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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奋斗》系列第五部。 克瑙斯高十九岁时搬到卑尔根，成为被著名的写作学院录取
的最年轻的学生。 他努力探索个人内部和外部的平衡点，在创作与群体生活中寻求存在的
意义。然而，最初的自信与热情很快化为乌有。卑尔根终年阴雨，日子阴暗而沉闷。他将羞耻
感淹没在酒精和摇滚乐中。 恋爱、喝酒、自毁、自残、喝更多酒。 他放弃写作，走入婚姻，从青
年时代跨入成人生活。 直到最后，成为作家的不可抗拒的诱惑将他拉回。

卡尔·奥韦·克瑙斯高 ，

挪威作家，1968 年生于奥斯

陆， 厚达三千六百页的六卷

本自传体小说《我的奋斗》出

版于 2009 至 2011 年， 为他

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这部

小说仅在挪威销量就超过

50 ?册，相当于每十个挪威

人就有一人读过， 目前已经

被翻译成 22 种语言 。 2017

年， 他获得奥地利国家欧洲

文学奖和耶路撒冷文学奖。

《王家卫的电影世界》

[?来]张建德/著
苏涛/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3 月版
系统论述导演王家卫的开先

河之作， 作者在回顾其职业生涯的
同时， 又深入分析了其迄今为止的
电影创作。 本书剖析了王家卫所受
到的电影和文学方面的影响， 并且
审视了王家卫如何超越这些影响。

作者还解释了他所指涉、 挪用的其
他艺术家和艺术门类的美学实践为
何如此重要， 以及它们如何建构了
他影片的独特面貌和叙事特性。

《再见，西贡》

[法]雷蒙·德帕尔东/著
吕俊君/译
后浪·九州出版社
2021 年 2 月版
作者在他的摄影师生涯中曾

多次前往越南。他目睹被誉为“东
方小巴黎” 的西贡经历了法国殖
民时期、南越政府治理时期，再到
被解放与更名， 直到成为一座与
其他国际化大都市别无二致的城
市。 本书按时间顺序呈现了在印
度支那战争结束后的 1964 年 、

1972—1973 年越战末期、2014

年西贡解放 40 周年之际作者在
越南拍摄的照片。

《与距离斗争》

晏绍祥/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 1 月版
如何看待作为私人志业的古

典历史写作，它们透露出古希腊罗
马的哪些真相？对古典民主传统与
专制政体的追问显示了东西方怎
样的学术和现实关照？征服还是自
卫，对罗马扩张的探索反映出哪些
研究材料和视角的嬗变？本书从多
个角度论及古代世界史研究的重
大问题，包括波斯的专制、希腊的
民主、罗马的扩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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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拿到了第一次写作课作业。这是

约恩·福瑟给我们布置的， 根据一张图写一首诗，

他说，任何图或画都可以，午饭后我就上路了，去

小伦格加德湖边的博物馆找一张我可以写的画。

上午出过太阳， 在城市的所有色彩里都多了一种

强烈的欲望，所有都是湿润的，闪耀的，有种罕见

的深度，在那绿色山间和蓝天下让人晕眩。

走进去后我从包里拿出笔记本和笔，把包存

进一个衣柜里，付钱后走进了这差不多空无一人

的寂静大厅。第一张引起我注意的画是一幅单纯

的风景画，画的是峡湾的一个小村，一切都是清

晰的具象，就是那种你可以想见的沿着不管是哪

儿的海岸都能遇到的景致，在画面上也有一些梦

幻色彩，不是吉特尔森那种魔幻的手法，那是另

一种梦，难以捉摸，却更勾人。

如果我是在现实里看到这个风景，我绝对不

想在其中逗留。但是，当我在这看到它，挂在这白

色大厅里，这就是我想去的地方，这就是我所渴

望的东西。

我的眼睛弥漫着泪光。 我喜欢这张画，是一

个叫拉尔斯·赫特维格的人画的，如此强烈，它扭

转了整个情况，我不再仅仅是一个创意写作学院

的学生，要在对艺术一窍不通又要不懂装懂的情

况下写一首关于画的诗，我是一个能从心底里感

受到这一切的人，泪水就在眼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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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由这一变化激发的喜悦， 我继续向里

