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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战争几乎是人类能制造出的最糟
糕的东西。在战争这个词下面，包含了
所有关于残酷的解释，双方以一切可用
的暴力手段相互攻击；战争带来毁灭，
以一方被消灭为代价，直至对方屈服才
罢休；战争总是旷日持久，足以埋葬战
火所波及的任何希望。

可自相矛盾的是，战争的目的却是
为了生存，为了一个族群的未来。烽烟
弥漫中，人们很难独全，包括孩子。关于
战争与孩子的故事，我们大多数人都会
读过，例如《辛德勒的名单》中，整个故
事里唯一色彩鲜活的小女孩，仿佛带来
了一线生机，可最终却难逃厄运。娇弱
的孩子化成炮火的灰烬，令人不忍回
看，只有默默掩面流泪。我们还会读到

另一种故事，在
略显轻松的基调
中，儿童成了士
兵和英雄，在战
争中游刃有余，
即使面临险境也
视死如归，譬如

《 小 兵 张 嘎 》和
《少年王二小》。

英国作家迈
克尔·莫波格的

《战马》却不是这
两种故事中的任
何一类。作者通
过一匹名叫乔伊
的马的视角，讲
述了一战时期，
一个人和动物之
间关于勇气、忠
诚、和平与爱的
非凡故事。故事
始于英国乡村，
1 9 1 4 年，一匹叫
乔伊的枣红色小
马被一位酗酒的

农场主买了下来。它随后与农场主的儿
子艾伯特成为了好朋友。然而战争正在
不断逼近，终于一战爆发了，艾伯特的
父亲因为急需用钱，把乔伊卖给了军
队。艾伯特发誓长大了一定要加入军队
并找回乔伊。

在一次作战中，乔伊和另一匹马托
普桑被德军俘获。德军开始训练乔伊与
托普桑，它们被用来在战场上拉救护车
与输送枪支弹药。每次的任务都极其危
险，它们在泥泞中挣扎，在炮火中奔逃，
而托普桑最终精疲力竭而亡……之后，
乔伊又辗转回到了英国军队，并遇到了
艾伯特，终于在战争结束后回到了家
乡。

故事通过乔伊的视角，全方位展示
了战争的残忍与人性的美好。读者跟
随这匹小马，遇到了战争中形形色色
的人，目睹了战争如何让这些人的生
活发生改变以及乔伊怎样抚慰他们因
战争而受伤的心灵、唤起他们被战争
麻木的人性。同时，故事展现了艾伯特
寻找乔伊、想把它带回家的艰难历程，
展示了一个男孩与一匹马的传奇友
谊。

战争在《战马》的故事里依然残酷，
并不似末日般令人绝望，也没有成为
一场游戏般的恶作剧，或是合理相残
的角斗场，在孩子与一匹小马面前，它
似乎失去了相当分量。《战马》启发读
者去衡量：不必留给仇恨与悲伤太多
的土壤，心灵的辽阔超出我们的想象。

迈克尔·莫波格是英国最受欢迎的
儿童文学作家之一，现居住在德文郡，
时常与孩子们一起劳动，从中获得了很
多创作灵感。“对我来说，写作最美妙的
部分就是可以一直梦想。”正是因为保
持着一颗童心、像孩子一样喜欢幻想，
莫波格才能够写出无数感人且充满童
趣的作品。人们评价莫波格时一致认
同：他的故事解救了众多渴望幻想的小
小心灵。

心理学流派百家争鸣，而突出“爱心为
本”的当数精神心理学。诚如墨子所言：“爱
人如爱己，己在所爱之中。”精神心理学推崇
的核心就是——— 爱自己。

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何以爱他人、
爱自己生存的环境呢？

一个爱自己并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优点
和缺点的人，才能创建一个健康的人格，才
能尊重他人、接纳他人，和他人一起打造和
谐的家园。

这也是李小舟《自立的女性最美丽》这
本书的主题：女人要自立，更要自爱。

有社会学家研究显示，中国女性身上的
担子要远远重于男人：既要出得厅堂，经济独
立；又要下得厨房，尽施柔美；还要承担教育
孩子和孝敬公婆的义务。一位女性要想在当
今社会中 HOLD 住场
面，必须全方位修炼、
提升自己，练就一副
金刚不坏之身，变成
活脱脱的一粒“蒸不
烂、煮不熟、捶不扁、
炒不爆”的铜豌豆。

疲惫而略带“怨
妇”情结的女性们开
始觉醒——— 当我们越
渴望爱却越抓不住爱
的时候，为什么不调
转方向，自己爱自己
呢？

不爱自己的人，
会永远自卑、敏感、脆
弱、依赖，加上女性的
生理期和没有来由的
坏情绪，真的会把一
个美人消磨成“黄脸
婆”。每个女人都爱
美，虽然谁也无法阻
挡岁月的侵袭，但是
每个人都有选择美丽
生活的权利。林青霞
57 岁还能复出，靠的就是对美的修行。

