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确定之所：⽗亲的世界 
关于艾伦·马歇尔的写作价值观 

在《就是这棵草》中有⼀个叫格列佛（马歇尔不很擅长给⼈物命名）的男性⼈物，他

喜欢弹钢琴，会弹奏拉赫玛尼诺夫、肖邦、巴赫和贝多芬等名家的曲⼦。马歇尔曾如此⾃

我评论：“越是伟⼤的作曲家，对听众素养的要求越⾼，⽽我并不具有这样的素养。”他更

喜欢听民歌、民谣之类的⾳乐。 

我听不懂没有歌⼿演唱的⾳乐或乐曲。民谣总是能让我联想到⼀⼤群歌唱他们的

愿望、希望、失望、反抗等的⼈，我会因此⽽热⾎沸腾。那些歌词或许有点过分伤

感，那些旋律可能微不⾜道，但我敬重它们，我反对格列佛先⽣蔑视它们的态度，我

坚决反对，因为，在格列佛先⽣看来，只有庄严的歌剧才配得上歌曲的称号。 

我为民歌和民谣辩护，也是在为我⽗亲以及许许多多像我⽗亲这样淳朴的男⼥辩

护。这些从⽆数⼈⼼灵中迸发出来的歌曲，对他们⽽⾔是⼀种⼒量之源，也是⼀种慰

藉。 

我⽗亲热爱⾳乐，虽然他⼀⽣中从未倾听过⼀次管弦乐会或观看过⼀场歌剧。⾳乐的

魔⼒让他不满⾜于做⼀个局限于⼀⼰之欲的⼈，⽽成为⼀个有益于他⼈的⽆私者。 

接着马歇尔进⼀步回忆到之前的⼀次经历。有⼀天，他从丛林⾥捡回来⼀块⽊头，⽗亲便

⽤这块⽊头为他做了⼀个马鞭⼿柄，然后把做好的⼿柄送还给他。 

  

我将⼿柄握在⼿⾥试了试，感觉很不错，对⽗亲说，“这个⼿柄很不错。” 

“不，它还不是⼀个很好的⼿柄，”⽗亲说，“只有⽤过很多年之后，它才会成为⼀

个很好的⼿柄。只有当你将它⽤得得⼼应⼿了，你的朋友们也⽤过它千百遍了，你们

⼿上的汗液已经浸润到了⾥⾯，⼈的⼿把它磨得光滑了之后，它才会成为⼀个很好的

马鞭⼿柄。那时候它会有⼀些特殊的意义，⽽现在它还没有。” 

马歇尔阐发了⽗亲的观点： 

与那个⼿柄同理，对⽗亲⽽⾔，民众歌唱的民歌和民谣，经过⽆数⼈歌唱过后，

它浸饱了⼈们的愿望。这些歌曲也许原本粗糙、伤感，却激发了⽗亲和他的民众朋友

们的情感，这些情感之可敬与⿎舞⼈⼼的品质，并不逊⾊于那些⾼雅⼈⼠在倾听庄严

的歌剧咏叹调时产⽣的情感。 

有⼀天，我终于决定要学习欣赏伟⼤作曲家的作品，但当我真正接触到这个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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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舞台后，我发现在这些伟⼤的乐章中，那些由情感和才智指引的主题背后，仍然是

对世界⼈民的热爱。 

 “对世界⼈民的热爱”！马歇尔所定的标准是这样⾼。跟随着他⼀起徜徉在他的三卷本

⾃传中，我们时⽽感受到热情澎湃的渴望，却总是不断坠落⾕底。再来⼀段《就是这棵

草》中的⽂字： 

  

与这些本地⼈的聊天，让我得以瞥见受困于匮乏状态⽽遭到扭曲的⽣活。他们缺

乏安全感，没有⽂化，没有⽬标。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他们摆脱这样的⽣活，因为

我和他们⼀样⼀⽆所有。 

因此，我愈发依恋他们，我们之间情同⼿⾜。他们成了我⾃⾝的⼀部分，我离开

他们后会感到不满和不安。我喜欢他们，时常还很敬仰他们，但是他们并不能让我逃

离束缚我的⼀切，也不能让他们逃离⾃⾝的束缚。 

我渴望聊天，渴望开悟，渴望寻找到⼀条出路。我的渴望和梦想、诗歌和故事，

虽然尚未成型，却已在胸中压缩、挤压和挣扎，渴望被解放，渴望寻找到能够理解的

听众，让它们凝结成⽂字。我渴望挣脱⾝处的环境，成为⼀个⾝经百战的作家，经历

会让我强⼤，⽽不是将我击垮。 

如别⼈所说的那样，马歇尔⼼中的渴望是⼀个难以满⾜的需求，但是不久后马歇尔实

现了这⼀渴望。当我思量是什么让马歇尔成为那样备受喜爱的作家时，我总会想到他的⽗

亲，这位做过驯马师和杂货店⽼板的⽗亲的观点和语句总是不时地在⼉⼦的写作中出现。

驯马师必须是⼀个耐⼼⼗⾜的⼈，是⼀个能按马的思维⽅式来思考问题的⼈，⽽且还会充

分尊重马的习性，只有这样才能让马配合，否则它就会反抗。⼀个好的驯马师明⽩，马只

能被引导，不能被征服。因此“破坏”这个词是否合适？‑ 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我们1

