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芥川奖
这是不久前的事遥 某文艺杂志的卷末专

栏写到了芥川奖袁 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院野芥
川奖这东西大概是相当有魔力的遥 因为有落
选后会大吵大闹的作家袁 所以其声名愈发响
彻云霄遥 又因为有村上春树这样落选后对文
坛避而远之的作家袁 所以其权威性愈发明
显遥 冶这篇文章的作者叫野相
马悠悠冶袁想必是化名吧遥

我的确在许久以前两次
入围芥川奖袁 那已经是三十
多年前的往事了遥 两次都没
有获奖袁 而且也确实一直在
相对远离文坛的地方做着自
己的事遥 然而袁我和文坛保持
距离袁并非是未曾获得渊或许
该说未能获得冤 芥川奖的缘
故袁而是因为我对涉足那种场所一无所知又了
无兴趣遥 在两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间渊可
谓是冤随意瞎找因果关系袁未免叫我困惑遥

看到人家这么一写袁 世间没准就有人老
老实实地信以为真院野哦钥 原来村上春树是因
为没得到芥川奖袁才远离文坛去混日子呀钥 冶
只怕一不留神袁这种说法就会变成世间公论遥
我原以为将推理与结论分开使用是写文章的
基本原则袁难道并非如此吗钥 呃呃袁虽然我的
所作所为还是那副老样子袁可从前被说成野受
到文坛的冷落冶袁如今却被说成野对文坛避而
远之冶袁或许应当额手称庆才是遥

我之所以居于距离文坛较远之地袁原因之
一是一开始就没打算野要当作家冶遥我作为一个
普通人过着极其普通的生活袁有一天陡然起意
写了部小说袁而那部小说一下子就摘取了新人
奖遥 所以文坛是怎么一回事袁文学奖又是怎么
一回事袁我几乎丝毫不具备这类基础知识遥

而且那时我还有野正业冶袁日常生活总而
言之忙得够呛袁 处理一件件非处理不可的事
务就已经手忙脚乱了袁这也是原因之一遥就算
长了三头六臂都不够用袁 哪里还有闲心去纠
缠那些可有可无的事情遥当上职业作家之后袁
虽然不再那般忙碌了袁可是心里一寻思袁这是
又过起了早睡早起的生活袁 几乎每天都去运
动袁拜其所赐袁晚间几乎不再外出应酬袁因而
也不曾涉足新宿的黄金街遥 我绝不是对文坛
和黄金街心怀反感袁 只是碰巧在现实生活中
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与这些场所建立关
系尧前去造访袁仅此而已遥

至于芥川奖是否野有魔力冶袁我就不太清

楚了袁是否野有权威冶袁我也一无所知袁而且从
来就没有意识到这类事情遥 迄今为止有谁得
过这个奖袁又有谁没得到这个奖袁我也毫不知
情遥 从前就没什么兴趣袁 现在也差不多一样
渊或者说越来越冤兴味索然遥 就算像那个专栏
作者说的袁芥川奖是有魔力的东西袁至少那魔
力并未波及我身畔遥大概是在半道上迷了路袁
没能挣扎着走到我身边吧遥

我凭借叶且听风吟曳和叶1973 年的弹子
球曳这两部作品获得了芥川奖提名遥不过老实
说渊如果有可能袁希望诸位原原本本地相信我
的话冤袁当时却觉得拿不拿奖都无所谓遥

叶且听风吟曳获得文艺杂志叶群像曳的新人
奖时袁我的确打心底感到高
兴遥 我可以广而告之袁向世
界断言袁那是我人生中划时
代的事件遥 因为这个奖是我
成为作家的入场券遥 有没有
入场券袁 情况可大不相同遥
因为眼前那扇大门豁然洞
开袁而我还以为袁只要有那
么一张入场券就万事大吉
了遥 至于芥川奖如何如何袁

我那时完全没有时间去思考遥
还有一点袁对于最初这两部作品袁我自己

也感觉不太满意遥写这些作品时袁我觉得本来
拥有的实力只发挥出了两三成遥 毕竟是有生
以来头要要要回写东西袁 小说这玩意儿该如何
写为好袁 基本技术我还不太明白遥 如今想来袁
野只发挥出两三成实力冶在某种程度上未尝不是
一种亮点遥 不过一归一二归二袁 从作者角度来
看袁作品的质量还有不少地方让我难以满意遥