走。 博物馆里有大量阿斯楚普绘的油画作品，这

我是知道的，这也是我来这的原因之一。 阿斯楚

普是约尔斯特人，那也是我外祖母的家乡，阿斯

楚普的父亲在那当牧师。 在我整个成长过程里，

我们家楼梯上方墙壁上有一幅阿斯楚普的画，它

画了一块草甸，往上延展伸向一个老农庄，上方

是一些雄伟壮大却并不具有威胁性的峰峦，这是

一个仲夏夜，开满了毛茛花的草地上，尘土在光

线中盘旋。 这张画我看了那么多次，都成为我的

一部分了。 挂着这幅画的墙外就是道路和住宅

区，一个完全不同、更清晰、更实在的世界，有窨

井盖和自行车把，邮箱和野营车，自家用婴儿车

车轮改造的手推车和穿着月球靴的孩子们，但画

里的夜间世界同样也不是梦，不是童话，在现实

里能找到它， 那山坡上的农场就是外祖母的家，

她很多兄弟姐妹仍然生活在那里，我们有时候在

夏天去看他们。外祖母还记得阿斯楚普，妈妈说，

他是村子里人人都谈论的话题，在外祖母和外祖

父的家里挂着他画的另一幅画，我这一辈子看过

它不知多少次。 画的是白桦林，黑白相间的树干

密密地生着，几个小孩在林间走动，采着什么东

西，这幅画里有种可怖的气氛，几乎看不到天空，

但是它被挂在日常世界正中， 就在餐边柜上方，

也就滑入了那儿的安宁。

几乎所有阿斯楚普的画都以约尔斯特的事

物为题材，真好，它们画的是我在现实生活里所

熟悉的地方，我能认出来，但是也可以说是认不

出来。这种双重性，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空间，并

不是我会想到或者反思的东西，但它还是我所熟

悉信赖的，这就像当我要读书时不会去反思我正

在步入的房间，我不假思索地信赖着它，我是怎

样从这一个瞬间走入下一个瞬间，离开包围着我

的所在又走入下一个，却几乎总是在思念着我所

不在的那个别处。

阿斯楚普的画是我的一部分， 当约恩·福瑟

让我们写一首关于画的诗时， 我首先就想到了

他。 我打算在博物馆里四处逛一逛，打开自己的

感官，如果出现了什么能给我灵感的东西，我就

以它为题材，如果没出现，我就会写一张阿斯楚

普的画，它已经在我的系统里了。

我在那儿溜达了半个小时， 站在拉尔斯·赫

特维格和阿斯楚普的作品前面做了些笔记，描写

了画上的一些细节，这样我回家后写诗时就还能

记得它们。 之后，我在湖边走了走，走进了马肯

区，城市这一区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挤满了人，

是阳光让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我在画廊咖啡馆喝

了杯咖啡，写了几行诗，然后继续朝着托加曼尼

根的方向走去，在那里，看着教堂居高临下俯瞰

城市的景致，一个念头击中了我，可以去找英薇

尔，看看她在不在自习室里。这个想法让我战栗。

但我对自己说，这有什么好怕的，她就是个和其

他人一样的人，又是个同龄人，再说上一次也不

是只有我难以呈现出自自然然的言谈举止，也许

她也是一样，她应该也满怀见人的紧张而且和我

一样意图强烈，当我快步朝“高地”走上去时正是

这个想法让我感觉好多了，情绪振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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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了，我走到顶上按照她以前给我指的方

向走着，想到我其实也算有事找她，我想邀请她

参加英韦的聚会。 如果情况不错的话，我就留着

这话不说，这样就有理由下次给她打电话，但是

如果情况不妙，我就可以把这张底牌打出来。

从外面炽烈阳光里走进来，心理学系学生大

楼入口更显得黑暗，以至于我开始都看不清那儿

挂着的大楼一览牌上的字母。当它们慢慢浮现出

来时，紧张让我分神，有那么几秒视线无法在那

些字母上对焦。喉咙发干，脑子发热，我终于搞明

白了自习室在哪儿，当我走进去的时候，很明显

比我走过的那些学生要不自在得多，我站着一排

排的课桌看过去，在另一端的某张桌子边有人站

起来，冲我挥手，是她，她飞快地清理了座位，穿

上了牛仔外套，朝我走过来，嘴上带着微笑。

“你来得正好！ ”她说，“要去喝杯咖啡吗？ ”

我点点头。

“你带路吧，这里我一点都不熟。 ”

今天外面坐满了学生，在长凳上，在路边和

台阶上，我们最后每人拿着自己的咖啡在西登豪

根学校的食堂里坐了下来， 这里桌子旁边人少。

这一次我们之间的气氛轻松多了。我们先聊了聊

她的专业，还有在凡托夫特和她共用厨房的那些

家伙，我和她说起莫滕，接着就是英韦，我读高中

时来这里找他玩是多么了不得的事，她也说起了

一些她成长里的事， 她说她以前是典型的假小

子，踢足球，偷别家花园里的果子，我说这些在现

在的她身上已经快找不到痕迹了， 她笑着说，她

也没打算在卑尔根踢球，但是下次桑德尔队过来

比赛时她要去体育馆看，还有在他们的主场佛斯

哈根的几场比赛她也准备去看。我也说了说斯塔

特俱乐部，还有我和英韦在体育馆里见证了斯塔

特在 1980 年最后一场里以 4?3 击败罗森堡队 ，

成为联赛冠军的那一幕，我们冲上球场，最后到

了更衣间里为球员们欢呼， 他们把球衣扔出来，

我居然不可思议地一把抓住了斯韦恩·马蒂森的

球衣，所有球衣里最珍贵的，九号。但是有个成年

的家伙从我手里把球衣扯出来，抢走了。

（《我的奋斗 ：雨必将落下 》[挪威 ]卡尔·奥
韦·克瑙斯高/著，李树波/译，理想国·上海三联书
店 2021 年 1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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