说“破坏”⼀个动物或⼀个⼈的意志，这听起来有些让⼈⽑⾻悚然，甚⾄有些专横，但是我

们以“介⼊”‑ 来理解这个词，就合情合理了。“介⼊”意味着让动物掌握⼀套较之先前更加优2

良的新技能。 

因此，马歇尔想成为⼀名作家，某⼀种特定类型的作家。让我再次引⽤《就是这棵

草》中的⼀段： 

感觉到⾃⼰成为城市⽣活的⼀部分，不是在肮脏的街道边乞讨救济，⽽是能够为

城市⽣活增加活⼒，让我感到满⾜。现在，嵌⼊在⼈民群众中，与他们⼀起昂⾸挺

"  原⽂中“驯马师”⼀词的英语单词是“horse-breaker”。1

"  原⽂为”break 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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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为⼈与⽣俱来追求更美好⽣活的天性所驱使，向前⾛。 

⼏页之后，我们看到马歇尔写道： 

我的记录不仅内容客观，⽽且深深植根于普通男⼥的脑海。但是当我坐下来想写

点什么的时候，我的头脑却⼀⽚空⽩，像个空空如也的⿇布袋⼦。对于我能够取材的

事实，我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理解。 

在烦躁和愠怒中，我意识到，虽然我当时的确经验有限，但我缺乏的不是经验，

⽽是将我的经验与整个⼈类的苦难联系起来的那种能⼒。 

《就是这棵草》中到处都充斥着这样的语段，马歇尔将⾃⼰和整个⼈类联系在⼀起，

写作是连接两者的桥梁。这就涉及到作家的使命为何的问题。之前有过类似的讨论，⼤约

是弗雷德⾥克·曼宁也做过类似的评论，但是当他做出了这⼀伟⼤的论断的时候，便再也没

有写出任何东西来。在此之前，虽然他已经属于⽂学圈的⼀员，但是他不会将⾃⼰称为“作

家”，他不过是⼀个偶尔写些东西的⼈⽽已。对于马歇尔和波特来说，“成为⼀个作家”是⼀

种社会认定的过程，如果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那么这个从事写作的⼈便不能算得上是⼀

