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作家的传记， 从来都是一件冒

险的事情。 喜欢一位作家，然后就去探究

他的人生，有多大的概率会失望而归？ 作

家身为文字的匠人，想必已尽可能地挑拣

自身，将最好的东西付诸纸面，若非如此，

他们的职业生涯意义何在？

阅读作家的传记， 也可能是一件危

险的事情。比方说，在作家和作品之间建

立联系就始终是危险且可疑的， 我们有

可能对作家的人生抱有错误的期待，或

者更糟糕，被他或她的人生误导，由此误

读了作品。钱锺书曾经开玩笑说过，觉得

鸡蛋好吃，又何必去认识下蛋的母鸡？除

了担心对于作者的好奇心只会滋长与作

品无关的闲谈外， 他可能还担心这份好

奇心有可能会反噬最为根本的阅读。

我抱持着这些观念， 多少有些犹豫

地接下了汤姆·威廉斯的《罪恶之城的骑

士：雷蒙德·钱德勒传》的翻译工作。最后

促成我决定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有两个。

一来是因为， 钱德勒是我最喜爱的作家

之一， 但我能为他做的事情有限。 光是

《漫长的告别》， 市面上就至少有十几个

译本。 我们是否还有办法更好地理解这

位翻越了侦探小说的藩篱， 进入经典文

学世界的作家？二来，我在接下翻译工作

之前大致地翻阅了这本书， 它给我最直

接的印象就是，除了人生以外，书里还有

大量的小说文字选段， 我多少抱有侥幸

的希望， 也许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在钱

德勒的人生和作品之间， 建立某种恰切

的联系。

结果大大出乎我的预料。

他极力避免语言
的矫饰，写下的每一
页都有闪电

当我们谈论钱德勒的现实主义时，

我们通常会审视以他为代表的侦探小说

家给这一体裁带来的革命：雷蒙德·钱德

勒和詹姆斯·M·凯恩、达希尔·哈米特一

起，改变了彼时粗制滥造的侦探小说，用

现实主义支撑起这一体裁。

20 世纪 30 年代初， 侦探小说刚刚

在北美流行起来， 成为风靡已久的西部

故事的补充。在完成西进运动后，城市拔

地而起，私家侦探也就代替了牛仔，成为

城市生活里的英雄。但是，这些英雄的最

初面貌是刻板化的， 他们有着超人般的

能力和神乎其神的魅力。 说侦探小说是

那个时代的爽文也不为过， 虽然读者甚

众，但难登大雅之堂。

哈米特、凯恩和钱德勒的出现，改变

了侦探小说脚下的土地。 侦探不再仅仅

只是满足人们对于英雄主义的遐想，而

是被赋予了复杂的人性和丰富的社会意

涵。 故事所展开的环境也具备了现实的

要素， 其中不乏对现实生活的贪婪和腐

败的影射。这些侦探小说家的大受欢迎，

代表了大众品位的转向。 它们和严肃文

学领域的现代主义构成了复调旋律，在

大众和精英两个层面显现出 20 世纪上

半叶公众思维的改变。

可能很多人都没想到， 钱德勒晚至

43 岁才报名写作夜校，成为一名初出茅

庐的通俗短篇小说家。在这之前，他都在

