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心在“克拉拉之镜”中
无所遁形
□宋佥

乍一看来，这是一部有关未来社会与人
工智能的小说。考虑到近年来人工智能所取
得的突飞猛进，我们很容易将涉及这样一个
题材的作品归入科幻小说的范畴。然而，熟悉
石黑一雄的读者们都知道，无论他笔下的故
事发生在怎样的时空背景之中，借用怎样的
题材外壳（无论是科幻、奇幻还是侦探），其本
质是一以贯之的。瑞典文学院在给石黑一雄
的颁奖词中，曾对他创作主题做过一个精妙
提炼，那就是：“记忆、时间与自我欺骗。”这部
作品事实上也不例外，尽管这一回，石黑为我
们上演了一次巧妙的变奏。

我们的主角，同时也是故事的第一人称
讲述者克拉拉是一位太阳能机器人AF（人工
朋友）。直到小说的最后一幕，我们才意识到，
整个故事事实上是克拉拉在临近“生命”终点
之时，对自己的一生所作的回顾——— 用她的
话来说，是将她的一段段记忆在时间之轴上
一一整理归位。变奏恰恰发生在第三个关键
词———“自我欺骗”上。我们知道，机器人是不
会说谎的，更何况克拉拉是一位专为陪伴人
类而设计的机器人，具有极高的观察、推理与
共情能力，还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同时，在
回首往事的过程中，克拉拉始终怀着一个纯
粹利他的动机，那就是反复拷问自己，她所作
出的那个抉择，是否真的最有利于她全心全
意陪伴着的少女乔西。因此，我们可以确信，
克拉拉的记忆是完全真实、可靠且诚实
的——— 这与过去石黑笔下那些活在内心迷雾
中的主人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一次，我们
在石黑的作品中遇到了一位可靠的叙述者。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自我欺骗”真的从
这个故事中消失了。事实上恰恰相反，因为克
拉拉并非生活在一群同她一样实事求是的机
器人中间，而是生活在人类中间。克拉拉那敏
锐、客观又诚实的洞察就像是一面镜子，不动
声色却又无比精准地映照出了乔西和她身边
每一个人的内心。而人心，我们知道，既非完
全诚实，也非完全利他。当这一颗颗心灵在克
拉拉之镜中无所遁形时，我们看到的又是怎
样的自我欺骗呢？

青梅竹马的乔西和里克日复一日地憧憬
着一个共同的未来，一笔笔地勾勒着他们那
美好的“计划”，仿佛那是一个命中注定、无可
改变的预言，可他们并非不知道横亘在两人
中间的阶层（甚至是基因）壁垒，绝非两个孩
子单凭计划就能打破了的。里克的母亲海伦
小姐一心想让没有接受过基因“提升”的儿子
也能考上大学，同那些得到“提升”的聪明孩
子一样拥有成功的人生，为此她竟然向自己
年轻时曾经深深伤害过的那个男人寻求帮
助，指望着他能捐弃前嫌，慷慨地对自己和另
一个男人的孩子伸出援手——— 她果真不知
道，她是在用圣人的道德和心胸来要求一个
血肉之躯的凡人吗？还有乔西的父亲，曾经的
天才工程师，因为被人工智能“替代”而丢了
工作，却一遍遍地坚称对自己的人生无怨无
悔，坚称正是因为丢了工作，他才得以重新找
回自我；可就在他对着曾经的妻子这般慷慨
陈词的时候，就在他与爱女短暂的团聚时光
一分一秒流逝的时候，他真的忘记了他为自
己的“新生”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吗？

然而，最为深刻的一场自我欺骗，还是发
生在乔西的母亲心中。这个女人，因为自己的

一个决定，失去了大女儿萨尔。而现在，她因
为同样的决定，眼看又要失去二女儿乔西。萨
尔那一次，她挺了过来；可这一次，她再也承
受不了同样的打击了。这一次，就算是死亡也
不能夺走她的女儿。她请求克拉拉，当那一天
终于到来时，为了她而“延续乔西”。“为我延
续乔西吧……而我也就能够爱你了。”当母亲
在车中对着克拉拉说出这番话时，整个故事
也终于达到了关键点与高潮。

与少女乔西朝夕相处的机器人克拉拉，
真的能够凭借着远超人类的洞察与学习能
力，学习乔西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乃至于
她的全部内在人格，不是“复制”乔西，而是

