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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美与阴暗并存的爱情田园诗
■刘 蔚

《爱达或爱欲》创作于纳博科

夫的晚年， 是其倾尽心血打造的

巅峰之作。这部长篇小说与《洛丽

塔》《微暗的火》一起，构成了纳博

科夫最重要的文学三部曲。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

“反地界” 的星球上。 1884 年夏

天 ，14 岁的少年凡·维恩来到阿

尔迪斯庄园的玛丽娜姨妈家做

客， 初遇两个表妹———美若天仙

的 12 岁的爱达与单纯任性的 8

岁的卢塞特。凡与爱达一见钟情，

但是， 爱达其实是玛丽娜与凡的

父亲德蒙珠胎暗结的产物， 后来

德蒙娶了玛丽娜的妹妹阿卡，但

阿卡因精神失常自杀身亡了。 因

此， 凡与爱达是同母异父的亲兄

妹。 虽然他们的不伦之恋为社会

所不容，甚至有被“阉掉”的危险，

但他们不管不顾，爱得偷偷摸摸，

又轰轰烈烈。谁知，爱达的妹妹卢

赛特也爱上了风流倜傥的表哥

凡。在遭到凡的拒绝之后，绝望至

极的卢赛特跳入茫茫的大海，结

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炽热的命运

之轮裹挟着三个表兄妹展开的长

达近百年的爱情长跑中， 他们或

以身殉情， 黯然消亡； 或悲喜交

加， 抵达情爱的巅峰。 忠诚与背

叛、爱恋与仇恨、自私与忘我、冷

酷与温情、喜悦与绝望，这些人性

的所有元素， 构成了一部跨越时

空、丰饶浪漫的家族纪事。

纳博科夫以细腻灵巧的笔

调， 抒写了凡与爱达的惊世之恋

从萌芽、生长、喷发到背叛、重逢、

成熟的整个过程，千回百转，层次

分明。 荡气回肠。 14 岁的凡第一

次在阿尔迪斯庄园与爱达相遇，

作家细致地描写了她那直瀑般的

秀发、苍白脸颊上的酒窝、合身的

褶裙、 雪白的小腿以及宛如东方

催眠师般朦胧神秘的眼神， 给凡

留下的难以忘怀的印象。凡对“豆

蔻梢头二月初”的爱达一见倾心，

但直到四年之后在阿尔迪斯庄园

重聚，他们才终于投入到了热烈、

缠绵而又销魂的情欲的火焰之

中。爱达对蝴蝶的迷恋、同样的博

览群书， 使这对少男少女有聊不

完的话题， 也让他们不仅有肉体

的结合，心灵也靠得更近。 然而，

凡发现了爱达与一位伯爵的儿子

和一个钢琴师的情感纠葛， 一怒

之下，拂袖而去。爱达给凡写了好

多封信， 表达了自己对他炽热的

爱。 多年之后，爱达的丈夫去世，

凡则早已是功成名就的学者，两

人可以毫无顾忌地生活在一起

了。两人见面后，凡发现昔日那个

集颀长、 优雅和野性于一体的爱

达已经荡然无存， 代之以圆润富

态。时光凋谢了鲜花，岁月沧桑了

容颜，不变的，是爱达是凡心中永

恒的女神。她于他，就像贝雅特丽

采之于但丁，格蕾卿之于浮世德。

在他们再度相聚的瑞士 “三只天

鹅”宾馆，凡在房间的阳台上看见

了走到下面的爱达， 作家用极富

诗意的抒情的语言描写了此时此

刻凡眼睛中的爱人和他内心的渴

盼：“她会抬头吗？ 她所有的花儿

都发现了他，她微笑着，而她像女

王般欠了欠身，向他呈送着群山、

云雾以及游弋着三只天鹅的湖。”

