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诗歌， 法国文学在其他方面都

是最丰富最多彩的。 法国人整体而言都

是冷淡的诗人， 然而他们的散文却写得

炉火纯青，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若说他们

对我们国家的作家产生了长久又深远的

影响，那实在是恰当不过，因为长久以来

我们都在学习法国人在散文创作上的所

有技巧与造诣。这并不奇怪。法国有着很

明显的优势：位于欧洲中心，有密集的人

口，富裕，文明———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创

造一个伟大的文学流派。 此外法国人天

生喜欢条理清晰、适度节制以及讲道理。

这些品质更适合散文家而非诗人， 并且

有利于天才的横空出世。 法语是一门准

确而充满逻辑的语言， 使得法国作家能

够清楚而优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而英

语，虽然向法语学习了数个世纪，却未被

同化，仍旧混乱又累赘。法国文学丰富异

常，然而受篇幅限制，我在此只能挑出几

本，略谈一二。

我想谈的这本书非常短小， 是拉斐

特夫人所著的《克莱芙王妃》。 这本书于

一六七八年出版， 文学史学家认为这是

一部最早的心理小说。当然，这本书非常

有趣， 除此之外更值得一提的便是它讲

述了一个独特又现代化的故事。 故事背

景是亨利二世的王宫， 女主角是一位高

贵而有品德的女士，尊敬自己的丈夫，但

是并不爱他。 在一次宫廷舞会上她遇到

了盖兹瓦特公爵，对他一见倾心。她决定

不让自己名誉受损。 她向丈夫承认了自

己的感情， 希望借助丈夫的力量帮助自

己更好地拒绝诱惑。

他是一位性格很好的绅士， 也相信自

己的妻子，知道她不会背叛他，然而人性是

脆弱的，他饱受嫉妒的折磨，变得多疑、易怒

而恼人。我从没见过哪本小说能如此自然地

描述一个灵魂在过度紧张下慢慢走向堕落

的过程。 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书中的人

物都渴望按照自身的责任感行事，却被外界

不可控因素打败了。 它告诉我们，切莫要求

别人做力所不能及之事。在当今这个普遍认

为爱无律法， 责任终究会向心意屈服的时

代，这是一本具有教育意义的好书。

【法】 拉斐特夫人：《克莱芙王妃》

在普遍认为爱无律法，责任终究会向心意屈服的时代，《克莱芙王妃》是一
本具有教育意义的好书

最近， 我重读了 《红字》， 不得不

承认， 我从中得到的收获和享受非常有

限。 我想， 给出确切的评价并不是错，

所以我必须指出， 在过去四十年中， 美

国至少崛起了六位比霍桑优秀得多的小

说家。 只是， 由于偏见以及他们尚未作

古， 使得我们忽略了他们。

不过 《红字》 终究是一部名著， 我

想凡是读过一些著作的美国人都不会漏

掉它。 就我而言， 题为 《海关》 的序比

正文有趣多了 ， 写得迷人 、 轻快又幽

默。 一本小说要想吸引人， 首先要让人

信以为真。 若你本能地感到人物的行为

有悖常理， 那么小说便失去了魅力， 小

说家也失去了读者的心。

故事一开始，霍桑就遇到了难题。为

什么海丝特·白兰明明可以自由地去往

任何地方， 却偏要留在一个让她受尽屈

辱、活得苟延残喘的地方呢？霍桑对此的

理由是，海丝特对阿瑟·丁梅斯代尔的爱

太炽热了，以至于即便身负耻辱，也要留

在他在的地方。（幸好清教徒并非不食人

间烟火，他们不但虔诚，也非常现实，而

丈夫不在身边的海丝特也不会没来由地

生下孩子。若是没有这一基调，霍桑便写

不成这个故事。 ）然而让人想不通的是，

为什么海丝特不逃到远方秘密生下孩子

呢？如果说爱人之间无法分离，而他们后

来又能轻松地去往欧洲， 那事态紧急时

为什么不私奔呢？人们都以为罗杰·齐灵

渥斯死了， 那么他们完全能像富兰克林

和受人尊敬的瑞德小姐一样结为合法夫

妻。霍桑没有塑造活生生的人物的本领。

齐灵渥斯只是一个充满了恶意的肉团，

并非是有血有肉的灵魂， 而海丝特只是

一具精美的雕塑。 当丁梅斯代尔牧师决

心与爱人私奔后， 焦急地想知道所搭乘

船只的确切起航时间时， 他才有了活生

生的人该有的样子。 他准备好了选举日

布道，希望讲完后再离开，这一细节也很

有人情味。

我推荐你们读 《红字》 （如果已经

读过， 那可以再读一遍）， 不是因为故

事， 而是因其精美又让人过目不忘的辞