位作家。如我们之前讨论过、之后还会讨论的那样，波特是⼀位彻头彻尾的演员，他擅长

于操控听众，他将⾃⼰放置在他所选择的读者⼤众前，并寻求他们的认可。马歇尔的⽬标

更加宏⼤，更具⼴义上的政治性，他让⾃⼰肩负着让⼈类脱离苦难的使命。⾃然⽽然，他

在有⽣之年会受到左翼党派的青睐。如今，伴随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澳⼤利亚的失

势，“左翼”、“右翼”这样的词汇已经失去了昔⽇的含义，很难再读得出我以上引⽤的这段

⽂字在往⽇所具有的特殊含义……但在彼时，当马歇尔说这样的话时，的确是掷地有声。

他意识到，他内⼼必须要有所提升，写作才会成为⼀件对他⽽⾔⾃然⽽然的事情。 

我们现在所知，这个特别的故事有⼀个美好的结局。我们可以在马歇尔的第三本⾃传

《我们的⼼在矿上》中看到这⼀结局。这部⾃传的开头和之前的那部⽓氛相似： 

我⽴志成为⼀名作家。为了实现这⼀愿望，我必须投⾝于此，⽽不能仅满⾜于做

看台上的观众。 

五⼗页后，⼀位杂志社编辑要求马歇尔⽤他废弃的⼀幅插图讲述⼀个故事： 

……那是⼀幅⿊⽩画，画上⾯，在⼀间巨⼤的舞厅⾥，⼀个⾝着晚礼服的⼥⼈⽓

定神闲地倚靠在柱⼦边，与⼀位⾝着礼服的帅⽓青年说话。她⼿持鸡尾酒杯，对着他

 "  3



微笑。 

这听起来⼀点也不像⼀个典型的马歇尔式的故事！但是他继续讲述道：“我⽆法继续讲下

去。我只能描绘真实的⽣活，然后⽤真实的⽅法去呈现⽣活应该有的样⼦。”在书快进⾏到

⼀半时，事情有了转机。马歇尔的⾃传由许多章节构成，有些章节，我个⼈认为，未免结

束得有些⽣硬，让⼈感觉他还有⼀两句台词没讲就⾛下去了似的。但是在《我们的⼼在矿

上》中，这点得到了改进，或者是避免，因为在该书中每章⾃成⼀个独⽴的故事，因⽽伴

随着每章的结束，故事也就结束了。给⼈⼀种感觉是，他可以把每⼀个章节单独出版，事

实上，⾥⾯有许多章节是马歇尔在其它故事集中已经出版过的。作者关于作家、读者⼤众

和故事本质及其与“真实”⽣活之间的关系等唠唠叨叨的思绪消失了，因⽽变得明快⽽流

畅。在这部书⾥，马歇尔能够轻松⾃如地写作，是因为他已⽆其它任何东西可写了。他⾃

信，凡他⾃⼰感兴趣的必也能让他⼈感兴趣。如果你细细去品味，这意味着他不再将他本

⼈和他的环境区分开来。“共同的⼈类”已经不再占据他的政治信仰，这是他⾃我发现的结

果，或者准确地讲，是他意识到那些让他变得特殊的事情远不如那些让他变得普通的事情

重要。 

这⼀发现，为我们开启了⼀个了解他的⽅式。在我们继续讨论马歇尔的其他作品之

前，我们来浏览⼀下《我们的⼼在矿上》的最后⼏章。故事连珠炮般，⼀个紧挨着⼀个，

滚滚⽽⾄。多莉·特拉维斯是这部⼩说中第⼀个取⾃于⽣活事实的故事⼈物。她爱上了⼀个

叫做哈⾥的男⼈，并依靠他⽣活，可是除多莉以外，哈⾥还有⼀些别的⼥⼈。多莉不仅知

道她们的存在，甚⾄对她们在哈⾥的屋⼦⾥会呆上多久也了如指掌。当别的⼥⼈都离开

后，哈⾥就会回来找多莉，多莉是他最稳定的伴侣。哈⾥在⼀场车祸中丧命，还有另⼀个

⼥⼈和他在⼀起。获悉哈⾥遇车祸的噩耗后，多莉捂着脸痛哭起来。关于多莉的这⼀动

作，马歇尔让我们理解为她终于肯承认她的⼈⽣多么不堪这⼀事实，并且意识到她的⼈⽣

中的⼀切都是不堪的，因为她将⾃⼰的⼈⽣建⽴在这样⼀个谎⾔之上。 

这⼀主题之后紧随着的是伙伴情谊。科尔⾥和布鲁是⼀对在流浪中认识的患难之交，

以寻找⼯作为由，⾃欺欺⼈地，他们过着在⽕车间跳上跳下的流浪⽣活。科尔⾥跳下了⼀

辆⽕车，布鲁应该也和他⼀起跳下来，但是他却没有。科尔⾥四处寻找他，向马歇尔和其

他⼈讲述着布鲁的故事。有⼈给科尔⾥读了⼀则地⽅报纸上的新闻，⾥⾯报道说发现了⼀

个红头发的⾼个⼦男⼈死在了铁轨边。 

读到这则新闻，科尔⾥脸⾊苍⽩，⾯如死灰。只能从那双眼睛⾥还能看出来他还

仍然是个活⼈，但我却不忍与这双眼睛对视。 

他扔下报纸，抓起⾏囊和⼲粮袋⼦，⽴⾝便⾛，直直地、⽬不斜视地穿过了围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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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经济和情感上都⽆法寻觅到⼀个能够与之⽣活的⼥⼈，像科尔⾥这样的男⼈最

后便只得与⼀个同病相怜的男⼈结伴⽽⾏，他们相互⽀持，相信⾃⼰终⾝不能娶妻，直到

像科尔⾥和布鲁这样，他们的伙伴关系和兄弟情谊被迫终结，活着的那个⼈会承受着这种

痛苦度过余⽣。再⽤了⼀两个句⼦，马歇尔结束了对这样⼀个痛失伙伴的⼈的描绘。 

奇怪的、令⼈费解的是，马歇尔在这⼀章中以这样⼀个句⼦结束：“我以后再也没有看

见过科尔⾥。”我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指出这点，成千上万的读者读到这⾥的时候，都会认

为科尔⾥从那些失业的⼈群⾥离去，去独⾃⾯对痛失伴侣的痛苦。马歇尔在这⾥表达了他

⼀直以来希望能够表达的意义。他⼀直以来如此深刻地感觉到的弱点，现在终于变成了⼀

种优势。作为个⼈的科尔⾥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在对科尔⾥的表现中，马歇尔实现了他与

劳苦⼤众之间在思想上的⼼⼼相通。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马歇尔更加明确地反映了他与劳苦⼤众之间的这种联系。他穿梭