爱自己吧，惟其如此，你才有机会像 57

岁的林青霞、80 岁的田华。
小舟深具才情和爱心，从业十多年来，对

待写作、个案、课程、讲座总是充满职业的敬
畏，用心记下每一个感触的瞬间。本书运用大
量的案例，其中也包括小舟在主持“心理专家
与精英对话”专栏的采访纪实，阐明了一个鲜
明的道理——— 女人，只有自立、只有爱自己，
才能脱颖而出，蜕变成为优雅、知性、智慧、美
丽之精灵。

爱自己，是一条漫长而精致的道路，很
多心理学流派以及心理学专家，都曾有过自
己的论述。而小舟总结出的方法实用且简
单———

女人首先要快乐工作。经济独立，是自
立的第一步。

女人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思想独立，才
会荣辱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女人要呵护自己的情绪，敢爱敢恨，却
又收放自如。

女人要情感独立，不依赖、不纠缠，为自
己的一切负责。

女人要经常阅读，提升心灵的高度。
女人要学会享受孤独，享受单身。
女人要学会放松心情，活在当下，让音

乐和阳光围绕自己。
这些要领听来并不新奇，也非小舟独

创，但是配搭小舟所做的个案，便具有深意。
个案是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是奇
妙的心灵之旅，最后的归宿却是一条最便捷
的道路。就好像我们正迷失在丛林中，恰好
有个看林人举着火把走过来，真诚地说，走
这里吧，这里可以出去。

爱自己，便是指引都市女性走向光明的
一个出口。

美国精神心理学派大师斯科特·派克博
士说：“爱，是为了促进自我和他人心智成熟
的一种自我完善的意愿。”爱自己，便是这样
一种意愿，不仅让自我和他人心智成熟，更
让你走向完美。

最后希望在小舟的带领下，每个女性都
能够坦然地爱自己！

【原色视域】

不同版本的杜尚

@必读呢本：“人们渴求着永恒赋予的美好，畏惧着时间带来的衰老。可是永远只是比时间多了一秒。想要得到永恒，就必须经过过时间的洗礼。中间的过程是

最难熬的了。”《阿狸·永远站》中，阿狸登上了一辆没有终点站的巴士车，开始了他寻找永远的旅程。可是，永远站站到底在哪里？童话除了温馨美好，也引人深思。

@深圳小刀：有些书，因为太出名，会成为“陌生的熟人”，比如匹诺曹。重读英诺森提插图版《木偶奇遇记》，发现竟然是一个个从来没有读过的故事！因为那个

会变长的鼻子，我们竟然看不见匹诺曹透明的童心，不记得他的痛苦和悔恨，无视他作为一个孩子艰苦卓绝的努力。这这么多年，我们真的辜负了匹诺曹。

@康定斯基：罗兰·巴特的《中国行日记》是一本奇妙的书。1974 年，巴特随《原样》代表团访问中国，写下三本日记。符号学观照下的“文革”和中国多么奇趣，

如：完全没有时尚可言的零度的衣饰；现实主义的绘画最可怕；我们在看大熊猫，50 个人在看我们……不由想起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慕容雪村：有人抱怨书价太贵，看跟什么比了。现在中国图书的均价也就是三十块左右，相当于一包中档烟、一杯咖啡、一个套餐餐、一次出租车、1/2 张电影

票、1/3 个比萨饼。有人抽得起烟、喝得起咖啡、看得起电影，却说自己看不起书，其实这只能说明此人不爱读书。

《战马》
[英 ]迈克尔·莫波格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1 年 1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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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的女性最美
丽》
李小舟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年 1 月出版

□ 韦玉琴 □ 冯娟

·书评

□ 韩青

给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画上胡子，在一个陶瓷小便池
上随便签个名送到展览会去当作品……因为这一类无厘
头始祖式的事件，马塞尔·杜尚名声之显赫，至今无有出
其右者，其《杜尚访谈录》的影响，接近于康定斯基的《艺
术的精神》，被看成西方现当代艺术的圣经，被郑重其事
地介绍为“马塞尔·杜尚几乎一个人影响了西方现当代艺
术的进程”。因此看到有两本《杜尚传》，就拿来一起翻，结
果，像是一个面具底下翻出来了两个人。其中一本是法国
艺术史学家朱迪特·伍泽著、袁俊生译的重庆大学出版社
版，据说是首部法文杜尚传记；另一本是王瑞芸所著的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系第一部中文杜尚传记。如此啰

