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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洛根，”我这样写道，“我，洛根·蒙斯

图尔特，住弗洛雷斯别墅，巴西大道，蒙得维

的亚，乌拉圭，南美洲，地球，太阳系，宇宙。 ”

这是我写下的第一段文字———更准确地说，

是我写作的最早记录和写作生涯的开端———

我把这段文字写在一本 1912 ?用的靛蓝色

袖珍日记簿的扉页上（日记簿至今尚在，其他

纸页却是空白的）。 那?我六岁。 现在回想起

来，我也觉得奇怪，我最早写下的文字竟然并

非母语。 丧失熟练使用西班牙语的能力大概

是我快乐童?的最大遗憾， 否则它应堪称完

美。 今天我勉强可用西班牙语来交流，但我的

西班牙语错漏百出、语法幼稚，与我在生命最

初九?凭直觉脱口说出的流利语言已无法相

提并论。 人早期的语言能力是如此不牢靠，而

大脑又是那么不假思索地轻易放弃了它，这

可真怪。 我是真正意义上的双语儿童，换句话

说， 我以前说的西班牙语跟乌拉圭人说的没

什么两样。

乌拉圭啊，我的故乡，它在我的脑海中只

留下了非常短暂的印象， 如同我曾经无意识

会说的日常西班牙语一样。 我还记得这样一

幅画面：一条宽阔的棕色大河，遥远河岸的树

丛茂密得像西兰花，河上有条窄窄的小船，船

尾坐着一个人。 小船顺流而下时，船舷外的小

马达在浑浊的河面卷起奶油般的轻柔水波，

所经之处荡起的涟漪使得水边的芦苇也随之

摇晃点头；船开过以后，一切又慢慢静止。 我

是船上的人，还是岸边的看客？ 这是我小时候

钓过鱼的尼格罗河的一段， 还是我的灵魂在

时光中旅行时的想象， 如船行流水的航迹那

般转瞬即逝？ 但我不能说，这是我可以确定时

间的最早记忆，因为那最早的记忆，得追溯到

1914 ? 6 ?盛夏的一天，那天我看见了我的

导师罗德里克·普尔的私密部位。 我俩去埃斯

特角野餐， 他赤身裸体从大西洋的海浪中走

出来，我则用好奇的目光偷偷观察着他。 当时

我八岁，罗德里克·普尔从英格兰来到蒙得维

的亚， 帮我做进入圣阿尔弗雷德英语预科学

校的准备。 能裸泳的时候，就裸泳，洛根，这是

他那天给我的建议，从那以后，我便一直努力

践行。 总之， 罗德里克割过包皮， 而我没

有———这也许能解释我为什么会那么认真地

观察，我猜，可它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一天会如

此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在那一时刻之前，

我遥远的童?过往全是模糊纷乱的影像，没

有确定的时间和空间。 我也希望我能记得一

些更有趣的事，更有诗意的事，更能与我后来

的生活主旨相关的事， 可我就是不记得———

而我只能保持诚实，尤其是在这本日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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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五岁开始写日记，虽然断断续续，但