藻。 霍桑集十八世纪的大家之众长， 形

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 像这样的句子，

“他的内心决不是冷酷无情的， 他甚至

不忍心拂落蝴蝶翅膀上的绒毛”， 便很

有斯特恩的感觉 。 我想斯特恩本人也

会喜欢。 霍桑拥有敏锐的乐感和卓越的

技巧， 能造出精妙动听的句子。 他有本

领写一句长达半页， 从句连连的句子，

念起来铿锵有力， 节奏均衡， 如水晶般

清脆。 他的文字富丽堂皇而繁复多变。

他的散文有着哥特式挂毯般素净的繁

复， 但却不见浮夸与单调。 他的隐喻总

是意味深长， 直喻则贴切恰当， 用词也

契合意境。

不同的时代盛行不同的文风 ， 如

今受人喜爱的村野鄙夫式的散文风格

日后很可能会失去光彩。 那时读者也许

会寻求一种更正式 、 更高雅的写作方

式， 若是如此， 作家们便会很乐意向霍桑

学习如何用半打词语组一个句子， 如何将

端庄和洞彻事理结合起来 ， 如何在不

拘泥形式的同时写出既悦目又悦耳的

文章。

【美】 纳撒尼尔·霍桑:《红字》

我推荐你们读《红字》不是因为故事，而是因其精美又让人过目不忘的辞藻

当我动笔写这一章时，本打算介绍托

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因为记忆中

它比《战争与和平》更好。 慎重起见，我重

温了这两本书，最终确定《战争与和平》更

好。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栩栩

如生地描绘了一幅十九世纪后期俄国的

社会画卷， 然而整个故事过于强调道德，

以至于我无法从阅读中感到愉悦。托尔斯

泰强烈反对安娜对渥伦斯基的爱情，为了

使读者确信罪恶的代价即是死亡，他生硬

地为她安上了一个悲惨的结局。若不是因

为托尔斯泰对安娜不满，她完全可以离开

她不爱，也并不关心她的丈夫，嫁给渥伦

斯基，幸福地生活。 为了实现脑海中构想

的悲剧，托尔斯泰不惜将自己的女主角变

成一个愚蠢、惹人讨厌、为人苛求、不可理

喻的女人。当然，这样的女人有很多，我也

不会同情她们因自己的愚蠢而招惹来的

麻烦。

若说提出《战争与和平》时我有所犹

豫，那是因为对我来说，这部小说似乎有

些冗长乏味。 书中描写了太多战场的细

节，而且皮埃尔在共济会的那段经历也非

常沉闷。不过这些都可以略去不看。不管怎

样，《战争与和平》都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它

用史诗般的恢弘气势描绘了一代人的成长

和发展：书中的场景遍布整个欧洲，从伏尔

加河一直延伸到奥斯特里兹； 众多人物接

连登场个个都刻画得惟妙惟肖； 庞大的素

材处理得当， 时而能用荷兰画派般细腻的

笔触描绘细节， 时而又能用西斯廷教堂中

米开朗琪罗的壁画那样让人窒息的横扫之

势抒写另一种场面。 你无法抗拒书中描绘

的人生的困惑，也不得不承认，在那决定国

家命运的黑暗力量面前， 个人是多么卑微。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极好的，让人震撼的小

说，亦是一部天才之作。 在这本书中，托尔斯

泰完成了一个小说家最难做到的事。 他刻画

了一个自然、 迷人、 生动又活泼的年轻女

孩———她大概是最迷人的女主角了， 然后又

安排了一个其他任何小说家都不会想到的结

局，让她幸福地结婚，成为母亲，原本的尤物

竟变成了一个挑剔、平庸、有点儿臃肿的妇

人。 你很震惊，但转念一想便会发现，这样的

情节非常可能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这为这部

惊人的小说添加了最后一笔真实。

【俄】 列夫·托尔斯泰: 《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 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一幅十九世纪后期俄国的社会画
卷， 然而整个故事过于强调道德， 以至于我无法从阅读中感到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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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跳过几个世纪， 请你阅读

