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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在瑞典，北欧文学教授、著名的女

权主义者艾芭·维特-布拉特斯特罗姆振臂呐喊，

媒体跟进，大众围观，有关蔑视女性、自大自私的

文化权威——“文化男”的辩论掀起狂澜。几位

“文化男”被点名批评。接着，因为维特-布拉特

斯特罗姆教授出版了一本描述熟年夫妻之矛盾和

争斗的男女对话录——小说《百年爱的战争》；因

为女教授和前夫离婚未久；更因为她的作为文化

权威的前夫也出了本新书，瑞典学院院士霍拉

斯·恩格道尔不由自主地被拖上场，无意之间变身

“文化男”大讨论姗姗来迟的男主角。

“最后一头猪”
恩格道尔的这本书《最后一头猪》，封面背景

是墨绿色的森林。前景是个酷似恩格道尔的人，

一个审视前方，半警戒半疲惫的半老男人。内页

是红色硬皮。

一个男人走在人生的下坡路上。或者，将人

生比作乐章，他正奏响的这个乐段，曲调并不欢

快。他67岁，正向老年迈步，刚刚割筋切肉，走出

长达25年的婚姻。他几乎是神坛上的人，有10

年时间，是瑞典学院的常任秘书。在那漫长的10

年里，总是他，在10月的某个中午，推开一道厚重

的大门，用好几种语言向全世界宣布诺贝尔文学

奖新得主的名字和获奖理由：这是恩格道尔掌握

的文化资本和占据的文化权威的象征。

没人能否认恩格道尔是个博学和睿智的人。

即便在他前妻的文学作品中，这个“他”，一个被认为

带有恩格道尔标记的“他”，一面被有失公允、不由分

说地置于被批判的地位，一面也还是闪烁着智慧

——这不得不归功于恩格道尔个人的文化实力。

同是离婚后推出的新作，恩格道尔的这一本

内容比他前妻的广泛。他一如既往地言必称希

腊、罗马、荷马、但丁是其师友，而歌德，恩格道尔

说，其实是“我的父亲”。这么一来，好处是很见学

问和深度，坏处是难免负重前行——很难推开那

些死去的大师们，完全自由地让思想驰骋。他谈

生活、衰老、死亡，谈艺术和文学，也谈男女和情

爱，有他为人熟悉的精英式机锋；只是这一本基调

苦涩，妇女观也不那么正确。但道德上的圆满和

政治的正确从不是检验书籍的标准，更不会是恩

格道尔的。他似乎不打算讨好谁，或者说，他似乎

乐于捍卫自己精英知识分子的调子和口味。

书唤做格言体，恩格道尔似乎觉得这归类差

强人意，一再补充说，更准确的叫法是“思想的断

片”。一句两句，一页半页。他为这些断片养成了

随手带笔记本的习惯，甚至在梦中，就像梦呓。他

说，“卡夫卡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没结过婚却能

写出《审判》。”他说，“一个作家得乐于背叛所有的

事和所有的人以找到自己的调子”。他还说，“作

者和读者的视线永不相遇——只有在这种情况

下，才有文学存在。”