唆，不是要做版本考据，而是书坊间还有许多种杜尚传流
布，是由英文转述而来的。

马塞尔·杜尚年纪轻轻就在英语世界成名，到一大把年
纪才得到法语地区承认。他出生于法国中产阶级家庭，家里
六个孩子有四个从事艺术，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都是画家，
他青年时先后接触过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画派。但《下
楼的裸女》似乎太超前了，参加独立艺术家沙龙展时受挫，
于是他带着那幅画漂洋过海到美国，在一座旧军械库举办
的首届国际现代艺术展上竟一举成名，从此乐不思蜀，中间
曲曲折折到 1954 年入籍美国。他是世界上最早从事“多媒
体”创作的艺术家，他以玻璃做绘画媒材、创立“现成品”、做
实景装置、捣鼓小发明、开创机器题材绘画、研制作品集成
装置《手提箱式盒子》、研究国际象棋、琢磨轮盘赌、做过生
意、编演电影，还男扮女装杜撰出一个罗丝·塞拉维。杜尚成
为超现实主义的先驱，影响了一大批 20 世纪知名艺术家，
包括毕卡比亚、曼·雷、贾斯培·琼斯、罗伯特·劳申伯格、约
翰·凯奇以及安迪·沃霍尔。

以上是杜尚生平的基础事实，但是，从什么角度来转
介，似乎更有意思。

法文版作者的说法是：“杜尚艺术最迷惑人、最吸引人
的地方，是他作品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其本身的美，而是来自
否定的美；不是来自意义清晰，而是来自含混不清；不是来
自多产丰富，而是来自惜墨如金；不是来自充分表达，而是
来自不可表达；不是来自浅显通俗，而是来自晦涩费解。”比
如，杜尚与女人的关系。杜尚一生崇尚自由，但在情感上并
不超然，有过暗恋十几年的友人妻子，有关系保持二十年的
情侣女友，有几个月的短暂婚史，有焕发第二春的爱情对
象，中间还有无数女人蜻蜓点水穿插而过，最后结识马蒂斯
儿子的前妻蒂尼，交往不久就匆忙求婚，那时他已经是 67

岁的老头。法文版的杜尚，颇具心计而行动实际，尤其到了
晚年，貌似淡泊名利，奔跑欧美之间为的是把散落各藏家手
中的作品，千方百计集中到美术馆与博物馆里去。

中文版的杜尚，莫名的有几分东方古圣贤模样。作者王
瑞芸曾翻译《杜尚访谈录》，还著有艺术史论笔札《通过杜
尚》，自陈倾心杜尚十几年，认为他是一把现当代艺术的钥
匙，所以花费四年时间追索其人生历程和心灵世界，写出

“精神传记《杜尚传》”，洋洋三十万言，法文版中的事情全都
有，又全不是一回事。比如杜尚的第一次婚姻娶了个富家
女，法文版说杜尚本意是以此脱贫，结果此愿落空，双方好
说好散了。中文版则说他想改变一下流浪汉式的单身生活，
然而很快发现这是一个错误，于是就及时改正了，而在这个
短婚的前前后后，他还有一个正牌女友玛丽，她才是杜尚的
正面情感对象，直到她病逝。

两本传记对照看，有时竟像读捉奸记，这中间杜尚还疯
狂地爱过另一个玛丽亚，而且玛丽病逝前，是她的亲友催
促杜尚从纽约赶到巴黎做临终关怀的，玛丽给他留下每
年几千美元年金，杜尚则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清理两人书
信。之后，回到纽约的杜尚开始创作 20 世纪最著名、最难
解也最色情的伟大作品，这是那个追求未遂的玛丽亚给
他的灵感，他秘密创造了 20 多年才完成，它的中文版标
题是《给予：1 . 瀑布 2 . 点燃的煤气》，法文版则名为《已
知的条件：1 . 瀑布 2 . 点燃的煤气》。事实上，杜尚所有的
重要作品，都关乎两性，关乎色情。

杜尚最被人标榜的是颠覆的智慧，属于反艺术、反意义
的叛逆者，企图用一两本传记去鉴别他的品德，自然是无用
与无聊。不过，看他与女人、与色情、与种种艺术流派的关
系，确是有一种能够处理与平衡复杂关系的世俗智慧，而艺
术的创作初衷与完成过程，就是抓住与维系同时并存的许
多微妙关系——— 由此，艺术的传统标准被推掉，新的形式、
题材得以突破美学、突破道德，并以无神论者的姿态超越神
学的藩篱，直接地而又似是而非地进入现实生活——— 所以，
杜尚能调度出不同版本的传记，刷新艺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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