做什么呢？威廉斯告诉我们，他在洛杉矶

这座从荒漠里拔地而起的城市摸爬滚

打， 目睹了它的石油产业带来了犹如淘

金的热潮，也滋生出无处不在的腐败，以

及随之而来的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 威

廉斯还回顾了当年发生在洛杉矶的几起

丑闻事件，无论是庞氏骗局，还是虚伪的

布道者，最后受到伤害的总是勤勉而又平

凡的人。 在写小说之前，钱德勒就在一家

石油公司担任高级主管，同这座城市的腐

坏作用斗争， 陷入了宿命的酗酒问题，最

后失败了。我们能够从马洛和洛杉矶的互

动中，看出钱德勒对于这座城市，以及典

型意义上的城市化的怀疑精神。他便是这

座罪恶之城的骑士。

当我翻译完这部钱德勒的传记之

后 ，我突然明白过来 ，钱德勒的现实主

义就像贝多芬的名言一样 ，是 “非如此

不可”。

这样的“非如此不可”体现在他写

作的方方面面。 他容不下任何虚伪和

矫揉造作， 曾调侃图书封底的作家简

介仿佛 “给他们穿上了棉绒质地的无

尾礼服，戴上了垂着流苏的帽子，烟斗

里装满了克雷文牌混合烟丝， 显得他

们每天只会游手好闲、孤芳自赏，却写

不出几行精准又出人意料的句子”。

为了督促自己避免语言的矫饰，

他把 8.5 英尺×11 英尺的黄色信纸裁

成两半，“竖着”卷进打字机的纸筒里。

然后用三倍行距打字， 这样每张纸上

就只能打 125 到 150 个单词。 他要求

自己在每一张纸上都写出精彩的内

容，并且认为这样急促、简短的写作方

式，促使文字变得朴素而有力道。所以

也难怪曾经和钱德勒合作过的好莱坞

导演比利·怀尔德会感叹道，钱德勒的

作品每一页都有闪电。

他从来不接受有截稿日期的长篇

小说合同， 永远依照自己的方式打磨

文字， 却因为这样的写作习惯而在好

莱坞屡屡受挫。 他虽然认为电影编剧

因为好莱坞的制度限制而始终是一门

具有局限的通俗艺术， 但每每需要他

牺牲自我，完成编剧工作的时候，他总

是表现出骑士般的英勇气概， 最终在

好莱坞留下了 《双倍赔偿》《蓝色大丽

花》等一系列杰出的黑色电影。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许多许多。

钱德勒的一生让我感到， 也许阅读作

家传记最幸运的事情， 就是发现自己

读到了该作家一部始终隐藏的作品：

那就是作家的人生， 并且由此理解了

他所有创作中恒久的主旨。 钱德勒的

人生就是这样一部署了他名字的作

品，也是他最成功的现实主义笔触。

小 说 缺 失 的
谜题 ， 原来要用
人生来解

也许悖论的是， 悬疑要素并不是

身为悬疑小说作家的钱德勒最关心的事

情。 他从来就不是很在乎， 也不花费力

气构筑巧妙的谜题。 在他的小说中， 解

谜或者说凶手的揭晓， 有时候只是帮助

故事推进下去的叙事工具， 而不是故事

的主线。 他还曾经借一部短篇小说讽刺

那些越来越让人绞尽脑汁的解谜套路：

“世界上从来都没有所谓密室谋杀案。 从

来都没有。”