生活随时随地给他灵感。一段中国上海的旅

行也可以。

在上海，高楼大厦的城市，谈论着一个自杀

的人，在其长长的坠落到地面的路线中，自杀者

接听了响动的手机，回了话。人们强调说这是一

个女人。

像是两句话组成的短小说。恩格道尔到中国

上海迄今只有一次。生命的重力，女性，说话，坠

落的路线，死亡。不大可能是真正的上海流言，更

可能是恩格道尔把一种人生的惆怅织进魔都上海

的幻象。缓慢坠落中的自杀者形象或更合适一位

不堪重负的中老年男性。而一个在向死过程中接

听电话的人，按恩格道尔推测，却只能是女性——

也许是说女性更有尘世的责任和牵挂，但更可能

只是说，女人永不能放下交谈需要。恩格道尔表

示过，他厌烦女人在电话里喋喋不休。他其实还

有更多激起女性不满的言辞：

在一个年轻男子的心里，有个最深处的房间，

这里只给一样东西留了位，也就是说给他自己。

想期待些别的，或要求些别的，眼下或任何时候，

都是痴心妄想。

在年轻男子们的心中内室里找不到位置的所

有那些其他的一切，都被安置在等候室。那里坐

着他的女朋友、他的野心、社会、上帝和魔鬼。也

许有一天他们可以来抢占，也许不会。但眼下，那

间内室是被最神圣的占据着。上帝对此不生气，

所以其他人也不会。

往后，这不再年轻的男人快死了，他意识到，

那些其他的一切占据了自己内在的房间，却把他

挤到了等候室。是这时候，他意识到，是时候熄

灯、走开了。

在一个年轻女子的心里，有个最深处的房

间，这个中心是空的，甚至连她自己也不在里

头。她坐在外头，等待某个人去填充。于是，来

了朋友们、男人们、孩子们、社会、上帝和魔鬼，

让她遂了心意，她走进去，找个位置，和这所有的

她的生活在一起。

有一天，她意识到她在里头孤独一人。那些

进来过的又都走了，假如她并没赶他们走。于是

她明白，是时候熄灯、关门了。不过，她先写下几

行感想也不错。男人们的孤独我们已知道全部。

这种把男和女区分，公然声称他们截然不同，

特别是认定女性的心中内室原本空无一人一句，

让一些瑞典女性惊诧和愤怒。我倒觉得，若不断

章取义，会以为恩格道尔不无道理。因此特意全

部抄录于此。

我们见识过不少心中惟有自己的年轻男子，

和心中只期待给自己带来生活重心的人，也就是

说“丈夫和孩子”的年轻女子。随着时间的流逝，

对日渐老迈的男子而言，其他的一些变得日渐重

要。男女内室的不同并无太多高下、对错之分，

也难以厘清多少是上天的安排，多少是社会中的

学习，但能肯定的是，这种不同构造的内室多少

存在。

恩格道尔不喜太多人围绕自己，他曾“试图

想想我离开人堆后他们感到解脱的样子”。他是

充满矛盾的精英，他强调精英的趣味，但疲于和

精英共处，认为和他们在一起，“好比关在停电的

电梯里”。到了人生不再年轻的阶段，他不再朝

气蓬勃、积极向上，而似乎把人生看成一出矛盾、

无奈又荒谬的戏剧。《最后一头猪》一书的最后，

收录的是一出题为《桥上的人》的独幕剧，是个年

龄不明的男子的大段独白——基本还是格言

体。而这本书的全部，可能就是恩格道尔主演的

独白戏剧吧。

旧火新柴
“最后一头猪”走出“百年爱的战争”——一出

红与黑的对垒。

这对共同生活了25年的夫妻，从战友到对

手。俩人都表示离婚后全无联系，对前任的新书

毫无兴趣。但以红与黑的方式联袂登场似乎不仅

是巧合。或许文字的倾吐是熟年离婚男女疗伤的

必须，他们同时经历这个过程；或许书商促成了一

个巧合；或许生活原本处处有巧合？

读者难以区分哪些是文学创作，哪些是一对

文化权威的生活投影。两位当事人在主动和被动

中轮番现身同类采访和推介活动。他们已离婚，

但在书店，他俩的书比肩立于同一张特别推出的

展台。媒体推波助澜，人群集体围观，私人的文字

倾吐演化成公共的文化事件。

必须赞赏他们对人生的直面。不再维系诺贝

尔奖晚宴上的盛装合影，而是撕开伤口；虽然，所

有的文字，特别是自传体文字都值得怀疑——人

会下意识美化有关自己的记忆。但毕竟，恩格道

尔自觉地走下神坛、袒露疲惫，他应该不是为了自

我暴露，不是为了满足读者对名人的窥探欲及图

书市场和媒体世界对名人隐私的消费。作为文化

精英，他或许有意无意地期待凤凰涅槃，想穿过一

种破碎走向一种建立。他所显露的所有脆弱、无

奈、痛苦就像他选择的格言体，像他对格言体的矛

盾心理：“格言体有致命的弱点，假如某一句特别

有道理，读者会觉得好几代之前早已有人这么说

过。”恩格道尔的无奈和苦痛提醒我想起另一句格

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人都有缺陷和压抑，所

以都需要升华。”

