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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傷向誰傾訴

一座城市。一聲召喚。三個
憂傷的靈魂。這是記憶與紀行
之書，也是倫敦微攝影之旅。
這是，鍾文音與詩人普拉斯、
作家吳爾芙的綿密對話。這是
生命的第幾場異鄉呢？時時刻
刻，踏着前行者的步伐，帶着
想像與情懷，帶着憂傷和歡
愉， 從童年，性別，寫作，
愛情，異鄉為起點，以孤獨，
決離，靜默為終點，女子們熱

烈情感在字裡行間飛揚，過往與現刻有了雙重，三重，
四重，多重對話， 旅途上，分不清誰是普拉斯，誰是
吳爾芙，或者誰是鍾文音……

作者：鍾文音
出版：大田出版

阿媽

對作者曉蕾來說，寫「媽
媽」無疑是她的一大挑戰，當
中要處理的感情可能比她寫任
何一篇調查報道文章還要來得
費力。但曉蕾也不愧是寫人物
專訪的高手，在別人的故事
中，她擅於發掘那些隱藏其中
的情感。曉蕾以其記者觸角，
發掘受訪者這份埋藏於心的情
感，將之呈現，是最原始且忠
於原者的。不渲染，不埋藏，
卻最感動人心。

作者：陳曉蕾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謬拉老師上學去

原來，教學不一定是春風化
雨，更可能是身陷真實上演的
大戰現場。身為非正規教師教
育體系出身的穆勒，在擔任代
課老師的第一天就經歷震撼教
育。學生們吵鬧打架、程度落
後、移民的文化與價值觀差異
的衝擊、僵化的教育制度等
等，使得穆勒必須見招拆招。
在跌跌撞撞的過程中，儘管偶
而崩潰、心灰意冷，卻漸漸了

解眼前這些被家長、家庭、學校、社會忽略的孩子們。
透過自己的親身經驗，穆勒相信唯一能衝破這些看似環
環相扣、盤根錯節疑難的，是第一線上老師的堅持。因
為，能幫助弱勢孩子的地方就是學校。

作者：菲利普．穆勒
譯者：林繼谷
出版：新經典圖文傳播

忽然一陣敲門聲

是什麼樣的故事，讓人不惜
拿槍抵着小說家的腦袋，甚至
把他五花大綁，只為了再聽一
個？獲獎連連的以色列小說家
艾加．凱磊，以本書征服了全
球讀者，橫掃美國八大權威媒
體選書榜。他筆下已有近50
個故事改編為電影，堪稱各界
創作者最覬覦的靈感來源。開
場故事〈忽然一陣敲門聲〉描
寫小說家遇上歹徒敲門要脅：

「生活苦悶，快給我講一個故事來逃離現實！」點出了
「好故事是生活的必需品」，有如凱磊的創作自序。故
事皆以日常處境切入，佐以創意連連的情節，短至8百
字，長達1萬字，以極為罕見的文字魔力，為苦悶現實
召喚改變的可能。

作者：艾加．凱磊
譯者：王欣欣
出版：寂寞出版

希特勒回來了！

希特勒回來了！這回不打閃
電戰，他要用電視和網路橫掃
全世界！1945年以來，有許
多關於希特勒下落的傳說。但
他不是死於柏林地堡爆炸，也
沒有藏身南美洲，2011年夏
天，希特勒醒來了，置身景物
不再熟悉的柏林街頭。親信不
在身邊，帝國總理府不見蹤
跡，而且土耳其人滿街跑，波
蘭依舊存在，德國現在是女總

理當家……希特勒原先認識的世界已徹底改變……希特
勒與納粹一直是德國的禁忌，作者卻將他塑造成無害的
小丑，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挑戰讀者的底線；並透過希特
勒，觀察媒體如何被善用與濫用。