于杂耍演员等各⾊表演者中，其中也不乏骗⼦，与他们⼀起在全国四处颠沛流离，从⼀个

⼩镇到另⼀个⼩镇，⼲着拳击、算命等营⽣。马歇尔觉得和这些⼈很亲近，因为这些演员

要⼲好⾃⼰的⾏当，需要精通⾃⼰⾏当的把戏，与此相通，他想要做好⼀名作家，同样需

要掌握必须的技巧。 

 从马歇尔钻进拳击棚这点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也乐于接受他。在充斥着刺⽿的挑战

和厮打声、滚滚的⿎声、裁判的⼲预声、观众的尖叫声等的拳击棚⾥，四处是被击倒的

⼈、⼀周之内被数次猛击的⼈、为了⼩城镇的⼈们有⼏分钟的戏看⽽上演廉价剧⽬的⼈。

现在，在这样⼀个对乡村表演不再感兴趣⽽专注于电视节⽬、明星和摇滚乐等的时代，拳

击棚这样的所在⼏乎已经完全消亡了。 

在这种意义上，马歇尔是⼀个属于已经消亡了的时代的作家，在他有⽣之年，这个时

代就⾏将结束。你也可以说，我们每个⼈所处的时代都将会消亡。时代变迁会将我们所有

⼈都清扫掉，让我们的故事和表演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杂耍艺⼈需要与时俱进，甚⾄要⽐

他们为之提供娱乐的观众更加超前才⾏。为他⼈提供消遣，对观众的情感进⾏实验。和许

多在本书中讨论到的其他作家⼀样，马歇尔既是⼀名现实主义者，也是⼀名乐观主义者。

当他试图分析诸如致使⼈们处于落后状态的各种习惯和品性等因素时，他是⼀名现实主义

者，但是他同时又在⼀定程度上乐观地相信⼈类将会朝着进步的⽅向发展，拥有美好前

景。这体现了艺术和政治在“进步”作家笔下的相会和融合。《我们的⼼在矿上》的最末⼀

章，马歇尔讲到他在悉尼见到的⼀个姓名⾮常不具有悉尼特征的⼈，此⼈名叫科林（斯）·

斯特⾥。他乘坐在  “我认识的⼀位货运司机的车⽃⾥”⼀路北上，在伊丽莎⽩湾的⼤街上四

处搜索，马歇尔好像在这⾥提醒我们关于科尔⾥寻找布鲁的故事。科林·斯特⾥本⼈似乎也

明⽩这⼀点，他聪明地意识到马歇尔对普通⼈的事情略知⼀⼆。斯特⾥告诉马歇尔，他⾃

⼰不曾接受过教育，他也不能明⽩马歇尔为何愿意为三英镑⼗先令这样廉价的报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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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报社⼯作，同样的这家报社，同样的⼯作，却付给斯特⾥⼗五镑的酬劳。有⼀段滑稽的

⽂字，可谓⾟辣⼗⾜，斯特⾥告诉马歇尔他需要两辆劳斯莱斯，他的理由是这正与梅尔巴

夫⼈的出现离不开贴⾝⼥佣同理。离开奢华的派头，梅尔巴绝不会演唱，因此，她的确需

要⼀个⼥佣。对此，马歇尔问道：“你不觉得我也应该享有这些奢华的派头？”斯特⾥回答

说：“你当然不需要，”并告诉马歇尔，在他本⼈所能享受到快乐的环境中⽣活，马歇尔并

不会感到快乐。 

借⽤我在你的⽂章中读到过的⼀个陈词滥调的表述来说，你的快乐来⾃于⼈向上

奋⽃的⼒量。你在对穷⼈的同情中得到愉悦，但你并不能在我的处境中得到快乐，这

对你的⼜味。你对⽣命所做出的任何⼀点有价值的贡献都源⾃于贫穷的结果，因此，

你必须保持贫穷状态，才能发挥出你的才华。 

但马歇尔离开的时候，科林·斯特⾥总算做出⼀些让步，告诉马歇尔，他值得⽐三英镑

⼗先令⾼的报酬，建议他要求七英镑的薪⽔。马歇尔听取了他的建议，编辑很不情愿地答

应了他的要求。以这种奇怪、出乎意料的⽅式，以斯特⾥为媒介，虽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

却善于解读⼈们情感的马歇尔和他的编辑为该书画上了句号。这个结局与马歇尔之前的观

点完全⼀致，即⼈类的苦难与乐观主义的⼈类观之间怪异的调和，但正是这⼀点让马歇尔

在他有⽣之年如此负有盛名，如此受⼈爱戴。 

  

我坐在那⾥，听见他同意了我的要求，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是真的……犹如杂耍的

⼩⽊偶的我们，⼀点也不像我们曾经憧憬的样⼦。 

我们都是虚伪的杂耍⼈，相互为敌，都是在我们⼿下重复上演的历史的受害者。

当我们起⾝的时候，带⾛了我们⼿下⽊偶⼈的活⼒。 

我跪在这些⽊偶中间，四处扒寻着观众扔过来的钱，我能听见门外传来⼩孩的哭

声。 

我必须要离开那间⿊暗的屋⼦，到外⾯去……到外⾯去…… 

这样，以挣扎为主题，马歇尔的第三部⾃传结束了，我感觉这样的结束有些奇怪，与前⼏

章营造的信⼼⼤相径庭。⼆⼗页之前，马歇尔写了在我看来表达了他写作精髓的⼀段： 

算命让我和这些⼈⾯对⾯地接触。他们被要求拿开遮挡的障⼦，供我观察。 

在算命⼈的帐⼦⾥，⼈⽣变成了⼀部⽂学作品，我得去书写那些篇章。 

“⼈⽣变成了⽂学作品”：正是马歇尔本⼈和我在搜寻的表达。在总结之前，我们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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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马歇尔的另外两部作品：《我的亲⼈们》（1 9 4 4）和《铁砧上的锤⼦》

