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尔扎克的巴黎、菲茨杰拉德的纽约、伍尔夫的伦敦、海明威的西班牙，帕慕克的土耳其……当我们从地域的角度重新解读经典
文本时，会发现这些文学作品各自拥有独一无二的“风景”。地域不仅仅是“故事背景”，某种意义上说，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各自地域特
点基础上产生的，这里拥有作家生活的印痕，也有经典诞生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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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

爱尔兰都柏林

《尤利西斯》以荷马史诗式的
结构跟随利奥波德·布鲁姆在一
天内穿过了都柏林街道。 乔伊斯
创作的这部野心勃勃的小说已经
成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典范之作。

乔伊斯将都柏林形容为“最后几

座温馨而私密的城市之一”。 经奥斯

曼统一改造过的巴黎拥有人类非凡

智慧的印记，而都柏林却只是由几个

村庄不知怎么东拼西凑在一起形成

的。《尤利西斯》的故事也是这样的结

构，一堆小故事和奇闻逸事组成了一

部冗长又无聊的实验性小说。故事设

定在 1904年，那时，都柏林城中的每

个微型村庄都还留着农村的印记，牛

群走在街道上被人赶往城里的码头

区准备出口。

现在的爱尔兰首都有 20 万人

口，其中大部分来自乡下，他们热衷

于讲故事、聊八卦。“都柏林竟是个这

样的城镇！” 乔伊斯曾对英格兰画家

弗兰克·巴金感叹道，“我在想可能没

有任何地方会像它这样。所有人都有

时间和朋友打招呼，然后两人开始谈

论其他事情。”这和伦敦完全不同，在

那里，人们常常对随处可见的走廊有

一种恐惧， 因为一个人走在里面时，

可能会不得不与一个完全不认识的

人聊上几句。都柏林城里没有全然的

陌生人，只有素未谋面的朋友。《尤利

西斯》赞美了中产阶级广告商和波西

米亚研究生之间发生邂逅的可能性，

作者认为现代城市的主要作用之一

就是让人们回归自己内心的孤独。书

中的主人公利奥波德·布鲁姆是一个

有犹太血统的漫游者， 他既是局外

人，也是局内人，因此，他对于这座城

市的视觉、嗅觉和听觉上的感受比其

他任何角色都更细致、深刻。

都柏林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座

步行者的城市。1904年 6月 16日，布

鲁姆花了大半天时间在它的街头巷尾

闲逛。 有些读者可能会想， 他是不是

“想要通过散步疏解一些心绪”， 因为

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 我们都知道

在他位于埃克尔斯街 7 号的家里，他

的妻子摩莉把一个名叫布莱泽斯·博

伊兰的情人带上了床。有人甚至发现，

如果把布鲁姆游荡的路线在地图上画

出来，会呈现出一个问号的形状，体现

了他对于这种背叛的忧虑， 他的格言

“爱尔兰男人的房子就是他的坟墓”恰

好是再恰当不过的总结。

在 1904年 6月 16日这一天，利

奥波德·布鲁姆沿着都柏林海湾，从一

侧溜达到另一侧，途中经过了市中心。

由于小说中地理环境与现实相符，在

每年的布鲁姆日， 人们会沿着主人公

穿越城市的路线举行一次文学朝圣。

乔伊斯相信， 人群在城市街道上

的自由循环走动是一个社会健康的标

志，就像在健硕的人体内部，血液会不

受阻碍地循环流动一样。《尤利西斯》

的每一章都献给一个身体器官———

肺、心脏、肾脏等。数十年来，维多利亚

时期那些严肃拘谨的“正经人”一直拒

绝认识和接受人体， 而乔伊斯不仅希

望人们承认它的功用， 而且这被视作

恢复思想自由的象征。 因为，1914-

1921年，也就是乔伊斯创作这部文学

杰作期间， 都柏林正在经历从殖民地

到自由城市的转变，从这个层面推断，

恢复健康的人体可能还象征着爱尔兰

人民重新夺回主权，这一愿景在小说

出版的 1922年终得实现。

书中人物的内心独白，尤其是布

鲁姆的那些意识流非常有名。 从叙

事角度来说， 这本小说几乎没有什

么情节可言， 而人物在城市的大道

上漫步的过程却在不断激发各种各

样的思考。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诗

歌的五步抑扬格捕捉到了骑手在马

背上的运动节奏，那么，在这里思想

的节奏与行走的步调达到了完美的

协调，就连中途的停顿都是一致的。

于是一个悖论出现了： 一部以私密

沉思和白日梦而闻名的书， 大部分

场景却设定在公共空间里———街

道 、海滩 、图书馆 、教堂 、妇产科医

院、 酒店……而且酒吧是出现频率

最高的场景。 男人在这些合法合规

的场所里试图从侍者准备的酒中获

得些许慰藉， 他们的女人则待在教

堂里， 从念诵弥撒和祝福的牧师那

里寻求安慰。

乔伊斯成年后离开了他长大的

城市，一直过着流放般的生活。一开

始， 他对这座城市的态度尖酸刻薄：

《都柏林人》 的故事讲述了男女老少

等各色人物为了逃离这座如同“瘫痪

中心”的城市所做的努力。在这里，英

国或法国的艺术家可能会写下一个

来自乡下的野心勃勃的少年如何得

到他的“天启”时刻：他站在高处俯瞰

伦敦或巴黎的屋顶，洋洋得意地喊着

“我来了”。 而在年轻的乔伊斯眼中，

自由则是逃离这座爱尔兰都城。

布鲁姆是史上最丰满的文学角色

之一，但最终他之于妻子、读者甚至自

己仍然是一个谜。都柏林也是一个谜。

这本书就像一座城市， 允许读者从很

多不同的路径走进走出。 著名心理学

家卡尔·荣格就选择了一条 “非官方”