作者：帖木兒．魏穆斯
譯者：管中琪
出版：野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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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心武新近出版了被命名為「二十年來首部現實主
義長篇小說」的《飄窗》，這部小說很容易令讀者想
起余華去年出版的「現實主義力作」《第七天》，兩
部小說的共同之處是將視線投向了底層人的生活與命
運，在素材選擇方面都緊跟熱點，不同之處是劉心武
對社會新聞的處理方式是，仍然保持了文學與現實的
必要距離。
作為書名，「飄窗」是一個用意明顯的意象，主人
公薛去疾常透過自家的飄窗，去觀察城市街道兩旁的
百姓生活景象，「飄窗」在故事中起到了阻隔作
用——維持了薛去疾作為知識分子的尊嚴與矜持，同
時，「飄窗」在故事中更像一台液晶電視，這台「電
視」中播出的內容，世俗，沉重，有真實有虛假，有
實意有虛情，它比電視劇精彩，精彩到令人驚懼。
在這部握在手裡並不算厚重的小說中，竟然有近一
百個人物出場，這不由讓人想到，在《紅樓夢》研究
領域作為專家的劉心武，在寫作《飄窗》時使用了
《紅樓夢》的筆法，人物雖多，但關係並不複雜，如
同書中將「飄窗」外的市井世界描述為「清明上河
圖」一樣，一眼即可看清楚，只是，這幅現代「清明
上河圖」裡，看到的繁華與熱鬧都是表象，內裡盡是
悲涼與傷感。
「通過六個人可以結識世界上任何人」，這個說法
被形容為六度空間理論，《飄窗》中的諸多人物關
係，就可以用六度空間理論可以形容，在這個六度空
間裡，薛去疾是中間人，向上，他銜接的是政協委
員、文學界大人物、高官子女等等，向下，他認識的
人又包括歌廳小姐、水果攤販、小區電工、保安等
等。在書中，作者使用了「社會填充物」的說法，來
形容各個階層中間那些無足輕重的人，按照書中人物

的說法，沒了「社會填充物」，
達官顯貴們也就沒了什麼優越
感，這樣的形容，真實又犀利，
有一語道破的暢快感，但琢磨起
來也頗令人胸悶。
套用電影常用的一個術語，

《飄窗》寫的是「群戲」，除了
薛去疾是絕對的男一號（他同時
也擔任了故事導遊這個角色），
其他的一二十位配角的情節篇幅
大致相同，這些角色將人們於市
井之間所能見到的人物一網打
盡，剩餘的那些「客串角色」隨
時保持出場的狀態，只待作者一
聲召喚，便站立於文字當中，向
讀者講述他們的故事，這些故
事，每個人都耳熟能詳。
講述社會百態、人生百味是《飄窗》的「主旋

律」，但能給讀者帶來震撼感的，卻是作者對知識分
子命運的描寫，薛去疾有着知識分子的驕傲與清高，
也有着知識分子的妥協與膽小，他以俯視的眼光打量
一切，但卻盡力保持着知識分子式的本真與善良。他
與黑社會頭目的保鏢龐奇的「忘年交」故事，曾是整
部小說裡最溫暖的部分，但結局之令人意外，可以視
為劉心武對知識分子命運的一種反思。
知識分子的窗外究竟飄着什麼？《飄窗》給出的答
案是，窗外的社會充滿着交易與潛規則，窗外的空氣
遊蕩着弱肉強食的氣息，窗外的人們如同被操縱的木
偶，每個人都被按在原地，被一雙無形之手驅趕着疲
於奔命……那麼，窗內的知識分子就能躲得開窗外的

紛擾嗎？故事的結局是明顯的：不
能。
《飄窗》中的知識分子之死，是
死於尊嚴的喪失，死於大環境的壓
迫，而龐奇由一個良心未泯的保
鏢，一個有愛情、有未來的青年，
變成一個殺人犯，則是因為內心那
份期望的泯滅。在龐奇看來，薛去
疾有着完美形象，不但是他的人生
導師，也是他的精神支撐，他龐奇
可以自恃賤命一條，但薛去疾卻不
可以喪失人格，書中悲劇有無數
種，但薛去疾與龐奇的悲劇卻如同

《拍案驚奇》，它突兀又耐人尋味，它令人懷疑其合
理程度，又不得不承認，如果失去這個情節，《飄
窗》也會失去其最厚重的分量。
久離長篇小說創作的劉心武，小說語言依然嫻熟，

對新興事物的了解以及對新鮮詞彙的運用，也讓《飄
窗》散發着蒸騰的時代氣息，只是，可能限於篇幅原
因，諸多角色沒能展開描寫，讀起來有走馬觀火之
嫌，人物轉場速度過快，也需要讀者讀慢一些以便能
記住人名。葉兆言最近在一次訪談中說，作家寫不好
當下是無能，但通過《飄窗》，還是可以看到，作家
是能夠寫好當下的，《飄窗》即是反應當下的一部現
實主義力作，它的創作姿態要超過故事本身，它埋藏
於故事裡的審視，更是體現出一位作家的清醒。

