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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无后为大》，是我在 2012 年读到的最独特
的一本书——— 作者关军，用独特的视角、独特的
情怀，阐述了人与人之间一种最独特的关系，以
及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一个关于生活最真
切朴素的道理。要我说，这种从意识形态内出
发，最终完全落笔于意识形态之外，用一种迥然
不同的态度和观念，冷眼来看我们这个群体自
身的文字，目前并不多见。恕我寡闻浅见，这样
的书，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从表面看，《无后为大》这本书诚如作者坦
言，是一名“丁克”的“自白书”，书名反取“不孝
有三，无后为大”之古训，提出“无后为大，不生
孩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此言一出，怕是会引
起诸多人的不快，甚至有被扣上“反人类”之罪
名的危险。然而作者关军娓娓道来，其淡定从容
的背后，是其对人及人类社会冷静的观察和悲

悯的深思。
为什么“ 无 后 为

大”？在关军看来，“后”
实实在在是一个罪责深
重的“伪命题”。放眼家
庭和社会，权威无处不
在，冷漠、控制和压抑也
就如影相随。只是因为
是“后”，便可以无需多
想就将一个生命带来人
世，而又不闻不问将其
推给时间和现实；只是
因为是“后”，便可以假
爱之名将其牢牢捆绑、
控制；只是因为是“后”，
便可以因“先”之名，要
求其服从和回报……这
种建立在“后命题”之上
的家庭及社会关系，在
关军看来，实则是一种
对生命的漠视甚至是无
视，也正是这种视生命
如“从属”乃至为“私产”
的观念，导致了人们在

“毫无悬念”的情况下
“理所当然”地生下孩子。这，在作者看来，是不
正确的。我们创造一个生命，可我们对生命本身
究竟有多少了解？在我看来，这才是关军的真正

“自白”——— 他的良苦用心引导我们追问自身，
对创造生命这个问题，我们的心态，我们所执的
教育，我们所处的环境，当真是合适的？当真是
都准备好了吗？

作为一名七岁孩子的父亲，我已经老早地
“无可避免”地“生”下了孩子。尽管诚惶诚恐，尽
管小心翼翼，无力感和自责感仍常驻心头。特别
是孩子入学后，同为教师和父亲的我，更能感
觉到这双重权威在不经意中对孩子的控制和
压抑：以“上学”之名，强制孩子老早睡下，“必
须”睡着；以“作业”之名，轻易剥夺其娱乐权，
表现乖了才让他下楼；以“标准”之名抹杀孩
子对生活的想象和理解，告诉孩子这个不对
那是错的，只是因为答案已经在那里了；以

“父亲”之名让其妥协，因为我是“爸爸”……
孩子也会抗争，每当看着孩子或生气或哭泣，
那幼小的身躯在静默的时间里颤抖，而如我
一般的大人们非但感觉不到这是对幼小生命

“身与心”的摧残，反而在一边气冲冲地嘟囔
着：“我这都是为你好，你这孩子，怎么就这样
不听话？这么不争气呢？”

孩子一定要乖吗？孩子一定要如“我”一般
争气吗？关军看到，我们生下孩子，却看不见孩
子，只是妄图假借一个新生命再重新活一次。所
以，对如我一般的父母而言，《无后为大》的实
质，可使我们避开育儿的误区，且是实质层面的
改变，而非技巧层面的权宜。是的，在短时间内
我们无法改变关军在书中提到的有关教育、社
会、自然环境等诸多现状，但我们却可以马上改
变对孩子的态度，马上认识到现存的诸多问题
都不是孩子的问题，我们实在没必要对孩子一
副“大呼小叫而又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从此，把关军的《无后为大》作为一种提醒
放在枕边，把孩子作为一个生命放在心头。我很
感念这一份阅读，是因为我从此看到并立志践
行，人与人之间这样一种简单而独特的关系，以
及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一种健康而快乐的
生活———

我和我的孩子，没有谁是谁的“先”，也
不存在谁是谁的“后”，我们是时光交错中彼
此相遇的两个人，我们一起度过那弥足珍贵的
生命之旅。

一直认为，一般意义上所谓奇幻小
说，无非就是建立在中世纪欧洲的大背
景上，包括人类、精灵、兽人、矮人等在内
的许多种族在同一个世界中生存。他们
彼此争斗，善与恶泾渭分明，英雄总是能
获得最后胜利，而黑暗从来不会被完全
消灭，它们总是在经受了一次狠狠的挫
败以后，躲在某个角落里，一边休养生
息，一边继续觊觑着这个世界。日复一
日，周而复始。而乔治·马丁的《冰与火之
歌》，让我改变了上面那个现在可以称之
为偏见的看法。