（1975）。《我的亲⼈们》是马歇尔出版的第⼀本书，《铁砧上的锤⼦》则是他最晚期的

作品。因此，对这两部相隔三⼗年的作品进⾏⽐较，能够让我们看到马歇尔个⼈和他作家

⽣涯的成长历程。 

《我的亲⼈们》拥有着⼀个开朗、乐观的书名，与我之前谈及的关于这位作家的写作

基调⼀致——这是⼀部战争时期的作品，据作者声称，围绕⼀个战争期间的活动展开。马

歇尔和妻⼦奥利夫乘坐⼀辆马拉⼩货车周游维多利亚州，在他们的⾝边，总是有⼀期《澳

⼤利亚帝国军新闻》不离⼿。该刊物是在开罗发⾏的周刊，专门针对在中东地区的澳⼤利

亚⼠兵读者。马歇尔为该刊物写⼀些幽默⼩故事。因此，为了从这些⼠兵的亲朋好友那⾥

寻找故事线索，他们夫妇⼆⼈在维多利亚州四处奔波。那是⼀种振奋道德的活动，他们希

望能够让那些在中东的⼠兵读到⼀些来⾃家乡的只⾔⽚语，从中得到慰藉。这次的奔⾛以

及通过这次奔⾛⽽形成的书，满含着对澳⼤利亚⼠兵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持。在这部书

⾥，作者、其妻和他们遇到的所有的⼈，仿佛都受到当时的时局感染⽽⼼⼼相惜。（作者

对澳⼤利亚北部所受到的威胁只字未提，说明该书写于⽇本⼈参战之前，晚些时候才出

版）。在该书的扉页上有⼀幅地图，马歇尔夫妇沿着地图从各个定居点的⼈们那⾥得到了

他们想要的信息，但是这本书却主要记载了⼀些他们旅途中发⽣的琐碎事件。从⼀定⾓度

来看，他们虽然为此倾⼊⼤量⼼⾎，却⽆甚意义；甚⾄，这次奔⾛充其量也就是⼀场持久

的蜜⽉之旅。当旅途接近尾声，马歇尔写道： 

我们旅途中的最后⼀堆篝⽕冷却下来，仅剩下⼀堆灰烬。明天就回家了。我们不

再渴求什么，也搜集不到更多消息。我们离开家已经⾜⾜⼀年了。现在⼀切都结束

了。现在是时候关上我的记录本了，我和那些“挖掘者”之间的联系也就此结束了。 

我们⾛遍了这个国家的⼀部分⼟地，他们正是在为这些⼟地⽽战⽃，并形成他们

特有的品质…… 

……我⾃⼰也受到了这些品质的感染。我看到了那些让他们养成热爱⾃由、憎恶

虚伪、勇敢⽆畏的原因——那些在他们童年⽣活中⽆数细⼩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铸

就了他们的澳⼤利亚特性。 

因此，我想在收集到的诸多信息之后，再增加⼀条，这条信息来⾃澳⼤利亚的⼟

壤，并不针对某⼀位⼠兵，⽽是⾯向他们全体： 

  

 于是他写了下⾯这段艾伦·马歇尔独有风格的段落： 

澳⼤利亚⼠兵，你可还记得摘下那些煎蛋⽕腿、巧克⼒球、四季常青，还有那些

在凉爽的清晨盛开的南希和蝴蝶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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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读者可还能意识到他以上列举的是⼀些野花的名字？ 

你可还记得那在暗夜的⾼空⼀边扇动翅膀⼀边⾼叫的鸻鸟，还有那搭窝的喜鹊，

在蓝天和青⼭的掩映下，⼀忽⼉俯冲、⼀会⼉⾼飞？ 

马歇尔⽤⼀连串澳⼤利亚⾃然景物提问，召唤澳⼤利亚⼠兵对家乡的回忆。这些⼠兵可还

记得故乡的鸟？故乡的动物？故乡的花⼉？ 

⼠兵们，你还记得这些吗？ 

正是这些事物造就了你。 

 在隔了⼀整代⼈之后再读到这样的赞歌，⽐读到马歇尔在《我的亲⼈们》中与那些乡

下⼈相遇的篇章更让⼈吃惊。现代的读者会发现，在马歇尔写作之后到现在，他笔下的那

些⼈物已经消失得没有了踪影，或已经⾯⽬全⾮。在《我可以跳过⽔坑》的前⾔中，马歇

尔写道：“我要描绘的是⼀个已经消逝了的时代。”当然，他可能是认真的，也可能是打趣

的，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许多在今⽇听起来⾃信满满的论断到明⽇将会变得令⼈匪夷所思。

