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妮·埃尔诺是法国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也

是第17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她创作了“无人称自

传”的个人传记写作的新路，用个人故事来表达社会历史，其

作品并不仅是关于个体照片和记忆的故事，还充满了多数人

记忆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融。在“写什么”和“怎么

写”的问题上，她没有犹疑和惶惑，她称自己并没有什么终极

价值的追求，有的只是对生命的体验和感觉的真实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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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岁月》通过广阔的社会面，呈现
了用照片捕捉的生活碎片、人生片段。照
片把安妮·埃尔诺引向童年，用感觉代替行
为和事件，用回忆想象经历过的一切，引导
她穿过两个世界抵达此时此刻。她用客观
理性的洞穿式文字完成了对自己经历的所
有历史和现实的命名，也唤醒了人类共有
的生活记忆和人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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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剑卿

杰出的文学作品都是一棵树，可以让你看到广
袤森林。它具有延展性、开拓性、代表性，蕴含了森
林的无限丰富和无限可能。如果我们做一个机械的
归纳和划分，《悠悠岁月》中所涉的社会面是非常广
阔的。有作者接触到的各类阶层，还有她作为一个
女性所代表的女性阶层。埃尔诺给我们呈现的是用
照片捕捉的生活碎片、人生片段。她站在少女角度
回忆父母祖父母，站在妻子角度回忆婚姻生活，站在
为人母角度打量孩子，站在世界公民的角度扫描人
类步入全球化的后现代社会。那些写入小说的事件
是她个人生活内容的一部分。照片把她引向童年，
用感觉代替行为和事件，用回忆想象经历过的一切，
引导她穿过悠悠岁月抵达此时此刻。凭借作者杰出
的感受和提炼、表达能力，每一股涓涓细流都会引发
读者不同的投射与反响。

安妮·埃尔诺的两个世界

安妮·埃尔诺的“无人称自传”存在着两个世
界。首先是扛着铁锹的父亲和开杂货铺的母亲的世
界，真实而缓慢，她称之为质朴阶层。二战结束后的
穷人心理、缓慢困窘的生活步履，她持一种零度的、
无色的情感态度，平和而沉静地书写自己作为其中
一员，交织着酸甜苦辣的成长历程。

然而当她通过婚姻走进那个现代的、物质高度
发达的世界，发现曾经向往的形象，是一个“困扰着
我的女人形象”；审视自己拥有的婚姻生活，感到的
是女性被禁锢的感觉。显而易见，安妮·埃尔诺要直
面“一种女人的命运”。她在书写自己女人体验方面
是赤裸的直白的勇敢的。借用《亨利·布吕亚尔的生
平》开头的一句话，安妮·埃尔诺开启了对自我命运
的清点和对这个世界的洞穿：“我就要50岁了，那将
是认识我自己的好时候。”

唤醒人类共有的生活记忆

“女人50岁”——安妮·埃尔诺赋予她的写作以
鲜明的性别烙印。“有点像莫泊桑的《一生》，会使人
感到时间在她身上和在她之外的流逝。在历史之
中，一部在父母、丈夫、离开家的孩子们、出售的家具
等人与物的丧失中结束的‘完整的小说’。”不同之处
是《悠悠岁月》写出了一个女性从内到外的变化，并
且给我们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经验：个人化
的性别经验书写。这种书写，出离了“怨女”式的控
诉、愤怒、怨恨情绪，淬炼为一种成熟与澄明的理性
精神和反思意识。这种书写的意义何在？作家说，

“我们需要回归本源，从四面八方都产生了对根的需
要。”这句话所表达的创作旨归就是“寻根”——回到
原来的世界。纵观全书，作品隐含了一个环形结构：
清点——洞穿——回归。回忆从二战时期的出生到
21世纪步入晚年，洞穿生活真相，完成了自我身份
的建构和认同。它是安妮·埃尔诺身心成熟的表征，
也是一个女性勇敢接受的完整命运。这个结构可以
推广为人类共有的命运结构。归根到底，人生就其
终极意义而言，认识你自己，找到你自己，获得属于
自己的身份。

