县奏鸣曲》。 在读这本书的时

候， 使我想起的倒不是将安娜与列

文并置的托尔斯泰，而是那个“把小

说中的男男女女， 放在万难忍受的

境遇里，来试炼它们”（鲁迅语）的陀

思妥耶夫斯基。 但等到读过之后，

这一点又难以确定了： 在这六篇作

品里， 罪恶必须得到惩罚的信条似

乎消弭于对个体灵魂的穿掘与对家

庭伦理的审视。 一经穿掘， 一经审

视， 看似坚固与神圣的东西便遭到

亵渎，也便成为了废墟；废墟之上，

不再有审判者，也不再有列文，甚至

连安娜都不复存在， 存在的只是陶

小小、张博仁、无名中年男子、梁真

宝、严素芬、张玛丽、郝义这些施虐

与受虐重叠了的人物群像。 托尔斯

泰说：“人不是一个确定的常数，而

是某种变化着的，有时堕落、有时向

上的东西”（《安娜·卡列尼娜》），诚

哉斯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进一步

道：这是因为“魔鬼同上帝在进行斗

争，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心”（《卡拉

马佐夫兄弟》）。 任晓雯显然不同于

以上两者， 如果非要寻找到一个文

学史的坐标去界定她， 我以为应当

是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她毋宁

是将那列文的形象隐藏得过于彻

底， 彻底到这些人物一概像是被作

者拽着朝向比黑夜更黑的深处走

去。 在那里，试炼注定无果，魔鬼赢

得了斗争。

《别亦难》一篇，丈夫张博仁在

中年娶到了妻子陶小小，两人的结

合，原本即是男方家庭“成分不好，

找不到像样媳妇”与女方“年纪大，

屁股窄……比男人还高半头” 迁就

龃龉的结果。所以结婚之后，张博仁

的母亲便告诫儿子要“克牢”儿媳；

两人的女儿四五岁时， 张博仁便开

始殴打陶小小。 成长于这样一个家

庭的女儿此后跑掉了， 等到张博仁

瘫痪后， 陶小小才找到了报复丈夫

的手段。 鲁迅在为韦丛芜所译 《穷

人》做的小引中，曾评价陀思妥耶夫

斯基 “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

创伤， 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

中， 得到苦的涤除， 而上了苏生的

路”。 以之对照类似《别亦难》等篇

什，我们随即就能发现在任晓雯笔

下 ，只有 “苦刑 ”和 “创伤 ”，却不曾

有“养伤”或“愈合”这回事，更不必

说“苦的涤除”与“上了苏生的路”。

任晓雯在前几年曾出版过一

部 《生活 ，如此而已 》的长篇 ，其实

这个题目大可移置到这部小说集，

不过不再是 “如此而已 ”，而是 “何

以如此”。 这些家庭伦理的施虐者

与受虐者，他们的生活何以走到了

这一步？ 不错，是有着历史积怨的

相互折磨，亦或是某些情感被现实

险境映衬得不堪一击，但我们仍不

免发出诘问 ：在这些现实的 、历史

的、物质的、利益的关联背后，是否

有着更深也更隐晦的本质？ 任晓雯

不曾写到这一部分 ，她在 《短篇小

说何为》中纵意而谈的话于此同样

隐而不彰。 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将

她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坐标系中移出，从而放到了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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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坐标系中，这个坐标系的先驱

是克尔凯郭尔与卡夫卡，后继者中

有列·尼·安德烈耶夫以及奥康纳。

奥康纳不多的几部小说（如《智血》

《暴力夺取》）刻写命运反抗者的失

败 ，在她眼中 ，自从现实的中间地

带被取消了，它便再无一点理性与

善意可言。 以我之见，任晓雯与他

们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 张博仁、

陶小小、无名的中年男子、梁真宝、

严素芬等人的失败不是反抗命运

的失败 。 他们没有反抗过任何事

情，而且直接就在自己一手塑造的

命运中看到了奥康纳等人看到的

世界：一个没有光亮的所在。

寻找本质而不得，不妨就让我

们寻找列文。 列文在哪里？ 他存在

于同题小说《朱三小姐的一生》。 这

篇小说以倒逆式的视角回溯了朱

三小姐漫长的一生，从年老的朱三

小姐被邻人唾弃、腹诽却又毫无愠

色，一直写到了她早年间的歌女生

涯， 与同是做皮肉生意的大姐、二

姐、小妹三人相依为命。 大姐在一

个夏夜被醉酒的西班牙海员掐死，

小妹则因为患了梅毒不告而别。 后

来，朱三与自己的客人张阿贵结为

夫妻 ，他们领养了一对儿女 ，男的

起名张桂强，女的起名张桂芳。 几

年后， 张阿贵投资赌场折了本，也

在几年后不辞而别，朱三就这样开

始拉扯一对儿女独自生活。 张桂强

长大后做了上门女婿，与母亲不再

来往；张桂芳则死于到外滩兑换黄

金的人流之中。 任晓雯仅用了三章

便将朱三的鳏居托了出来。 时日如

飞，朱三彻底疯了———但是她也就

这样活了下来。 阅读至此，我好像

领会了作者将此文置于集首的文

心。 这篇小说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她坐在她的椅子上。 她已经坐了

百多年，仍将继续坐下去。 ”这与福

克纳《康普生家：1699 年-1945 年》

的最后一句何其相似 ：“他们在苦

熬”（They endured）。 日常生活的救

赎 ，不仅在于朱三式的受苦 ，也在

于她对苦难的那种坚不可摧的忍

耐与包容。 她仍将继续坐下去，时

日流转，天下太平。

新作聚焦

———读任晓雯《朱三小姐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