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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心灵的探幽与致敬

读书周刊：您的新作《三种爱》是对勃朗
宁夫人、艾米莉·狄金森、乔治·桑三位 19 世纪
女性作家贴近心灵的探幽与致敬之作。为什么
选择“爱”来定义她们的文学与人生？

张翎：我原先的书名是《那些年，那些惊世
骇俗的女子》， 凸显的是这三位欧美文学史上
的杰出女作家在那个时代里的勇气胆略和独
特文采。而出版社觉得《三种爱》的书名，更容
易被读者接受。经过几个回合的讨论，最后还
是作者服从了市场的需求———尽管，市场从来
都是那么一个捉摸不透的东西，服从和不服从
可能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区别。

不过，使用“三种爱”作为书名，有一点倒
还是贴切的：这三位欧美文学史上的杰出女作
家， 的确也各自有着精彩绝伦的情感生活。只
是，这里的“爱”，不应窄化为或局限在男女情
欲之爱中。这里的“爱”，包含了她们对文学、对
生活、对探求生命奥秘的爱。

这三位女子，是有个性、很不相同的人。乔
治·桑的情感表达方式是即刻的，张扬而跋扈；

勃朗宁夫人的情绪表达也很热烈，但更为持久
一些；艾米莉·狄金森由于常年深居简出，拒绝
任何社会活动， 思维方式则是内向而幽深。所
以她们在为人和为文上，表达“爱”的方式的确
也是很不相同的。

读书周刊：对三位作家故居的实地探访经
历，和对她们文学作品的阅读体验，交织出您
对她们传奇命运的独特感受与书写。拨开那些
故居里岁月的尘埃，她们的作品是否向您呈现
出新鲜而微妙的变化？

张翎：我读本科和研究生时专业是英美文
学，所以在书写《三种爱》之前，已经对这三位
女作家形成了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在我书写这
本书的过程中，确实不断得到新的启示和由此
而来的修正。

最典型的例子是勃朗宁夫人。我从前读过
她的一些诗作，正如我在书中写到的，在我有
限的认知中，我（相信其他读者也可能如此）一
直以为她擅长书写爱情诗， 是一个身体孱弱、

却被爱情所拯救，从此以深情诗句回报爱情的
小女子。但在对她生平做调研，并到她私奔后
成为她新家的佛罗伦萨故居采风之后，我才真
正知道了爱情诗只是她一生诗作中的一小部
分。她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为意大利的统一和
独立所发出的强烈呐喊，才是她作为诗人的基
本特质。也只有在实地采风之后，我才真正理
解这么多年前她为意大利写下的那些呐喊诗
句，并没有被历史遗忘。意大利人民对她的记
忆和怀念，远比她的祖国英国给她的真实而富
有温度。于是，她的形象在我的内心得到了丰
富和修正，这个过程也在《三种爱》中得到体
现。

文学有了女性的声音

读书周刊：“她们师承了男人们创造的文
学传统，却没有中规中矩地行走在男人踩踏出
来的道路上。”这条分岔出来的文学小道，在偌
大的世界文学史版图上的意义是什么？

张翎：这三位女作家的生活、视野和作品，

都显示了超越她们所处时代的前瞻性和现代
性，对今天来说依旧有着贴切的意义。

当然，在她们的年代里，她们基本上被归
为“有伤风化”那一族（尤其是乔治·桑和勃朗
宁夫人）。即使在社会环境较为宽松的今天，她
们依旧会被视为“惊世骇俗”。她们所信奉和实
行的许多事情，对现代女性依旧起着“楷模”作
用。比方说，她们都追求经济独立，除了狄金森
由于终身未婚又终身未发表过署名作品，因而
没有固定收入，被迫依附父兄为生之外，乔治·
桑和勃朗宁夫人远在伍尔夫说出那句有名的
“五百英镑年收入和一间自己的房间”之前，就
已经达到了经济独立。 乔治·桑的写作收入加
上祖母留给她的一小份遗产，足够她维持一份
相当自由的生活，从来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一个
男子。勃朗宁夫人终其一生对金钱有着自由的
支配权， 一直维持着一家三口的所有生活费
用。而且，她们虽然情感生活丰富，但在爱情上
丝毫没有掺杂世俗因素，她们只追求灵魂上的
相知相惜。

在她们之前， 文坛一直是 “男人的俱乐
部”。而从她们开始，文学有了女性的声音。于
是，性别书写成了彼此的事———女人不再只是
男作家笔下的“生物”，女人可以书写自己的同
性，女人也可以书写自己眼中的男人，文学因
此得到极大的丰富。

