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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看到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听到

□周航

20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毛
姆，是伟大的英语作家之一。他
的不朽名著《月亮与六便士》大受
中国读者欢迎，从1919年小说面
世至今已逾百年，其影响力长盛
不衰。

小说的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
以法国后期印象派大师高更为原
型。不可否认，主人公的确有画
家高更生平中的很多影子和轮
廓，但毛姆写的绝对不是人物传
记，而是一部严肃、纯正的长篇小
说。

小说叙述了年过四十的伦敦
证券经纪人思特里克兰德，无视
社会舆论，突然间抛妻弃子，逃离
了看似优裕、美满和平静的家庭
生活以及伦敦社交圈，隐居于巴
黎贫民窟。他对艺术着魔，无畏
贫穷、疾病和生死，最终在南太平
洋塔希提小岛上找到精神的归宿
并埋骨于斯。

小说的时空挪移、人物关系
交织和故事情节展开并不复杂，
但其丰富的社会现实内涵和永恒
的精神隐喻却溢出作品本身，开
创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

《月亮与六便士》题目中的
“月亮”暗喻理想，“六便士”指的
是现实。其实，读者与作者一样，
在现实与理想之间难以抉择，小
说经久不息的阅读吸引力也正潜
藏于此。

小说融合了天才、个性、艺
术、婚姻、家庭、社会、疾病、异域
等多重元素，具有广阔深邃的生
命视角，对人性展开了入木三分
的解剖，蕴含阐释不尽的艺术魅
力。

像很多真实感很强的小说一
样，《月亮与六便士》以青年作家

“我”对思特里克兰德交往的见证
和听闻为主，采取了第一人称叙
述视角。

“我”既是旁观者，又是亲历
者，牵引着读者进入主人公不同
凡响的人生故事当中。通过“我”
的叙述，让读者感受到主人公外
表冷漠无情而内心却无比坚定的
人物质感，让读者看到那个时代
伦敦和巴黎的社会现状和世俗生
活，让读者紧跟着故事推进、在文
字的时空穿行中看到主人公如何
最终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我”的存在，见证了思特里
克兰德的存在及其真实感；“我”
是次要的，就像鲁迅笔下咸亨酒
店的那个小伙计在讲述孔乙己，
正是由于“我”的口吻才让读者毫
不怀疑地相信思特里克兰德的几
次人生蜕变，正如笛福小说中的
鲁滨逊以第一人称写日记的形
式，煞有介事地告诉读者主人公
的那些冒险奇遇。

小说终究是时间和空间的
文字艺术。“我”在小说中对思特
里克兰德独特人生轨迹的叙述，
基本上是按正常的线性时间来
拉开的，但在牵扯具体故事线索
时也会经常使用并置、倒叙和插
叙等叙事手段，这样就尽可能避
免了平铺直叙导致的单调感，同
时也使人物在时间的来回穿行
中显得现场感更强，也更加鲜明
和立体。

从整部小说来看，时间运行
的线索主要有两条并列着，主线
是思特里克兰德逃避现实追求理
想的梦幻进程；副线则是他太太
在伦敦的日常生活。人物相继出
场后，思特里克兰德由暗变明，他
太太则由明变暗，明暗互调之际，
人物的层次和主次感也逐渐明晰
起来。这两条平行线有另一条线

索将其连接，也即“我”的行动轨
迹、视线、思考和评论构成第三条
线索，“我”这条线时常起到调节
和平衡叙事节奏的作用。

时间是在空间里流动的。从
文学地理学的意义上来讲，小说
将时间、人物和情节置于伦敦、巴
黎和塔希提岛这三个空间里进行
演绎。不同空间里的环境、文化
和社会，自然会有所差异，其中差
异不仅使小说的内涵更加丰富，
也对塑造人物、叙述人物命运和
心理的变迁甚至能够起到关键性
的启动作用。