持续了一辈子， 日记最初内容的缺失算不上

什么重大损失。 毋庸置疑，和几乎所有私人日

记开头的声明一样， 我的日记一开始应该也

表达了要彻底地、毫不动摇地说真话的决心。

我大概发了誓，要保持绝对的坦诚，绝不能因

为这种坦诚所揭露的真相而感到羞愧。 我们

为什么要这样鞭策自己， 我们这些写日记的

人？ 我们是害怕内心总有堕落的风险，总有粉

饰遮掩的冲动吗？ 我们生活中真的有些东

西———有些所做、所感、所想———是我们不敢

承认的吗？ 即便是对我们自己，即便是在绝对

隐秘的私人日记中？ 不管怎么说，我肯定，我

是发了誓要说真话的，全部的真话，诸如此类

的，我认为这里的文字足以佐证我的态度。 我

有时表现很好， 有时不那么好———但我抵制

了一切美化自我的企图。 我不会为了掩饰判

断的失误而删减什么（“日本永远不敢无端攻

击美国的”）； 不会为了显示自己没有的智慧

而添油加醋 （“我不喜欢希特勒先生的小胡

子”）；更不会狡猾地插入一些内容，以示我的

先见之明（“要是有办法安全控制原子的能量

就好了”）———因为那都不是写日记的目的。

我们写日记 ， 是为了记录不同自我的集

合———它构成了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人。 我们

可以把自身随时间的发展想象成展示人类进

化史的图例。 你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最开

始，是毛发蓬乱、指关节粗大、在地上觅食的

类人猿，接着慢慢进化到直立行走、毛发减少

的原始人，最后才是毛发褪净、赤身裸体、骄

傲地抓着石斧石矛的高加索人种。 所有介于

其中的发展次序都呈现为一种无可避免的进

程， 由此指向这一肌肉发达的理想形态。 可

是，我们人类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一部真实

的日记会向我们呈现更骚乱、更无序的现实。

发展的不同阶段是存在的， 但它们混乱、对

立、随机重复。 不同自我在这些纸页上争夺焦

点； 眉毛连在一起的尼安德特人用肩膀挤开

挥着斧头的智人； 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用脚

绊倒满身文饰的土著人。 一切毫无章法；永远

不会有符合逻辑和认知的发展过程。 真实的

私密日记深谙这个道理， 不会试图设定任何

秩序或层级，不会试图评判或分析：我即所有

这些不同的人———所有这些不同的人即我。

每个人的人生既平凡也不凡———是这两

种类别各自的比例让人生显得有趣或无趣。

我于 1906? 2? 27日出生在乌拉圭蒙得维

的亚，海湾边一座被海水环绕的城市，而乌拉

圭则是一个被夹在强壮阿根廷和酷热巴西之

间的小国。 有时，它被戏称为“南美洲瑞士”。

而即便共和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三面环水：

被大西洋、 普雷特河辽阔的入海口以及宽广

的乌拉圭河环绕， 但将它与瑞士那个内陆国

家做类比是恰当的———因为乌拉圭人对航海

有着强烈的抵触，这个事实总让我觉得暖心，

因为我的内心是介于热衷航海的英国人和热

爱陆地的乌拉圭人之间的。 我的天性忠实于

遗传基因，是绝对分裂的：我爱大海，可我只

爱在海滩上看着它———我的双脚必须始终站

在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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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名叫弗朗西斯·蒙斯图尔特（生于

1871年）。 我母亲名叫梅塞迪斯·德·索利斯。

她声称自己的祖先是十六世纪早期第一个踏

上乌拉圭土地的欧洲人———胡安·迪亚兹·

德·索利斯。 不幸的是，他和他探险队的大部

分成员很快就被查鲁亚印第安人杀死了。 没

关系： 这样一来我母亲荒唐的吹嘘也就无从

证实了。

我父母的相识源于我母亲凭借一口流利

的英语当上了我父亲的秘书。 当时我父亲是

富利和卡多金鲜肉公司乌拉圭加工厂的总经

理。 他们最著名的产品是富利精选牛肉罐头

（“富利精选”：我们英国人，都在人生某个时

期吃过富利牛肉罐头），但他们的主要业务其

实是将冷冻的牛畜体从乌拉圭的巨型冻肉工

厂出口到欧洲———工厂既是屠宰场， 也是大

型冷冻仓库， 位于蒙得维的亚以西几千米的

海边。 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富利并不是乌拉

圭最大的冻肉厂 （最大的是位于弗莱本托斯

的莱姆科冻肉厂），但它盈利颇丰———这多亏

弗朗西斯·蒙斯图尔特的勤勉和坚韧。 1904

?，33 岁的父亲在蒙得维的亚漂亮的大教堂

迎娶了母亲（母亲比他小十岁）。 两?后，我出

生了，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他们以我爷爷和

外公的名字为我取名洛根·贡扎果（但爷爷和

外公都没能活到看我一眼的时候）。

（《凡人之心》[英] 威廉·博伊德/?，王一
凡/译，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版）