读书周刊：这三位在欧美文学史上历经波
折艰难留下了姓与名的女作家，如今她们的故
居已成为世界各地旅行者的打卡之地。吸引
“游客”与吸引“读者”到底是不同的，在您看
来这算是对她们文学生命一种好的致敬吗？

张翎：“游客”和“读者”参观故居的动机也
许不尽相同，但“游客”能选择作家故居作为观

光之地，多少也是带着对作家和文学的好奇之
心的。如果在参观过程里，某一个细节、某一样
东西打动了“游客”的心，产生某种心灵碰撞，

那么，好奇的“游客”也是有可能转变为忠诚的
“读者”的。从这个意义来说，作家故居的开放
总是一件好事。

也许，很多故居的模样和陈设都已经离原
本的样子很远了，但用故居主人的名字来吸引
“游客”，使更多的人产生阅读这位作家作品的
兴趣，也是一种歪打正着，终究还是利大于弊。

就像是一条即使不那么完美的广告，如果能唤
起人们对一件精美事情的好奇，我们就只能为

这个结果而容忍过程中的瑕疵。

读书周刊：勃朗宁夫人故居中最令您感慨万
千的是那张凝固在原地的书桌吗？在书中，您写
道：“这个位置没有改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是如
此。”它在房间深处，其实也隐没在了时间与记忆
的深处，却化作了今人眼中的一个文学象征？

张翎：勃朗宁夫人故居应该算是保持得相对
不错的一处旧迹，除了这张立在房间与时间深处
的书桌，引起我感慨的地方还有好几处。

比方，那张从伦敦她娘家千山万水海运过来
的沙发———就在这张沙发上，她第一次接待了只
身来访的勃朗宁先生。在维多利亚年代，一名男

性只身访问一位没有年长女性陪伴的未婚女性，

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件， 但爱情就在那位近乎
“暴君”的父亲的眼皮底下发生了。就在这张沙发
上，他们见过无数次面，而那桩在英国文学史上
溅起一地飞尘的私奔事件，也是在这张沙发上慢
慢讨论成形的。 在交通如此不便的那个年代里，

勃朗宁夫人坚持把它从千里之外运到佛罗伦萨，

而在她去世 157年之后，我在他们的故居看见了
这张沙发，内心的震动可想而知。

我从这个物件上看到了一个人对自己信念的
坚持。勃朗宁夫人坚持了自己最初对爱情的想法，

也坚持了最初对文学的景仰和热爱———她是因为

仰慕他杰出的诗歌才华， 才跟着他走上了一条不
归之路的。她终身没有后悔。而在我们现在生活的
世界里，“坚持”似乎已经成了一个生僻词。

经过浓缩的强烈“惊艳”

读书周刊：狄金森生前足不出户，死后声名
远扬，所以，在您看来她的生命其实只存在“文
学”之中？书写她的故事，是否想要读者看到生命
与文学的一种极致关系？

张翎：作品和读者的关系建立过程，有许多
奇妙的、无法解释的神秘因素。事实上，狄金森生
前尝试过给出版界、文化圈寄过诗稿，婉转询问
过自己的诗作是否达到了发表的水平。 然而，她
得到的回复并不热烈，极强的自尊心一下子把她
打回了“蚕茧”之中。从此，她丢下了发表的念想，

一心追随内心的灵感引领，随心所欲地写诗。

但在调研她的生平时， 我产生了一种疑惑：

她是否真的完全放弃了发表的欲望？ 在她身后，

她妹妹发现了她的诗稿， 被她在生前认认真真、

仔仔细细地装订成 40本集子。从常识来判断，很
难想象一个完全没有发表愿望的人，会这么仔细
地收集和装帧自己随手写下的诗。我觉得，她依
旧是渴望能有读者进入她的心灵世界的。

不过，狄金森渴望读者的心念里，并没有明
显的名利成分。和张爱玲当年“出名要趁早”的那
种急切心境相比，她是极为不同的女子。假设狄
金森在生前就已经陆陆续续地发表了一些诗作，

但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 那么她流传下来的诗
作，是否还有她死后猝然被发现的那种经过浓缩
的强烈“惊艳”震撼？那是一个永远无解的悬念。

在狄金森这个特例中，她的生命的确是在死
后的遗作中被重新发现的，所以我把关于她的那
个篇章命名为“有一种诞生叫死亡”。

读书周刊：关于作家乔治·桑，“几乎所有的
介绍文章，都没有在首要篇幅谈到她的写作”
“人们更为关注的一直是她色彩斑斓的情史”。
而在《三种爱》的写作里，您试图改变这种关注
的倾向吗？

张翎：这个倾向是很难更改的。乔治·桑作品
的文学意义无法和狄金森相比，她诸多的小说虽
然也关注了一些社会问题，但更多的还是在书写
情爱史。无论放在哪个年代，她都算不上是一个
带有哲思意味的伟大小说家，但是她开创了一段
后人可以得到启迪的历史。