不同的三个空间及其空间转
换，绝对不是简单的地理位移，而
是充满了隐喻和象征的意味，这
是一把读懂《月亮和六便士》的钥
匙。

伦敦、巴黎和塔希提岛各有
所指，各有深意，而且与主人公的
命运和理想紧密相连。作为证券
经纪人时的思特里克兰德，古老
的伦敦是他的栖身之所，更是现
实和世俗生活的城市隐喻。主人
公在这里是沉寂的，是顺从而彬
彬有礼的，他绅士般地配合妻子
的社交活动，参与表层化沙龙式
的文化交流，也能够尽到一个丈
夫和一个父亲的基本责任，但一
切的反抗和最终的逃离却在其中
孕育和待命，直到他不辞而别遁
往巴黎。

巴黎不是金钱和世俗的象
征，而是充满了浪漫、暧昧和诱惑
气息的艺术之都。小说将主人公
的活动空间转移到巴黎是有深意
的，这符合主人公对艺术理想追
求的实际情形，也为主人公提供
了一个落魄、饱受贫困和疾病之
苦的环境。因空间而形成的距离
感，也为“我”的叙述提供了更大
的时空张力，从而不同线索的平

行发展也就成为可能。现实生活
的物理空间距离越远，思特里克
兰德抵达理想的终点就愈近。小
说证实了主人公正是在巴黎完成
了实现理想的初期准备，再经过
马赛这个跳板而义无反顾地远赴
塔希提岛的。

塔希提岛是他理想之地，是
灵魂归宿之所，在那里他捞到了
心中的“月亮”。小说的书名包含
月亮、六便士，然而文中很少提及
这两个词，这更能说明小说所具
有的象征和隐喻性。

塔希提岛就是那轮高高地悬
挂在天上的月亮。从伦敦的“六
便士”到塔希提岛这轮“月亮”，
思特里克兰德完成了人生最理想
的追求。可当理想、梦想和意义
全部实现，主人公的命运也在火
中与他最完美的杰作一道灰飞烟
灭。那刻，人生理想和艺术至美
既合二为一，又同时遭受毁灭，这
给读者留下了一道充满悖论和不
堪重负的人生之问。

人生现实和理想的巨大落差
感，恰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
所面临的精神困境。或许，这正
是阅读《月亮与六便士》这部小说
最需要去深刻体会的主题意蕴。

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有
阐释的多种可能性，都会有很多
种解读的角度和褒贬不一的争
议。比如，针对主人公思特里克
兰德，我们会发问：为了实现艺
术的理想就可抛却社会责任和
牺牲家庭幸福吗？艺术家只要
有个性，我们就可以原谅他粗
野、冷漠的诸多缺点甚至缺陷
吗？认可他艺术天才的一面，但
我们会认同他对女性毫无尊重
的控制欲吗？对这些，或许无法
找到正确答案，但足够能引发我
们的深思。

□本报记者 黄琪奥

说到国内的科幻小说，就不能不提
刘慈欣创作的《三体》系列（含《三体》《三
体Ⅱ·黑暗森林》《三体Ⅲ·死神永生》三
部）。作为中国科幻界里程碑式的著作，
《三体》自2008年1月面市以来，就受到
不少读者的追捧，不仅横扫国内各大科
幻图书榜单，还曾荣获银河奖、雨果奖等
多项科幻界大奖。

那么，刘慈欣是如何与科幻结缘
的？他又是如何创作出《三体》、如何看
待小说与电影改编之间的关系的？近
日，重庆日报记者通过电话专访了身在
北京的刘慈欣。

“坐七八个小时火车去北京查资料”

重庆日报：您是如何与科幻结缘的？
刘慈欣：我最早与科幻结缘是在

1970年。当时，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
我们一家搬到山西阳泉三矿。那一年，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
射。得知这一消息，我第一时间跑到家
附近的池塘，看着漆黑的天幕，想着卫星
发射的情景，心中不由自主地生起一股
莫名的向往之情。

几年后的夏天，我在阳泉家中的床
下翻出整整一箱子书，里面有《托尔斯泰
文集》《白鲸》《地心游记》《太空神曲》。
我如获至宝。记得当时我先看的是《地
心游记》，没看几页，就被书里所构建的
世界深深吸引。后来，父亲告诉我，这种
小说叫做“科学幻想小说”，是有科学根
据的创作。这也是我和科幻小说的第一
次正面接触。