“成为”乔西，成为她在这个世界上的真实延
续吗？对于这个近乎存在主义的问题，“延续”
计划的操刀人卡帕尔迪先生、乔西的父亲保
罗，还有我们的主角克拉拉分别从三个不同
的视角，给出了各自的解读。卡帕尔迪先生自
称理性的信徒，坚信每个人的内核深处并没
有什么独一无二、无可转移的东西，所谓的人
心只是一个古老的修辞，一个等待着被科学
和数学彻底粉碎的迷信。乔西的父亲从一开
始就激烈反对妻子和卡帕尔迪先生的计划，
竭力想要找出AF无法洞悉人类全部奥秘的
理由；他将人心比作一栋奇怪的房子，里面房
间套着房间套着房间……无论克拉拉探访乔
西的内心多少回，总有一个房间是她从未进
入过的。克拉拉并不同意父亲的理由，但她却
从另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得出了与父亲一
样的结论，而她的视角显然更接近问题的本
质。归根结底，请求克拉拉延续乔西的并非乔
西本人，而是她身边那些爱着她的人，而爱她
爱得最为彻骨、最为忘我的，无疑是乔西的母
亲。当她请求克拉拉为了她而延续乔西时，她
指的并非是在这个物质世界上延续女儿，而
是指在她的内心中；她在请求克拉拉在乔西
离世之后，让她能够相信女儿依然存在。换句
话说，她在请求克拉拉帮助她欺骗自己，不是
欺骗一时，也不是一日，一周，一年，而是漫漫
的余生。然而，这可能吗？自我欺骗的最为悲
哀之处并不在于它的虚幻，而是在于它的不
可持久。它就像是一个五彩缤纷的泡泡，等待
着现实的针头来将它戳破。现实越是残酷，悲
剧越是沉痛，它破裂的速度也就越快。最终，
无论克拉拉对乔西的“还原”有多么的逼真，
她在本质上也不过是乔西的一尊遗像。正是
因为看清了这一点，克拉拉才最终做出了那
个她所认为的正确抉择。

当我们说到自我欺骗时，我们总是会将
它与“逃避”“怯懦”“糊涂”等等负面的词汇联
想在一起。但事实上，自我欺骗是我们能够面
对这个残酷的世界而不发疯的一个重要理
由，对于人类的生存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
或缺。自我欺骗的根源并非人心的虚妄，而是
人心的脆弱；它是人心为自己筑起的一道简
陋的缓冲，使我们不必迎头承受现实的全力
一击，而是能够假以时间，渐渐地接受现实。
克拉拉清楚这一点，因此她从不评判任何人。
当她向她的神祇——— 太阳——— 默念出她的祷
词时，她知道，仁慈的太阳也清楚这一点。太
阳能够拨开那些虚幻的泡泡，那些善意的谎
言，那些注定无法兑现的承诺，看到人心深处
真正宝贵的东西。他会原谅我们的脆弱，成全
那经受得住最终考验的东西。

（摘选自《克拉拉与太阳》译后记，有删
节）

想象历史的N种方式
□刘仲国

人是历史的存在物，我们通过理解
历史而理解自身。历史与历史的叙述从
来不是一回事。真正的历史早已湮没于
岁月的风尘中，我们所知道、所了解的历
史，都是后来者对历史的叙述，即“历史
叙事”。既然是叙事，它就天然地蕴含了
故事性和文学性。反过来说，作为人学的
文学，其实是记录历史最生动、最鲜活的
载体，是历史叙事的最佳体裁。历史是客
观的，但是对历史的叙事从来都带有叙
述者的前理解，更因不同的叙述意图而
呈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因此历史叙事
一直是文学创作的“富矿”。在二十世纪
后期海峡两岸新生代作家的历史叙事
中，这种丰富性和异质性体现得尤为明
显。

当代中国大陆文学的“新生代”，主
要是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出生、九十
年代中期成名于中国文坛的一批小说
家，如毕飞宇、邱华栋、朱文、李洱、吴晨
骏、东西、徐坤、陈染、林白、朱文颖等人，
他们因书写的个人化风格而为人们所熟
知。海峡对岸的台湾文学“新生代”（又称

“新世代”），时间上要稍早于大陆。主要
是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八九十
年代成名于台湾文坛的作家群体，如黄
凡、张大春、东年、王幼华、平路、李昂、陈
烨、朱天心、朱天文、简媜、林清玄等人。
两岸新生代作家虽然成长环境和个人经
历有很大差异，但是基于共同的历史文
化渊源和相似的社会经历，又都在青少
年时代接受了市场经济和都市文化的洗
礼，因此在面对历史进行想象的时候，两
者又呈现出许多共同的特征，如都追求
解构色彩的文学叙事和美学理想，在精
神气质和创作取向上主动追求与前辈作
家“断裂”。历史在他们笔下，只是一个自
由表达个人审美理想的道具、一片无拘
无束挥洒个人才情的园地。他们的叙事
法则是“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新
历史主义”是两岸新生代作家的共同标

签。同时，近年来华人作家的历史叙事已
成为全球汉语写作和研究的热点之一，
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综观国
内外的现状，上述课题大多局限于各地
汉语文学板块（如东亚、东南亚、北美、欧
洲等地）的内部区域性研究，跨地域、跨
文化的华人新生代历史叙事比较研究总
体较少。基于以上原因，山东师范大学张
琴凤教授所著的《中国大陆和台湾新生
代作家历史叙事比较研究》，以中国大陆
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新生代作家作为研究
对象，对两岸新生代作家的历史叙事进
行多元比较研究，可以说恰当其时。

