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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香气”中找寻作品
“在书页上，一字一句，完全一样

从银幕上 ‘听到 ’似的 ”，影片与文字
作品交相辉映，共同演绎一段令人难
忘的真实故事

俄罗斯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曾经提及
世界上有一种菩提花，“这种花的香味只有在
远处才能闻到，在近处却感觉不出来。”他也将
文学做了这样的比喻，“真正的文学和菩提花
一样。常常需要一定的时间或距离，来检验和
评价文学的力量和它的完美程度，来领会它的
气息和永不凋零的美。”

在我看来， 法国当代文学大家马塞尔·帕
尼奥尔晚年的巅峰之作《山泉》就堪称这样的
“菩提花”。而这菩提花香，最初我们是从法国
导演克洛德·贝里导演的影片 《恋恋山城》和
《甘泉玛侬》“闻”到的。

事情可以回溯到 2017年春天，那时我们重
温了这两部三十多年前的法国影片， 电影之经
典与精彩，普罗旺斯自然风光美丽，音乐悠扬动
人，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角色细腻深刻，看
似平淡的叙述， 却激发出人们对人性与命运这
个永恒主题的回味与思考。

于是，我们随着“香气”去追寻这两部电影
的文学作品，发现原作是由法国作家马塞尔·帕
尼奥尔创作的， 记述他本人十三岁时听到家
乡———普罗旺斯最后一代牧羊人讲述的真实故
事。其实早在 1952年，当时作为戏剧家和电影
人，帕尼奥尔就已经将“玛侬”这则故事搬上了
银幕， 以此表达他对家乡普罗旺斯的款款深情
与礼赞， 同时也是献给妻子贾克琳娜的爱情之
歌，影片的女主角玛侬，正是由他的妻子扮演。

十年后，当他六十多岁时，发表了“童年回
忆录”四部作品（《父亲的荣耀》《母亲的城堡》
《童年回忆》《爱的时光》），大获成功，被法国
教育部指定为学生必读书， 这令他除了是剧作
家、电影人、法兰西院士之外，还在文学领域赢
得了巨大的声望。此后，他继续在文学创作中笔
耕不辍，玛侬的故事以及玛侬的父亲让·弗洛莱
特的故事在 1962年和 1963年相继完成， 他将
这两部作品合在一起，取名为《山泉》，分成上部
《让·弗洛莱特》和下部《泉水玛侬》。

《山泉》的故事并没有到此就结束。这部诞
生于电影的小说， 在 20余年后， 又回归于电
影。1985年，享誉世界的法国名导克洛德·贝里
决定将这部巨著完整地搬上银幕。电影剧组在
小说的发生地欧巴涅的山林中安营扎寨。用九
个多月的时间，以一种忠实完美的精神进行拍
摄。这就是 1986年一经上映就好评不断的《恋

恋山城》和《甘泉玛侬》，影片先后荣获第 59届
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 第 41届英
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最佳影片等重要奖
项。演员阵容堪称豪华，三大影帝联袂出演，著
名演员热拉尔·德帕迪约将让·弗洛莱特身上
的理想主义情怀、真诚良善的品质演绎得淋漓
尽致， 伊夫·蒙当和丹尼尔·奥特伊饰演的叔
侄，虽然一肚子坏水，但人物形象始终丰满立
体、有血有肉，奥特伊更是凭此片荣获第 12届
法国恺撒奖最佳男演员。在《甘泉玛侬》中，法
国著名女星艾曼纽·贝阿又给玛侬这个角色增
添了一种新的韵味和风姿， 时年 23岁的贝阿
也因此获得第 12届法国恺撒奖最佳女配角。

“在书页上，一字一句，完全一样从银幕上
‘听到’似的”，影片与文字作品交相辉映，共同
演绎一段令人难忘的真实故事。

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新浪潮之父”安德
烈·巴赞曾说：“帕尼奥尔从‘马赛三部曲’起步
营造自己的充满南方情调的人道主义， 随后在
乔诺的影响下，从马赛转向内地，从《泉水玛侬》

起， 他又发挥天马行空的创作灵感为普罗旺斯
谱写内容广泛的史诗。” 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