重庆日报：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
在，您已经创作了20多年的科幻小说，
能分享下自身的感受吗？

刘慈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感
受是孤独的，如同自己坚守的是一片根
本没人在意的一个土地。我前期创作的
科幻小说大多都是在山西完成的，那时
白天忙工作，晚上要照顾孩子，我通常要
很晚才能回到房间进行创作。夜深人
静，陪伴我的除了太行山的寒风，就是一
本本《科学美国人》杂志。

那时，当我写作遇到问题时，也不知
道问谁，只能一个人坐七八个小时的火
车去北京查资料。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
到《三体》发表，我才发现还有很多人和
我一样在科幻文学这块土地上默默耕耘
着，这种孤独感才逐渐消失。

“有一年什么都不做，一直在
思考小说结构”

重庆日报：您创作《三体》的初衷是
什么？

刘慈欣：《三体》的创作灵感来源于
我曾经读过的一本天体力学书籍。这本
书里介绍了一个“三体问题”：把宇宙简
化为三个有质量的点，这三个点在质量
与引力作用下做完全无规则的运动。这
样的现实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当时看
到这个问题，我就相当感兴趣。后来，受
到吴岩在《中国轨道》里描写人类不顾一
切探索太空的启发，我开启了关于“三颗
无规则运行恒星的恒星系”的构思。构
思了一段时间后，我决定用小说来讨论
未来科技的博弈和生存空间的争夺，思
考“道德的人类文明如何在零道德的宇
宙中生存”。

重庆日报：您创作《三体》一共花了
多长时间？

刘慈欣：虽然看起来我写《三体》只
用了四年多时间，但实际上，如果加上前
期的构思，《三体》用了我十多年时间才
完成。甚至有一年，我什么都不做，就一
直在思考《三体》的结构。有了前期的准
备，我在开始动笔写《三体》时，已经把三
部曲的故事架构想好了。

重庆日报：您觉得未来自己会写出
超越《三体》的科幻小说吗？

刘慈欣：也许有，但确实很难。因为
类似《三体》这样的科幻小说主要是集中
在创意上，集中在展示科学的奇迹上、宇
宙的奇迹上。我们现在就处于奇迹的时
代，到处都是奇迹，科学技术已经早就失
去它的神奇感了。这样的背景下，要想
写出一部能够让自己很兴奋，让读者也
觉得很好看的这种类型的传统科幻，确
实十分困难，但以后还是要努力去做。

“我会很在意改编的电影好不好看”

重庆日报：继《流浪地球》和《疯狂外
星人》之后，《三体》也即将被搬上电影银
幕，您对此有何期待？您如何看待IP经
过改编后，往往和原著差别较大这一问
题？

刘慈欣：电影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的
艺术呈现形式，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很多
时候难以做到忠实原著。我不会在意电
影剧情和小说差别大不大，但我会很在
意改编的电影好不好看。如果谁拍的
《三体》电影剧情十分忠于原著，但电影
本身非常难看，我会十分不满。而如果
一部叫做《三体》的电影制作精良、剧情
精彩，但和《三体》小说的剧情天差地别，
我也会欣然接受。

我觉得，小说改编电影应当遵循电
影艺术本身的规律，忠于原著并不一定
是好事，比如科幻小说《安德的游戏》改
编的电影就十分忠实原著，但影片本身
却评价不高，最终票房惨淡，续集的计划
也泡汤。

重庆日报：漫威有“漫威宇宙”（指以
钢铁侠、蜘蛛侠等漫画人物为主要人物
进行创作的一系列电影），DC有“DC宇
宙”（指以蝙蝠侠、超人等DC漫画人物
为主角创作的一系列电影），有读者认为
刘慈欣的作品也能建立“刘慈欣宇宙”，
对此您怎么看？

刘慈欣：虽然我个人不喜欢漫威，但
却希望中国科幻作品能建立类似漫威、
DC这样的体系，这将对中国科幻作品
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力。但我认为自己
的作品无法建立这样的体系，首先是体
量上差了很多，IP的积累量不够，且类
型只有小说。从中国科幻作品的情况来
看，目前也不具备建立这样体系的条件。