故事正式开始于一个寒冷的早晨。这
天临冬城城主艾德·斯塔克处决了一名守
夜的逃兵，之后便在雪地里发现了一头被
鹿角刺穿的巨大的冰原狼的尸体。尸体旁
边，几只冰原狼的
幼崽仍然活着，而
它们的数量正好
跟艾德的孩子的
数量吻合，连私生
子琼恩·雪诺也算
了进去。于是艾德
的孩子们收养了
这些冰原狼，他们
很高兴地给自己
的小狼起了好听
的名字，而寒风中
猎猎飘动的旗帜
上，画着的正是斯
塔 克 家 的 家
徽——— 冰原狼的
标志。也许，这一
切并不只是巧合，
夏天就要过去，凛
冬将至……

与很多奇幻
小说不同，在《冰
与火之歌》的世界
里，魔法、精灵在
远古都曾经存在
过，然而后来却杳无踪影，只留下了传说。
人们生活的世界，季节长短不一，长夏与
长冬持续经年。几乎所有的纷争，都围绕
着人类的七大王国进行。在上一次战争
中，铁王座将七大王国统治在自己脚下，
而崩溃铁王座的阴谋，却早已在暗地里进
行着。这，便是《冰与火之歌》的大概背景
与第一部的主要内容。

在这部小说里，看不到墨守成规的
情节，有的是出乎意料却又合情合理的
真实与残酷。英雄们并不能像很多小说
里边那样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看似身为
重要角色的人物，也逃不脱命运的魔掌。
在七大王国彼此纷争之际，围绕权力斗
争，阴谋诡计层出不穷。而此时，曾被罗
伯特·拜拉席恩赶走的龙族帝王的后裔，
也正借助异族的力量，想要恢复先人的
荣光。除此之外，在绝境长城之北，有一
种被人们称为“异鬼”的生物也在蠢蠢欲
动。虽然一直到小说的第三部序章才开
始描写异鬼的来袭，在第一部里，描写它
们的文字微乎其微，但却让人一直无法
忽视它们的存在。

各种各样的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矛
盾构成了复杂的线索，同时多而复杂的线
索使得这部小说结构庞大。实在很佩服乔
治·马丁驾驭文字的能力，从大处看，小说
结构虽然复杂，却不杂乱；从细处看，乔
治·马丁的文字总是能恰如其分地对人与
事加以刻画和表达。独特的是，这部小说
的每一章都是以人名作为标题，而该章节
内容则以该人物为第一人称视点（只是没
有用“我”这一人称代词）进行叙述。这样
的叙事方式使得作者能深入每一个角色
的内心去探索，并以他们自身的立场来看
待事情。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一眼望去便
可清晰分辨的善与恶存在，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立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动机。纯粹
的白与黑并不存在于《冰与火之歌》的世
界里，这个世界是灰色的，很真实的灰色。
所以，如果你希望看到简单的、善恶分明
的、充满英雄主义与浪漫的故事，那么《冰
与火之歌》并不适合你。但如果你渴望真
实，渴望看到能让你激动、震撼并使你思
索的故事，渴望看到波澜壮阔的史诗，那
么，拿起这本书吧。

【原色视域】

超级小偷的

形式感和道德律

@黄老邪：《理想不死》,胡赳赳著。相对而言，或许我更方便理解作者他们那个星座所具有的天然乐观。其特别处是，既超越常规逻辑，又努力力贴近存在。唯此，

“理想”这个一不留神便阔大至虚幻的愿景才有机会脚踏实地——— 就像重新拼好已被实用主义拆得七零八落的那个汤汤普森，推理想再度穿过，放声歌唱。

@木星文团：《杰夫在威尼斯，死亡在瓦拉纳西》，杰夫·戴尔著。一个四十多岁的记者，应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在一个派对上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女子，两人一

见钟情。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三天完美而又糜烂的生活，却又因为各自的生活轨迹不同而分手。当一切都已经落空的时候候，在威尼斯，爱是一种救赎。

@必读呢本：《知堂书话(套装上下册)》是知堂老人周作人的书话随笔集，将周氏三十多部文集和集外文、未刊稿中谈书的文章全部采辑起来，编为读新书和

旧小说、谈日本的书、谈西洋的书、谈古旧书四辑。周作人读书颇丰，举凡古今中外、文艺历史、闲谈琐记，无所不读读，深得读书的乐趣与“苦趣”。

《无后为大》
关军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2 年 10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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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与火之歌卷
五：魔龙的狂舞》
[美]乔治·马丁 著
重庆出版社
2012 年 12 月出版

□ 吴丙年 □ 邹禾

·书评

□ 韩青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关注法国雕塑家贾科梅蒂的人很多，
存在主义创立者萨特就曾以贾科梅蒂及其作品写过两篇文
章，当时的许多画家、摄影家、作家、诗人和哲学家都用各自的
作品方式，来描述贾科梅蒂给他们的深刻印象，《贾科梅蒂的
画室——— 热内论艺术》(吉林出版集团 左岸译丛)是其中较为
特别的一部，他写的不仅是这个非凡的艺术家，也是他自己的
艺术观和生命观。