的路径———从最后一章开始读起。

与普鲁斯特的巴黎和穆齐尔的

维也纳一样， 都柏林通过这本书，跻

身现代主义城市之列。前现代的贫困

与最先进的技术在这里并肩共存，乔

伊斯记录下了那个时代全新的交通

系统、亮闪闪的有轨电车，还有生活

在城市下水道里的底层人民。他还探

究了一个矛盾的现象：在西欧最“落

后”的地方之一竟诞生出了前卫的实

验性艺术。如果都柏林给人民提供高

水平的教育， 同时经济情况每况愈

下， 就像 19世纪末大英帝国对待爱

尔兰做的那样，那么就会为艺术和政

治革命创造出理想的条件。乔伊斯抛

弃的都柏林正是一座物质上贫穷、文

化上富足的城市。不过最后，乔伊斯

还是对它付出了不求回报的爱。

他说，他想不出比成为一座伟大

城市的市长更高尚的职业了。每年的

布鲁姆日，当人们穿上爱德华七世时

代的戏服重现书中场景时，乔伊斯就

成了比市长更伟大的存在，他创造了

一座城市，无论是在神话层面，还是

在现实意义上。

雷蒙德·钱德勒《漫长的告别》

美国洛杉矶

战后的洛杉矶，私人侦探菲
利普·马洛在寻求正义的道路
上，与坏警察、残忍的勒索犯，还
有整个腐败的市政府为敌。

与这个故事发生的城市一样 ，

《漫长的告别 》是一部非常奇特 、漫

无边际的小说 ，充满令人感到意外

的题外话和奇怪的小插曲 。故事的

主人公是一名无足轻重的私家侦

探菲利普·马洛 ， 他在洛杉矶市中

心有一间昏暗的办公室 ，银行存款

只有几百美元 ，却拥有坚不可摧的

道德准则 ，与战后道德沦丧的美国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马洛公正廉

洁、不爱社交 、不在乎钱 ，对性爱只

是稍微有一点兴趣 ，他唯一的罪过

是坚持为必败的事业而奋斗 ，去帮

助那些软弱 、 愚蠢甚至卑劣的人 ，

事实证明 ，这种坚持能像酒或毒品

一样毁掉一个人 。他在帮一个死去

的朋友讨回公道的路上 ，揭露了一

个反映着美国梦阴暗面的洛杉矶 ，

在那里 ， 爱只是一种普通的商品 ，

金钱能买到幸福之外的一切。

洛杉矶是一座 “反城市 ”，上百

个各式各样的社区聚在一起 ，它们

明争暗斗 ，形成了一个向外发散的

大都市，而 《漫长的告别 》也是一部

“反犯罪小说 ”，这对于一个几乎定

义了犯罪小说的作者来说确实有

些特别 。钱德勒的作品中没有通俗

小说作者普遍使用的技巧 ，读者如

果习惯了钱德勒模仿者笔下那些

低俗暴力的刺激 ，反而会觉得他的

作品很无聊 。而且 ，那些经典解谜

故事里贯穿始终的核心线索 （比如

失窃的项链 、在书房里被谋杀的管

家 ）在他的作品里都找不到 。取而

代之的是一大堆不相干的题外话 ，

还有一些没有任何贡献的支线情

节 、神出鬼没的人物 、没有着落的

线索 ， 如果是一位有经验的编辑 ，

一定会把它们都删掉 。尽管小说的

结局非常震撼 ， 但是此前还有 50

?的叙述 ，即使删掉也不会对作品

有任何显著影响。

然而 ，在 《漫长的告别 》写完后

的半个世纪里， 它被公认是唯一一

种真正的美国文学体裁的典型范

例。钱德勒的天才之处在于 ：第一 ，

他拥有只有少数几个 20 世纪作家

能够媲美的语言天赋， 而这与作品

体裁无关；第二，他的作品有一种深