重庆日报：有读者和评论者认为，从
您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您的世界观（宇宙
观）是冷静的。也有读者表示，在作品
中，您针对人类对科技的迷恋进行了一
定的批评，是这样吗？

刘慈欣：我自己的感觉和这种观
点恰恰相反，我是一个科技的绝对拥
护者。没有科技的进步人类发展就
会停滞。科技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
需工具，如果使用不当，的确可能造
成很大的灾难，但不能因为担心、畏
惧灾难的发生，就放弃科技的发展，
反而应当勇敢地面对、解决问题。

对话刘慈欣：

在很长一段时间
我的感受是孤独的

当我们环顾四周，目力所及之
处，皆潜伏着无数细菌。它们伺机
侵入我们的身体，试图从温暖宜居
的环境、可口的蛋白和丰富的能量
来源里分一杯羹。由于肉眼无法
看到这些微生物，我们也许会忽视
它们。但是，电视里的清洁剂广告
和新闻报道却时刻提醒我们，在门
把手上、超市手推车上、电脑键盘
上、厨房的桌台以及枕头上，到处
都有它们的身影——疾病离我们

只有一步之遥。如果只听倡导卫
生人士的话，你也许会觉得，世界
如此凶险，我们能活下来真是个奇
迹呢。

没错，这的确是个奇迹。这个
精彩绝伦、错综复杂但也会惹出麻
烦的奇迹，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
统。

本书说的就是它。不过，先做
一点澄清：本书不提供任何健康指
南，不会教你如何减肥节食、如何让
秀发更亮丽，不会传授容颜永驻的
秘诀，不会让你冬天少得流感，不会
帮你支付信用卡，也不会帮你提高
学习成绩。我自己对所谓的“有用

信息”有点过敏，因此在本书里能不
提就不提。我最喜欢免疫系统的原
因之一，就是它不需要我们的关注
也能正常工作。它在私底下悄悄地
运行，像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清道夫，
只有出乱子时才会引起你的关注。

如果你真想知道养生的不二法
门，答案就是：吃好，睡好，多运动，
适度饮酒，不抽烟，接种疫苗，不要
太在乎干不干净。如果你还想知道
更多细节，请移步当地书店或图书
馆的“健康”专区，那里有浩如烟海
的书籍供君阅览。

说到阅读本书的好处，我希望，
本书能时不时让你开怀一笑（临床

表明，多笑笑有益健康），甚至帮你
理解几样事情，并对它们有一点儿
更深刻的认识（其实这可能对你不
见得是好事）。仅此而已。

事实上，你对免疫学的理解已
经相当不错了。是的，没开玩笑，你
不必否认，从你呼吸的方式我就看
得出来。即使你一下子想不起来抗
原和抗体的区别，记不清细胞因子
有什么作用，你的身体仍然很清楚
谁是谁、谁在做什么、要去哪里，也
知道之前发生过什么、下一步又要
做什么。如果你的身体不是非常精
通免疫学，你可能早就死掉了。

就这么简单。

免疫系统 错综复杂的奇迹
——《我们为什么还没有死掉》引言摘登

●把短促的生命浪费在无聊的应
酬上实在令人莫解。

●我们这些人就像从终点站到
终点站往返行驶的有轨电车，连乘客
的数目也能估计个八九不离十。生
活被安排得太有秩序了。

●如果你不在乎某一个人对你的
看法，一群人对你有什么意见又有什么
关系？

●在爱情的事情上如果考虑起自
尊心来，那只能有一个原因：实际上你
还是最爱自己。

●有时候，人们把面具佩戴得天衣
无缝，连他们自己都以为在佩戴面具的
过程中，自己实际上就成了和面具一样
的人了。

●小丑的嘴唇在微笑，他的笑话越
来越滑稽，因为在他逗人发笑的时候，
他更加感到自己无法忍受的孤独。

●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
了月亮。

●让我们去寻求那些淳朴、敦厚的
人的爱情吧。他们的愚昧远比我们的
知识更为可贵。

《月亮和六便士》中那些触及灵魂的经典句子

刘慈欣。 耿骏宇 摄

延伸阅读<<<<

满地都是六便士
他却抬头看月亮

毛姆毛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