这个问题与《我的亲⼈们》中存在的问题有本质性的区别。今⽇再来读这本书，会让我们

意识到马歇尔笔下的世界与我们当今社会的许多观念在⽅式和地域上存在着很⼤的差异。

因此，我们可以说该书对我们现代的读者⽽⾔已经过时了。 

⽽我却不这样认为。如今再来读《我的亲⼈们》会让我们受到震撼。那时，⼈们⼼中

怀着何等的爱国热情，对⾃⼰的祖国是何等地热爱！然⽽犹如⽓温飙升那样在⼈们⼼中引

起汹涌激情的国家和现如今我们⾝处其中的国家又是何等地不同啊！那时，马歇尔、他为

之写作的⼈们、为他提供写作素材的⼈们、在世界的另⼀个⾓落进⾏着残酷战争的⼠兵等

所有的⼈，因为当时的时势和对澳⼤利亚的热爱之情⽽团结起来，⽽现在，又有什么能够

让我们会产⽣类似的激情？我⾃⼰也⽆法找到合适的答案，但是再次阅读《我的亲⼈

们》，会引起我们对许多观念的深思。说马歇尔太简单，那么我们的论断会太简单。马歇

尔笔下的那些⼈物似乎也太简单，这点⽏庸置疑，可是我们呢？现如今的我们呢？ 

最后，我将要讨论的是《铁砧上的锤⼦》。《铁砧上的锤⼦》讲述了马歇尔童年以来

的许多故事，与他童年时⼀个叫做乔的好朋友有关。在深度、道德氛围上，该书与他之前

的作品⼤不相同。这种不同在马歇尔所写的⼈物介绍之中便有所显⽰：“在这个每个⼈都相

互认识的地⽅，每个⼈所经历的苦难也是其他⼈所经历的苦难，要是某个个⼈取得了成

功，便如⽤⼔⾸戳他邻居的⼼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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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常常多疑，让⼈感到害怕，有时又有点可爱。他们爱造谣⽣事，散播恐怖故

事，⿁⿁祟祟，喜欢揭别⼈的疮疤，拉帮结派，对别⼈的罪恶毫不宽容。 

他们有很⼤的权⼒和影响⼒，同时又毫⽆权⼒和影响⼒。他们共同的特性是：他

们在场的地⽅，你⽆法忽视他们的存在。每个⼈都会感受到他们的存在。他们是城镇

空⽓的构成成份，是城镇性格的⼀部分，同时也是城镇的负担。 

马歇尔不再将这些在苦难中挣扎的⼈们与他之前所认为的⼈类追求美好⽣活的向上动

⼒联系在⼀起。雄⼼和悲剧都是⼈类⽣命的⼀部分。他⼈⽣观中的这⼀改变早在《我可以

跳过⽔坑》中即已实现。在那⾥，马歇尔讲述了年幼的艾伦和他的伙伴乔成天黏在⼀起四

处晃荡，⼲些掏鸟窝、套兔⼦以及其他许多随⼼所欲的勾当。在讲述这⼀时刻的时候，艾

伦还涉及了另⼀个新的维度：在这⼀对童年的回顾中，他写到了性隐私、幽会等。艾伦和

乔偷听到他们不是很懂的⼀些事情，但是73岁的马歇尔将这些事情展⽰给读者，相信读者

可以理解和分享这些秘密。 

这些故事⾥最痛苦也是最杰出的故事是“麦卡利斯特⼩姐”。事实上，⾥⾯有两个⼈物

都叫这个名字，她们是⼀对姐妹——马吉和格蕾丝。 

这位漂亮的麦卡利斯特⼩姐的名字叫“格蕾丝”，她的眼睛总是含着笑意，⾮常迷

⼈。她让我和乔进去。 

故事却没有怎么讲述格蕾丝，倒是讲了许多彼特·麦克劳德和他的克莱兹代尔公马尼禄的故

事。马吉·麦卡利斯特想让尼禄为她的⼀匹母马配种。但尼禄对那匹母马并不感兴趣，于是

他们只好⽤欺骗的办法完成配种。他们牵来另⼀匹母马，让公马兴奋起来，然后中途将母

马牵⾛，再将马吉·麦卡利斯特的母马牵到阴茎完全勃起的公马下⾯。艾伦和乔帮忙牵着这

两匹马，他们对在公马⾝上看到的⼒量感到既兴奋又害怕。 

乔将母马牵到篱笆边，系上缰绳，然后向我冲过来，上⽓不接下⽓地说：“妈的，

这简直他妈的危险。我跟你说，当它在⼲那个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在旁边。简直太蠢

了……” 