所以袁当入场券还可以袁但凭着这样的水
准袁继叶群像曳新人奖之后居然连芥川奖也拿
到了手袁只怕反而会肩负起过重的负担遥在这
个阶段就受到如此高的评价袁 难道不是有点
野过头冶吗钥 说得平实点袁就是院野咦袁连这玩意
儿都可以钥 冶
多花些时间的话袁 肯定能写出更好的东

西来要要要我心里有过这样的念头遥 作为一个
不久前还从未想过要写小说的人袁 这个念头
或许相当傲慢遥连我自己都这么觉得遥但允许
我坦率地阐述个人见解的话袁 一个人如果连
这点傲气都没有袁就别想当什么小说家了遥

我因何选择“逃避”
当时袁 我在东京经营一家类似爵士酒吧

的小店袁差不多每天都去店里上班袁假如得了
奖尧受到世人瞩目袁只怕周遭就将哗然一片袁
令人心烦遥这也是一桩心病遥毕竟是做服务业
的袁纵然是心里不想见的人袁可来的都是客袁
也不能避而不见要要要话虽如此袁 其实也有几
次实在忍受不了袁只好逃避不见遥

记得两度获得提名袁又两度落选之后袁身

边的编辑都对我说院野这下村上兄就算是功德
圆满了袁从今往后大概不会再被提名了吧遥 冶
我心里还在想院野功德圆满钥 这个词有点怪怪
的啊遥 冶芥川奖基本是颁给新人的奖项袁到了
一定的时期就会被排除在候选名单之外遥 据
某家文艺杂志的专栏说袁 还有作家曾六次获
得提名袁而我两次就功德圆满了遥这是为什么
呢钥我不清楚原委袁总之那时候文坛和业界好
像达成了野村上已然功德圆满冶的共识遥 大概
是惯例使然吧遥

然而虽说是野功德圆满冶袁我也没感觉特
别失望袁反倒心情舒畅起来袁或者说安心感更
强烈一些院对芥川奖再也不用多想了遥得奖也
罢不得奖也罢袁我自己倒真的无所谓袁但记得
每次获得提名后袁随着评审会临近袁周围的人
便莫名其妙地坐立不安袁 那种气氛稍稍有些
令人心烦意乱遥有种奇怪的期待感袁还夹杂着
轻微的焦虑般的感觉遥仅仅是获得提名袁就被
媒体渲染成话题袁那反响既大袁还难免引发反
感之类袁如此种种烦不胜烦遥 只有两次袁令人
郁闷的事情就够多了袁 如果这种情况年年重
复的话噎噎单是想象一下袁就不禁心情沉重遥

其中最令人心情沉重的袁 莫过于大家都
来安慰我遥 一旦落选袁就有许多人赶来看我袁
对我说院野这次太遗憾啦遥 不过下次绝对能得
奖遥下部作品请好好写啊浴冶对方渊至少在大多
数场合下冤 这么说是出于好意袁 我心里也明
白遥可是每当有人这样说袁我就不知道该怎么
回答才好袁落得心情复杂兮兮的袁只好野呃呃袁
嗯嗯噎噎冶地含糊其词袁搪塞了事遥 就算我说
野得不得奖其实都无所谓啦冶袁 只怕也不会有
人照单全收袁反而会导致场面尴尬遥

NHK也很烦人袁还在提名阶段袁就打来
电话跟我打招呼院野等您得到了芥川奖袁 请第
二天早晨来上电视节目呀遥 冶我工作很忙袁又
不想上什么电视 渊因为我生性不喜欢抛头露
面冤袁就回答说院不行袁我不去遥 可他们总也不
肯退让袁反而怪我为何不上电视袁生我的气遥
每次获得提名后都会发生诸如此类的事情袁
往往令人心烦难耐遥

世人为什么只对芥川奖如此在意袁 我时
常感到不可思议遥不久前袁我走进一家书店袁发
现里面堆满了书名类似叶村上春树为什么没能
获得芥川奖曳的书遥我没翻开读过袁不知道内容
如何要要要自己毕竟不好意思买吧钥 不过袁出版
这种书本身就叫人心生疑窦院野好像
有点咄咄怪事的感觉嘛遥 冶