一本凡是听说过的人都会告诉你很难读

的书———卡莱尔尽职尽责翻译的， 歌德

的《威廉·迈斯特》。

歌德在现在的德国并不受宠， 他致

力于成为一名世界公民， 而非仅仅是一

国之民， 这种态度并不受现今统治者的

青睐。但即便是在以前，德国也很少有人

读过《威廉·迈斯特》。

在我看来， 这是一本非常有趣又意

义非凡的著作。 它是十八世纪感伤小说

的句号， 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小说的开

端 ， 也是如今盛行的自传体小说的先

驱。 书中的主人公非常苍白无趣， 事实

上大多数自传体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如

此。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也许， 在

写到与自己相关的事时， 人总是会因为

成绩与目标的差距而惶恐， 从而执着于

倾诉自己未曾好好把握机会， 未能达到

预期的失望之情。 于是读者看到的， 便

是一个挫败的， 而非壮志得以实现的平

淡角色。 此外， 就好像当我们走在街的

这一边时， 总认为街的那一边更热闹一

样， 自己看自己的经历， 都以为是平淡

无奇的， 因此也不可能塑造一个不平淡

无奇的角色。 而那些离奇又浪漫的， 永

远都是别人的人生。 不过歌德以这位没

劲的主角为主线， 安排了一连串不可思

议的事情， 让他身边围绕着各种不同寻

常又奇妙的人物， 借他的口说出自己对

很多问题的看法。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

时代》———我不推荐《漫游时代》，因为实

在让人看不下去———是一部充满了诗

意、怪诞、内容深远又有些沉闷的书。 当

然，沉闷的部分你可以略去不看。

卡莱尔说，六年来读过的书中，没有

哪本像这本一样给予自己如此多的启发，

不过他也坦言道：“歌德是百年间最伟大

的天才，也是三个世纪中最伟大的傻子。”

【德】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是一部充满诗意、怪诞、内容深远又有些沉闷的书

我爱普希金，因为他是清晰、讽刺和严肃。

我爱海明威，因为他是唯实、轻描淡写、渴望幸
福与忧郁。我爱契诃夫，因为他没有超出他所去
的地方。我爱简·奥斯丁，因为我从未读过她，却
只因为她存在而满足。我爱果戈理，因为他用洗
练、恶意和适度来歪曲。 我爱陀思妥耶夫斯基，

因为他用一贯性、愤怒和毫无分寸来歪曲。 我爱
巴尔扎克，因为他是空想者。我爱卡夫卡，因为他
是现实主义者。我爱莫泊桑，因为他肤浅。我爱曼
斯菲尔德，因为她聪明。我爱菲茨杰拉德，因为他
不满足。 我爱拉迪盖，因为青春再也回不来。 我
爱斯维沃，因为他需要变得更老。我爱……经典
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 经典
是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

伍尔夫 《普通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简·爱的缺点是不难找的。永远是家庭教师，永远在恋爱，在一个毕竟充满
了二者都不是的人的世界上，这是一个严重的局限。相比之下，简·奥斯丁或托尔
斯泰的人物则有无数个面。 他们对许多不同的人产生影响，这些人照出他们立
体的形象，所以他们栩栩如生、性格复杂。 他们能够到处活动，无论创作者在不
在看着。 他们生活的世界像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既已创作出来，我们就可以
自己去访问。 托马斯·哈代在个性的力量和视
界的狭窄上与夏洛蒂·勃朗特比较相近。 但区
别还是极大的。 阅读《无名的裘德》的时候，我
们没有被牵引着一口气读完；我们会沉思，思绪
从文中游离开去，浮想联翩，围绕着人物形成一
个问题和暗示的氛围，而书中人物自己对它们
往往是浑然不觉的。尽管他们是纯朴的农民，我
们却不得不让他们面对最重大的命运和问题。

因此经常让人觉得哈代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是
那些没有名字的人。 这种能力， 这种好奇的玄
想，在夏洛蒂·勃朗特那里是找不到的。 她不企
图解决人生的问题；她甚至未意识到这些问题的
存在； 她所有的力量都体现在几句话中，“我爱”“我
恨”“我痛苦”，这力量因为受限制而格外巨大。