这一个叙述起点，也是个人生命节点和人类的
世纪之交的巧合。于是个人小叙事和世纪的大叙事、
小我和大我巧妙交织会合在了一起。小说开始的第
一句话是：“所有的印象都会消失”。同时，作者也提
到：“一切都将在一秒钟之内消失。从摇篮到临终床上积累起来的全
部词汇也会消失。这将是沉默，而且没有一个词可以说明。从张开的
嘴巴里什么都说不出来。无论是我还是自我。语言会继续把世界变
成词汇。在节日餐桌旁的谈话中，我们只会是一个越来越没有面目
的、直到消失在遥远一代无名大众里的名字”。这当然是埃尔诺式的
个人经验书写，却也是所有经历跨世纪之交的人类的共同经验。

把世界变成词汇，用词汇挽救记忆。一部优秀的小说是一个完
整独立的“全世界”。对于真正优秀的作家来说，通过“词汇”组合编
织而成的“这一个”世界，是真正有文学意味的生活，是值得被书写的
生活。从一个法国女作家笔下所表现的生活当中，读者可以找到我
们自己也曾经历过的生活，激起各种各样的共鸣——情绪、心理、认
知的共情同理。这正是一部杰作的力量，它能够超越时空，超越国
家、民族、地域甚至阶级、性别的隔阂，唤醒人类共有的生活记忆和人
生体验。

客观理性的洞穿式文字

埃尔诺的写作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姿态，体现出一种稀缺的文学
品质，那就是拒绝抒情。在对女性自我、对这个世界的记忆中，她想
捕捉那些以后再也看不见的面孔，已经消失的从前的光线。作家用
照片重塑一种语境，启用了一套闻所未闻的话语体系。作者成功地
开发了照片对现实生活的开拓、延展、深化功能，使得个人记忆的内
存无限扩大，开辟了表现生活的新空间。通过对文学语言的控制、表
达的把控，剔除各种不确定的声音和话语，“重建一个共同的时代”，
最大限度接近“历史真实”，直到“一生最后的印象为止”。通常的情
况是，作家总是会情不自禁在作品当中堆砌“抒情”文字，把抒情能力
当作一种引以为豪的文学能力和炫技。其实这容易导致夸夸其谈的
滥情和伪真实。埃尔诺的作品令人称道之处恰恰在于，她不追求语
言的新奇以哗众取宠，采用原叙述的方式，一改女性书写自恋式的孤
芳自赏，也摒弃感伤主义。

这使得《悠悠岁月》文本内含一种张力。照片所呈现出的“美化
了的生活”被作者“遮蔽”——经由客观理性的洞穿式文字，风景人物
组成的画面变成了白描式的文字世界，绝对不是生活赞美诗，而是戏
仿戏谑，嘲讽反讽。这是另一种真实，洞穿生活中的并无恶意的虚
假。比如家庭聚会中对某些话题的回避，对尴尬场面的躲避，对聚餐
结束的彼此释然；洞穿“商品化”时代的吊诡。这样的例子比比皆
是。拒绝美化，拒绝修饰，拒绝抒情，拒绝浪漫，拒绝伪善，直指真
相。在清点和洞穿的过程中，她完成了对自己经历的所有历史和现
实的命名。

（作者为山西大同大学学报主编、教授）

品鉴坊坊
勇敢而真实地书写：从个人到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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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曙蓝》

张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8月版

本书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得主张翎的中
篇小说精选集，包括《如此曙蓝》《何处藏诗》
《恋曲三重奏》三部中篇小说。《如此曙蓝》通过
亡灵叙事与情节逆转，实现女性的自我救赎与

成长。《何处藏诗》以
诗歌串联起一个抱
团取暖的故事，两个
被生活逼迫到犄角
的人磕磕碰碰一起
生 活 ，进 而 相 互 了
解、萌生爱情。《恋曲
三重奏》讲述的是女
主人公的三段情缘，
每一段都带有一定
的社会烙印，掺杂着
希冀、困顿、孤独等
诸多情绪。

马伯庸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年9月版

本书是马伯庸全新长篇
历史小说。挽亡图存、强国
保种，这是医者在清末变局
中的一声呐喊。大医若史，
以济世之仁心，见证大时代
的百年波澜。

三个出身、性格、际遇各
不相同的年轻人，在1910年

这一个关键节点，同时踏入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开始
了他们纠葛一生的医海生涯。作为中国第一代公共慈善
医生，三个人身上肩负的责任比普通医生更加沉重。哪
里有疫情，就要去哪里治疫；哪里有灾害，就要去哪里救
灾；哪里爆发战争，就要去哪里冒着枪林弹雨，救死扶
伤。上海鼠疫、皖北水灾、武昌起义……晚清时局的跌宕
起伏，无时无刻不牵扯着三人的命运。他们相互扶持，从
三个蒙昧天真的少年，逐渐成长为三名出色的医生，在一
次次救援中感悟到，何为真正的“大医”。

