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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尽一生关注残雪
□泉朝子

文学这个希望
□近藤直子 遗作 泉朝子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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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 在长沙举行的 “残雪国际研讨会上”，
来自日本的泉朝子小姐朗读了写给她的老师、 日本著
名残雪研究专家、 翻译家近藤直子女士的悼词。 65岁
的近藤直子女士因为身患癌症， 于8月28日在东京去

世， 不能前来参加预定要来的这次研讨会了。
泉朝子的悼词很让编者感动， 从中能感受到近藤

老师的风骨， 也感受到她对老师深深的感情与怀念。
而她宣读的近藤直子最后写给学生的文章， 特别是文

中关于 “杀佛” 的理解很给人启悟， 十分深刻地洞达
了文学的本质、 文学与人生的本质关系， 也是她在生
命最后时刻对文学、 人性的烛照。 故一并刊发与读者
们分享。

■
编
者
按

近藤直子老师是我最尊敬的一位老
师，也是和残雪抱有同样志向的伙伴。近藤
老师是最早将残雪的作品介绍给日本的
人，她在日本翻译了很多残雪的小说，还在
大学教授以残雪作品为中心的文学课程。
“残雪研究会”也是由她发起设立的，组织
起很多爱好者研究残雪的作品。

近藤老师从小喜爱文学，熟知很多古
典的和当代的世界文学名著，但是为什么
她用尽一生一直关注残雪呢？在近藤老师
的著作里这样写道：“我第一次看到残雪的
那部不可思议的小说是1987年。我一看到
《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 这部3000
字左右的有些生硬的短篇，就感到了从未
有过的深深的惊讶。而且我更为吃惊的是，
我无法说明是什么让我感到了惊讶？这究
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对大多数的读者来说
大概也是如此，一开始残雪的小说就是作

为一个问题在我面前出现了。想想看，我曾
看过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小说从某种
意义上讲都是问题的展现，我觉得让我着
迷的也正是这些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
但是， 我从未遇到过跟残雪的小说一样
强烈的，压倒性的问题展现。如果说作为
问题的所有的小说都是通过问自身是什
么，问读者是什么，人是什么，文学是什
么的话， 残雪作品的问题的诱惑性太强
烈了， 所以我无法做到对她的问题的忽
略不答。这个小说到底是什么？我开始翻
译残雪的小说，就是因为，我想找到这个
问题的回答。”

我跟近藤老师今年3月还一起做研究
会的工作， 但在4月里突然检查出她患了
癌症。病状十分严重，大家都非常担心，不
过近藤老师还是跟往常一样，始终向前看，
生活态度依然很积极， 每次打电话， 见面

时， 反倒我们被她鼓舞了精神。 我看到老
师， 她让我觉得她一定会克服病患的。8月
里她的病状恶化了。但她依旧很积极，很开
朗，很幽默，经常开玩笑，充满着对周围人
的体贴和对生活的爱。

近藤老师到最后还是近藤老师， 她追
求理想一直到她生命最后的一瞬间， 也给
了我们巨大的勇气。近藤老师，您在我心中
永远活着，请您以后也继续跟我谈话，继续
给我提问题。

近藤老师原定要来参加这个研讨会
的， 她很想来这里， 但没法实现这个愿望
了。她8月住院的时候，在医院里留下了一
篇原稿，是在她已经看不了书，写不了文章
的时候，由她口述、由她的姐姐代笔的。那
是近藤老师设想的她的最后的讲义， 是她
要传达给年轻人的话。 请允许我来念给大
家吧。

学生们，同事们，谢谢你们今天为了参
加我的讲义在百忙之中抽时间聚在这里。
今年四月，对于我的突然休讲，大家一定感
觉很疑惑。 我想如大家所知， 我患上了癌
症，住院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没想到自己
的体力衰退得如此之大， 但就这样告别大
家我觉得太过遗憾了， 所以想将这十六年
中没有说完的事情尽我所能地讲一讲。