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董强也充分肯定了帕尼奥
尔的成就， 他说：“帕尼奥尔长于对人物心理的
描写， 以一种略带距离的温情和天生的幽默情
怀， 描写小人物的种种生活境遇， 在他的作品
中，时时流露出一种生活的睿智，一种加缪在描
写托尔教堂倒映在索格河中时感受到的智慧。”

这样的佳作即刻被我们列入了出版计划。

让“山泉”重新开始流淌

经过了近两年的努力 ， 当年的
“玛侬姑娘”面目一新，再次邀请读者
走进她的故事

按照出版计划，我们开始查阅、收集各类

资料， 在网上找到了北京宝文堂书店 1989年 4

月编辑出版的《玛侬姑娘》，未曾想这部译作已经
出版了近三十年了。与电影《甘泉玛侬》内容核对
后，发现正是这部影片的文学作品，译文朴素简
洁，优美畅达，平淡如邻家老伯在讲那过去的故
事，娓娓道来，无比亲切，显然译者的文学涵养深
厚、语言清新高雅，我们当即觉得，要是能重版这
部译作就再理想不过了。

接着，我们马上去搜索宝文堂书店的信息，

得到的结果是，此出版单位在二十多年前就已
经不存在了。我们只能再去查看此书的编辑信
息，当我们翻看《玛侬姑娘》时，居然书上没有
编辑的名字， 只有两位译者———马中林、 孙德
芬，但在网上却没有搜寻到两位译者的任何信
息。

接下来的任务便是找到译者，经过两三个月
的打听、询问，我们了解到原来他们曾经是北京
语言大学的教师，目前已经退休，而且，两位译者
竟然是一对年近八旬的伉俪。随后我们与两位长
者进行多次电话和书信交流。马老给我们讲述了
当年他们翻译《玛侬姑娘》的经过（这些文字记录
在《山泉》译者序中），因为当时宝文堂的编辑觉
得原书名《山泉》太平淡了，面对刚刚改革开放不
久的读者们，显得毫无特色，得起一个好听的书
名，于是将书名改为《玛侬姑娘》。此外，《玛侬姑
娘》封面上译者的名字是马中林、孙德芬，与后来
我们知道的马老夫妇真实名字有差异，由于当时
急于付印，编辑将译者的名字每一位都写错了一
个字（这也是我们难以快速准确地找到译者的原
因之一）。

经过与马老的充分沟通交流，我们立即进
入了购买版权、签订相关合同等程序，马老夫
妇对《山泉》进行了核对和补充翻译相关资料
等工作，如此，经过了近两年的努力，当年的
“玛侬姑娘”面目一新，再次邀请读者走进她的
故事。

我们精心设计了图书装帧，书名《玛侬姑
娘》 也改回了原书名 《山泉》， 将原来厚厚的

707 页的中文译本， 按照当年帕尼奥尔创作的
那样，分成了上、下两册，上册《山泉：让·弗洛
莱特》，下册《山泉：泉水玛侬》，并在每册书前
增加了目录，因为通常法国小说分章节，但没
有标号、标题与目录，《玛侬姑娘》是马老加上
了序列数字来表示章目，为了能适应我国读者
的阅读习惯，我们在原来马老为原书编写序列
号的基础上， 借鉴我国传统章回小说的体例，

添加了目录，编写了章目的小标题。而事实上
这样的改动，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小小的挑
战：即添加章目后的小标题，既要标示此章的
内容，但又不能透露此章的关键信息，否则阅
读完整本书的目录，整篇小说的情节线索就在
目录上显露无遗，如此会大大减低读者的阅读
兴致，不过，如果标题写得恰当，也可以引人入
胜，增强读者的兴味。

于是，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新的尝试，增加了
小说的目录与章目的小标题。此外，《山泉》还增
加（补译）了马塞尔·帕尼奥尔年表、作品目录、电
影目录等资料，以便有兴趣的读者查阅作者的其
他作品。

解开命运的不解之谜

“古希腊式的悲剧 ，寓于人类命运
的不解之谜，以普罗旺斯的真实血肉炽
烈重演”