张著以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叙
事学、解构主义、代际学、文化场域、身份
批评等多元理论为依托，基于跨文化、跨
地域的整合视角，首次构建了两岸新生
代作家“历史叙事”比较研究的理论框
架，结构严谨，逻辑清晰。主要内容涵盖
探源“新生代”概念，系统梳理大陆和台
湾新生代作家的命名过程；解读“历史叙
事”概念，在跨文化语境中比较阐释两岸
新生代作家历史叙事的文化品格，比较
分析两岸新生代历史叙事的多元形态策
略。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研究，不仅呈现
了两岸新生代作家历史书写的生机活
力，也关注其面临的共同困境难题，由此
反映出两岸新生代历史叙事的整体发展
态势，揭示了其历史叙事内涵品格和形
态策略的深层特质。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语
言里隐藏着一个民族既往历史的全部密
码，携带着决定民族未来生存发展的全
部基因。作为同样用汉语言写作的文本，
当代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是中华文化母
体上绽放的双生花、并蒂莲。正如张著所
指出，两岸新生代作家通过同中有异的
个人化历史叙事，揭示了个体自由的历
史叙事伦理，肯定了基于民族共同记忆
的历史叙事的意义价值，实现了中国文
学在新世纪跨地域的叙事整合，以文学
的方式论证了作为历史和现实存在的中
华文明的整一性和合法性。

继2013年的《被掩埋的巨人》之后，经过了七年的等待，我们终于又等
来了日裔英国作家、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最新长篇小
说———《克拉拉与太阳》。小说的背景可以说出人意料，但故事的内核却依
然是一个典型的石黑式命题。归根结底，这个命题就是两个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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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版“月亮与六便士”
□乐倚萍

《海盗猎人：追寻加勒比海的传奇宝
藏》一书，光听书名，就足以挑起读者阅
读兴趣。更何况，其中还穿插了传奇海盗
船长班尼斯特与他的金羊毛号的故事。
连见多了沉船的本书主人公——— 两位海
盗猎人——— 都对之亢奋不已。

故事始于17世
纪，大名鼎鼎的约瑟
夫·班尼斯特曾是一
位英国船长，经验丰
富、口碑良好、受人
尊重。然而有一天，
他突然监守自盗，偷
走了“金羊毛号”，开
启了海盗生涯，甚至
以寡敌众战胜了缉
捕他的皇家战舰。金
羊毛号也在此役后
沉入海底，班尼斯特
成功脱逃。班尼斯特
为何放弃社会地位
和优渥收入，要去铤
而走险当海盗呢？人

们越是难以理解他的动机，他的故事就
越有吸引力。

200多年后，以发现沉船宝藏为业的
海盗猎人查特顿和马特拉得知了班尼斯
特的故事，随之而来的是一项委托：寻找
金羊毛号的下落。他们有打捞沉船的热
情，也有设备和技术，按说是令人羡慕的

“事业即兴趣”。但当时两人亦颇有顾虑：
查特顿和马特拉已经规划好了要去打捞
一艘相对有把握的沉船，他们几乎是倾
其所有购买了装备，沉船上的宝藏令人
期待。相比之下，班尼斯特弃下的金羊毛
号线索有限，试图搜寻它的前人都无功
而返，找到的希望渺茫不说，船上也未必
有珍宝可报偿他们的付出。选择这项委

托，无异于押上身家的豪赌。倘使两人更
年轻，或可视其为理想挑战一把，然而时
间不等人，查特顿和马特拉作为水肺潜
水员已属“高龄”，另一厢，他们还要跟立
法时间赛跑——— 已经有许多国家呼吁，
私人打捞不合法，要求将打捞所得归属
国家——— 或早或迟，海盗猎人的行为将
被叫停。

纵使如此权衡，两人的选择却如班
尼斯特的选择一样令人诧异。“满地都是
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旁人能
想到的现实考量他们不是不明白，对他
人而言可有可无的向往反而让人放不
下。班尼斯特的故事不容错过，何况，除
了查特顿和马特拉，还有谁更有希望找
到金羊毛号呢？

搜寻沉船既需智慧，又需体能。首
先，查特顿和马特拉根据委托人给的线
索和文献记载，划定了大致的地理方位。
时隔太久，线索暧昧不明，如何取舍有时
也要借助这一行的直觉。譬如，大多数海
盗猎人执着于利凡塔多岛，在此逡巡无
果。但是仔细阅读历史记载，逃亡途中的
班尼斯特是在给金羊毛号侧倾修缮时遭
到攻击的，沉船的海域应当既隐蔽，又适
合船只侧倾，查特顿和马特拉据此大胆
排除了利凡塔多岛沿岸大片海域。缩小
范围后，借助磁力仪探寻水下的金属物
质，一旦出现可能，就要潜入水下一探究
竟。找到的物品或许非常脆弱，取出样
品、作出判断，有如鉴宝，颇具专业性。一
路伴随查特顿和马特拉的足迹，且败且
战，愈挫愈勇，读者恐怕也会渐渐放下能
不能找到宝藏致富的担忧，理解他们的
热切。

当我们暂时抛开道德与否着迷于海
盗的传奇，当我们一步一步沉浸在海盗
猎人的世界里，当我们为“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短暂触动时，我们也在仰望
月光，只是随即无奈与之分道扬镳。

《海盗猎人：追寻加勒比

海的传奇宝藏》
[美]罗伯特·库尔森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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