钱德勒真正在乎的是侦探马洛的塑

造， 以及被马洛整个吸入肺腑的洛杉矶

市。 在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中， 我们都

感受到， 马洛像一步步走进沼泽一般，

被卷入他所存在的世界。 他不仅仅是调

查案件、 追查凶手的侦探， 而且是所有

这些案件的亲历者， 被它们影响， 被它

们改变， 同它们共同成长， 或者因此失

去某种东西。

这样看似朴实的悬疑设定， 以及维

度丰富的侦探角色塑造， 无论在当时还

是在现在都极不寻常。 我们可以说， 钱

德勒成也马洛， “败” 也马洛。 正是马

洛这一坚固又一再让我们惊讶的角色，

给侦探小说带来了全新的可能。 钱德勒

可以借助马洛这个角色， 探讨许多侦探

小说无法涉及的领域： 什么是系统性的

腐败？ 腐败的人和腐败的城市如何互相

塑造？

马洛的角色塑造为何能够如此成

功？ 该角色丰富意涵的来源， 不正是钱

德勒这一系列悬疑小说最大的谜团吗？

威廉斯为解开这一谜团， 做了很大

的努力 。 他审视了小钱德勒的成长环

境 ， 那是一个被女性所主导的传统世

界， 不仅揭示了马洛为何会如此这般对

待女性角色， 也解释了钱德勒对部分女

性角色的处理； 他探访了钱德勒求学的

达利奇学院， 调查了他的图书馆借阅记

录， 浏览了描述当时校园生活的文献，

追溯了那个时代学生们追求的骑士精

神， 以及钱德勒从公立学校继承的穿着

打扮和行事风格。 钱德勒曾说， 马洛是

“商店里陈旧的加拉哈特” 骑士， 他的

纯洁和未受污染， 都可以从这位在达利

奇学院受到追捧的纯洁圣杯骑士身上找

到蛛丝马迹。

除此之外 ， 马洛也是钱德勒的宿

命。 正如威廉斯所言， 钱德勒离不开马

洛， 是我们读者的幸运， 也未必就是钱

德勒的失败。 我们从本书发掘出来的钱

德勒笔记得知， 初涉侦探小说写作的时

候， 钱德勒只把通俗领域的写作当成训

练， 他最终的目标是将悬疑故事彻底抛

诸脑后， 创作出一部严肃文学。 我们可

以说， 他没做到最终目标的第一步， 却

做到了第二步。 他最成熟的作品 《漫长

的告别》 固然仍旧是悬疑故事， 却也是

真正的严肃文学。 他到最后都没能摆脱

他笔下最为成功的角色， 却也依靠着这

个角色做到了他最初想要做的事情。

正是借由马洛， 钱德勒使得一种原

来叫作 pulp fiction， 只能印刷在纸张粗

糙的廉价杂志上的体裁， 具备了严肃文

学的潜质 ， 或者用钱德勒自己的话来

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重要或有意

义的艺术形式 ， 有的只是艺术作品而

已， 而且少得可怜。”

也许到最后， 钱德勒已经明白， 所

谓艺术体裁并不真正重要， 重要的是他

借以行走在世界上的文字的力量， 它凝

结成了马洛这一坚固又一再让我们惊讶

的角色的内核， 就像 《海上钢琴师》 里

的 1900 和 《树上的男爵》 里的柯希莫

一样 ， 成了意韵深厚的隐喻 ， 每个人

都可以通过马洛 ， 解读自己在现代社

会中的生活体验 ， 在弥漫着猫腻味道

和深不可见的黑暗的世界中 ， 找到自

己的道德基准 ， 并像马洛一样 ， 为了

守护它而付出改变自己的代价。

最后 ， 谈一谈钱德勒的传记出版

情况 。 目前在英美一共有四部钱德勒

传记 ， 除了最新出版的 《罪恶之城的

骑士： 雷蒙德·钱德勒传》 以外， 其他

三部分别是弗兰克·麦克沙恩的 《雷蒙

德·钱德勒的一生 》 （1976） 、 汤姆·

希尼的 《雷蒙德·钱德勒 ： 一部传记 》

（1997） ， 以及朱迪思·弗里曼的 《漫

长的拥抱 ： 雷蒙德·钱德勒与他爱过

的女人 》 （2007） 。 希望它们能够为

钱德勒的解读增添更多的维度 ， 也希

望读者们跟我一样 ， 在了解过钱德勒

的一生后 ， 能够明白钱德勒所谓 “简

单的谋杀艺术 ” 是多么的不简单 。

阅读 责任编辑/陈熙涵 郭超豪

他翻越侦探小说的藩篱
进入了经典文学世界
写在 《罪恶之城的骑士： 雷蒙德·钱德勒传》 引进出版之际

陶泽慧

在 《和博尔赫斯在一起》 一书中， 作者记
录下博尔赫斯的一个观点： 侦探小说比任何其
它类型的文学作品都更贴近亚里士多德对文学
作品这一概念的界定。 而雷蒙德·钱德勒无疑
对此观点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在 《罪恶之城的
骑士： 雷蒙德·钱德勒传》 引进出版之际， 我
们邀请该书译者为本报独家撰稿， 解读钱德勒
的文学世界。 ———编者

雷蒙德·钱德勒： 好莱坞的宠儿
帕帕拉佐

作家王朔去洛杉矶访问时 ，一
看到这座城市就说 ， 这是钱德勒的
城市。 村上春树更是雷蒙德·钱德勒
的忠粉。 他表示，自己每每陷入写作
上的困境，便会打开 《漫长的告别 》，

而读者们也能从 《寻羊历险记 》和
《1Q84》中感受到村上叙事中的 “钱
德勒文风 ”。 村上翻译钱德勒的小
说 ， 曾直接带动过日本读钱德勒的
热潮。

作为雷蒙德·钱德勒最重要的作
品，《漫长的告别》一出版就斩获了爱
伦·坡奖，与《了不起的盖茨比》《太阳
照常升起》《在路上》 并称 20 世纪美
国文学黄金时代四大杰作。 但如若就
此认为钱德勒是文学界的专宠，未免
会招来电影界的反对。 因为他在电影
史上也创造了他者难以企及的纪录。

尤其是他与导演比利·怀尔德一起为
好莱坞缔造了激动人心的 “黑色电
影”，二位合作的电影 《双重赔偿 》被
称为美国电影史上的最佳剧本之一，

并荣登美国百部经典电影榜单 。 此
外，钱德勒作为编剧曾两度提名奥斯
卡，给他打过下手的是日后的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福克纳。