《山泉：让·弗洛莱特》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法
国南部普罗旺斯乡村的悲情故事。生活在繁华城
市里的税务员让·弗洛莱特， 辞去了令人羡慕的
工作，回到他一心向往的“左拉笔下的天堂”———

他的出生地巴斯第德白房村，准备开始他梦想的
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不过生活的画卷并非如他所
想的那样轻松顺利地展开。这个古老村庄的家族
关系盘根错节，日常生活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
潮汹涌， 村民们处心积虑地追逐自认为的 “利
益”， 为那位想要实现理想生活的税务员的悲剧
命运定好了旋律、基调与音符。

《山泉：泉水玛侬》是《山泉：让·弗洛莱特》的
续篇。父亲让·弗洛莱特艰辛劳作、奋斗受挫的悲
剧命运，久久萦绕在女儿玛侬的心头……没有了
房子、地产，她只能和母亲居住在山洞里，成了过
着流浪放牧生活的野姑娘。一天，她偶然发现了
令父亲悲剧发生的缘由。 于是， 一段段复仇、悔
恨、赎罪与谅解的乐章，不断回响在普罗旺斯古
老的巴斯第德白房村的上空。

再一次翻阅《山泉》这部写作于半个多世纪
前的作品———这朵法国文学花园中盛开的菩提
花，其幽香弥散，一件发生在过去普罗旺斯村庄
真实的故事，展现在眼前。作者记述的故乡村庄
所发生的种种事情，玛侬姑娘的命运、她父亲所
遇到的灾变， 他们全村人所遇到的灾难，“古希
腊式的悲剧，寓于人类命运的不解之谜，以普罗
旺斯的真实血肉炽烈重演”，对于正在遭遇当今
全球疫情流行中的我们，会从《山泉》中的各个
角色中看到他们当时周遭的内心世界吗？ 是否
也会看到我们不也正在扮演着灾难中的各种角
色吗？

《山泉》描写的是一个村庄的故事，而我们自
己也正经历或创造着未来历史故事中的人物，我
们的命运会与他们一样吗？我们的内心会与他们
相同吗？我们会从这本原作与译本俱佳的作品中
获得对人、人性的启示吗？

我们愿与读者一起思考，共享前辈给我们留
下的珍贵的菩提花香。

愿我们真正能从灾难中警醒与清醒过来，一
如《山泉》故事所讲述的那样。

编辑手记

这是一个富有神性的故事 。 它讲述着一
个普罗旺斯村庄里爱恨的绝境和复仇的救
赎，但却潜藏着一种叙事的轻盈，如同深隐于
地底的泉源，不动声色地消解了故事的沉重，

甚至在字里行间隐约透露出亮色， 舒缓地流
淌直至尽头。

这就是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 剧作家、导
演马塞尔·帕尼奥尔的晚年巅峰之作 《山泉》，

它被称为一曲献给外乡人的普罗旺斯挽歌。

随着这部作品的再版，读者们有机会再次
走进这个村庄，了解其中的那些故事。

◆

或许，喜爱来自习惯
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潜藏着这样一个

公式，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喜欢那些我们
喜欢的事物？许多人并不这么认为。对这
一理论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美是主观行
为，取决于个人而不是数学。哲学家戴维·

休谟认为：“追求真正的美，或者真正的缺
陷，就像试图确定真正的甜或者真正的苦
一样，是一场无果的调研。”哲学家伊曼努
尔·康德同意美是主观的，但是他强调人
们是具有美学“鉴赏力”的。想象一下，你
正在欣赏一首动听的乐曲，或者站在一幅
精美的画作前，惊喜到忘我并不是无知，
愉快本身就是一种见解。

公式搜集者和怀疑论者的长期争论
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声音———来自科学家
的声音。在这段争论中，双方一直都没有
拿出切实的数据。直到 19 世纪中期，一个
名叫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的几乎失
明的德国物理学家出现了。他在研究实验
美学的过程中，帮助人们创立了现代心理
学。