让·热内的人生实在是被太多的戏剧化情节填充着。
1910 年他出生 7 个月后即被遗弃，父母是什么人始终是个
谜，他被一个农村木匠夫妇收养，让他信奉基督教，进唱诗
班，上学受教育。但按领养合同规定，他从 14 岁起就要自己
谋生，他被送去做印刷学徒工，从此也开始了不断流浪、偷
窃、多次入狱的人生。正是在狱中他开始写诗和小说，他的

《小偷日记》、《鲜花圣母》等，偶然被著名作家纪德、让·科克
托等人发现，叹为天才，与萨特等数十位作家联名向法国总
统请愿，要求赦免热内。出狱后的热内声名鹊起，更是被萨特
视为存在主义的标本化人物，出版社请萨特为热内的著作写
一篇序文，萨特洋洋洒洒写成了七百多页的专著《圣热内：喜
剧演员和殉道者》。

《贾科梅蒂的画室——— 热内论艺术》的写作，是在此之后
热内的重新自我面对，收录了他的四篇文章，分别涉及孤独、
爱欲、死亡，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源自他的个人感受和个人表
达，而且，诚实到哀恸。如此有血有骨有性命的诚实表达，确是
一种道德家的高度自律性了。

这也让我记得前几天曾经参加过的某个美学沙龙，主题
是谈艺术的本质，学问家们一个词语到另一个词语，同时也即
是从一个理论到另一个理论，终了却让人觉得满屋子飘浮与
沸腾的词语与理论，无非是他们可以依靠的墙壁与可以扶持
的拐杖，而且这些墙壁与拐杖都非常实用，可以拿来评张三的
画，也可以用作论李四的雕塑，它们以美学规律的名义，远远
地笼罩在一切作品之上。可是，假若不倚着墙不拄着杖，面对
着具体艺术作品，不知道人们还能独自地直立行走吗？而艺术
的形式法则，是要一条性命与另一条性命的面面相抵，是感受
它，而不是总结它。面对一个作为个体存在的艺术作品，亦仿
佛是面对混沌洪荒，能够赤手空拳、赤身裸体直接面对它的，
已经罕有人至；反倒是不谙世事的小孩子们能够误打误撞地
接近艺术真谛。也因此，译者程小牧说此书“并非通常的艺术
评论，与知识、审美和判断力都关系不大，而是探讨了艺术所
能抵达的存在的真相”。

1954 年热内与贾科梅蒂结识，此后四年间贾科梅蒂以热
内为模特创造了三幅油画和六幅素描，其中一幅油画肖像是
热内连续四十多天做模特才完成。一个造型大师和一个写作
天才彼此交往与观察的成果，在贾科梅蒂是那幅作品被蓬皮
杜艺术中心收藏，而热内则将之记录整理，即《贾科梅蒂的画
室》。据说，毕加索称此文是他读过的最好的艺术评论。在此，
热内体会到最好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揭示出的真理就是：每一
个存在者都价值等同，而这价值由其独特性构成，独特性又使
得他们从一切关系之中孤立出来。艺术的意义即是对这种独
特性和孤立状态的描绘。热内曾在荷兰观看到伦勃朗的画像，
伦勃朗早年成名、晚年穷困潦倒的绘画经历给他很深的印象，
从中他看到的是令人绝望的爱欲，与他看贾科梅蒂有着很强
的互文性：若每一个存在者正是因为彼此价值等同，才让他无
论美丑善恶都能被爱，这怎么可能？爱欲又有什么意义？这些
跳跃而思辨的文字，标题便充满玄机，一篇名为《伦勃朗的秘
密》，另一个叫做《一本撕碎的伦勃朗之书的残余》。

这些文字的写作期间，热内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恋
人、钢丝艺人阿布达拉。1957 年他写下《走钢丝的人》当做献给
爱人的礼赞。那时阿布达拉正青春年少，而热内歌颂的不是爱
情，而是死亡，是关于死亡的艺术。热内奇特地强调出爱情与
死亡之间无限微妙的距离——— 他要他的爱人与死亡彼此寄
居，他对爱人说：“请你注意，瞧，为了更好地把你自己交付给
死亡，让死亡最严格准确地寄居在你身上，你必须保持完美的
健康。最微小的不适都会把你退还给我们的生活。”终于有一
天，阿布达拉从钢丝上摔下来，被退还到平常的生活里，被热
内渐渐疏离，她选择自杀身亡。晚年的热内回忆最后一次看到
阿布达拉：“看着阿布达拉死去的脸，我看到了贾科梅蒂的雕
塑，那么接近又无限遥远的人像雕塑。”

不再写作的热内，在他过去的作品中逐渐被人们发现是
一个曾经极端认真地用文字来走钢丝的人，“诗歌就像走钢丝
和斗牛一样，是人类残存的几种残酷游戏之一，冒生命之险是
为了成就一种严格而精确的艺术之美”。对此，哲学家德里达
和萨义德都有过评论。

还是用最早发掘出热内文学天才的让·科克托的话来做
结语吧：“有一天，热内应被视为道德家。我们总是习惯于把道
德家混同于卫道士。诗是一种道德，内在、自律，拒绝强制性的
范畴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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