“百年爱的战争”这个书名从芬兰籍瑞典语

作家玛尔塔·蒂卡宁的诗集《百年爱的故事》那儿

拿来。诗集描绘了蒂卡宁夫妇痛苦的爱情生活，

男主角是个酒精中毒者。“百年爱的战争”几个字

不难让人联想到“百年孤独”四个字，联想起一百

几十年前在瑞典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在社会的

滚滚车轮下，在爱、婚姻、男女等议题下的人与人

的纠葛。

相比于前妻更有“性别”和“革命”标识的书

签，恩格道尔的书未纠结于一对男女、一段婚

姻。很难说清“最后一头猪”这一标题的真意。

恩格道尔本人介绍，书要出版，总想起个别致的

书名，这是梦中偶得。就像书中格言，不少也是

梦醒时立刻涂在笔记本上的。待恩格道尔细细

打量这头“猪”的来历，发现它还是来自读过的一

本书。恩格道尔记得的是普卢塔克《道德论丛》

中的一篇。从荷马《奥德赛》的故事衍生而来。

奥德修斯的同伴，几个希腊人闯入女神喀耳刻的

领地，被喀耳刻变成猪。奥德修斯恳求喀耳刻把

同伴们变回人形。喀耳刻认为奥德修斯不该自以

为是，叫出其中的一头猪，让奥德修斯先听听其意

愿。这头猪不肯变回人，向奥德修斯论证，动物在

许多方面比人类更胜一筹。比如，它们在斗争中

更具朴实和天真及赤裸裸的勇气，它们无须召唤

也不怕遗弃，从不祈求或索取同情，等等。无论是

什么让恩格道尔认领了这头猪的形象，这形象一

定暗合他的某种自觉和不自觉的深层心意。他想

从喧嚣的人群中遁迹吗？他自觉是一头喘息着的

赤裸也无畏的猪吗？ 他有讥刺的调子、精英的傲

慢及不那么正确的女性观，有被指认为“文化男”

的危险，索性戴上这顶帽子，自嘲地做那不求同情

的“最后一头猪”吗？不得而知，但他在这本书里

明确说：“ 我得回顾一句旧课本上的话：假如猪能

说，我是一头猪，那它已经不是猪，而是人了。”