書評

《飄窗》：知識分子的窗外飄着什麼？
文：韓浩月

《飄窗》
作者：劉心武
出版：漓江出版社（2014年6月）

與那些宣洩個人情感、速印男女外遇、
臨摹鄉村野合、影射官場暗戰、挖掘

歷史陰謀、複製商場黑暗的其他寫作者不
同，蔣一談《透明》的8個故事——《發
生》、《故鄉》、《跑步》、《二泉不映
月》、《地道戰》、《在酒樓上》、《夜
空為什麼那麼黑》、《透明》都把人放到
家庭之中，用「家庭」帶動和襯托每一個
故事。在那些故事裡，主人公們被放在各
式各樣流動的境遇當中，反而更清晰地聽
到他們生命的別樣困惑和吶喊。

心神的窗，個人之存在的門戶
《發生》的故事情節安排在「豆瓣胡同」快要面臨
拆除之際，69歲的空巢老人由於孤獨多次想自殺，當
他邂逅25歲的藝術女夏天，他由此萌生出的「藝術
情懷」卻不被自己的女兒和鄰里街坊所認可和理解。
夏天和老人在胡同附近的寺廟裡設計完那場「扮和尚
藝術」活動之後，夏天突然接到荷蘭異國男友的電話
要求她去歐洲……道別時老人「精神迷亂」，他似乎
沒有體驗過愛的力量，或者沒有因為愛而能享福，愛
在那一刻是否只是失落的前兆？有太多現實因素可以
抹煞愛、延緩愛，像一隻隻髒手塗抹着原本透明潔淨
的窗——心神的窗，個人之存在的門戶。
《二泉不映月》以兩個看似並不構成因果關係的小
故事組成（《請原諒我》和《或許是答案》），卻以
其內在相通性啟發人們對生命的輕與重、藝術的輕與
重的思考。《請原諒我》中當年逃離台灣的爺爺找到
了可以被原諒的理由——已飽受一次離別滋味的人不
想再來一次別離，他拋卻了負重、迴避了痛苦，選擇
釋然走向生命之終。《或許是答案》展示了一次《二
泉映月》填詞朗誦活動敗陣於現代口語接龍活動後，
人群退去，留下時空的落寞。「一個不懂得悲傷的民
族，不是深沉的民族」——顯然，真正的藝術是沉澱
的，它擁有重量，沉澱在最低處，需要有重量的靈魂
伏地而聽。
「地道」是一個隱蔽的空間，其曾展示了隱蔽的歷
史。《地道戰》的獨特視角，在於作者書寫了「現實
生活」中地道戰的場景和故事。《跑步》裡那位40
歲大學教授，為了展示父親的身份，他想跟那男人打
架，但在暴力面前感到「虛弱」：他首先發現自己沒
有這個能力，其次是礙於他的身份，結果只能採取
「跑步」此種極其莫名其妙的方式表現出來。通過寫
《跑步》這篇小說，蔣一談是想審視和思考，在「我
爸是李剛」頻繁上演的弱肉強食時代裡，我們該如何

做一個合格、有尊嚴和有理想的父
親？

向魯迅致敬和等待靈魂
對於魯迅和魯迅的文化遺產，蔣

一談似乎有某種特殊的「情結」，
在這部短篇小說集裡有頗多魯迅的
影子，比如《故鄉》和《在酒樓
上》，作者其實是在用另一種獨特
的方式向魯迅致敬之時，也通過人
物和情節的改寫，延續了魯迅對當
下社會的深層次觀照和思考。

