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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烬中的蝴蝶
王雪茜

差点错过萨曼塔·施维伯林。 最初吸

引我的是小说名———《吃鸟的女孩》，那种

怪诞而陌生的视觉震撼，很拉美。 稍微形

而上的理由是，拉美作家对我的诱惑力犹

如塞壬之声。 腰封荐语出自我大爱的略

萨：“萨曼塔·施维伯林是西班牙语文学最

有希望的新生力量之一 。 她会有远大前

程，对此我毫不怀疑。 ”对略萨的话，我亦

毫不怀疑。

在拉美这条被切开的血管里，我个人

阅读手册上的每个拉美作家都是造血干

细胞， 他们自己创造自己未来的读者群

体， 从血液中提取自己需要的红细胞，用

自己的方式培养下一个细胞，直至打造成

一个完整独特的个体。 他们醒着做梦，跳

着写作，大脑永不安分，即便是题目也常

是踢踏舞式的热烈、多变。 《吃鸟的女孩》

共十四篇小说，都很短，整本书才一百一

十五页。 题目也短，诸如《荒原上》《蝴蝶》

《地下》《掘洞人》《伊尔曼》《储存》 等，《吃

鸟的女孩》应是萨曼塔小说题目中最具拉

美血统的一个了。

《吃鸟的女孩》封面利索 ，几无他缀 。

腰封一角的萨曼塔瘦而不弱， 眼神锋利，

带着点睥睨不羁的傲气。 萨曼塔的眼神混

合了胡安·鲁尔福的忧郁和鲁文·达里奥

的深邃 （值得一提的是，2012 年萨曼塔的

短篇小说《不幸的男人》曾获得胡安·鲁尔

福国际短篇小说奖）， 有着高浓度拉美爆

炸文学前辈遗风，飒帅之气不输她的阿根

廷同胞博尔赫斯、 科塔萨尔、 塞萨尔·艾

拉， 我心里蓦然笃定略萨的 “胡利娅姨

妈”、科塔萨尔的“克拉小姐”、马尔克斯的

“费尔明娜”，定然长着一张与萨曼塔高度

契合的面孔。

从博尔赫斯到科塔萨尔 ， 再到塞萨

尔·艾拉、萨曼塔，阿根廷文学始终在奇异

的幻想中成长。 萨曼塔认为与博尔赫斯、

科塔萨尔、卡萨雷斯构成的拉普拉塔地区

的魔幻现实主义相联系的多是不可能发

生的事情，读者不会觉得生活中有这种危

险。 这和那些看起来奇怪但有可能发生的

事情（可接近的幻想）是有差别的，而她从

魔幻现实主义的传统中继承下来的正是

可接近的幻想。 将庸常生活转化为奇境，

将超现实因素融于现实世界而非与现实

世界决然抵牾，并貌似成为现实世界的一

部分，是科塔萨尔的拿手好戏，从这一点

来说， 萨曼塔无疑是科塔萨尔的接力者。

可做互文的一例是萨曼塔的《储存》和科

塔萨尔的《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后者主

人公常会吐出一只兔子， 兔子意味着什

么？ 作品、孤独、压力还是秩序的破坏者？

阐释不是最重要的。 而前者，女主的抑郁

症因怀孕加重，最后将孩子从喉咙里轻柔

地吐了出来。

再往前回溯， 早在十九世纪莱奥波尔

多·卢贡内斯等作家已将神秘、幻想、恐怖

等种子埋在日常创作的土壤里。 我喜欢萨

曼塔的《蝴蝶》，只有千字却余味无穷。 一群

家长在学校门口等待孩子放学， 一位家长

在另一位家长的怂恿下踩死了一只蝴蝶，

然后，校门打开了，成百上千只色彩各异、

大小各异的蝴蝶朝着等待中的家长飞扑而

来。 此时，想起《吃鸟的女孩》腰封上“简洁

有力”几个字，这几个字本是萨曼塔评价门

罗的， 她认为门罗语言精准， 是真正的大

师，能把一个词语用到极致。 萨曼塔的文字

虽与门罗、 海明威和克莱尔·吉根不能同

频，但嶙峋瘦劲而不失其肉，一直在向“简

洁有力”的风格靠拢。 《蝴蝶》最妙的是结

尾， 一字千钧：“他不敢从他刚踩死的蝴蝶

身上抬起脚，他生怕也许，在那只死去的蝴

蝶的翅膀上， 会看见自家女儿身上衣服的

颜色。 ”这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变形记》

