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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刀

此前读钱锁桥的《林语堂
传》时，对林语堂发明的明快中
文打字机的了解只是局限于
这项投资的失败，以致给他的
生活带来了巨大压力。《中文打
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
史》一书作者、长期研究中国
历史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
系教授墨磊宁在书中提到了
林的发明——— 明快打字机在
小型化以及采用与国际通用
的QWERTY键盘方面颇有
建树，只是生不逢时。

历史呈现了这样一个事
实：自世界上第一台打字机
发明后的几百年里，唯独汉
字长期游离于打字机体系之
外。1828年7月24日，世界上第
一台打字机在美国诞生。1868
年美国新闻工作者克里斯托
夫·肖尔斯发明了沿用至今
的QWERTY键盘。自此，除
汉字外的各种语言先后被攻
克，纷纷推出了各种语言的
打字机。需要指出的是，在西
方打字机发展如火如荼的高
光时期，清廷官员并非全都
是瞒瞒顸顸。当时中国海关
官员李圭在参观美国发明的
打字机后就曾感叹，那些打
字机“惜不能印华文”。

其实，无论中外研究者
对中文打字机的努力始终没
有放弃过。1900年的《旧金山
观察报》称，“在该市唐人街

附近的杜邦街上，一家报社
的库房里存放着一台新奇的
机器：它配有一个长达12英
尺 ( 3 . 6 6米 )的键盘，其上有
5000个键盘”。操作这台笨重
的打字机既是技术活也是体
力活，还需要一个足够的空
间。虽然后来的打字机努力
小型化，但在快捷性方面，与
同时期西方打字机始终难以
相提并论。仅仅半个世纪前
的1973年《泰晤士报》还写道：
中文打字机在西方是一个由
来已久的笑话，它几乎等同于

“自相矛盾”或“不可能之事”。
墨磊宁梳理发现，中文

打字机之所以迟迟难以被攻

克，是因为许多研究者沿用的
依旧是字母打字模式，所以总
是力图将尽可能多的汉字纳
入其中。在这种思路下，就不得
不正视另一个现实问题，那就
是汉字庞大的字库规模。《康熙
字典》共收录47035个汉字，为
尽可能简化，许多研究者在统
计学方面寻找出路，即经过反
复统计发现，中国人常用的汉
字仅两千多个。不过，虽然较

《康熙字典》字库这个数字确实
大大简化，但对打字机而言，体
量仍旧太过巨大，更别说对总
共26个字母的英文打字机有什
么比较优势。

除了打字机研究技术受
阻外，美国传教士谢卫楼还
发现有另一个巨大的障碍。
谢卫楼满以为自己的打字机

“对于中国雇员来说或许也
是一种‘解放’，使他们不再
需要手写”，然而，令他颇感
错愕的是，“仍有少数人将其
视为一种机巧的玩具”。上一
次对西方发明指责为“奇技
淫巧”是在1793年，当时乾隆
对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带来的
工业产品嗤之以鼻。有什么
阻力比内心的抗拒更大呢？

墨磊宁还着重写到另一
段不可忽视却十分有趣的历
史。上世纪初，中国国内学者
界曾燃起了汉字存废的巨大
争论，包括谭嗣同、鲁迅、胡
适、钱玄同、赵元任等诸多名
人悉数卷入其中。当时的废

除汉字之争虽然并非出于打
字原因，但西方国家普遍采
取字母语言对打字机的中文
应用普及显然更具吸引力。
为此，一些学者还拿出了基
于字母体系的解决方案。

墨磊宁指出，世界上几
乎所有文字一开始都源自象
形文字，但在文明演进过程
中，出于方便等原因，逐渐变
成了字母，唯独汉字初心不
改。坚守的背后，其实是中华
文明的传承。从今天的许多
汉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
到，许多方块字与遥远的历
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信息链
条，字不仅仅是字，有时还蕴
含着许多远古信息，汉字的
博大与精深跃然纸上。

墨磊宁在写到中文打字
机发展历程时多次提到中文
的“抗拒”，这极耐人寻味。

“抗拒”既代表中国人对文字
的坚守，又代表对文字统一
模式的反感。很难想象，如果
没有中文打字机，我们今天
如何融入世界。而如果因为
种种原因放弃了汉字，我们
与汉字博大精深历史的脐带
或许已被剪断。