《爱达或爱欲》 是最能体现

“纳式风格”的作品。 纳博科夫以

其娴熟的小说技巧， 不断地变化

叙述方式和视角， 运用戏仿、暗

示、反讽、隐喻、重构、象征、双关、

音韵等各类修辞和语言手法，构

建了一个繁复迷人、 五光十色的

游戏与爱情的迷宫， 藉以解析时

间流淌的肌理， 探讨爱与人生的

本质。 少年凡初遇爱达， 一见钟

情，“他知道，真的。 他喜欢吗？ 喜

欢。实际上，他开始热烈地喜欢上

了爱木 、爱欲和爱达 （arbors and

ardors and Adas）……”arbor 的原

意是乔木、 树，ardor 的原意是激

情、情欲，作家将这两个词汇与爱

达的名字 Ada 搭配在一起，巧妙

地押了头韵，语音响亮而流畅，表

达了一种热烈奔放的情感。 译者

则巧妙地将其译为爱木、 爱欲和

爱达，既保持了原文的头韵特色，

而又让译文神韵兼备。

按照新西兰学者博伊德的观

点， 小说中的中心场景阿尔迪斯

庄园是对天堂的戏仿，那么，凡则

可以理解为纳博科夫在这个令人

爱恨交织的人物身上戏仿了欧洲

民间传说中的风流浪子唐璜和卡

萨诺瓦。 甚至凡知道了另两个男

人与爱达的情感纠葛后， 怒气冲

冲地前去决斗， 也是对普希金与

情敌丹特士决斗 （或者说普希金

诗体小说 《叶甫根尼·奥涅金》中

奥涅金与连斯基的决斗）的戏仿。

凡与爱达陷入了热烈的爱河之

中， 小说中的一句抒情之语———

“金星挂上了苍穹，维纳斯嵌进了

他的肉体”，就是对爱情在凡的心

中扎根的比喻和象征。 凡的父亲

德蒙（Demon），英文原意是魔鬼，

作家称凡的身体里 “流有他父亲

的魔鬼之血而变得强壮”，“魔鬼

之血 ” （demon blood）显然与 “德

蒙”（Demon） 构成了一个绝妙的

双关。 小说中，顺序与倒叙、回忆

交织， 以凡的视角的表述与爱达

的回忆互为映照甚至矛盾。比如，

在凡的印象中， 他第一次见到爱

达 ：“爱达捧着乱蓬蓬的一束野

花。她身披白色斗篷，配着黑色夹

克 ， 长发间嵌着一只白色蝴蝶

结。 ”爱达则反驳他是在做梦，她

从未有过这样的衣服， 也不可能

在大热天穿黑色夹克。 爱达的表

达可以视之为一种重构， 只是没

有完成。 而德蒙和玛丽娜的偷情

与凡和爱达的不伦之恋， 阿卡的

自杀与卢塞特的跳海自尽， 前者

都是对后者命运的一种暗示，暗

示这个家族的情爱传统， 有一种

难以摆脱的宿命的意味。

纳博科夫学识渊博，精通俄、

英、法三种语言。 他在小说中大量

地使用各种修辞和写作手法，在

三种语言之间不停地转换， 将许

多真实的地名、人名掐头去尾，又

添油加醋， 形成许多新的虚构的

地名、人名，借以戏仿或反讽，层出

不穷，乐此不疲。 小说中由此出现

了大量的注释， 这难免有掉书袋

之嫌， 却也是作家和读者玩的烧

脑游戏。 可见，要成为纳氏小说的

“伟大的读者”，是多么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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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老头儿
———读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