《大医·破晓篇》

阅快递递

房伟 著
作家出版社
2022年9月版

小说集《小陶然》包
括八个中短篇，风格多
样，取材广泛，讲述了不
同年龄层次的当代中国
人的情感生活体验。《小
陶然》与《老陶然》是姊
妹篇，诙谐老辣又不乏
温情，描述了老年男女
在晚年遭遇的情感危
机，以及他们各自的选择。《南方》短小精悍，不动
声色地表达了中年人无处言说的迷茫。《九三年》
亦庄亦谐，呈现了20世纪90年代的青春记忆……

本书中的他们是学生、医生、消防员、文联职
员、银行主任等不同角色，看似是不同人的人生轨
迹，都指向一个普通人平凡纠结的生活。只是在
这里他们被赋予了张三、李四的名字，其实未尝不
是你、我和他。 （崔安琪 整理）

《小陶然》

■ 谢鹏

安妮·埃尔诺是法国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
性，也是第17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这当然可
以视为女性创作的又一巨大成就，但与所有实至名归
的诺奖得主一样，她的创作必然代表了一种超越性的
存在——对于人类生存或历史认知的抱负、人类文化
意义、世界重建的价值以及“人性”深度思考的揭示。
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称，“她以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
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限制”。

写个人，更要写出多数人的记忆

埃尔诺偏好“记忆”、时间的写作主题，在形式上
开创了“无人称叙述”的新路。她耐心、持久而专注地
编织着极具个人辨识度的“回忆之网”，形成了一个晶
莹的棱镜。她对身边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边缘群体
投入了她温暖的关切，在城市漫步和游走中见证生活
更本真的样子，而非沉迷于作家个人化的世界。

虽然自1974年开始，埃尔诺陆续创作的15部著
作都基于个人的内心历程：小说《一个男人的位置》关
乎作者父亲的回忆，《一个女人的故事》则是关于母亲
的回忆，回忆童年的《单纯的激情》，等等，但之后，她
更加敏锐地感受到社会的演变，“一切事物都以一种
闻所未闻的速度被遗忘”，这相对个人记忆的流逝更
加紧迫而严重。在20世纪80年代，她开始精心设计

“社会自传”《悠悠岁月》，“寻找并展示更为普遍的、集
体的机制或现象”。

2000年，她曾经到过中国，在北京和上海感受过
中国的样子。她不是追寻历史学家著作中的记忆，而
是见证鲜活生活现场中人的记忆，去揣测街头、公园
所见民众对于童年、对以前各时期的记忆。埃尔诺的
写作有一个宏大的指向，“在个人记忆里发现集体记
忆部分的同时，恢复历史的真实意义”。

女性私人故事与社会历史张力之间的关系

埃尔诺创造了一种个人传记写作的新路——“无
人称自传”，即写作中“从头到尾都不用第一人称‘我’，
而是采用第三人称、也就是无人称的泛指代词来表示

‘我们’”。这种做法，部分消解了一般女性传记写作中
“我”的封闭性和专断性，呈现出一种互动性，给读者共
同回忆和自我创造的可能。如果读者能够积极回应作
品的邀请性，调动起个人的生命经验、回忆和感受，就会
不自觉地进入她流动而绵密的文本中。

在电影工业、虚拟仿真技术尚未发达的年代，照
片成为连接我们与旧时光的唯一物理凭据。她写作
的缘起往往是因一张老照片的激发与追寻。埃尔诺
的记忆书写是根据“从童年到进入老年的各种不同年
龄所拍摄的照片的凝视”来勾勒社会的进程和一种生
活的内心历程。

她凝视废墟边上咖啡馆里的女人、影片中女星热
泪盈眶的面孔、一条人行道上交错而过的男人，等等。
《悠悠岁月》的开篇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呈现生活场景和
镜头，仿佛一个电影脚本。开篇第一节，从第二句话开
始，大量出现句末没有标点的段落，用一种创新的形式
提醒读者，这些内容是情绪上连贯的图画。之后，她从