“我喜欢看他们，”我反驳道。 

“那是你⼼⾥的邪恶被弄出来了，”乔说道，“你得控制⾃⼰。要不然，这事就得让

你玩完。吉尼斯神⽗说过，看了淫秽的东西会污染我们的⼼灵。” 

“真的会吗？”我喊叫道。“你懂什么？”然后问他：“‘淫秽’是什么意思？” 

“尼禄对‘麦卡利斯特⼩姐’⼲的事情就是淫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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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吉·麦卡利斯特的名字来称呼她的马，是马歇尔⽤来将性与另⼀位麦卡利斯特⼩姐

——格蕾丝联系起来的⽅式。格蕾丝和⼀个外地来的⽺⽑分级员⼀起骑马被这两个孩⼦瞧

见了。他们看见格蕾丝⼤笑着，然后同那个⽺⽑分级员下了马，钻进了⾼⾼的蕨从中的⾦

合欢⾥。“他们在那⾥⾯呆了⼀会⼉，然后出来骑上马⾛了。”马歇尔在最后⼀页揭晓了这

件事情的结局。 

第⼆天，我听到了有⽣以来最恐怖的事情。在啤酒馆前⾯，许多酒⿁都在议论这

件事情。他们说格蕾丝·麦卡利斯特⾛进了巴尔吉的枪弹库⾥，取下了她⽼爹的双管猎

枪，打爆了⾃⼰的脑袋。 

格蕾丝怀孕了，那个家伙却逃之夭夭了。在这部晚年故事集⾥，艾伦讲了许多与性有

关的故事，也讲了许多对性讳莫如深的⼈的故事。在“特伦格洛夫⼩姐”的故事⾥，如果⾝

体的性欲没有得到满⾜，⼈的精神也会完蛋。特伦格洛夫⼩姐⼀⼈独居。 

她披着宗教的外⾐⽣活在图拉拉的⼈们中间，宗教掩饰了她真正的罪孽。特伦格

洛夫⼩姐的罪孽总是与性有关。她从未结过婚，她太吹⽑求疵了，不可能跟哪个男⼈

结婚。 

在艾伦的姐姐艾尔西的劝说下，特伦格洛夫⼩姐答应让年轻的助教伊夫林·威尔逊在她

家寄宿。伊夫林⼆⼗岁，⼀头⾦发挽成⼀个圆圆的发髻。在特伦格洛夫⼩姐家住了⼀阵⼦

之后，有⼀天，伊夫林告诉特伦格洛夫⼩姐要在周⼆和周五的晚上去拜访⼀位叫特纳夫⼈

的⽼太太。艾伦和乔经常晚上出去套野兔，他们在⼀堵⽯头矮墙边设了陷阱。他们闻声赶

过去，却看到了威尔逊⼩姐和汤姆·迪克逊在⼀起。汤姆是⼀个“长相帅⽓的⼩伙⼦，⾛起

路来像从马厩⾥牵出来将要与母马配种的公马似的。”孩⼦们很担⼼威尔逊⼩姐的安全，但

第⼆天早上上学的时候，他们发现威尔逊⼩姐“⼼情异常愉快，简直⽆法想象她前⼀天晚上

差点就被割断了喉咙。” 

不⽌孩⼦们、威尔逊⼩姐和汤姆·迪克逊喜欢在夜间活动。六⼗岁的主⽇进修学校⽼师

弗林德斯⼩姐也喜欢夜间活动。她在教堂⾥弹奏管风琴。马歇尔将她描写为“脑⼦塞满了宗

教思想。” 

她喜欢为上帝弹奏，也喜欢在夜⾥到处⾏⾛。她好像⼀直都在寻找什么东西，虽

然我并不明⽩她寻找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她在⿊暗中路过⼀家家的房舍，房⼦⾥射出来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这张脸总是

在向窗户⾥的⼈张望，窗户⾥的⼈也总是在张望这张脸。我想，他们看见的⼀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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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忧伤的脸。 

弗林德斯⼩姐给特伦格洛夫⼩姐写了⼀封匿名信，控诉她纵容了周⼆和周五晚上发⽣

的事情。特伦格洛夫⼩姐将那封匿名信给了艾伦的姐姐艾尔西，艾尔西认出了她的笔迹。

特伦格洛夫⼩姐将信寄回给了弗林德斯⼩姐，作者告诉我们，从此之后，弗林德斯⼩姐停

⽌了晚间的⾛动。我想马歇尔之所以这样告诉我们，是为了让故事情节简单化，因为叙述

的中⼼又转移到了教师威尔逊⼩姐⾝上。她⾝体发胖了，然后离开了⼩镇。在她离开的两

天前，艾伦和乔拿了⼀只兔⼦送到特伦格洛夫⼩姐的住处，因为他们相信威尔逊⼩姐⼀定

很喜欢吃兔⾁。特伦格洛夫⼩姐收下了兔⼦，对他们说了感谢的话，然后他们便离开了。

后来，乔跑又跑了回来对特伦格洛夫⼩姐说道： 

“嗨，特伦格洛夫⼩姐，不⽤担⼼这只兔⼦，我们已经给它刮了⽪，也掏⼲净了内

脏，所有污秽的活⼉都⼲完了。” 