维特-布拉特斯特罗姆笔下的“她”疾呼自

己不是狗，恩格道尔的“我”却赖在一头猪的身形

里。“人”这一他们在现实中背负的形象遁去，不

能说不荒诞。或许人类并未进化很久，历史其实

毫不久远。100多年前的北欧剧坛上，斯特林堡

写过《死亡之舞》，易卜生写过《玩偶之家》，和他

俩几乎同时代，当时很轰动，长时间未如男剧作

家一样被同等地谈论，近年又再受重视的瑞典女

剧作家安·夏洛特·莱福乐写过《家庭的幸福》。

所谓“家庭的幸福”包括婚姻的幸福和每个家庭

成员的幸福，是历经百年尚未讨论出光明大道

的议题——也因此，这些剧作家的作品至今仍未

过时。或许，恩格道尔和维特-布拉特斯特罗姆

是在当今时代，为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添加了新

柴。妇女的解放和婚姻的幸福远非打倒或审判

“走向没落”的“文化男”那么简单，但也许需从

评点“文化男”入手。浏览这两本书，我看到不完

美、不可能完美也无需完美的饮食男女。他们

像多数人一样需要改进，改进自己，改进交流的

方式和可能缔结的作为人、作为男性和女性的

关系。恩格道尔有关密室的譬喻提醒了某种捷

径——改进的第一步，或可从男女改变密室的构

造开始。

“最后一头猪”走出“百年爱的战争”
□王 晔

《最后一头猪》
瑞典文版

阿摩司阿摩司··奥兹奥兹《《乡村生活图景乡村生活图景》：》：

阿摩司阿摩司··奥兹奥兹

我
相信大家都知道国与国之间的外交

关系很重要，经济和科技的关系也

很重要，但是如果你想要与另一个

文化、另一个民族、另一个文明产生亲密的关系，

你就要阅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你访问了一个国家，

可能会看到这个国家有名的景观、建筑物，认识这

个国家的人，品尝它的美食，照几张照片，然后你

就回国了。但如果你阅读来自于另一个文化的一

本小说或一个故事，你就会受邀进入他们私有和

公开的记忆中。阅读另外一个文化的故事，就好像

是受邀在别人家做客，不一定在会客室，而是在比

较私密的厨房或者餐厅甚至卧室里，普通的旅游

肯定不会这么幸运。所以，我的编辑、翻译和出版

社所做的工作就是搭建两国文化的一座桥梁，如

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这个桥梁更让人兴奋，比万

里长城的作用还要大。我们在这个星球最古老的

两个文明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连通的

是这个星球上最古老的记忆、最古老的经验。中以

两国很不一样，但我相信中以两国之间是有共同

点的，两国的历史都充满了悲惨和痛苦，也同样充

满了创造力，充满了愿意克服困难的意志力。两国

也有各自尊崇的价值观，两国价值观之间到底有

什么区别呢？为了得到答案，我们要阅读对方的文

学作品。

我的新作品《乡村生活图景》实际上基于很多

年前我做的一个梦。梦中，我当时正走过以色列最

古老的犹太村庄之一，这个村庄可以说比以色列

建国的历史还要久。在梦里，这个村落到处都是空

旷的，包括田野、农庄、房屋，所有都空无一人。梦

中，我可能是要找一个女人，突然梦做到一半的时

候，又变成她要找我，所以我要逃跑，要藏起来。第

二天早上醒来时，我作出决定，下一本书的故事就

要布局在这样的村落里边，我也知道这本书应该

是关于失去和得到、搜索和藏匿。

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好是要写小说还

是一系列短故事的集合。但我跟一位优雅的女士

（奥兹的妻子尼娜）结婚56年了，我很会妥协，所

以《乡村生活图景》也是妥协的产物。书中包括了

8个短小的故事，但读者也可以像小说一样去阅

读它，因为8个故事中的7个都是在同样时间段

发生在同一个村子里的，读者会发现其中一个故

事的主人公会在另外一个故事中出现，突然觉得

这个人是我之前认识的。

这本书是关于梦、失去、藏匿、寻找和搜索的。

这些主题并不是以色列人独一无二的经历，这是

一种普遍的经历。每个人都可以问自己这样的问

题：我的人生中有没有遭遇过非常痛苦的失去呢？

我的人生中有没有遇到不期而遇的惊喜呢？我的

人生中是不是也有想要逃离的经历呢？我有没有

在生命中不断去搜寻某一个人呢？你会感觉到好

像丢掉了什么东西，但不知道丢的到底是什么；同

样有人可能在搜寻，但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有人

可能在害怕，但不知道具体怕的是什么；也有人在

希冀一样事物，但是你要问他到底想要什么，这个

人也说不出来……我想要问，你是不是熟悉这种

感觉，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熟悉这种感觉，我们忘

了一件东西，然后又忘了自己到底忘了什么，但我

们会一直记得这样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乡村

生活图景》这本新书要带给大家的。

我也会讲到梦想。世界上每个国家的背景肯

定都会与它的历史、地理、人口和政治有关，但是

以色列不是，以色列是从梦想当中诞生的，以色列

可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不是立足于历史地理政治

人文，而是立足于梦想之上的国家。很多很多年以

前，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在人们甚至相信有以色列

建国这个可能性之前，犹太人的国家是写在欧洲

小说家作品里面的。在特拉维夫这座城市成立前

10年，还没有一块基石，只是空旷的沙漠上布满

了沙子，特拉维夫也还只是存在于作品中。在以色

列人犹太人回到他们热爱的故土之前很多年，对

这个国家的热爱也是写在小说里的。书籍可以旅

行很远，它们可以创造现实，影响现实，以色列这

个国家是从梦想开始的，我的这本书也是因为梦

才写出来的。

如果想要理解以色列，就必须考虑到以色列

不是创立于一个梦想之上，而是基于很多人不同

的梦想，有些梦想甚至是彼此矛盾的。以色列建国

的时候，有些人设想我们可以创造《圣经》中的犹

太国度和犹太辉煌；但另一些人并不很在意《圣

经》里怎么说，他们希望建立现代的理想化的社会

主义国家；还有一些创造者希望建立中产阶级的

国度……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愿景和计划，以

色列还能成立起来呢？就好像一个建筑物，由不同

的建筑师设计蓝图建造，这样的建筑是会倒塌的。

但以色列这个建筑并没有倒塌，是因为不论梦想

有多么不同，都有一个共同点，要实现这样的梦

想，就要让犹太人回到他们的家乡，遥远的耶路撒

冷的家。50年之后、100年之后、150年之后的现

在，这些迥然不同的梦想变成了什么，几乎所有的

梦想都仍然鲜活——它们可能有所改变，但仍然

鲜活——有些可能变得更加实际，也有一些梦想

更加理想化，但几乎所有的梦想在今天的以色列

社会当中都仍然存在。

关于民族团结、关于和谐、关于共识，就我个

人而言，我甚至不希望有一致的意见，以色列社会

就像是街头缩影，包括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差不多

有800万人口，这800万以色列人就好像800万

总理、800万教授、800万的中产阶级。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公式，用这个公式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