一张照片切换到另外一张，有时会详细写“一个在布满
卵石的海滩上穿着深色泳衣的小女孩的黑白照片”，有
时又切换到某部电影或者文学名著中的人物，有时又
转到法国的别样风景。

在照片凝视后，作家做了一些呓语般的、哲理意
味的论述，在这些跳跃之间有时会有明确的碎片的照
应，体现出作者对于结构的精心设计。照片和场景转
场之间的文字是连接、放大意义不可忽视的部分，是
读者要去摸索作者幽微心灵和情感所在。“所有的印
象都会消失”，照片本身只是记录，只有深情凝望照
片，才有导出记忆的可能。作家敏锐地知晓对哪些人
生旧照的凝视与现实生活场景的观察，以及对这些图
景的遴选、组合、阐发能促进对于人类情感、思想的认
知，并借助艺术的形式加以表达。埃尔诺运用个人的
故事和一帧帧照片去理解、展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
拓展了女性文学的视角，“把握了女性私人故事与社
会历史张力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更加丰富
的审美内涵”。

现实主义回溯中的现代因素

译者吴岳添曾谈到埃尔诺写作的继承和创新问

题，指出她充分借鉴了几位大师的风格：勒克莱齐奥
对现代消费社会的批判，莫迪亚诺的虚实相间的手
法，佩雷克通过详细列举具有时代特色的物品来唤起
人们的回忆。在埃尔诺的作品中还可以感受到社会
学家布迪厄、哲学家萨特的思想印记。就其作品的政
治维度而言，她是萨特的忠实读者，认可萨特的文学
观：说话就是行动派，写作就是行动。

埃尔诺的作品题材朴素，笔调平实，“体现了一种
追求写实主义与心理描写相融合的风格，这在历经现
代主义众多流派洗礼的法国20世纪文学中，既代表了
某种回归传统，又体现了现代主义的某种升华”。20
世纪后半叶，西方文学格局中，现代主义逐渐成为强
劲的话语。现代性和革新意味理所当然是埃尔诺文
学创作的大背景，她的创作始于法国“新小说”衰落之
际，但她折回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她作品中有丰富
的具象场景，每一个片段中的时间、地点、事件相对确
定，对于旧照片的描摹多为白描式的。她的文字中始
终有一种人道主义的悲悯和底层书写立场，其写作鄙
弃了精英主义的立场。巴黎地铁中转站、盲人流浪汉
是她观测社会的窗口，她还是为数不多的走上街头的
作家。她的文字中批判现实的讽刺意味也是清晰
的。她说，“我的信条只是诚实和准确”。

回顾最近几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得主，她们
也并非一味追求现代意味的形式创新，无论是爱丽
丝·门罗以家乡安大略省小镇上男男女女的情感、
成长、婚姻生活为对象，还是阿列克谢耶维奇一个
个战争遗民的纪实性访谈，以现实主义为基本框
架，只辅以现代叙事的手段。传统传记的框架、个
体笔记、摄影的现实主义因素给予作品基于现实感
的强大生命力。

埃尔诺作品中的现代主义元素在于女性心理的
深度揭示——亲人之间“在心灵上的无法沟通……不
可避免地陷入了常人所难以理解的痛苦之中，那是一
种深隐于内心的痛苦，是一种心灵的煎熬，‘我’把这
叫作‘内心的流亡’”。就其作品的叙事方式而言，她
以“人物心理活动为主导叙事的手法，也很有些意识
流小说和新小说的味道”。这种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
交融是其独特风格所在。

埃尔诺作品的迷人之处在于——小说看似可顺
畅进入，但是读者常被“扰乱思绪”，发现其作品并不
如书名《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
孩的记忆》《悠悠岁月》表面那般通俗，而是一种“现实
主义与现代主义交融”的文本，“介于文学、社会学和
历史学之间的什么东西”。它并不仅仅是父女关系、
母亲往事、照片和记忆的一般记录，而是关于亲情关
系、成长、记忆抽象的文学表达实验。如她所说，“写
作是探索一种形式，而不是复制”。在“写什么”和“怎
么写”的问题上，“她没有犹疑和惶惑，她称自己并没
有什么终极价值的追求，有的只是对生命的体验和感
觉的真实抒发”。

（作者单位：湖南女子学院中文系）

——评安妮·埃尔诺的文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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