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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無所有

一九三○年代，一位不成
材的肖像畫家受到蘇聯審查
當局指派，刪除出現在官方
照片和藝術作品之中的政治
異議分子，而頭一個對象就
是他的弟弟。當一幅題名為
「午後的空曠牧野」的田園
風情畫碰巧出現在他桌上，
他蓄意顛覆，故意把他弟弟
的面孔畫進這片有鄉間小屋
坐落的田野中，自此之後，

他變本加厲地偷偷把弟弟畫入每一幅經他審查的圖片
中……繼暢銷首作《生命如不朽繁星》後，作者安東
尼．馬拉的全新作品，是一部耀眼且相互關聯的故事
集，以前蘇聯為背景，長達八十年的時間跨度，利用
九個相互關聯的故事集，訴說關於親情、悲劇時代及
藝術不朽的救贖力量，悲傷中懷帶幽默。

作者：安東尼．馬拉
譯者：施清真
出版：時報文化

極北

故事一開始，梅克皮斯已
是城鎮裡唯一的倖存者，其
他鎮民不是死於暴力和疾
病，就是絕望地逃離。這一
個破碎的世界幾乎成為人類
文明遺忘的歷史……小說刻
畫出一個有關未來的冷酷光
景，引領讀者們進行一場難
忘的北極大陸之旅，從人類
的起源到最後可能的終結。
文風簡樸，難以釋懷，卻充

滿希望，讓我們認識到這個世界的脆弱與美麗。其中
最為精彩和最令人難忘的時刻在於：當時間的終點來
臨時，最糟糕的事情莫過於孤獨和恥辱，但作者用主
角梅克皮斯這個角色來證明，一個人的自信、正直、
誠實的美德能夠挽救一個垂死的世界。

作者：馬賽爾．索魯
譯者：李靜宜
出版：春天出版

黑暗中芬芳的謊言

雙眼失明的村上和久，想
將自己的腎臟移植給因洗腎
而苦的年幼孫女，但檢查結
果發現，腎臟的健康狀況不
佳而無法移植。在極度絕望
之下，不得已只好回去拜託
一直有強烈違和感的大哥
龍彥，但大哥卻徹底拒絕。
失明已久的和久，感受到大
哥曖昧不明的態度，開始懷
疑因戰爭而滯留中國40年

後才返回日本的他，會不會是冒牌貨？此時，家中開
始收到來歷不明的點字警告信，再加上前往老家時，
發現照顧年邁母親的大哥竟然私藏毒藥，和久只好以
盲人無助的狀態，對大哥的真實身份展開了艱難的調
查……

作者：下村敦史
譯者：李彥樺
出版：悅知文化

不管多寂寞，我依然放送歡笑:
窗邊小荳荳的真實人生

在日本藝能界，誰能從電
視台開播就紅到現在？誰能
以 84 歲高齡還在線上主
持？誰能打破「電視談話類
節目播出期數最多」的金氏
世界紀錄？誰能在拘謹的日
本社會中，活出自己奇特的
天性？誰的影響力，獲得諾
貝爾獎得主大江健三郎的肯
定？誰寫的書，至今仍是日

本出版史上最暢銷？從被退學的小荳荳到長大後進入
演藝圈，黑柳徹子的人生寫下空前絕後的紀錄。在這
本散文回憶錄中，她書寫演藝圈從藝六十多年的酸甜
苦辣，更分享一籮筐爆笑事件！

作者：黑柳徹子
譯者：柯欣妤
出版：原點出版社

後現代變形記：曱甴好想變蝴蝶

《當蘇格拉底遇上金寶
湯》後，資深藝術行政人何
卓敏帶來了她第二本書。在
這本圖文並茂的小書中，何
卓敏讓筆下的主角如卡夫卡
《變形記》的主角般變身昆
蟲，再在不斷的追問中尋找
回自己人生的位置，由曱甴
變蝴蝶。在主角追尋自我的
夢境中，何卓敏將自己喜愛
的哲學著作、藝術名畫、當

代藝術品串聯其中，讓讀者如同走入不同觀念相互交
織的迷宮，不停回望、思索，打破現有的思維框框，
由前人的思想與創作中汲取養分，進而關照自身。
「認識你自己」，是哲學恒久的課題，也是每個人必
修的學分。

作者：何卓敏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重新審視旅順口的歷史
本書的作者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職業作