■瘦 猪

1980年夏天， 黄永玉回到故乡湖南凤

凰。 后来他写了一篇极短的散文《乡梦不曾

休》，记录此行。 文章结尾写道：“我来到文

昌阁小学，我走进二年级的课堂，坐在自己

的座位上：‘黄永玉，六乘六等于几？ ’我慢

慢站了起来。 课堂里空无一人。 ”老人拿的

笔竟似刻刀，寥寥几下，感怀之情便溢于纸

外。 黄永玉是幸运的， 文昌阁小学建于清

末，至今尚在，他和表叔沈从文先生还捐资

修缮，因此，黄永玉能够在多年以后，重新

坐在自己读书的教室里。

老人在作画之余， 写了不少文章，因

此，我们也是幸运的。

不知道是不是受版画的影响， 黄永玉

的文字平实、简练、有力，刀刀见肉，且透着

一股子接地气的幽默风格。 黄永玉下乡到

山里的林场：“听朋友说， 旧时代的伐木工

人打年轻一二十岁上山起， 五六十岁再也

没见过孩子。 新中国成立后，干部们带着家

属上山，生孩子的晚间，一二十个老头儿便

坐在门外的木头堆上， 对着窗户的灯光等

候。 屋内的孩子生下来了，呱呱大叫了，老

头儿们这才满意地回宿舍睡觉。 ”林场有个

三岁小女孩，成了工人们爱心的去处，他们

一下班就轮流抱她，给吃的，哄着玩，弄得

小女孩“一见工人上门就发抖打战”。 这当

然略带夸张， 却传神地写出了林场工人的

生活，老头儿咂嘴的表情，工人逗女孩的动

作，仿佛就在眼前。

林场生活单调， 工人们努力找出乐子

来。 有位喜欢拉胡琴的，“常常把这种演奏

一直继续到大伙睡觉之后才肯罢手”。 一

次， 大家设想见到毛主席的情景， 演奏家

说：“咋办？ 有啥咋办？ 上前握手嘛！ 我就向

他汇报，我说‘毛主席呀，咱们的日子不坏

呀！ ’一个小伙子反驳，‘好大的口气，嘿！瞧

你刚才赖在炕上那副懒劲，你配汇报？ ’小

伙子设想毛主席在说话，‘同志们好！ 刚才

你们搬公家的稻草， 我看见了———你咋汇

报？ ’ 演奏家紧张起来，‘我？ 我搬了二十

捆！ ’‘没错！ ’蹲在炕头的吴老头说，‘是二

十捆，这小子不赖！ ’”

黄永玉说：“幽默感是判断一个伟大民

族智慧和气质的尺度，是人类生活和道德的

酒曲。 ”然而，他这个幽默是从具体生活中来

的，别人想学都学不了。 把它变为生动的文

字， 需要写作者敏锐的感觉和细致的观察；

另一方面，也要求写作者本身亦是幽默的。

黄永玉自幼生活贫寒，12岁出门谋生。

艰苦生活对他日后的艺术创作影响很大，

而他的乐观也屡次体现在作品中。 《“九十

岁啦”自画像》，他穿一跨栏背心 ，手舞足

蹈，咧嘴大笑，牙掉了几颗都能数清，活脱

脱就是一个老顽童的画像。 他有一首诗，其

中写道：“我的血是 O型，谁拿去，它对谁都

合适。 我的心，只有我的心，亲爱的故乡，它

是你的。 ”他把生活当作艺术创作的素材。

他写字的笔，就像国画的笔、版画的刀：近

一个世纪的风雨，如面临的山水，无论时光

流转；聚散的人事，如写生的街头，无论悲

欢喜怒。 黄永玉在讲故事，一切似乎与他无

关，却笔笔深情；一切又似乎刻骨铭心，却

平淡地写出。 不能直接写的，就一笔带过，

或者指东打西，多数时候，言尽而意不尽。

他们那一代艺术家、 作家， 好像都有这个

“毛病”（例如汪曾祺）。 当年施蛰存与鲁迅

打笔仗， 争论年轻人该读中国书还是外国

书。 施蛰存抓住了鲁迅先生引用 《颜氏家

训》的错误，鲁迅先生承认他手边没有现成

的书而引用错了。 对此，黄永玉评论说：“我

也很佩服鲁迅先生治学的求实态度。 因为

他强大，所以放射着诚实的光芒。 ”有些东

西，无法“诚实”地体现，所以黄永玉借北京

人艺重新排演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

作《贵妇还乡》，罕见地写了一篇长文（在该

书中，此文长度排第二），重点讨论“诚实”

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意义。

黄永玉好游名山， 喜欢置房产买豪车，

70多岁了还曾在老家凤凰山间飙车，足见其

性情所在。 他修建的万荷堂离我家不远，我

慕名去时，他亲笔题的“侃亭”牌匾早已被人

偷走， 但老人希望路人乘凉休息的侃亭还

在。 他们那一辈人，“硕果”真的不多了，“比

我老的老头儿”还有几个？ 用黄永玉的独特

表达方式，就是“好友一巴掌”。 他写聂绀弩

写沈从文，回忆此等亦师亦友之人，也是在

回顾他自己的一生。 即使写一面之缘的路

人，他用的气力也不输于写挚友。 呈现在我

们面前，反而举重若轻，那些曾经刻骨铭心

的经历，竟如此风轻云淡。 如果你细读他的

文章《江上》，就会发现，黄永玉的幽默，当真

是“含着泪的”；如果你熟悉他的画作，读过

他较多的书， 也就知道了黄永玉的洒脱不

羁，的确是生活锤炼后，方得的韧性。

荩黄永玉笔下的文昌阁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