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持续景气! 使工薪族
群体不断扩大! 收入亦大幅度
增长"手握鼓起的钱包!上班族
及其家属开始通过消费来构建
自己的#新中产家庭$之梦% 这
个&梦$在当时最直观的体现就
是拥有&三神器$'

在日本的创世神话中 !所
谓&三神器$是指源自天照大神
的八咫镜( 天丛云剑及八尺琼
勾玉%到了

!"

世纪
#"

年代末!

在新兴中产阶级为代表的日本
家庭心目中! 战后昭和时代的
&三神器$ 则变成了电视机(洗
衣机与电冰箱% 十年后!彩电(

空调与汽车又成为了 &新三神
器$%自

$%#&

年后!日本民间消

费年增长率长期维持在
'(

至
$)(

的高水平% 可以毫不夸张
地说! 这场新兴中产阶级拥抱
物质文明的&消费革命$与产业
技术进步一道成为了日本经济
发展的主要动力%

这场由新中产阶级引领的
消费革命之所以能席卷日本 !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国内
贫富差距并未因经济高速增长
而拉大!相反却是在不断缩小%

这种日本特色经济发展模式 !

使大部分工薪族即中产阶层的
收入趋于平等化! 基尼系数稳
步缩小%在

$%*&

年日本政府所
做的 &国民生活民意调查 $中 !

近
%

成受访民众认为自己属于
&中产阶级$%由此可见!日本中
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已然成

形%这无疑验证了傅高义在)日
本新中产阶级*中的论断+工薪
族阶层将会是战后日本社会发
展的稳定力量! 进而形塑当代
日本社会运作模式%

然
而!时过境迁!经历过泡
沫经济破灭( 长期陷入

经济停滞的日本社会早已不是
傅高义当年书中所描绘的那个
模样% 他在中文版的序言中亦
坦承 +#令我非常惊讶的是 !中
国的出版社会对这部半世纪前
出版的有关日本家庭的著作发
生兴趣% $笔者曾跟日本友人谈
起)日本新中产阶级*最近在中
国翻译出版的消息! 他们也都
大感意外%惊讶之余!不忘指出
当下日本社会阶层与家庭结构

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
位身为职业女性的日本友人还
特别向笔者强调+#丈夫工作!妻
子在家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 $

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 !

傅高义的)日本新中产阶级*是
一本#新$的旧书%诚然!这本写
于半个世纪前的著作并不是了
解当下日本社会的最佳读本 !

但依旧是研究形塑当今日本诸
多社会现象肇因的理想工具 %

与此同时! 正如傅高义另一本
名作)日本第一*是在映射美国
人对#日本模式$的思考与忧虑
一样!

#)

年前日本新兴中产阶
级所经历的社会变革和喜怒哀
乐同样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应着
今天中国新兴中等收入阶层的
关切% 小丸子一家的故事既能

发生在
!)

世纪
&)

年代的日
本! 同样也能出现或曾出现在
当代中国的千家万户中%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信息

咨询与研究中心竞争情报部副

主任"

!

学林
!

资讯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学人
!

"

!上接
#

版"

$%#)

年
&

月!在美国华盛顿的波兰大使

馆!文化专员切斯瓦夫"米沃什收到一封来自

波兰作协秘书长的信# 米沃什与秘书长相识

多年!他们
$%+)

年代上大学时曾为同一本学

生杂志撰稿!但两人日后的道路却大相径庭#

这位波兰文学的大人物对诗人说$%我听说你

要搬到巴黎去了&&我很高兴你会来这里!

因为我一直为你担心$ 美国在物质财富上的

辉煌是否掩盖了它在其他方面的贫困# '

这封信的措辞礼貌(真挚!传递的信息却

再清楚不过$ 在美国当了
,

年外交官的米沃

什!已被认为不再值得信赖# 他被调往巴黎!