家，他雖然是國家公務員，可偏偏有無法
割捨的創作情結。但是，誰規定作家必須
是職業的？難道那些拿國家俸祿的所謂
幾級幾級作家寫出的東西就真的值得看
嗎？世界反烏托邦開篇之作《我們》的作
者扎米亞京是造船工程師，短篇小說之王
契訶夫是醫生。況且許毅先生有豐富的創
作經驗，曾出版中篇小說集《舉報人》
等，他以業餘的身份和專業的精神完成了
《黃渤海戀》這部長達35萬字的巨作。
作家所選擇的內容並不一定會讓多少人

眼睛亮起來，用他自己的話說，寫作不過
是「完成自我救贖」，但這在客觀上起到
了審視旅順口歷史的作用。也可能，他只
想在自己的心血之作裡感歎人生的無常，
勾勒歲月的變遷，體會政治的殘酷，悲哀
人性的險惡，他要告訴讀者，旅順口既能
影射近代中國的屈辱，也能反映了現代中
國的苦難。從更宏大意義上講，這部小說
甚至也是對蘇聯作家斯捷潘諾夫1941年創
作的長篇歷史小說《旅順口》遙遠的回應
和反駁。《旅順口》歌頌俄羅斯的優越
感，充斥大國沙文主義言說，對中國形
象的誤讀和有意的誤讀比比皆是。然而，
就是這樣一部殖民情緒濃重的作品卻在
1946年獲得了斯大林文學獎一等獎。可
見，文學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國家意志的曲
折而藝術的表達。遺憾的是，我們的文學
正在失去「文以載道」的傳統，成為消費
文化的幫兇，變成沒有邏輯的胡言亂語，
別說是國家意志，就連作家個人的思想也
充滿了悖論。《黃渤海戀》之所以值得推
崇，正是因為許毅先生擁有難得的家國情
懷，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忠實生活，直
面傷疤，只有熱愛自己故土的人才能有這
樣的勇氣。

回歸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就小說的寫作手法而言，作家採用了最

為簡單平淡的語言，他彷彿化身為鬧市中
的說書先生，驚堂木一拍，將一段歷史傳
奇向讀者娓娓道來。
作品以程氏家族藏書樓中珍貴文物的得

失歸屬等事件為經，以圍繞蘇聯軍隊、國
民黨和共產黨在旅順口多種勢力較量做
緯，上演了抗日戰爭之後旅順口這個軍事

要塞不平凡的歷史大戲，中間穿插了八路
軍幹部程魯民和蘇軍中校伊萬諾夫之女尼
娜的愛情糾葛等精彩橋段，人物雖然不
少，但線索清晰，多而不亂，且能做到草
蛇灰線伏筆千里。
我之所以喜歡這部作品，首先是因為作

家的審美與傳統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是一
致的，即文學並不是人們茶餘飯後的消費
品，文學從本質上講依然傳達「興觀群
怨」的靈氛。歷史就是這樣：共產黨和國
民黨原先在抗日大局上尚能一致對外，而
蘇軍出兵中國東北後，國共兩黨則由曖昧
到兵戎相見，蘇軍為了謀取國家的最大利
益，趾高氣揚地盤踞在旅順口這個大舞台
上。難能可貴的是，作家準確地把握了那
個波詭雲譎的時代語境，刻畫了程魯民、
周允聲等共產黨員形象；其次，現實主義
的創作原則要求作家不能粉飾歷史，偽裝
現實，要有批判意識。蘇軍在解放東北的
系列戰役中功不可沒，但他們的種種劣行
同樣也讓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不寒而慄。然
而，由於種種原因，我們的歷史文本和文
學作品對此常常以沉默來宣告自己的健
忘，似乎為了中蘇（俄）友誼，為了當下
兩國間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得以保持，
可以對歷史的真實視而不見了。許毅先生
能以良知來警醒自己，沒有對不堪回首的
過往規避遮掩，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對
旅順口的覬覦通過貌似公允的中國通鮑里
斯．伊萬諾夫和安德列等人的行為得以展
開；再次，小說沒有把人物臉譜化，而是
根據人物的經歷、身份來刻畫人物的性格
和安排情節。程氏家族是當地大戶，程老
夫人既體現了封建家長的專橫跋扈，對子
女婚姻生活的干預，也傳達了老派中國人
的剛直不阿的品格。當然，其他人物只是
綠葉，程魯民這個主人公傳奇的人生才是
小說的重點。

章回體書寫歷史傳奇
文學作品除了「載道」功能外，其可讀

性或者趣味性也是不能忽視的因素。為了
實現這一目的，許毅先生在敘事方面下了
很大功夫。程魯民和尼娜的跨國戀情使得
小說在強調文學的虛構性同時也增加了讀
者的審美愉悅。兩人相識於戰火紛飛的偉
大的衛國戰爭時期，程魯民作為蘇聯伏龍
芝軍事學院的優秀學員在尼娜的心中埋下
了愛的種子，機緣巧合，兩人在旅順口相