在当时的欧洲，女子结婚后从娘家带过去的
家族遗产自动归于丈夫，“离婚”还不是字典里的
名词，尤其不是贵族生活字典里的名词。她很年
轻时就嫁给了一位并不能带给她思想和文学共
鸣的乡绅。 她几乎从一开始就不满足于这桩婚
姻。她可以追逐当时的社会风气，在婚姻之外寻
求感情的满足，这样做她就不会失去祖母留给她
的家族遗产。可是她没有。她选择了决绝地离开
婚姻，丢弃赖以为生的家族遗产，带着女儿来到
巴黎，创建以写作维生的独立生存模式。

乔治·桑应该是历史上最早实现 “拥有五百
英镑年收入和一间自己的房间”的职业女作家之
一。她不仅开创了女性独立写作的历史，也开创
了不受男性支配和控制的历史。在她一生所经历
过的男性中，最为知名的应该是肖邦和写出《世
纪儿忏悔录》的缪塞，但即使是这样杰出的男性，

也没能在情感和生命气场上长久征服乔治·桑。

她的情感生命和她的文学生命是密不可分的，所
以，从情感的缺口里窥视她的写作，也是一个合
宜的角度。

读书周刊：如您在本书序言里所写，您还将
继续探访并书写蔓殊菲儿、乔治·艾略特、弗吉尼
亚·伍尔芙、简·奥斯汀……在您的笔下，这几位
“那些年，那些惊世骇俗的女子”的生命与文学
的故事仍将是“爱”的吟唱吗？

张翎：正如我在最开始时谈到的，《三种爱》

里假如我选择继续探索这个话题，我依旧不会
过深地陷入情感世界的窠臼。我依旧会像《三
种爱》里那样，把这些杰出的女作家作为社会
人、写作人来探讨，而她们的情感经历只是其
中的一个层面。当然，书写这个题材涉及的精
力和物力支出极为昂贵，我尚不能确定能否坚
持下去。

作家张翎循着欧美文学史上三位杰出女作家的作品脉络与生活旧迹，一路追寻。拨开她们故居里岁月的尘埃，让自己关于她们文学生涯“漫天乱飞的
印象”，找到一块落脚的实地，张翎以一部长篇散文集《三种爱：勃朗宁夫人、狄金森与乔治·桑》实现了一种贴近心灵的探幽与致敬。

“她们师承了男人们创造的文学传统，却没有中规中矩地行走在男人踩踏出来的道路上。”回望这条分岔出来的文学小道，张翎试图以更宽阔、更深邃
的“爱”之视角，来探究这些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在世界文学史版图上的意义。

张翎，海外华文作家。著有《劳燕》《余震》《金山》等。曾获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作品入围新浪年度十大好书榜，获华侨华人文学奖评
委会大奖等。根据其小说《余震》改编的灾难巨片《唐山大地震》，获得亚太电影展最佳影片和百花奖最佳影片。小说被译成多国语言。

《三种爱：勃朗宁夫人、狄金森
与乔治·桑》
张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字之差的背后

小说写得久了，我的大多数熟人朋友都
理所当然地以为我毕业于某某学院的中文
系。少数几位真正了解我背景的，在向他们
的朋友介绍我时，则会说我毕业于复旦大学
的“外语系”。每当此时，我总会不厌其烦地
纠正他们：是“外文系”不是“外语系”。“语”

和“文”在别人看来只是皮毛级别上的一字
之差， 不值得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为此纠结。

但对我来说，这一字之差的背后，是一个巨
大的观念差别。

实用主义者已经把一门语言从它蕴含
的人文背景里剥离开来，把它制作成一样简
单的劳动或贸易工具。对那种“外国语是××

武器”的说法，我实在不敢苟同。我忍不住要
为此发出点类似于婴儿不适时发出的嘤嘤
声———那是我的微弱抗议，即使我的声音听
起来微不足道，甚至有那么一点矫情。

狭小却深刻的沟壑

在外文系就读的最初日子里，我内心有
着强烈的挫败感———为尚未展开就已夭折
的文学梦，为置身于一群见过世面的上海同
学而产生的自卑情结。 兴奋点被真正点燃，

是在第二个学年， 当基础语言培训阶段结
束，课程逐步向文学倾斜的时候。那个年代
的外文系，课程设置环环相扣，相当细致全
面。 除了专业英美文学的必修和选修课，还
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哲学、欧洲文学史
课，骆玉明、丰华瞻、索天章、葛传椝等诸位
先生，都曾经是任课或讲座课的老师。他们
别具一格的授课风格，在我记忆中烙下永久
印记。