问题；每个人都在跟其他人宣讲，但是很少有人愿

意倾听。我是一个作家，我的工作就是倾听其他人

的故事。我在以色列听到很多东西，一点都不喜

欢，也有很多人一点都不喜欢我，以色列这个大家

庭中的一些亲戚甚至认为我是这个家庭的耻辱，

和一些人同处一个“家庭”中我也深以为耻。但这

没有关系，我喜欢以色列的多样性，我喜欢发出不

同声音，我不希望以色列像一个独奏的演唱会，我

希望它是合奏的音乐会，而我本人也不总是喜欢

音乐，我很喜欢批评某种音乐。但如果有人和我说

找到一个解决方法，可以让以色列的每个人都喜

欢我的方法，都会唱我的歌，我会说谢谢，我不需

要。我知道我的很多想法在以色列属于少数意见，

我是不是想让大多数人接受我的想法呢？当然是

了。但我想不想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接受我的想法

呢？天哪，绝对不要这样。上千年以来，即便在以色

列建国之前，犹太人的文化中就有质疑和争议。我

们不是很尊重权威，有很多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

和对于价值的思考。犹太人的整个历史中永远都

不会只有一个“教皇”，每一个犹太人都觉得自己

的想法更好。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从不同的角

度翻来覆去地看每一块石头。犹太人的文明就是

批评他人和自我批评的文明，历史上很多伟大的

犹太人，包括摩西和耶稣、斯宾诺莎和卡夫卡、阿

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卡尔·马克思……他们有一个

非常伟大的思想之父，但这些伟人又背叛了他们

的“父亲”，我相信这就是创造力的源泉。父亲或老

师可能对小孩子说，听我的话，这就是事实，几代

人都遵从这样的事实。但有时这个小男孩小女孩

会说，是的，我知道每个人认为这就是事实，但是

我自己想要试一试，我可能换个角度来看待问题

解决问题，这种反叛可能会带来愤怒和反感，但正

是这样一些人会改变世界，通过宗教、科学、文学、

艺术、哲学、经济来改变世界。

举一个《圣经》里的例子。上帝不喜欢索多玛

这座城市，决定要把他从大地上完全抹除，但亚伯

拉罕与上帝有不同意见，他就对上帝说，如果索多

玛里有50个好人，你还想毁灭这座城市吗？上帝

说这座城市太糟糕了，你绝对找不到50个好人。

亚伯拉罕继续说如果40个人、30个人、20个人甚

至可能有10个人是好人呢？他好像推销二手车一

样，跟上帝讨价还价，他不觉得羞愧，也不害怕；输

掉了和上帝的争论，他也并没有跪下来恳求上帝

原谅。亚伯拉罕在向上帝表达的是，你是宇宙之

主，创造整个世界，给我们法律，但是您本人不能

超越法律。这就是最好的时候所有犹太文化的中

心，当然并不是每个时候都这样好，犹太人有时也

会妥协，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非常保守的，几乎没

有创造力。但在好的时候，所有犹太人创造力的源

泉就在于此——不要对某件事情引以为然——即

便上帝说的也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试试看会不

会有其他的角度、不一样的方式来认识这件事。所

有人都曾经是孩子，我们都曾经见过一幢大楼前

写着“小心！油漆未干”。我们是孩子时，哪怕看到

“油漆未干”，也还是要摸一摸，这就是创造力，这

就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这就是犹太人带给世界

文明的礼物。世界上每一本小说——不论是犹太

人写的还是中国人写的——都是一根纤细的手

指，要伸出去试一试油漆到底有没有干。

最后我要说，我个人信仰的是好奇心，我相

信好奇心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非常重要，我也相

信好奇心是崇高的道德之翼。我一直都相信，有

好奇心的人比没有好奇心的人更好。想知道为什

么吗？因为有好奇心的人会问，如果我不是自己

而是这个人或那个人，会怎么样呢；我会有什么

样的感觉；我想要什么东西；有什么样的事情会

伤害我；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我高兴……好奇心有

时会把我们变成另外一个人，不是抹除全部存

在，而是拓展你的视野。有好奇心的人会成为更

好的父母、更好的合作伙伴、更好的爱人。我本人

的好奇心让我成为了一个作家，也是好奇心让大

家成为优秀的读者，可能有一天也成为一个最优

秀的作家。

（本文根据阿摩司·奥兹在《乡村生活图景》中

译本发布会上的演讲整理）

关于失去和得到关于失去和得到、、搜索和藏匿搜索和藏匿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