逢，相逢的場面沒有像電影中描寫的那般
驚艷，這大概就是什克洛夫斯基所說的
「陌生化」吧。作家把或然率和可然率之
間的關係拿捏得十分到位，使得小說中的
故事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比如，
在小說的開端，為了開展工作，程魯民接
受組織安排和蕎面兒結婚，在程序上兩人
是夫妻關係，但在感情上，程魯民只把她
當做自己的妹妹，但程家人可不這麼想，
黨組織也不這樣認為。所以，程魯民和尼
娜的跨國戀情從一開始就不順暢，但如果
小說以這種虐心的方式來描寫這段感情並
不符合讀者的期待視野，所以作家安排了
讓人們可以發揮想像力的結尾，「火車緩
緩地移動了，尼娜感到眼前的一切都靜止
了，全然不顧人們還在急切地呼喚」。除
尼娜外，作家還精心刻畫了鮑里斯、安德
列、彼得、柳波芙及柳德米拉等俄羅斯人
形象，這些形象的成功得益於許毅先生對
俄羅斯性格的深度理解和精確觀察，書中
涉及了許多俄羅斯文化元素，作家對這些
元素的完美把握使得這些俄羅斯人不至於
變成長外國人面孔的中國人，更不會發
生「文化休克」現象。
在形式上，作家採用了傳統的章回小說

手法，每章的引首部分均通過類似「格律
詩」來統攝全章的內容，如此寫法在目前
已不常見，頗有復古的傾向，我猜想，大
概作家希望通過這種手法來製造不同於當
下創作的震驚感。常言說，十年磨一劍，
《黃渤海戀》從創作到成書，遠遠不止十
年，正如作家自己所言：「這個故事一直
困惑我二十多年，如今五十歲的年紀，竟
然有數十年被那故事時常勾擾，經常折
磨。我像縫衣服裡縫進一根針，說不定什
麼時候就被扎了一下；我像罩一件粘滿
板栗殼的馬甲，動與不動都如芒在背。」
曹雪芹所說的「都言作者癡，誰解其中
味」與許毅先生的「板栗殼之說」如出一
轍，即經過時間釀造的文學作品不一定成
為經典，但沒有經過時間的沉澱和作家苦
心孤詣數十載的錘煉之作一定不會成為經
典。《黃渤海戀》是關於旅順口的故事，
也是那個時代歷史影像的文字版，讀者可
以在書中找到人民倫理的大敘事，也可以
欣賞個人的情感呢喃。文學，從來都是精
美的私人話語，也是表達作家某種精神的
語言產品，從這個意義上講，《黃渤海
戀》是純文學作品，是值得回味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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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毅簡歷
許毅，1963年4月出生於遼
寧省丹東市，目前供職於大連
開發區地稅局，曾發表《大碼
頭》、《幫忙》、《命脈的末
梢》、《不言放棄》、《政
績》、《舉報人》等6部中篇
小說，共近30萬字，並結集
出版。作者被稱為「以稅收素
材進行小說創作的第一人」，
作品被稱作「稅收小說的開先
河之作」。
1984年7月解放軍測繪學院
畢業後，許毅來大連駐軍某測
繪部隊工作。在那段歲月裡，
他利用節假日，倒兩遍長途客
車，無數次地走進有「半部中
國近代史」之稱的旅順口，熱
衷於研究那裡發生的諸多事
件。身為測繪部隊的技術人
員，他一年有大半年時間奔波
於白山黑水之間。得知部隊奉
命執行中蘇兩國邊境聯合勘界
任務時，他閱讀了大量資料，
盡可能地多了解俄羅斯人的宗
教信仰、風土人情、文化差
異，等等。勘界工作尚未結
束，一個故事就在腦海裡不時
浮現，但他沒有急於動手，一
方面，書中可能要涉及尚未解
密的文件；另一方面，他深知
完成這樣一部巨作，以他當時
的人生感悟還欠火候。一晃又
是幾年過去，他轉業到稅務部
門工作，這時他才覺得時機成
熟，於是開始書寫這部醞釀已
久的作品。
十年磨一劍，許毅耗費在
《黃渤海戀》上的心血也許不
能用時間來計算，僅寫作提綱
就進行了近百次修改，每個章
節前的引首詩，都反覆吟詠。
許毅，詩意地棲息於文學之
中，這就是他的生存方式。