早有涉及，人如何认识幻想与真实？ 梦幻是

否也是真实的一部分？ 蝴蝶、孩子，都只是

一种现象，一种形态。 小说隐喻的仍是人类

最沉重的疑问，人性与生死。

在萨曼塔的《蝴蝶》中，我们可以轻易

找到通往卢贡内斯短篇小说 《一只蝴蝶》

的开关。 卢贡内斯讲了一个伤感的爱情故

事，一对相爱的表兄妹被迫分离，女孩去

了法国念书，男孩尽管思念女孩，但新的

爱好宽释了他的心情，他喜欢上了张网捕

蝶，用大头针固定在玻璃板上，完美展示

它们的翅膀，很快，他不再为女孩哭泣，他

忘记了女孩的话，“如果你把我忘了，我会

用某种方式提醒你”。 某天，他费尽心机捉

到 了 一 只 总 在 他 面 前 徘 徊 的 陌 生 品

种———蓝斑白蝴蝶，可被大头针钉了六天

的白蝴蝶苦苦挣扎， 鳞粉尽脱仍不肯死

去，男孩失望地放了它，任它艰难地消失

在风里。 而在遥远的他乡，女孩陷入抑郁，

寡言苍白，一天清晨，在白色的小床上没

了气息，神秘的是，胸口与背部有与白蝴

蝶同样的刺痕。 在文学作品中，蝴蝶意象

引发的效应不胜枚举， 那是另一个母题。

尽管萨曼塔强调年轻一代的拉美作家大

量阅读欧美作家的作品并从中汲取营养，

但她同时也承认自己最初的文学启蒙来

自于母国作家，尤其受拉美“文学爆炸”一

代大师影响颇深。

《我的兄弟瓦尔特》《以头撞地》《吃鸟

的女孩》《愤怒如瘟疫蔓延》……萨曼塔独

有的文气扑面而来，我终于看到了只属于

她的血液———新鲜、陌生、有力。

如何描述萨曼塔带给我的震撼呢？ 拉

普拉塔河流域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有一

种奇妙的辨识度，你一旦想要转述他们的

故事，就会立即感到恐慌和无措。 更重要

的是，复述的过程即是消灭故事精华的过

程。 就像萨曼塔那个精妙的比喻，“将某人

脚下的地毯突然抽走的可能性”， 这是她

对文学感兴趣的地方，而被抽走的地毯下

的无形无色无味的陌生之物或许才是生

活的真相和本质。 在艺术家眼里，那隐藏

在光滑表面背后的扭曲和变形，才是其别

具匠心的思考维度，也才具有超越时空的

普遍意义。 也许唯有精神病人式的潜意识

表述或以噩梦中的意象为观照，才能达成

对现实秩序的解脱。

不难发现，荒诞 、暴力或恐怖并不是

萨曼塔的写作预设，尽管谜语一般怪诞的

意象如露珠置于弱叶上，给读者一种令人

不安的美。 在现实和魔幻之间，写作者如

何与阅读者达成一种小心翼翼的冒险？ 我

知道，《杀死一条狗》要传递的东西其实与

狗无关，就像《蝴蝶》与蝴蝶无关，《吃鸟的

女孩》与鸟无关一样，萨曼塔要表达的终

极目的绝不是恐怖和暴力，而是难以言状

的恐惧与担忧。 最恐怖的事情其实发生在

故事结束后， 是反注在读者身上的恐惧。

萨曼塔用非常个人化、内在化的马赛克式

手法做了象征性表达，而她的象征性意象

像达利绘画中扭曲的手表一样，具有丰富

的延展性。 萨曼塔一直特别感兴趣的是幻

想和生活的界限，她认为这个界限本身是

极具文化的，在不同的文化中，界限会产

生不同的变化。

萨曼塔小时患过自闭症，十二岁那年

甚至一整年不与别人说话（成名后的萨曼

塔仍然惧怕与人沟通）， 校长需要她提供

心理医生鉴定，证明自己是正常人才可以

继续上学。 当她成为作家，少时的经历引

渡了她的写作视点， 写作成了她表达自

己、与别人沟通的出口，也成了她给读者

提供的出口———她只提供出口 。 萨曼塔

《物品的尺寸》 中塑造了一个对只对颜色

和玩具敏感的自闭症患者恩里克，他寄居

在邻居的玩具店，将商店里的货品按色调

重新摆放，最初竟使商店生意兴隆，可最

终，他无法从他母亲伸出的魔爪中逃离。

我们只有了解了萨曼塔的自闭经历，

才能解码萨曼塔小说中某些人物的极端

特性，才能领悟在她文本中得到更多强调

的恐怖、惊悚、悬疑、暴力，不是凌空蹈虚

的荒诞，而是日常的残酷，是以前发生、正