据说《双重赔偿》 的问世并不顺
利， 比利·怀尔德的黄金搭档———编
剧查尔斯·布拉克特离开了他，怀尔德
只好去找《双重赔偿》小说原作者詹姆
斯·M·凯恩，可凯恩跟别人签了约。 就
在怀尔德为编剧问题头痛不已时，制
片人希斯特罗姆把雷蒙德·钱德勒的
《夜长梦多》丢在他的面前。 读完这部

小说，怀尔德迫不及待地要找书的作
者。就在那样的情形下，比利·怀尔德
和雷蒙德·钱德勒相逢了。

但是， 两位大佬的相处没奏出
和谐的篇章。 此时的钱德勒在小说
上已颇有成就， 但在编剧上却是个
外行。他不能忍受比利·怀尔德称自
己“雷”而不是“钱德勒先生”，他还
讨厌怀尔德每 15 分钟就要去一次
厕所， 其实后者是借上厕所来躲避
钱德勒习惯性的“吞云吐雾”。 很多
年后， 钱德勒把跟怀尔德一起工作
的这段日子称作 “生命中最糟糕的
时光”。 怀尔德也好不到哪里去，尽
管他欣赏钱德勒的才华， 但却称他
是最蹩脚的情节编织者。一拍完《双
重赔偿》，这位名导立即拍了部讥讽
钱德勒的电影，名叫《失去的周末》。

尽管两人的相处糟糕透顶，但《双重
赔偿》的剧本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时
至今日， 众多电影学院在分析黑色
电影时，都会拿《双重赔偿》作为案
例来回分析解剖。

被比利·怀尔德带入好莱坞的
钱德勒，从此只做两件事情：给好莱
坞写剧本和写剧本以外的一切来嘲
讽好莱坞。直到去世，他对好莱坞的
冷嘲热讽也不曾停止。 1959 年，雷
蒙德·钱德勒戴着这样的光环离开
了人世： 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侦探小
说家和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编剧。

据说 ，1942 年至 1947 年 ，钱
德勒的四部侦探小说被六次搬上银
幕。 1946 年，电影《夜长梦多》在拍

到一半时，导演霍华德·豪克斯和饰演
马洛侦探的亨弗莱·鲍嘉就剧本中半
途死去的司机是怎么死的争执起来 ，

只能打电话问编剧福克纳， 谁知道福
克纳也不记得， 让他们去问钱德勒本
人，然而钱德勒自己也说不清楚，于是
电影处理成了这个司机莫名其妙地死
了。 这段往事充分说明了钱德勒对故
事情节逻辑的无视。

而他对剧本的主要贡献集中在无
与伦比的对白和对场面的塑造上。 上
世纪 40 年代的好莱坞，各路男神均以
能扮演钱德勒笔下的名探菲利普·马
洛为荣。比如《老鹰接手》中的沃德·邦
德；《谋杀爱人》中的狄克·波维尔；《漫
长的告别》中的艾力奥特·高德……而
亨弗莱·鲍嘉饰演的马洛，被公认为是
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就连最为挑剔
的钱德勒本人也对他非常认同 。鲍嘉
的修长冷峻无疑是 “黑色的 ”，而他
完美演绎了那个 “有着黄金色泽心
灵的骑士 ”，他的冷硬 ，他的自尊心 、

讲义气 、 冷幽默 ， 他的一路跌跌撞
撞 ， 直到撞进世界心脏的孤独英雄
形象 ，就像跟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 ，

而电影故事的逻辑就自然退化成了
这个人物为寻找真相而进行冒险的
一个载体 。

据悉， 在美国侦探作家协会举办
的侦探小说 150 年最优秀最佳的票
选活动中， 雷蒙德·钱德勒拔得头筹，

他塑造的侦探马洛居然超过福尔摩
斯，被评为最受欢迎的神探、最富有魅
力的男人。

▲ 《罪恶之城的骑士： 雷蒙德·钱德勒传》

汤姆·威廉斯 著

陶泽慧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亨弗莱·鲍嘉在《夜长梦多》中饰演的马洛，被公认为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雷蒙德·钱德勒

▲男演员们以出演钱德勒笔下的马洛为荣。 艾力奥特·高德扮演

的马洛半夜买猫粮的情节，被誉为电影《漫长的告别》中的经典一幕

荨电 影

《双重赔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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