莫斯科著名的新聖女公墓一個低調的墳塚
裡，安葬長篇小說《旅順口》的作者亞歷山
大．斯捷潘諾夫。
作家於1892年出生在烏克蘭城市敖德薩的軍

人家庭，後隨父親定居旅順口。1904年，12歲
的斯捷潘諾夫以父親尼古拉．斯捷潘諾夫（時
任電岩炮台的指揮員）通訊兵的身份，參加了
日俄戰爭並身負重傷，險些丟掉一條腿。
《旅順口》發表於1941年，到目前為止，已

再版39次，被稱為俄羅斯戰爭文學的經典，作
家因此榮獲1946年蘇聯文學的最高榮譽——斯
大林文學獎一等獎。國內最早的譯本由畢業於
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我黨早期革命家陳昌浩翻
譯，195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作家把這場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戰爭稱之為旅
順口保衛戰，似乎這裡本就是沙俄的領土。在他
的筆下，俄羅斯軍隊英勇無敵，為了尼古拉二世
和軍人的榮譽不惜灑血疆場。周恩來總理在讀過
此書後有過如下評論：「《旅順口》寫得不好，
小說中寫的中國人不是漢奸、特務，就是娼妓、
乞丐，這是對中國人的侮辱。」
事實的確如此，中國人或面孔模糊，或形象

猥瑣，列入人物表中的只有一個叫尼古拉．伊
萬諾維奇．紀鳳台的中國商人，單看這長長的
名字，就知道是個親俄分子。另外一人是只有
姓沒有名的溫，他負責講述日本人的殘忍和俄
羅斯人的善良。小說裡的中國人不過是優雅高
貴的俄羅斯人的生存背景和陪襯。 文：鄭永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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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山大．斯捷潘諾夫和他的小說《旅順口》

縱觀當今中國文學創作的態勢縱觀當今中國文學創作的態勢，，不難發不難發

現現，，很多作家所追求的不再是用語言的力很多作家所追求的不再是用語言的力

量發現生活中的美與醜來提升人的思想境量發現生活中的美與醜來提升人的思想境

界界，，而是盡量尋找各種賣點而是盡量尋找各種賣點，，以獲取以獲取「「相相

關人士關人士」」的喜歡的喜歡。。儘管閻連科儘管閻連科、、莫言莫言、、余余

華和殘雪等人的純文學創作在人們的閱讀華和殘雪等人的純文學創作在人們的閱讀

中佔有重要的位置中佔有重要的位置，，但大量以盜墓但大量以盜墓、、玄玄

幻幻、、歷史戲說為題材的小說因為能準確地歷史戲說為題材的小說因為能準確地

「「揣測聖意揣測聖意」，」，所以也就贏得了市場的青所以也就贏得了市場的青

睞睞。。

都說作家是時代的良心都說作家是時代的良心，，最能感受人們最能感受人們

普遍的精神訴求普遍的精神訴求。。然而然而，，在巨大的生存壓在巨大的生存壓

力面前力面前，，良心難免蒙塵良心難免蒙塵，，物質主義的碾壓物質主義的碾壓

讓作家這個崇高無比的稱號被讓作家這個崇高無比的稱號被「「寫手寫手」」一一

詞所代替詞所代替。。其實其實，，人們大可不必為此悲人們大可不必為此悲

哀哀，，無論是俄語的無論是俄語的писательписатель，，還是英語的還是英語的

writerwriter，，其準確的翻譯也無非是寫字的人其準確的翻譯也無非是寫字的人，，

唯獨漢語非要給唯獨漢語非要給「「寫手寫手」」冠以高大上的作冠以高大上的作

家稱謂家稱謂。。羅蘭羅蘭··巴特早就發現巴特早就發現，，在消費社在消費社

會會，，文學就是商品文學就是商品，，作品在讀者那裡成為作品在讀者那裡成為

文本文本，，從而獲得多重意義從而獲得多重意義，，變為思緒遄飛變為思緒遄飛

的存在的存在，，他斷定他斷定「「作者死了作者死了」」並非聳人聽並非聳人聽

聞聞，，而是客觀現實而是客觀現實。。竊以為竊以為，，文學在文學在「「作作

者死了者死了」」的哭泣聲中如何完成自己的審美的哭泣聲中如何完成自己的審美

造型造型，，的確是時代的重大問題的確是時代的重大問題。。也許也許，，許許

毅先生的毅先生的《《黃渤海戀黃渤海戀》（》（安徽文藝出版社安徽文藝出版社

20172017年年33月出版月出版））能為這個問題提供一個能為這個問題提供一個

參考答案參考答案。。 文文：：黑龍江大學教授黑龍江大學教授 鄭永旺鄭永旺 ■■許毅許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