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悲伤， 在她眼里，恐

惧、荒诞、孤独，以一种暴力对抗另一种暴

力， 都不过是生活常态。 《我的兄弟瓦尔

特》第一句便是，“我的兄弟瓦格特得了忧

郁症”， 他只会重复特定行为， 说单调词

语，他无法复述电话内容，对什么都不感

兴趣，对身边人视而不见，任何时候任何

地点都从头到尾呆坐着，社交互动有严重

的缺损。可这真的是忧郁症么？显然不是，

抛一句便可定音———“人们像对白痴那样

对他说话”。 亲人们表面对他无微不至，几

乎所有人都需要他，实则只是以他的存在

来确证自己无比幸福，他越消沉，家里人

的情况就越好。 我觉得译者译成“忧郁症”

若不是一次看似微小的车祸翻译现场，那

就是萨曼塔有意为之的写作策略。 众所周

知，抑郁症与自闭症异轴迥径，有本质区

别。 抑郁症是心境障碍，属于精神心理问

题，而自闭症要严重得多，它的主要特征

是社交功能迟钝以及全面的发育落后。

萨曼塔的语言富于弹性，尽管有些作

品罩上了恐怖和荒诞的外衣，但卡夫卡式

荒诞和拉美魔幻生成的 N 种解读维度实

际上逼近的是必然的指向，可不管“自闭

症”三个字是多么呼之欲出，萨曼塔却总

能绕路而行，她固执地选择性屏蔽了这三

个字，颇为耐人寻味。 而在《圣诞老人上门

来》和《储存》两篇中却对“忧郁症”开门见

山。 《圣诞老人上门来》中，出轨“我”父亲

的邻居玛塞拉对“我”解释说，“你妈妈对

什么事情都失去兴趣， 这叫 ‘忧郁症’”；

《储存》 中意外怀孕的女子，“感到抑郁更

加严重了”。

在这部一共十四篇的小说集里， 我发

现， 至少有五篇的主人公明确指向自闭症

而非抑郁症， 尽管自闭症和抑郁症在外在

表现上会有模糊和交叉。 除了上文提到的

《我的兄弟瓦尔特》，《以头撞地》《吃鸟的女

孩》《物品的尺寸》《伊尔曼》 都以饱满的细

节暗示了“自闭”二字。 《以头撞地》是最具

自传色彩的一篇， 涉及到了萨曼塔生活的

一部分。 患有自闭症的天才画家，不正是另

一个维度中的萨曼塔吗？ 自闭症患者兴趣

单一、 专注， 因而可能在某个领域才能超

常———这当然是个别现象。 有写作天赋的

自闭症患者极少， 因自闭症最主要的病症

是语言沟通障碍。 比较有影响的是日本作

家东田直树，他是个重度自闭症患者，很难

说出完整的句子， 与人沟通的方式是随身

携带“小键盘”，慢慢拼凑心中所想。 他的书

畅销全球三十多个国家， 但他仍无法控制

自己的行为，需要母亲的陪伴和照顾。

极少有萨曼塔这样对自闭症特别敏

感的小说家，且高频率地将自闭症患者作

为故事的主角，她努力表现来自自闭症患

者内心的无助、焦虑、孤独、愤怒、悲伤。 自

闭症患者的一次内心震荡也许远远超过

一次火山大爆发，而社会对精神类患者的

隐形嫌弃根深蒂固，从这个角度说，每个

人都被幽禁在自己的意识里。 也许，萨曼

塔用尽笔墨“矫枉过正”般描写了自闭症

群体却刻意绕开“自闭症”三个字，恰是一

种更加有力的张扬吧，毕竟被地毯遮住的

真相以及对真相的好奇、猜测、推理和讨

论更具关注度。

萨曼塔的故事， 的确一半写在纸上，

一半写在读者的脑海里。 我不怀疑她将独

创阿根廷的“萨曼塔一支”，在萨曼塔奇崛

的想象力表象下， 固然潜滋暗藏着爱伦·

坡式元素， 而这些元素并非完全杜撰，它

们就来自不甚安全的日常，更来自萨曼塔

自身。 当然，萨曼塔的想象有别于科塔萨

尔的“便携式”想象，也有别于艾拉的“坎

普式”想象，萨曼塔只转换对自己创作有

价值的日常生活，释放潜藏在平滑无隙的

声部之下的一种碎裂之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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