不是吗钥 就算那时我得到了芥
川奖袁可是袁既无法想象世界的命运
会因此发生改变袁也无法想象我的人
生会由此面目全非遥世界大概还是眼
下这副德行袁 我也肯定还是这样袁三
十多年来渊可能有些许误差冤袁大抵按
照相同的节奏执笔创作至今遥不管我

是否获得芥川奖袁 我写的小说恐怕照样被同一
批读者欣然接受袁 照样让同一批人焦虑不安遥
渊让为数不少的某类人焦虑不安袁好像与文学奖
无关袁而是我与生俱来的资质使然遥 冤

假如我得了芥川奖袁 伊拉克战争就不会
爆发要要要如果事情是这样袁 我自然也会感到
有责任袁但这样的事绝无可能遥 既然如此袁我
没获得芥川奖一事为什么非要特地做成一本
书不可呢钥 老实说袁这正是让我困惑的地方遥
我得没得到芥川奖袁 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
噎噎又何曾是风暴呢袁连小旋风都算不上袁简
直是微不足道遥

这话一说出口袁没准会惹出是非来院芥川
奖无非是文艺春秋这家出版社评选的一个奖
项遥 文艺春秋把它当作一项商业活动在运
营要要要即便不把话说得这么绝对袁 可要说完
全没有商业运作成分袁那就是撒谎了遥

总而言之袁 作为一个长期以小说家为业
的人袁如果允许我根据真实感受直言相告袁新
人阶段的作家所写的东西中能有令人刮目相
看的作品脱颖而出袁 大概五年才有那么一回
吧遥就算把标准稍微降低一些袁也是两三年才
有一次遥如今竟然要每年甄选两回袁就免不了
有点滥竽充数的感觉遥当然袁就算这样也没关
系渊奖项这东西或多或少是一种勉励袁或者说
一种祝贺仪式袁 放宽准入条件并非坏事冤袁不
过客观来看袁我不由得会想院这样的水准恐怕
还不足以每次都让媒体倾巢出动袁 炒作成社
会事件遥 其间的失衡就有些怪异了遥

然而这么说的话袁势必有人要想院岂止是
芥川奖袁全世界所有的文学奖其实野又有多少
实质性价值呢冶钥这么一来袁讨论就无法进行下
去了遥不是吗钥但凡名字叫奖的袁从奥斯卡金像
奖到诺贝尔文学奖袁除了评价基准被限定为数
值的特殊奖项袁 价值的客观佐证根本就不存
在遥 若想吹毛求疵袁要多少瑕疵都能找得出来曰
若想珍重对待袁怎样视若瑰宝都不为过遥

每当接受采访袁 被问及与获奖相关的话
题渊不论在国内还是海外袁不知何故常常问到
这个冤袁 我总是回答说院野最重要的是有好的读
者遥 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学奖尧勋章或者善意的
书评袁都比不上自掏腰包买我的书的读者更有
实质意义遥 冶同样的回答说了一遍又一遍袁连自
己都觉得腻烦了袁却几乎没有人真心相信我这
番说辞遥 多数场合都惨遭无视遥

仔细一想袁这的确是又现实又无
聊乏味的答案袁听上去就像彬彬有礼
的 野官方发言冶遥 我自己也时常这么
想遥至少不是那类让媒体人感到津津
有味的说法遥但无论是多么无聊乏味
的陈词滥调袁 对我来说却是实话实
说袁所以也无可奈何遥

摘自叶我的职业是小说家曳袁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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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程维德与
姚云相识。姚云是上海
银楼老板的女儿，而维
德则是身份隐秘的、中
共在上海“沦陷”期的情
报人员，背景差异极大
的他们后来相恋并共同
走过一生。他们所经历
的乃是一个风云激荡的
大时代。维德曾在日本人的监狱中死里
逃生，这个普通的青年人经历血与牺牲，
面对选择，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无奈。
而姚云则伴随维德共同走过世界的天翻
地覆，在他不在自己身边的时候守住他
们的家。

这本书，是一点点地在恢复那段曾
经失落的往事：血与牺牲、理想、青春、爱
与守候，以及历史的宿命……最终这一
切都随风而逝。这正是金宇澄父母的故
事，也是他们那个时代人们的故事。