《故鄉》裡的老評論家遠走美國，在中西結合的家
庭裡常感落寞，只能在網絡世界裡觸碰虛擬的故鄉，
而且是正在變異、陷落的故鄉。「知識分子的故鄉何
在」或者說「知識分子如何還鄉」，這些在中國語境
下產生的話題，談起來不單沉重，而且令人傷感，也
可能永遠沒有最佳答案。蔣一談通過寫故鄉來寫知識
分子，使得故鄉已不再只是家國理念，而是巨大的精
神空間。
在《在酒樓上》裡，阿亮是一位「80後」北漂一
族歷史中學教師，前途迷茫且無望。然而，他命運的
轉折或困惑從偶然收到來自紹興姑姑的一封信開始：
身患絕症、每天都算着死期的姑姑想把自己的酒樓和
家裡的全部財產合計500多萬給阿亮，「交換條件」
是照顧生活不能自理的殘疾表哥阿明……選擇逃離北
京，去紹興尋找不是希望的希望，看似「天上掉餡
餅」，不過，逃離北京的另一面，也是巨大的責任和
犧牲，終究還是純粹地拔去根基，從零開始，盲目無
端的美夢可能只是導致負值。有的人，努力進入城
市；有的人，城市正企圖拋棄；有的人，似乎就在城
中，但生活也岌岌可危。一點點小事，就可能把一個
人推向絕望與狂暴的邊緣。就像蔣一談筆下的阿亮那
樣，脆弱而恍惚，可看上去，每個人都似乎長了堅強
的神經——多麼奇異的眾生相。敏感而謙卑的文心，
與洞察力相生相滅。

悲傷和糾結來自精細的雕刻
與短篇小說集同名的《透明》，其故事很「黑

暗」：一個安於家庭生活的男人形象，但此種「安
於」是一種害怕闖蕩的「安於」，他需要家庭生活賦
予其踏實感和安全感。他也因為此種性格遭到前妻的
「拋棄」，雖然離婚是他提的，但這僅僅是保留最後
一絲尊嚴的無奈選擇。幸運的是，他遇到了情人杜
若，讓他過上「想要的生活」，但當個人的「願望」

得到滿足後，才發現生活又橫生了親情問題。他面對
非親生的男孩不斷想起自己的親生女兒，並因思念甚
至萌生「邪惡」的想法：一面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和沒有愛上的情人、孩子，另一面是自己的血親女兒
和丟失的男性尊嚴。
他跟着情人杜若開的「黑色餐廳」彷彿是個隱喻：

餐廳裡永遠是黑夜，既能聯絡感情，也能激起想像，
看不見光，來吃飯的人借此在黑暗裡卸下疲憊的面
具……黑暗裡，情感是透明的，內心的糾結卻是愈加
清晰。某天，他在「黑色餐廳」與前妻、女兒相遇，
一片漆黑當中，被女兒的那句「爸爸什麼時候回家」
觸動，於是開始在前妻和情人的生活之間穿梭，搖擺
不定。於是，原先的平衡被打破，他在「失衡」中分
裂。「現在這個家，你可以隨時來，如果有一天我換
了門鎖，你就別再來了」——情人杜若最後的這番話
耐人尋味：習慣了在暗角裡匍匐躬行的他，在「現
在」和「如果」之間該如何抉擇？「換了門鎖」之後
就能治得了他內心的傷口嗎？靈魂就在作家的掌心與
指尖，悲傷和糾結則來自精細的雕刻，蔣一談並不想
就此認真作答。
蔣一談頗為「無情」的地方，就是善於發現人（尤

其是失敗者）的難堪處境。《透明》的扉頁上有一句
話，「只有認命，才能保有尊嚴」，悲觀情緒濃厚。
與「80後」、「70後」作家朋友相聚，很多次蔣一
談聽到他們說，「你太悲觀了」。他反駁，「認命不
是說要對命運跪拜，指的是認知命運，同時坦然面
對、承受、理解。」誠然，造物主賜予人類最沉重的
罪與罰，就是生與死。只要作家有足夠的智慧，你可
以從任何一種人生看到苦難和希望。看到了，或許你
才可以放下你的審判心，俯身拾起你寬大無邊的同情
心。

蔣一談

知名作家蔣一談的短篇小說，往往總有窮盡內心的執着——他從不願意給內心留存情

面，他的筆鋒向來有殺伐氣，無論是《伊斯特伍德的雕像》、《魯迅的鬍子》，還是

《赫本啊赫本》、《棲》，抑或是四月剛出版的《透明》，似乎是指哪兒打哪兒，一劍

封喉，穿透力從不受限於具體的物理時空。他討伐過的內心主要有：困惑、孤獨、狼

藉、虛無、承受、理解……也許在蔣一談藝術建構那裡，內心才是更確實的存在，外在

的身體或許只是內心的某種虛構物而已。 文：潘啟雯

發表新書《《透明透明》》
難堪之處 俯身拾起同情心

■■蔣一談蔣一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透明透明》，》，中信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