事实上，在中外研究者
的持续努力下，中文打字机
终于变成了现实。操作越来
越便捷，不仅为普通中国人
与世界沟通架起了快捷的桥
梁，也为保留文化多样性提
供了样板。

□王熙达

韩江的小说总是着力于从人与人一
段关系的表层下，发掘出深层的人性和
价值，“隐喻”因此成为她作品中最常用
的手法。在短篇小说集《植物妻子》收录
的8部小说中，尤其以《童佛》与《植物妻
子》最为典型，红、白、黑、绿四种色彩依
附于不同意象，频繁出现在作品中，以此
隐喻人物的心理及情感；韩江以家庭、婚
姻、爱情为切点，在色彩明暗的对比与更
替中，将一场遭遇重重困境的女性追寻
自我之旅，展现在读者眼前。

韩江通过对女主人公大量的心理描
写，揭露出当下婚姻中普遍存在的问
题——— 两个残缺的个体，把一种可以暂
时填补自己的方式误认成爱情，然后随

时间推移，在希望
不断落空的过程
中，耗尽自己全部
的能量，得到一个
失败的结局。《童
佛》中的“她”，把对
男人的怜悯当作
爱，别人爱这个男
人的完美，而她爱
上的是这个男人完
美中的瑕疵；《植物
妻子》中的“她”，把
陪伴当作爱，被这
段名为“婚姻”的关
系套上枷锁，失去
了心底最需要的自
由。因为发现一束
闪耀的白光而驻
足，投身后却只感
受到猩红的暴力和
无尽的索取。

穿过《童佛》所在“黑黢黢”的洞穴，
《植物妻子》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在这
里郁闷得活不下去。连鼻涕和痰都是黑
的。”从城市黑暗阴郁的环境，到主人公
封闭压抑的内心，韩江在《植物妻子》中
给读者营造出一种极度低压的氛围，或
者比起“营造”，“再现”更为贴切。

“凝视”一词在“女性主义”中具有重
要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男性价值观对女
性的侵略，这种“凝视”也成为了贯穿《植
物妻子》的核心。在男人的主观视角中，妻
子身上的“淤青”在不断扩大。他感受到了
妻子身体状况的恶化，可他愤怒地表示：

“这女人怎能这样令我孤单？她有什么权
利令我孤单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妻子的奉献，她出于对丈夫的爱和留恋而
放弃自由的梦想，而这种牺牲在丈夫的认
知中却化为对自己魅力的自豪。

女性是被“凝视”的，她们在丈夫的
身上，寻求着自己幻想中的一种可能，在
为丈夫提供情绪价值时才感受到自己的
价值，在丈夫的笑容、悲伤、怒火中看见
自己存在的意义，却无法换来任何有效
的共情，逐渐变绿的妻子动物性不断剥
离，越来越具备植物的特性；屡被压抑的
自由意志终于在某一不被“凝视”觉察的
时刻爆发，她放弃了在现实中被别人救
赎的可能，转而投向内心精神上的解脱。

从原本独立自由的个体，沦为被软
禁观赏的物品，最后变成一株动弹不得
的植物。但在她来看又有什么关系呢？反
正原本就被当作一盆装点阳台的绿植；
至少现在，她可以截断与外界的联络，获
得内在真正的自由。

韩江笔下的四种色彩隐喻了女性在
社会中遭遇的不同困境，但也同时展现
出一些可能存在的出口：白色无力，但也
纯洁；红色残暴，但也激昂；黑色冷漠，但
也包容；绿色放逐，也是解脱。我们不能
断言春天到来时她是否会重新发芽，但
永远希望她能如自己所说———“冬天我
已挺过，春天我满心欢喜”。