当然， 人不可能道尽自己想说的所有
事情。这个道理，一想就会明白。是不是文
学创作也正因如此，才被延续至今。到底人
自古至今都想写些什么呢? 把笔置于白纸
上，置于白教板上，在那洁白自由中，人究
竟一直都想要写些什么呢？ 我认为想写的
那个东西一定连接着希望，或者确切地讲，
它就是希望本身。 人恐怕是唯一能将自己
想象中的东西创造出来的生物。 如果一个
人自己想象着要接近上帝， 也许就真的会
缩短与上帝的距离。与之相反，一个人如果
乐于凡庸、利己的存在，或者乐于效仿其他
人， 那又何尝不可以呢？ 但大多数人恐怕
还是希望比现在更好,更美，更真实。人希望
自己更美一些，这绝非是一件羞愧的事。年
轻人对于自己寻求真善美， 容易感到难为
情， 容易觉得追求真善美是虚伪的事。当
然，完全的善人不存在。然而，完全的恶人
不也是不存在的吗？想想看，人呢，像对于
其他事情一样，对于真善美也很矛盾。也就
是说， 在自身中向两个不同方向的欲求各
占一半。但再稍作考虑，难道不正是因为如
此才变得有趣吗？ 由于存在于自身中的主
人与客人这两个对立主体的相互争执，使
我们个人开始运动， 人类以及世界也因为
运动而生机勃勃地选择未来。

在此我想重新考虑文学和个人的关
系。

我在过去的十六年中， 在这里给大家

讲文学课。 也许能算得上我将文学教授给
了大家。 从吉尔伽美什史诗到残雪和卡夫
卡，我讲过很多的作品，也讲过各种各样的
世界名著，那对我来说都是巨大的喜悦。不
过，关于文学本身，我又教授给大家了些什
么呢？ 也许除了讲一些零碎的知识以外，
我并没有教给大家什么。 可是， 到现在想
想，我觉得这样才可以说是文学课的成功。

应该是禅宗的临济录吧。 里面有这样
一段：“逢佛杀佛，逢祖杀祖。”虽然开始我
搞不清原委，但现在我好像明白其意了。

为什么逢佛就必须得杀佛。其实那是为
了赋予佛生命。如果你只是看到了佛，就将这
个只有外表的佛拥戴在心中，再或者不加思
考地直接接纳自己看到的佛，那么你只会变
成佛的仆人、门生和奴隶。你只会将佛的话现
学现卖，无论遇到任何事，你只会永远寻求佛
说了些什么，完全变成一个没有自立性的人。
所以，如果想寻求对自身而言可称之为真理
的佛，就必须“杀掉”随处可遇的佛。为了赋予
佛生命而杀佛。换言之，佛就是老师。如果你
想要寻求真正的老师，当你在路上碰到了有
一副老师外表的人，那你就不得不把他杀掉
了。因为为了将你自身树立为真正的老师，不
许你寻求除了自身之外的老师。所以对你们
来说，我假如就算有一点点看上去像是一个
老师样的话，或者哪怕只有在那么一瞬间，请
你们一定将我也杀了吧。

我不等那个瞬间的到来， 正如你们所
见， 我打算在这里完成作为老师的最后的
任务。 我这么说也许是多余吧， 但不只是
我， 如果你在路上跟曾经在白纸上写下自
己希望的世界上的有名无名的大作家碰到
了，不要犹豫马上就杀。于是在那之后，你
本人就成为了对你而言的佛。

请你不要成为奴隶或随从， 而是成为
立于洁白纸上，并在正中心的自由人。

那么诸位，感谢你长时间的倾听。这就
是我作为老师的最后讲义。

2015年8月于东京
（近藤直子 日本大学文理学部中文系

教授 。1989年第一次出版残雪的短篇集翻
译本《苍老的浮云 》，此后翻译出版残雪的

《黄泥街 》（1992年 ）、《突围表演 》（1997年 ）
等，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残雪作品，2014年
翻译出版残雪的长篇小说 《最后的情人》。
2001年在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评论集
《有狼的风景： 读八十年代中国文学》。2008
年在日本设立“残雪研究会”。 ）