我的大学时代， 原版英文资讯非常贫
瘠，学生只能依赖从外文书店购买的纸质粗
劣的影印本原著和文学史料（那时大家都毫
无版权意识）， 以及学贯中西的老教授们的
口授，渐渐进入一个由许多振聋发聩的名字
组成的伟大文学传统。乔叟、弥尔顿、莎士比

亚、狄更斯、哈代、巴尔扎克、雨果、霍桑、惠
特曼……他们都是清一色的男人。

我在这一串熠熠生辉的名字中寻找女
人，女人的名字是后来才出现的，稀少且彼
此间隔遥远，正应了一句英文成语“few and

far in between”。

女人的名字虽少且间隔遥远，但一旦出
现， 便带着响亮的不可复制的独特回声，立
刻抓住了我的心。她们在文学史上炸开了一
条狭小却深刻的沟壑，固若金汤的男人世界
于是就有了裂缝。女人随时有可能掉落淹没
在缝隙中，所以她们得奋力攀援，以求在男
人的世界里立住身子，于是就有了各种奇闻
异事。比如，那个对每一个经过她生命的有
头脑的男人写尽暧昧奉承之语却终身未嫁，

生前没有署名发表过任何一首诗作，死后却
被冠上和惠特曼、 爱伦·坡齐名的 “美国夜
莺”之称的艾米莉·狄金森；那个连下楼梯都
需要弟弟背抱，却胆敢以一场异国私奔在英
国文坛上炸起一地飞尘的伊丽莎白·巴雷
特·勃朗宁……

即使依照今天相对宽松的社会标准，她
们依旧是惊世骇俗的异类，但毫无疑问她们
创造了历史。她们师承了男人们创造的文学
传统，却没有中规中矩地行走在男人踩踏出
来的道路上。 她们从男人的源头走出来，走
入了一个分支。这个分支渐行渐宽，渐行渐
远， 最后成为和源头相映生辉的另一条河
流。假如从世界文学史的版图上抹去这条分
支，河流将不再是河流———至少不再是完整
的河流。

瓜分惯常属于男性的话题

在和男人博弈的过程里，写书的女人创
造了独属于自己的声音，情爱的，欲望的，文
学的，社会的，政治的。

她们在风花雪月的书写中，鲁莽地插入
了对贫穷不公、性别差距、黑奴贸易、战争、

独立等社会问题的见解，瓜分了惯常属于男
性的话题。男人们一夜醒来，突然发觉那些

他们一直以为是花瓶和饰物的女人，除了对诗
歌的韵脚、小说的桥段略有所知，居然也懂得
逻辑和哲思。 男人的心情非常复杂———震惊，

疑惑，赞叹，嫉妒，仇视，不屑……各种情绪纷
沓而至，兼而有之。梦醒之后的男人迅速分化，

有的成为女人最坚定的盟友，有的成为女人最
坚定的敌人，有的冷眼静观事态的发展。分化
的过程很长，一路延续至今。

灵感砰然落地

对这些文学女子的好奇，引发了我想在她
们的生活表层撕开一个缺口，借以窥视她们心
灵真相的欲望。这个欲望由来已久，却因故迟
迟未能付诸行动。直到几年前我辞去全职的听
力康复医师职业，赢得了时间的支配权，才慢
慢开始了对她们生命轨迹的漫长探索旅途。

这个旅途始于乔治·桑、艾米莉·狄金森和
勃朗宁夫人。在动笔书写这本书之前，我都专
程去过她们的故居———法国的诺昂镇，意大利
的佛罗伦萨，美国麻省的艾默斯特镇。我在她
们的卧室里凭窗站立， 借她们曾经的视角，想
象她们眼中曾经的世界。在她们的旧居，在她
们身世的记录中， 我惊异地发现了一个事实：

远隔着大洋而居的女人们，一生中也许有机会
见面，也许永远没有，但她们都知道彼此的存
在，心里藏着一份惺惺相惜。勃朗宁夫人曾经
以羸弱之躯，冒着感染致命肺炎的危险，在寒
冬里穿越半个巴黎去寻找乔治·桑；艾米莉·狄
金森卧室墙壁上挂着的唯一饰物，是勃朗宁夫
人和乔治·艾略特的画像……原本素不相识的
她们，从世界看待她们的目光中，认出了彼此
是知音。

在她们故居采风途中，我也曾探访过她们
的墓地，在她们的棺椁或墓碑上留下了我的密
语，有时是一张纸条，有时是一块石头。她们遗
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旧迹，使我漂浮在半空的灵
感砰然落地。站在她们墓碑前，我感觉自己触
摸到了她们的灵魂。

（摘自《三种爱》序言，有删节）

书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