纳博科夫《文学讲稿》
上海译文出版社

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应当注意和欣赏细节。如果书里明朗的细节都一一品味
理解了之后再做出某种朦胧暗淡的概括倒也无可非议。但是，谁要是带着先入为
主的思想来看书，那么第一步就走错了，而且只能越走越偏，再也无法看懂这部
书了。 拿《包法利夫人》来说吧。 如果翻开小说只想到这是一部“谴责资产阶级”

的作品，那就太扫兴，也太对不起作者了。 我们应当时刻记住，没有一件艺术品
不是独创一个新天地的， 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研究这个新天
地，研究得越周密越好。 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件同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没有任何明
显联系的崭新的东西来对待。 我们只有仔细了解了这个新天地之后，才能来研
究它跟其他世界以及其他知识领域之间的联系。

另外一个问题， 是我们能不能指望通过一
部小说来了解世界，了解时代？当然谁也不至于
天真到以为只要看看由那些新书俱乐部四处兜
售的装帧漂亮的标以历史小说的畅销书， 就能
对过去有所了解。

但是文学名著又当怎样看呢？比如简·奥斯
丁，她只了解牧师家庭的生活，而她书中描写的
却是英格兰地主阶层的缙绅生活和田园风光，

我们可以相信她所描绘的这幅图画吗？再如《荒
凉山庄》，这本书写的是荒唐的伦敦城里的荒唐
传奇， 难道我们可以称其为百年前的伦敦大观
吗？当然不行。这里所讨论的其他同类小说也当
如是看。 事实上，好小说都是好神话，并且这里
选的小说更是最上乘的神话了。

卡尔维诺 《为什么读经典》
译林出版社

就文学作品而言，前人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
神财富，然而面对浩瀚的书海，很多人常常感到困
惑，不知道该读些什么。 如果你正在同样的问题上
踌躇不前，那么不妨去英国作家毛姆的《书与你》里
找找答案。 受篇幅限制，毛姆的这份书单只包含了
约 40 本文学作品，但“上面的每一本书都会让人
心感愉悦，受益匪浅。 ”

如果将《书与你》当作书评来阅读，你或许会感
到失望。 毛姆并没有在书中阔谈他所推荐的那些
作品，而是不断地重申阅读所应有的态度———为了
享受。 在他看来，文学本身是一门艺术，而艺术，是

为了愉悦而生的。 他因此
在书中劝慰读者，如果“一
本受到最伟大的评论家首
肯的书对你而言却一无是
处， 这也没什么惭愧的”，

他甚至请求读者 ，“万一觉
得书单中的作品不合口味，

就把它们搁到一边去吧，除
非你能真正享受它们，否则
读也无用。 ”他还称“即便是
伟大的著作， 其中也会有
某些内容变得冗长又乏

味”，因此学会略读，可以让阅读变得受益匪浅又充
满乐趣。

在撰写这份书单的时候， 毛姆没有把自己当作
一个评论家或专业作家，而是“一个对人性感兴趣的
普通人”。所以在将每一本书加入书单之前，他的第一
标准，便是这本书是否可读。

你会发现，毛姆对于书单中每一位作者或每一
部作品的评述，都是围绕“可读性”展开的。 或许正
因为此，《书与你》中出现了不少有别于大多数文学
评论的声音。 例如，他在推荐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
作品时放弃了颇负盛名的《安娜·卡列尼娜》，直言
“托尔斯泰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一幅十九世纪后期俄
国的社会画卷，然而整个故事过于强调道德，以至
于我无法从阅读中感到愉悦。”相反，他在谈及英国
作家爱德华·吉本时，并没有选择其代表作《罗马帝
国衰亡史》，而是将《自传》纳入了书单，因为这本书
“可读性很强，篇幅短小，文笔非常优雅……即便它
一无是处，看在如此优美的句子的份上，也值得翻
来一读。 ”

将书的现实意义回归到读者阅读本身，是毛姆
评价一部作品的根本立场。“阅读应当是一种享受”

是这份书单贯穿始终的态度，而这种享受，只存在
于“书”与“你”之间。 ———编者

延伸阅读

当作家化身普通读者……

“每一本书都会让人心感愉悦，受益匪浅”

这份来自毛姆的书单藏着作家的精神世界

▲ 位于荷兰马斯特里赫

特的天堂书店， 前身是拥有

800年历史的多米尼加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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