晚上朋友聚，喝了酒回家路过一只黄斑
纹的猫，大约是看我好看，在路灯下鼓了圆
乎乎的眼瞪我半天。我便嘻嘻冲它笑，想回
它一个媚眼。它虎着脸对我“咔———”一声，
后腿一蹬蹿进花丛不见了。我仍旧笑，左右
扭身瞅了瞅自己，挺好呀，臭小猫崽子也学
扮老虎。便仰着头笑，回家。

是有些醉了，我
略微知道。 到家挠着
脑袋想半天， 其实也
不算醉，微醺。哈，微
醺，造出这个“醺”字
的祖先必定也是位好
酒之徒。“醉” 实在不
好， 拆字来看像酒醉
得死了一般， 或颓靡
或妄语， 行止无法自
控， 若再加以身体上
的反应， 就更招人烦
了。“醺”才是刚刚好，
仍可笑语晏晏， 甚或
原本板正之人也添了
几分生趣几点魅惑，
披了一肩月似的，莹
莹有光。

黄酒宜天寒，中秋或冬至都好，前者有
月，后者有雪。东坡中秋月下怀子由，才有了
“把酒问青天”，太白月下独酌微醺时便举杯
邀月，明月助酒性似乎是天理。惟欠了的是，
明月可照人孤独。还是白乐天适意，见晚来
天欲雪便生起红泥小火炉， 煮了绿蚁新醅
酒，书一小笺问刘十九，“能饮一杯无？”姑且

不论古时的压榨酒是否就是黄酒， 夜比水
凉，温一壶酒招一二好友，总是温暖些，你不
见“对影成三人”里刻了多少蚀骨的孤独？

好吧，就是雪夜了，一小坛子黄酒一定
得是绍兴产，运河畔谁家门前老樟树下埋了
十余年的女儿红，酒铺里自酿不掺一些假的
加饭酒， 最不济也得古越龙山的花雕或太
雕。袁枚说：“绍兴酒如清官廉吏，不参一毫
假。而其味方真又如名士耆英，长留人间，阅
尽世故而其质愈厚。”于饮食上，随园老人不
是可苟且之人，我也不是。

黄酒是稠而厚的， 将年月搁在了里头，
搁的年成越多，越浓稠如药，可治病了。治忧
伤寂寞孤独相思失恋， 怀才不遇人生多舛，
百般心病一醉了之。李白又发话了，举杯销
愁愁更愁，那是独自喝闷酒喝到颓醉。

喝酒还是招朋唤友的好， 再煮几个小
菜，蒸一屉大闸蟹。有人爱在黄酒里搁姜末
略烧开，说是螃蟹性寒，姜酒好驱寒。其实，
这好比好酒掺了水，不但味寡了，还添了好
些古怪。就好比吃蟹，有人要大卸八块以油
盐豆粉煎炒，李渔却道色香味全失了，这是
妒忌蟹的美味和美观才来多番蹂躏。 他主
张：“凡食蟹者， 只合全其故体， 蒸而熟之
……则气与味纤毫不漏。” 这显然是个可爱

的老头儿，比袁枚捧出的整本《随园食单》更
得真味。他二人倒有一点相似，爱酒而不嗜
酒。李老头说：“不好长夜之欢，而好与明月
相随而不忍别。”袁老头说：“酗酒者，不能知
晓酒味的美恶，辨别是非曲直。”明清另一位
可爱老头儿张岱居然不喝酒，因为家族遗传
式酒精过敏，“食糟茄，而即发赪”，真真是少
了许多好文章。

继续说温酒，黄酒同样须留本味。记得
小时候家里有一个锡制温酒器，中间一个小
酒壶，外围似小坛子，热水就倒在里面。大约
金属导热快，小酒壶搁进去一小会儿酒便温
热了。

这会儿要寻老锡器是不得了，隔水略烫
一烫酒喝吧。烫过的黄酒绵软的，一股子暖
香，像温良的妇人坐侍在侧，不知不觉你便
微醺了。几个损友持螯饮酒，参着各路野狐
禅，窗外朔风鼓荡雪粒撒乱。你微眯着眼哼
着小调，谁要侧耳过来仔细听听，咿咿呀呀
只听得两句———则为你如花美眷， 似水流
年。