回望

这本书是作家陈应
松最新随笔选集，是作
家关于文学、艺术、哲
学、宗教、社会、人生和
历史的思考。作者有感
于“这个时代好像是不
需要文学了，文学的许
多功能被其他东西取代了”，但他并不主
张怨天尤人，因为他不认为“不热爱文学
就是一个民族的堕落和欣赏水平的下
降”，因为“让文学成为大众生活的想法
是荒唐的、原始的”。 本组撰文 范炳菲

黑旗院ISIS的崛起
约比·瓦里克（Joby

Warrick）曾两次获得普利
策奖，多年游走在外交人
士与国家元首之间，获取
了大量第一手材料。《黑
旗：ISIS的崛起》书中情节
不少来自中情局秘密档案
与约旦情报局的安全信息。
《黑旗》还原了 ISIS崛起的全过程，

作者认为，是布什和奥巴马两任总统在
伊拉克和叙利亚问题上屡屡作出的错误
决策和误判，客观上使扎卡维的“伊斯兰
国”逐渐做大，成为比“基地”组织更为邪
恶、残暴和影响更大的世界头号宗教极
端恐怖组织。

穿行在文字的缝隙

烦恼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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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唐石霞女士是末代皇帝溥仪之弟溥杰的原配夫人袁是光绪朝珍妃及瑾妃
的亲侄女袁是末代皇后婉容和末代皇妃文绣的亲密朋友遥 她是清皇朝寿终正寝之时
最后一批离开紫禁城皇宫的皇族成员遥 这部口述历史详述了唐石霞和珍尧瑾二妃的
他他拉氏家族的兴衰历史袁介绍了清宫内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袁书中还揭示了日本
军政上层在操办建立伪满洲国之际袁迫使溥杰与她离婚并续娶日本贵族后裔嵯峨浩
的阴谋遥

我眼中的末代皇帝

我四姑母的情况则外界知者不
多了袁她也曾被勒令累月经年不得与
皇上见面袁只是在朝廷为躲避八国联
军侵入京城袁 战乱中逃往西安时袁慈
禧太后曾允许四姑母瑾妃同光绪帝
度过了短暂的两相厮守的时光遥 四
姑母每与我说起那段难忘的岁月
时袁眼中还常闪现出眷恋的目光遥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都逝去以

后袁宣统即位袁光绪之遗皇后隆裕升
为太后袁我四姑母也升为太妃遥 这时
宫内情势有较大变化袁 隆裕太后知
道自己的靠山慈禧太后不在了袁而
宫内同情珍尧瑾二妃的大有人在袁所
以袁 隆裕在宫内虽仍行使皇太后的
最高权力袁但是袁她事无巨细袁必同
四姑母商量袁 我亲眼见过多次她俩
磋商密酌的情景袁 这客观上提高了
四姑母在后宫的主事权力袁 甚至连
我在宫中都备受关爱袁 太监和宫女
们也对我十分尊崇呵护遥

隆裕皇太后病故之后袁 我四姑
母的地位再次上升袁 成为后宫中最
高主事者了袁正在这时袁偏巧溥仪尧
溥杰的生母瓜尔佳氏吞食大烟自杀
身亡袁 四姑母于是成为并未成年的
末代皇帝溥仪的养母了遥
说起溥仪母亲瓜尔佳氏自杀的

事袁 四姑母曾跟我说过大体的前因
后果袁她在讲述的时候袁甚至还略有
愧疚之意遥 大概那是在溥仪十四五
岁的时候袁他虽是皇帝袁但毕竟还是
个孩子袁曾因为一时高兴袁追求起时
髦的洋玩意儿袁 偷偷令两个姓李的
小太监去到宫外袁 替他买了些洋袜
子尧西服领带之类的外洋货袁还买了
一套野中华民国冶的将军早年所穿的

洋式礼服袁 帽子上还有一条白鸡毛
做的翎子遥 溥仪欣喜若狂袁穿戴好了
这套行头还照了相遥

四姑母瑾太妃听说之后袁 立刻
发怒了袁 认为皇上私自令太监买那
些追时髦的洋鬼子用品袁 以及穿戴
推翻清室的民国大礼服袁 绝对是违
反祖宗家法浴 她传召了溥仪的父亲
载沣与母亲瓜尔佳氏进宫袁 四姑母
为主袁拉上皇帝的两位家长袁一起严
厉训斥了溥仪一顿袁 同时将两个李
姓小太监各打了二百大板袁 打得皮
开肉绽以示惩罚遥 溥仪当年正是争
强好胜的反叛年龄袁 他认为自己贵
为皇上袁 却被上代皇妃招来与父母
一起斥责袁心有不服袁于是一直想找
机会报复我的四姑母遥