□陶林

中国的城市从何而来？
最近四十年的发展状况如
何？未来将去往何处？这是商
业作家王千马的《城市战争》
力图回答的问题。在这部新
书中，王千马系统描绘了自
东向西几大国内主要城市
群，对于每一个主要城市做
了履历和肖像式的描摹，阐
述了关于中国各大城市的种
种见解。作为一本商业读物，
作家的文笔平实、有趣，内容
翔实有料，是一部有温度、有
深度的阅城志，给我们全面
认识中国“城市”提供一个好
契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
谓现代化，就是一个古老文
明充分城市化的进程。在《城
市战争》之中，王千马不惜花
费大量笔墨描述一座座城的
过去，连同这些城市所在的
区域文化都做了深度的回
忆。这些追索历史的部分，集
齐了中国大城往事的“龙
珠”，从中可以看到长安、洛
阳、汴京、金陵的王气，也可
以读到扬州、成都的繁华。北
宋时代农业文明巅峰状态的
一波“城市化”历程，似乎又
孕育着中国城市的新可能。
然而，这种“可能性”一等就
是上千年。我们熟知的中国
古典造城，一般都只因为帝
国和王朝的权力，王城如海，

“市”的作用倒在其次。

在意大利作家卡维尔诺
小说《看不见的城市》里，马可·
波罗为大汗忽必烈讲述自己
游历过程中所见到的若干“城
市”种种奇相，忽必烈发觉，马
可·波罗所讲述的城市似乎都
只是一个城市。这也是“中国
城”的宿命。当王城的梦转变为
现代都市的梦想，近几年来，才
是中国城市真正精彩的篇章。
中国人其实对建造现代城市
毫无概念，新中国成立之初，苏
联的城市规划师巴兰尼科夫
帮助中国完成了首轮的造城
规划。他们给出的蓝图，十分符
合前工业化时代对于城市的
想象，整个城市如同一座大型
的工厂，无论是千年古都，还是

“火车拉来的新城”，一切都围
绕着工业及生产而存在。卡尔

维诺认为“城市犹如梦境，所有
可以想象的都能梦到，但是即
使最离奇的梦境，都是一幅迷
画，其中隐含着欲望，或者是畏
惧”。当进入全球化的潮流中，
我们才真切看到了全世界更
丰富多彩的城市，中国城市的
发展又经历了一个“去工业化”
的进程。短短几十年，中国的城
市迅速地走过了西方城市几
百年走过的路。

中国有很多作家写过各
处的城市，相关的作品汗牛充
栋，比如张爱玲笔下上海、老舍
笔下的北京、白先勇笔下的台
北、易中天的品城系列、贾平凹
笔下的西安、池莉笔下的武汉，
还有是莫言笔下的高密、阎连
科笔下的“炸裂之城”(隐喻郑
州)等。文艺作家们的想象之
城，虽然最能描绘出自己熟悉
的某个城市的灵魂，却往往
带有浓烈的个人色彩。从他
们的文字中读某城是一种味
道，而当我们真正到实地去
看，又完全是另一番景色。我
们更直观的体验，是标准化、
现代化管理与服务体系带来
的生活方式。王千马在《城市
战争》里书写的这一个个的
城市，带有强烈的财经观察
的眼光，更接近于城市的本
来面目。各种财经报告和统
计数据虽然冷冰冰，但是它
能超越直觉之上，让我们重
新认识一个个发展中的城
市。

如今，人文因素正在慢

慢渗透进各大城市的规划思
考当中。美国著名调查记者
雅各布斯女士在其名著《美
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
说，“一个成功的城市地区的
基本原则是人们在街上身处
陌生人之间时必须能感到人
身安全，必须不会潜意识感
觉到受到陌生人的威胁。”这
是对一个城市的最基础的人
文期待。雅各布斯所设想的
城市，是一个蓬勃、充满多样
性的生命体，是没有因机械
的区域划分而造成的“死寂
边缘”的城市。那些城市老旧
的区域，要避免采用大规模
投资改造和搬迁的方式来进
行消灭，可以就地进行新开
发，挖掘潜能。城市需要不同
年代的旧建筑，并不是因为
它们是文物，而是因为它们
提供着现成而廉价的空间，
可以帮助孵化出更多创新性
的小企业，促进城市的活力。
大型旧城改造工程，不应与
原有的物质和社会结构相割
裂，改造后的工程必须能重
新迅速融入城市的经济和空
间。雅各布斯对城市的深度
思考，或许可以在宏大叙事
中帮我们换个角度，考量王
千马在《城市战争》之中关于
城市发展利弊与得失的观
点——— 我们可以像生产工业
品一样批量制造若干冷冰冰
的城市，也可以像培育生态
林一样培育出有生命力的全
新城市。

城市无战事

色彩的隐喻
如果没有中文打字机，世界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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