19 世纪 60 年代，费希纳决定找出美
的规律，以满足自己的愿望。他的方法非
常独特，因为每当触及人们的喜好这个问
题时，很少有人会做一件最简单的事，即
简单直接地问他们喜欢什么。他最著名的
实验是围绕着形状展开的。他选择了不同
年纪、不同背景的人，让他们指出哪种长
方形他们觉得最好看。这就是早期的科学
实验。在实验之前，他提出了一个理论：人
们喜欢黄金分割的长方形，也就是长宽比
为 1.6：1 的长方形。

如果能宣布心理学历史上的首次研
究是非常成功的，那将是多么令人愉快的
事啊！可惜，科学就是关于错误的漫长旅
程，费希纳的结论在当时是令人难以置信
的、错误的。后来的科学家们屡次做这个
实验都失败了。不是所有的学科奠基人都
有令人崇敬的观点。

费希纳的研究结果是无用的，但是他
的第一反应是明智的。科学家是可以通过
询问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想法来研究人类
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原则在各个研
究领域都获得了证实。20 世纪 60 年代，心
理学家罗伯特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实验
中，他向实验对象展示无意义的单词、随
机的形状以及汉字样式的符号，并且询问
他们更喜欢哪一种。在一次又一次的学习
之后，人们会坚定地选择他们看见次数最
多的单词和有趣的形状。这并不是说有些
长方形更完美，也不是说有些汉字式样的
符号具有更完美的汉字形态。人们只是简
单地喜欢他们最常见到的形状和单词。他
们的偏爱源自熟悉度。

这项发现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纯粹接
触效应”，又称“曝光效应”。这也是现代
心理学最坚不可摧的研究成果之一。人们
不是单纯地喜欢朋友超过喜欢陌生人，也
不是单纯地喜欢熟悉的味道超过陌生的味
道。经过几百次的学习和研究，全世界的人
都更喜欢熟悉的形状、风景、生活消费品、
歌曲以及人的声音。人们甚至偏爱一个事
物最为人所熟知的版本。比如，他们在世界
上最了解的事物———他们自己的面孔。人
类的面孔是略微不对称的，这就意味着相
机会拍出一个跟你从镜子中看到的略微不
同的面孔。人们看见照片中的自己，有时会
感到不满。一些研究表明，人们更喜欢从反
射物中看到的面孔。难道反光表面客观呈
现出的面孔会更漂亮？可能并不是。这种面
孔之所以是你所爱的面容，是因为你习惯
用这种方式看自己。

（摘自《引爆流行》，[美]德里克·汤普
森著，师瑞阳译，中信出版集团）

序言

《山泉》
[法]马塞尔·帕尼奥尔 著
马忠林 孙德芗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以无畏感动中国

钟南山的威望因为央视的一场对
话，如日中天。

2003年 4月 15日， 中央电视台新
闻节目主持人王志和《东方时空》特别节
目《面对面》节目组采访了钟南山，节目
组深入 ICU重症隔离监护室采访，把镜
头对准了抢救病人的现场。 抗击非典的
真实情况震撼了全国，震撼了世界，人们
被深深感动。

央视 “2003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评选钟南山排名第二， 排在中华飞天第
一人杨利伟之后。

给钟南山的颁奖词的标题是 “钟南
山：以无畏感动中国”。事迹是“面对突如
其来的非典疫情， 钟南山以科学家的无
畏一语定乾坤：非典可防可治！在疫情最
严重时，他以一个医生的医德主动请缨：

‘把最危重的病人转到呼研所来。’ 这淡
淡的一句，无异于平地惊雷般的‘向我开
炮！’这一声之后，是他以 67岁的高龄，

连续 38小时救治患者的身影。他说：‘在
我们这个岗位上，做好防治疾病的工作，

就是最大的政治。’ 钟南山不仅医术精
湛、医德高尚，他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敢
医敢言的道德风骨和学术勇气更令人景
仰。 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精神在他身
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唯上，不信邪，敢
担责任。紧要关头，他勇敢地否定了有关
部门关于 ‘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
因’的观点，为广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制
定救治方案提供了决策论据， 使广东成
为全球非典病人治愈率最高、 死亡率最
低的地区之一”。

颁奖词说：“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
情，他冷静、无畏，他以医者的妙手仁心

挽救生命， 以科学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应对灾难。他说：‘在我们这个岗位上，做好
防治疾病的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这掷
地有声的话语， 表现出他的人生准则和职
业操守。他以令人景仰的学术勇气、高尚的
医德和深入的科学探索给予了人们战胜疫
情的力量。”