这样就可以回到华沙可控的范围# 果然!圣诞

节前几天!米沃什被召回波兰!护照被没收#

安杰伊"弗劳瑙塞克)

-./0123405.56127

*

的+米沃什传记,)哈佛大学出版社#英译本*讲

述了接下来的故事# 被困在华沙的米沃什不

知道能否再离开!再见到在美国的妻儿!并且

也感受到了身边日益恶化的政治气氛! 倍感

沮丧!精神状态十分不稳定# 多亏朋友相助!

他才得以脱身#

$%#$

年
$

月!米沃什到达巴

黎# 三十年后!他才回到波兰#

$

%#)

年的华沙召唤是米沃什命运的几

个关键节点之一!他本会成为一个完全

不同的人!或者干脆就消失了#弗劳瑙塞克的

书中详细讲述了多次类似的戏剧性召唤# 米

沃什
$%$$

年出生在立陶宛一个波兰裔贵族

家庭!立陶宛当时是沙俄帝国的一部分!米沃

什在人生伊始就被卷入了
!)

世纪的漩涡#三

岁时!一战爆发!为躲避德军!米沃什一家人成

了流离失所的难民! 穿梭在这片战争连年的

地区$白俄罗斯(俄罗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

亚#米沃什晚年的诗里回忆了
$%$'

年的一段

插曲!他和父母差点在火车站走散$

$$遣返的列车开动了#要把我留在

身后#

8

直到永远% $$我很可能就会成为

别人#

9

另一种语言的诗人# 另一种不同的

命运%

在中东欧这片土地! 米沃什这一代的数

百万人!或是经历或是死于大大小小的战事$

一战!立陶宛独立战争!波苏战争!纳粹德国和

苏联入侵波兰! 大屠杀! 二战的东部前线从

:%,:

到
:%,#

年在这片土地来来回回移动!

战后又被苏联占领# 米沃什的阶级和国家认

同都很复杂# 他从小就说至少四种语言!尽管

他的家族属于波兰士绅阶层! 在立陶宛还拥

有一个乡村庄园! 但他们和当时的大多数同

学一样!都很穷#%我的物质生存状态是如此原

始! 以至于会让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感到震

惊!'米沃什后来回忆说#

一战结束后!米沃什一家定居在维尔诺!

也就是现在的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作为一

个没钱的贵族! 和一个祖国是立陶宛的波兰

裔! 米沃什不能全心全意地接受任何一种认

同# 一战后波兰重新独立!经历了一阵沙文主

义的骄傲!吞并立陶宛的部分国土!包括维尔

诺# 但米沃什被波兰人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主

义所排斥---他们对立陶宛人( 犹太人和白

俄罗斯人这些少数族群的敌意与日俱增#

在大学期间!米沃什出版了第一本诗集#

他和几个左翼学生团体走得很近! 但并没有

成为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

:%+&

年!米沃

什来到华沙!为波兰广播电台工作# 在那里遇

到了未来的妻子#

将
近四十岁的时候!米沃什觉得心智快

崩溃了#任何人都能看到!波兰的未来

会发生战争或革命!或者两者同时发生# 多年

后!他写道!考虑到自己国家的命运!%我有一

种恐惧!一种基本的恐惧'#

只有在这一背景下!人们才能理解
:%+%

年
%

月德国入侵波兰后米沃什做出的决定#

在最初的混乱中!他逃离华沙!绕着弯路返回

维尔诺!这给他暂时的自由!因为此时立陶宛

仍然独立# 但
:%,;

年苏联军队进驻立陶宛!

留给米沃什两个同样可怕的选择$留下!生活

在正在清除和驱逐波兰知识分子的苏联.返

回华沙! 生活在不分青红皂白杀害波兰人的

纳粹的统治之下#

:%,"

年
&

月!米沃什决定

回到妻儿所在的华沙#

在
华沙!米沃什活跃于地下文坛!编纂

战时诗歌选集!将莎士比亚译成波兰

语#他的诗歌获得了一种新的简单(直接和感

伤---他的几部杰作!都诞生在这段岁月#

然而!他所目睹和经历的恐怖!永远塑

造了他对人性和历史的看法# 在+被禁锢的

头脑,)