机会终于来了袁一次袁四姑母因
不满意给她看病的太医范一梅袁一
时激怒袁将范太医开除出皇宫遥 这件
事本来与溥仪毫无关系袁可是袁他却
冲到四姑母的永和宫袁大闹一通袁扬
言 野开除太医是皇帝才可以做的
事冶遥 四姑母愤怒不已袁气不打一处
来袁 又再次招来溥仪的父母以及一
些皇宫近臣袁 更严厉地训斥了溥仪
一顿遥

后来虽然溥仪被迫向四姑母赔
礼道了歉袁但是袁他母亲瓜尔佳氏觉
得对不起瑾太妃袁可能她觉得袁皇上
虽然深表歉意袁 仍然难以挽回影响
吧袁 瓜尔佳氏回家之后就吞食鸦片
自杀了遥 死前袁她趁鸦片尚未发作袁
在王府四处巡视一番袁 谆谆告诫溥
杰野要协助皇上恢复帝制袁别像阿玛
那么没出息冶遥 自那时起袁溥仪没了
母亲袁 四姑母也失去了一位朋友和
亲戚遥 溥仪自知有愧袁从那以后称四
姑母为野额娘冶了遥

所以袁 溥仪结婚前确定皇后婉
容袁是由他的养母袁亦即我的四姑母
瑾太妃拍板的遥 溥仪大婚的全过程袁
都是在瑾太妃策划和掌控之下进行
的遥 我想袁四姑母瑾太妃和溥仪的母
亲瓜尔佳氏袁本是莫逆之交袁只因为
训斥溥仪而使得其母寻了短见袁所
以袁四姑母也觉得有些内疚和后悔袁
她自那以后对溥仪也格外爱护和关

怀袁俨然亲生母亲遥

瑾太妃请梅兰芳进宫唱戏

四姑母在宫里的生活可说是一
直低调袁 她从没为自己大张旗鼓地
过过生日遥 但是袁在她五十岁生日的
时候袁 或许她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
了袁竟然第一次约请了京剧大师尧当
年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进宫为她
唱戏袁 地点就在宫内的乾西五所中
的漱芳斋大戏台袁 除了戏班拿来的
喜庆吉祥戏之外袁 四姑母亲点的其
中一个戏目是叶四海升平曳遥 我当然
是忠实的听众之一袁 按宫里开戏惯
例袁记得那天从早晨辰时开的首场袁
直演到申时才尽兴结束遥

四姑母瑾太妃逝世于 1924 年
秋季遥 记得那年中秋节时袁宣统帝溥
仪亲自来永和宫邀请他的养母瑾太
妃袁去赴节日晚宴同时赏月袁四姑母
按时去养心殿赴约吃饭袁但是袁当晚
回到永和宫就因为着凉而头疼不
止袁跟着发高烧一病不起袁只坚持了
五六天的样子袁便辞世永诀了袁她过
世时年仅五十一岁遥

我和唐氏全家都非常难过袁丧
事还没办完袁 冯玉祥又突然率兵逼
宫袁赶我们全部限期出宫遥 全体皇亲
国戚害怕尧紧张尧不快是必然的袁而
我们唐家的处境更是狼狈不堪袁深
感祸不单行遥 当时只好将四姑母的
灵柩停放在宫内袁过了好多天之后袁
才又将棺木转放到地安门外一间叫
广化寺的庙里去遥

当时的野中华民国冶政府允许朝
廷自己大办丧事袁可是袁被冯玉祥赶
出紫禁城的所谓朝廷袁 哪里有钱大
办钥 只是将四姑母的灵柩用简易砖
瓦草草安葬在五姑母墓东侧了事袁
后来袁 还是我的祖父又出钱将瑾太
妃墓换了上好的建筑材料袁 推倒重
建的遥

父亲与康有为同时逃离京城

我的父亲志锜曾出外任职袁他思想
倾向新党中人袁比较激进遥 渊连载 4冤

村上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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