追踪人生的
起落得失

问： 你的小说作品 《凡人
之心》 《纳特·泰特》 《新忏
悔录》， 都是虚构的传记 （或
自传）。 你为什么热衷于记录
一个个体的完整一生呢？

答： D.H.劳伦斯对这类小

说给出了某种最佳定义。 他将

这类小说描述为 “光明的生命

之书 ” ———我认为 ， 人的境

况———对人性的考察———是这

类小说的核心主题。 小说对我

们的生活、 我们的存在， 对人

性做的贡献， 比起其他任何艺

术形式都做得更好、 更丰富 。

因此， 对我来说， 追踪一个人

一生的起起落落、 成败得失 ，

似乎是一件平淡无奇又令人满

足的事。

问： 在 《凡人之心 》 里 ，

我们通过作家、 冒险家洛根·

蒙斯图尔特的个人日记， 密切
注视着他生活的方方面面。 你
为什么决定用这种形式来写这
部小说？

答： 尝试过任何一个作家

都可以用的其他方式来讲述人

生的故事后， 我意识到最适合

我们现实生活方式的文学形式

就是日记 。 其他形式———自

传 、 传记和回忆录———都是

定型的 ， 因此基本上是人为

的 。 而日记是每天写的 ， 绝

无 “后见之明”。 事件的重要

性或平庸性并不明显 。 事实

上 ， 这 就 是 我 们 的 生 活 方

式———顺其自然， 不知道前路

上有什么别具意义的岔路。 所

以在一本日记， 即便是 《凡人

之心》 这样的 “虚构的日记 ”

中 ， 我们得到了充满随机性

和不可预测性的生活 。 我们

看到所有的生命是如何被偶

然性 、 意外性和随机性所塑

造的 。 你的生活实际上是所

有你经历过的好运和厄运的

总和。 洛根·蒙特斯图尔特和

我们都是如此。

问： 洛根的一生几乎跨越
了整个 20 世纪。 你是如何决
定他的命运的？ 是你先勾勒出
世纪的轮廓， 然后把洛根融入
世界大事， 还是你在创作过程
中编造故事？

答： 洛根的生活， 说来也

奇怪， 他的地方， 他参与的事

件， 我自己也很感兴趣： 1920

?代的巴黎， 西班牙内战， 温

莎公爵被任命为总督的巴哈马

群岛， 1950 ?代的纽约艺术，

等等。 我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工

作： 直到每件事都被弄清之前

我不会开始写作， 所以我花了

很长时间计划洛根穿越 20 世

纪的 85 ?人生旅程 。 这是经

过深思熟虑的， 但挑战在于如

何使它看起来是随机的， 因此

而是真实的。

（节选自企鹅兰登官网的
作者访谈， 普照/译）

威廉·博伊德， 英国国民作

家。 1952 年出生于加纳，毕业于

牛津大学耶稣学院。 英国皇家文

学学会会员， 获颁大英帝国官佐

勋章、法兰西文学与艺术勋章。著

有 16 部长篇小说，以及多部短篇

小说集和剧作。 作品多次入围?

克奖和国际都柏林文学奖， 并斩

获科斯塔奖、毛姆奖、惠特?莱德

小说奖、詹姆斯·泰特-?莱克纪

念奖、 约翰·里斯奖、《洛山矶时

报》图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小说以虚构的日记形式记录
下生命中最重要的主题： 爱与怜
悯，激情与背叛，谎言与梦想，失去
与惦念，乃至消隐与死亡，用个人
的生活经历串联起 20世纪社会的
历史。 在伦敦初出茅庐，与伍尔夫、

伊夫林·沃一同探寻文学的灵感；

在爵士时代的巴黎， 与乔伊斯、毕
加索共赴流动的盛宴……《凡人之
心》 的主人公洛根·蒙斯图尔特一
生几乎游历了世界各地。以日记的
形式，作者坦诚心迹，映射出个人
人生所能拥有的种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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