 读到这部书的这⾥，读者会意识到污秽的活⼉、夜间的诸种⾏为并没有真正的结束，

同时，读者也会意识到这种事情永远不会结束，因为整部书⼏乎都是关于这些事情的。⼈

类会毁了别⼈，也会毁了⾃⼰。过度的⾃信是另⼀个悲剧的开始。伊斯特·德⾥斯科尔是⼀

名驯马师，他性格浮夸，总以为⾃⼰会安然度过⼀⽣。马歇尔的⽗亲也许会与他拥有⼀样

的遭遇，但所幸他没有遇到。年轻的马歇尔告诉我们“在死⼀样沉寂的夜晚……被路过我们

门前的马蹄声吵醒过来”。骑马的正是宿醉回家的伊斯特·德⾥斯科尔。 

  

⼀些被吵醒的丈夫会对妻⼦咕哝道“伊斯特·德⾥斯科尔又⼤醉了，”然后翻过⾝又

熟睡了过去。⼥⼈们则会瞪着双眼看向⿊夜，脑海⾥浮现出他挑衅的双眼、灿烂的笑

容、轻盈灵活的⾝体和他仰⾸阔步的姿态。他的形象总是不时地越过她们丈夫的脑袋

进⼊这些⼥⼈的脑海。 

艾伦引⽤了他⽗亲说过的⼀段话，这段话同样可以出现在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麦卡利斯特⼩

姐”的故事⾥。 

⼀个在马背上好的骑⼿可以从马⾝上吸收活⼒，将马的活⼒变成⾃⼰的⼀部分。

能够轻松驾驭⼀匹⾼头⼤马的男⼈⽐他在地上⾏⾛时更伟岸。⼥⼈们也都将他视为理

想的男⼈。 

这个故事⽤了⼤量的笔墨向我们讲述了伊斯特·德⾥斯科尔如何意⽓风发以及他的马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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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众，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又是⽗亲的⾔论： 

“他有时候骑马的⽅式只是为了显⽰⾃⼰的勇敢，却不顾马的感受。他是以牺牲马

为代价来建⽴⾃⼰的名⽓，但是他看起来的确很潇洒，不是吗？” 

⼀天下午，他骑着⼀匹尚未完全驯服的马经过图拉拉去他常去的⼩酒馆，被⽗亲看见

了，⽗亲认为喝醉了骑那样的马是很危险的。在他飞驰回家的路上，被马摔了下来，他的

脚却被挂在脚蹬上，就这样被拖⾏了⼏个⼩时。德⾥斯科尔受了很严重的伤，在医院了昏

迷了三个星期后才勉强恢复了知觉。 

……我又瞧见他在院⼦⾥⾛动了，但他不再朗声⼤笑或肆意玩笑了。他有时候双

眼四顾，好像若有所思地回忆起了什么，但他的步⼦⾥再也没有了那些活跃。虽然他

照旧还骑马，但是马背上的他却变得死⽓沉沉的。 

“伊斯特·德⾥斯科尔⼤不如从前啦，”⼀位农民说。“酒馆⾥也不常看见他了，真

是太他妈的丢脸了。” 

我认为以上这些例⼦⾜以显⽰马歇尔在《铁砧上的锤⼦》⾥介绍的⼀些新的⽣活层

⾯。这些变化，或者说他的这些新内容，与他早期作品⾥那些乐观的基调相⽐，有了很⼤

改变。左翼⽂学往往将世间的⼀切不幸和不公归咎于经济制度。这或许有些道理，但我个

⼈认为，总是将罪责归咎于所处社会⾥的每个⼈或某些⼈的做法，不利于我们真正地去了

解⾃⼰的社会。我们⼈类有严重的缺陷，我们可以对别⼈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慷慨和关爱，

我们也可能⼲出⽆⽐卑贱的勾当。我认为⽆论是社会还是个⼈，在任何⼀天、任何时候，

都可能在极善和极恶之间波动。因此，我认为固然马歇尔在他有⽣之年得到的那些赞誉当

之⽆愧——除⾮后⼈对已过世作家的⾝世⽆⽐热⼼，写出⼤把⼤把的传记，⼀般⽽⾔，随

着作家的过世，他们的声誉也会逐渐消逝——但我觉得中年时期的马歇尔未免有点不负他

所获得的盛名，只有当他进⼊创作晚期并开始在他的作品中达到了⼀种更加严肃的理解

后，他才获得了真正的伟⼤。我认为⼈们之所以敬爱他，是因为他在⾃⼰的童年经历⾥为

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有当他将童年时期那些最初的经历化为⼀个成熟的艺术

家的成熟观点的时候，他作为作家的⾝份才是完满的。 

（龚静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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