刻的地域感， 定义了千千万万读者

心目中的那座洛杉矶城。 至少从表

面上看， 钱德勒对这座城市毫不留

情。 他笔下的洛杉矶是赌徒和瘾君

子的天堂， 时间和多舛的命运会让

所有正人君子道德败坏， 女人因酒

精、淫欲或悲伤而堕落，警官不会主

持公道， 产业巨头对他们的致富手

段造成的残酷后果漠不关心。 城市

的美景与居民的罪恶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 ，20 世纪 50 年代特有的乐观

主义精神如同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

笑话。

洛杉矶的游客常常会发现 ，事

实与钱德勒的描述所差无几。 在那

些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充满

魅力的东部城市里， 人们只需要分

清上城和下城的方向， 洛杉矶却令

人困惑， 它无边无际， 而且缺乏品

位。它的建筑风格不够统一，不符合

“美丽城市 ”的定义 ，西班牙大庄园

和装饰艺术风格的摩天大楼会出现

在同一个空间里， 就好像每座建筑

在设计建造时都完全没考虑周围的

环境。 这座城市的发展繁荣期大概

是遇上了近代历史上建筑风格领域

最无建树的年代，不开玩笑地说，你

可以在洛杉矶开车走上 100 英里 ，

目之所及尽是各式各样可怕的水泥

造物。

然而 ， 在这脏乱不堪的表面

之下 ， 隐藏着一个雄伟壮观的 、有

独特魅力的地方 。 在某种程度上 ，

洛杉矶是整个星球上最令人难以

置信的城市 ，一个疯狂的 、不可能

齐齐整整地划归于某个类别的大

杂烩 。

钱德勒描绘的洛杉矶有很大

一部分早就消失了 。那座显得颇为

单一的城市已经被一座世界上最

多元化的城市所取代了，1000 个各

种民族的小领地融合在一起 ，你可

以从亚美尼亚的埃里温开车去泰

国的曼谷 ，只需调个广播台的时间

就到了 。圣莫尼卡和马里布在钱德

勒的年代还是独立的行政区 ，现在

已经并入了大洛杉矶地区 ，加利福

尼亚州南部的有些地方在他的年

代还保留了原始的自然景观 ，现在

早已被犁了个遍 。不过 ，如果你剥

开现代的表层 ，仍然能够看到小说

中的那座城市 ， 在阳光的炙烤下 ，

景观壮丽宏伟 、 腐败无穷无尽 、市

民偶尔表现出他们的正直品格 。

《漫长的告别 》中暗藏的玄机在于 ，

马洛的叙述滔滔不绝 、 冷峻无情 ，

就像煮过了的鸡蛋一样硬 ，都能参

加白宫草坪上的滚彩蛋比赛了 。他

将自己描绘为一个对生活感到厌

倦 、 已经无法感受它的魅力的人 ，

而事实上 ，他简直就是骑士堂吉诃

德 ，坚守着他的道德准则 ，愿意为

之牺牲一切 。同样 ，作者表面上对

他的家乡持鄙视态度 ，但是字里行

间都透露出他对这座沙漠与海洋

之间的梦幻城市有一种恒久的热

爱 。在这座城市里 ，能看到一幅人

类行为的全景图 ，无论好坏 ，万事

皆有可能发生。

（《伟大的虚构Ⅱ ：重回 73 部
文学经典诞生之地》[?]约翰·萨瑟
兰/? ，杜菁菁/译 ，未读·海峡文艺
出版社 2020 年 1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