时光也酿得好生醇厚。
（王亚，湘女，发表作品200余篇，在国内

多家报刊开设专栏，出版有散文集《此岸流
水彼岸花》《一些闲时》等。）

石墙 （同题诗）

风从远方吹来
经过石墙， 硌痛了你的乡愁

———龚志华
我要用那旧成顽石的光阴
码一部人生传记

———说话的云
起来！ 苦难的兄弟,让我们团结成
抵御人世沧桑的统一战线

———谢午恒
一垛透风的墙
听得到历史的回声

———卢宗仁
晚风把一垛墙， 一条条撕开
挣扎的石头， 满眼是泪

———杨罗先
再坚硬的心， 也抵挡不住爱的种子
悄悄发芽， 绽绿

———余喜玲
以为一道石墙就可以阻断
我早已以一棵稗草的姿势， 在缝隙发芽

———钦丽群
美丽与乡愁
我用寂静的原色来表达

———袁艳云
墙里墙外发生的故事， 是石头的种子吗
岁月在墙上凹凸了自由， 那个人影呢

———吴群芝
一丝绿意从砖缝里探出头 ， 已在最坚硬

的词中就坐，
在最亮的词中绽开生命的盛大背景。

———菲萍

大数据背后的
网络文学

□袁跃兴

据报道， 首届中国网络文学论坛近日在沪
举行，与会的网络文学作家、文学批评家等，共
同探讨了这些年来的网络文学的发展， 盘点了
网络文学繁荣发展的成绩， 剖析了目前创作过
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截至2014年底， 共有114部网络小说被购
买影视版权，成为热门IP（知识财产），有90部计
划将拍成电视剧，24部将拍成电影。据市场第三
方统计，2015年网络文学的产值规模可达70亿
元。另据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科研机构统计，目
前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达到了3387亿元的产值规
模， 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网络出版物已成为数
字出版发展的主力军。

这说明网络文学已经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

网络文学一直都处在文学界激烈争议的漩
涡中，从一开始被质疑、被视为“垃圾”，到如今
成长为作者以数十万计、最活跃、最引人注目的
文学形态与方阵 ，一直没间断 。从1999年榕树
下网站第一次颁奖算起， 到成为重要的文化现
象，仅仅花了10多年时间 ，我们应该看到网络
文学对文化的巨大贡献。

但是，正像文学批评界所指出的那样，目前
我国网络文学的发展有目共睹， 却存在着数量
多、精品少、抄袭模仿和“大而不强，丰而不富，
多而不优，快而不稳”等比较突出的问题。许多
网络文学作品题材雷同、情节拖沓、文字累赘，
抄袭模仿盛行，“点击率”、“流水作业”、“炒作”
与网络文学如影随形；类型化小说兴盛，较为单
一 ，“但我们期待的更加个人化的风格尚未出
现”。 网络文学的思想内容品质问题也不可漠
视。网络文学很大程度上是边创作、边传播、边
消费， 这种商业模式决定了有的网络文学作品
为不断留住人气，作者会想尽各种办法，过于迎
合读者口味，写一些感官刺激很强的作品，出现
涉及暴力色情的内容。

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网络文学的现状。网
络文学在思想深度、精神信仰、艺术表现和审美
原则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 网络文学的内容审
美以及写作导向问题， 已被看作是制约网络文
学产业越做越强的关键所在； 这也正是文学批
评界对网络文学提出的批评最多的所在。

我们盘点网络文学的发展， 也在思考和寻
找衡量优秀的网络文学的标准。内容高雅优美、
笔触精致、富有文学表现力和艺术审美魅力，这
从来就是衡量一部优秀文艺作品的重要标准。
所以，网络文学的发展方向，就是必须建立起鲜
明、坚定、高远、宏大的文学精神的坐标，不断提
升文学的品位， 坚持文学性和艺术性的不懈美
学追求，并成为网络作家们自觉的精神意识、文
化意识、创作意识。

文艺评论

投稿邮箱： yd9333@sina.com�责任编辑 杨丹 版式编辑 张杨

时光微醺 人生醇厚
□王亚

残雪的老照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