他并不怕讲实话，因为他有依据，因为
他是大夫，正在第一线抢救病人。如果说有
压力，只是来自医生的责任。天下没有比救
人更大的事， 在生死面前其他的事情都不
重要了。

4月 12日，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举行
新闻发布会， 首次公布在广东的非典患者
身上找到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

4月 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
布，经过全球科研人员的通力合作，正式确
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的病原
体。 这是全球发生非典疫情以来取得的最
有价值的阶段性成果。

5月， 抗击非典疫情开始进入尾声。5

月 12日，国际护士节如期到来。这一个节
日注定是个特别的护士节， 是抗击非典取
得成效的医护人员的节日， 也是抗击非典

胜利在望之日。

在国际护士节前夜， 广东举办了一台
长达 9小时的《心手相连，共抗非典》的电
视晚会， 晚会开通了 100条热线电话，150

个志愿者参与记录， 抗击非典一线的护士
通过荧屏，讲述她们救死扶伤的日日夜夜、

她们的忧乐。晚会有颂扬爱与奉献的歌舞，

有新闻纪录片，有专家的解疑释惑，特别是
一个个不能相聚的家庭通过可视电话见面
了。

节目进行期间， 打进了 51000多个热
线电话。简短的通话被一一记录，这是非典
时期社会心理和情感真实的记录， 如果把
它当作一部著作，书名可用《今夜，爱心灿
烂》。但 51000个作者无法署名，他们不分
年龄、不分地域、自发参与，一夜之间完成。

它沉甸甸的分量超出了书面，超出了文字，

成为那一时期精神的写照！

那一夜，爱在内心深处，像阳光，驱退
了恐惧的阴影，鼓舞着信心。爱在激荡、沉
淀、凝聚和呈现，就像滴水成河，它们汇聚，

直到波涛汹涌；就像星星之火，直到点燃广
袤的旷野。

这情景 17年后， 在春分细雨蒙蒙时

节， 湖北人民送别各省援鄂医疗队时又一
次出现了，人们十里长街相送，哭声一片，

有下跪谢恩的，有深深鞠躬的，有呼喊救
命恩人的，有高举标语牌的，有手捧鲜花
的……各地市都以警车开道， 一路护送。

人们唱起了《听我说谢谢你》。这人间大爱，

这比春意更浓的情义，令人潸然泪下。

在这样一个春天， 姑娘们穿着白色护
士装，勇敢而又平静地走向隔离病房，她们
有的吻别睡梦中的婴儿， 有的瞒过年迈的
父母，有的告别新婚不久的丈夫，都义无反
顾地远离了亲人的视线， 与非典病人走到
一起， 共同抗击恶魔。 有的从此与亲人永
诀，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个 14岁的学生陷入了对叶欣深深
的怀念，她让人转述了一段话：叶欣姐姐，

您可好？ 您已经不能再听一听世人的问候
了，但是，我却情不自禁想起您，您留给我
们的是无私的奉献和无限的施舍。 上天为
什么不把我变成神医， 让我把沉睡中的您
救醒？叶欣姐姐，您回来吧，我想念您！

白发苍苍的老人感动了！ 珠海妇幼保
健院的黄淑英来电： 我一直含着眼泪看节
目，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深深为一线医
护人员舍身忘我的精神感动。 我有 5个孙
子、5个孙女，我的心愿是让他们长大后也
当一名白衣天使，继承这份骄傲的工作。

海外华侨感动了！柬埔寨华侨郑华福、

新加坡华侨李元祥看到祖国医护人员舍生
忘死投入工作，中国人民这样团结一心，他
们语调哽咽，既感动又自豪。墨西哥蒂华纳
华侨协会来电：白衣天使的无私奉献，让我
们的心灵得到了一次洗礼与升华！ 留学英
国的嘉先生表示： 我在英国看到祖国的白
衣天使在与病魔搏斗，非常感动！下个月我
将回到祖国，与全国医护工作者站在一起，

共同对抗病魔。

（十四） 连 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