:%#+

*一文里!米沃什回忆了在纳粹

占领的华沙的一个瞬间!那个时刻是一块试

金石$

在一座四面楚歌的城市里# 一个男人

躺倒在机关枪战的街上%他看了看人行道#

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景象& 鹅卵石像豪猪

的毛一样直立%子弹打在鹅卵石的边缘#让

它们歪了过来%意识中是否有这样的瞬间#

是对世间所有诗人和哲学家的检验%

米沃什想写的是能经受这类审判的诗#

%在你印出一首诗之前!你该想想!这段诗是

否能让至少一个人在与自己和世界的斗争中

使用# ' 没有什么比唯美主义更让他反感的

了#在+论诗,)

:%#&

*里!他写道$%至少诗歌(哲

学(行动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分不开

的# 我们想要有用处# '

身
处

!"

世纪! 米沃什周围的人崇拜历

史!也就是说!崇拜权力.但是艺术家

崇拜真理!这是让他拯救自己灵魂的力量#

:%#:

年逃离波兰后!他身无分文!没有朋

友!而且面临重建自己世界的艰巨任务# 妻儿

应该和他一起去法国!还是留在美国!让他与

妻子之间产生长时间的矛盾#

米沃什开始当记者! 还为英国广播公司

撰写剧本#

:%*"

年!他已声名远播!因而被授

予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波兰文学教

职# 这里是他写作的理想地点# 但是!在弗劳

瑙塞克的叙述里! 米沃什最讨厌在加州的生

活$ 他在自然环境中体验到的快乐被他对这

个文化的疏远和蔑视抵消了#在一封
:%*,

年

的信中!他说$%当地人唯一的娱乐就是盯着过

往的汽车看几个小时!喝着酒!或是坐在车上

把路牌当靶子开枪# '

他愤怒的根本原因! 是感到与自己的语

言和读者隔离!没有了这些!他作为一个诗人

的生活毫无意义# 波兰政府在他叛逃之后禁

止了他的作品! 尽管有家出版社忠实地出版

他的波兰语著作!其中一些在波兰秘密流传!

但是印量却很小$

:%#+

年的 +日光, 印了

:"""

本! 四年后还有
+!"

本没售出# 直到

:%&+

年!他诗集的第一个英译本才出现# 在

:%'"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在美国几

乎没有任何读者#

即使最终得到认可! 个人的悲伤也使米

沃什无法享受它#

:%&"

年代中期!妻子被诊

断为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卧床不起! 直到

:%'*

年去世# 同一时期!他的小儿子皮托患

上了严重的躁狂抑郁! 在汽车旅馆的窗口对

着一个幻想的迫害者开枪!然后进了监狱#米

沃什责备自己没有成为更好的父亲#

米沃什在生命最后阶段迎来了新的幸

福#

:%':

年!波兰解禁他的作品!米沃什凯

旋!并意识到自己已成为波兰人的民族英雄!

一个文化反抗的象征#

:%%+

年!他搬回波兰!

和第二任妻子一起#这种回家的感觉!在他的

大半辈子里看起来都像天方夜谭# 此后至

!"",

年以
%+

岁高龄离世!他都一直在写作#

米
沃什持续一生的( 对苦难的真切体

会是影响他作品的最重要的因

素---无论是个人的苦难!还是与同代人共

有的苦难#与
!"

世纪许多伟大作家不同!米

沃什的经历使他相信!诗歌不能让世界变得

更黑暗!而是应该照亮它$

诗歌不可多写#只能勉强为之
9

在巨压

之下#唯用希望
9

良善#而非邪恶#才以我

们为其乐器%

这也正是米沃什对创造力的定义$创造

力来自想要说出真相(表达真理的%内在需

要'#虽然在今天!知识分子都已经开始羞于

说%真相
9

真理'一词了#米沃什是罕见的文学

和道德权威# 当我们面对自己的困境时!米

沃什的诗歌和他的人生提醒我们! 在
!"

世

纪存活下来!意味着什么!又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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