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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作家艾丽斯·芒罗（出版社曾译为艾丽丝·门罗）荣获 2013 年诺贝尔文学奖。芒罗以短
篇小说闻名，有“西方契诃夫”之称。不过在中国大陆目前只有《逃离》的译本，读者了解不多。本版
特节选书中部分章节及翻译家李文俊的译后记，以飨读者。

《逃离》译者李文俊：

芒罗的小说具有“浓缩性”
《逃离》(RUNAWAY)一书

出版于2004年，全书由八个短篇
小说组成，其中的三篇互有关
联 。作 者 艾 丽 斯·芒 罗 ( A l i c e
Munro，1931— )，是加拿大当代
有名的女作家，以擅写短篇小说而
闻名。近年来，在美国的重要文学
刊物如《纽约客》、《大西洋月刊》、

《巴黎评论》上，都可以经常读到她
的作品。美国一年一度出版的《×
×××年最佳短篇小说集》中，也
多次收入她的作品。她几乎每隔两
三年便有新的小说集出版，曾三次
获得加拿大最重要的总督奖，两次
获得吉勒奖。2004年第二次获吉勒
奖即是因为这本《逃离》，评委们对
此书的赞语是：“故事令人难忘，语
言精确而有独到之处，朴实而优
美，读后令人回味无穷。”奖金为两
万五千加元。芒罗还得到过一些别
的奖项。另据报道，法国《读书》杂
志一年一度所推荐的最佳图书中，
2008年所推荐的“外国短篇小说
集”，即是芒罗的这本《逃离》。我国
的《世界文学》等刊物也多次对她
的作品有过翻译与评介。可以说，
芒罗在英语小说界的地位已经得
到确立，在英语短篇小说创作方面
更可称得上“力拔头筹”，已经有人
在称呼她是“我们的契诃夫，而且
文学生命将延续得比她大多数的

同时代人都长”(美国著名女作家
辛西娅·奥齐克语)。英国很有影响
的女作家A.S.拜雅特亦赞誉她为

“在世的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
从拜雅特的口气看，她所指的范围
应当已经远远超出单纯的英语文
学世界。

芒罗出生于安大略省西南部
的一个小镇——— 这类地方也往往
成为她作品中故事发生的地理背
景。她1951年离开西安大略大学，
后随丈夫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先在温哥华居住，后又在省会
维多利亚开过一家“芒罗书店”。
1972年芒罗回到安大略省，与第二
任丈夫一起生活。芒罗是她第一
任丈夫的姓，但仍被她发表作品
时沿用。

芒罗最早出版的一部短篇小
说集叫《快乐影子之舞》(1968)，即
得到了加拿大重要的文学奖总督
奖。她的短篇小说集有《我青年时
期的朋友》(1973)、《你以为你是
谁？》(1978，亦得总督奖)、《爱的进
程》(1986，第三次得总督奖)、《公开
的秘密》(1994)、《一个善良女子的
爱》(1996)、《憎恨、友谊、求爱、爱恋、
婚姻》(2001)、《逃离》(2004)、《石城远
望》(2006)等。她亦曾出版过一部叫

《少女们和妇人们的生活》(1973)的
长篇小说，似乎不大被提起。看来，

她还是比较擅写短篇小说，特别是
篇幅稍长、几乎接近中篇的作品，
所反映的内容则是小地方普通人
特别是女性的隐含悲剧命运的平
凡生活。她自己也说：“我想让读者
感受到的惊人之处，不是‘发生了
什么’，而是发生的方式。稍长的短
篇小说对我最为合适。”

我们在读了一些芒罗的短篇
小说之后会感觉到，她的作品除
了故事吸引人，人物形象鲜明，常
有“含泪的笑”这类以往大师笔下
的重要因素之外，还有一些新的
素质。英国的《新政治家》周刊曾
在评论中指出：“芒罗的分析、感
觉与思想的能力，在准确性上几
乎达到了普鲁斯特的高度。”这自
然是一个重要方面。别的批评家
还指出她在探究人类灵魂上达到
的深度与灵敏性。她的作品都有
很强的“浓缩性”，每一篇四五十
页的短篇，让别的作家来写，也许
能敷陈成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
说。另外，也有人指出，在她的小
说的表面之下，往往潜伏着一种
阴森朦胧的悬念。这恐怕就与她
对人的命运、对现代世界中存在
的一些神秘莫测之处的看法不无
关系了。当然，作为一位女作家，
她对女性观察的细致与深刻也是
值得称道的。芒罗的另一特点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作品倒似
乎越来越醇厚有味了，反正到目
前为止，仍然未显露出一些衰颓
的迹象。

据悉，上世纪80年代，芒罗曾
访问过中国。

因为工作的关系，译者曾稍
多接触加拿大文学，并编译过一
本现代加拿大诗选(与人合作)。上
世纪80年代初时，曾参加创建我国
的加拿大研究会，也算是该组织
的一个“founding member”了，而且
还曾忝为“副会长”之一。承加拿
大方面的友好邀请，我曾经三次
赴加拿大进行学术访问，除到过
多伦多、渥太华、温哥华、魁北克、
蒙特利尔等地外，还一路东行直
到大西洋边上的哈利法克斯乃至
海中的爱德华王子岛。自己虽译
介过不少加拿大诗歌(现在怕都很
难找到了)，但细细想来，翻译小说
似乎还真是头一遭。倘若读者透
过我的翻译，能多多少少感受到
加拿大独特的自然社会风貌，体
验到那里普通男男女女的思想感
情并引起共鸣，那么对我个人来
说，乘此机会，对加拿大人民友好
情谊作出一些微薄回报的夙愿，
也就算是没有落空了。

（本文为《逃离》译后记，作者
李文俊，标题为编者所加）

在汽车还没有翻过小山———
附近的人都把这稍稍隆起的土堆
称为小山——— 的顶部时，卡拉就已
经听到声音了。那是她呀，她想。是
贾米森太太——— 西尔维亚——— 从
希腊度假回来了。她站在马厩房门
的后面——— 只是在更靠内里一些
的地方，这样就不至于一下子让人
瞥见——— 朝贾米森太太驾车必定
会经过的那条路望过去，贾米森太
太就住在这条路上她和克拉克的
家再进去半英里路的地方。

倘若开车的人是准备拐向他
们家大门的，车子现在应当减速
了。可是卡拉仍然在抱着希望。但
愿那不是她呀。

那就是她。贾米森太太的头扭
过来了一次，速度很快——— 她得集
中精力才能对付这条让雨水弄得
满处是车辙和水坑的砾石路
呢——— 可是她并没有从方向盘上
举起一只手来打招呼，她并没有看
见卡拉。卡拉瞥见了一只裸到肩部
的晒成棕褐色的胳膊，比先前颜色
更淡一些的头发——— 白的多了一
些而不是以前的那种银褐色了，还
有那副表情，很决断和下了狠劲的
样子，却又为自己这么认真而暗自
好笑——— 贾米森太太在跟这样的
路况死死纠缠的时候表情总是这
样的。在她扭过头来的时候脸上似
乎有一瞬间闪了一下亮——— 是在
询问，也是在希望——— 这使卡拉的
身子不禁往后缩了缩。

情况就是这样。
也许克拉克还不知道呢。如果

他是在摆弄电脑，那就一定是背对
着窗户和这条路的。

不过贾米森太太很可能还会
开车出去的。她从飞机场开车回家，
也许并没有停下来去买食物———
她应该径直回到家里，想好需要买
些什么，然后再出去一趟。那时候克
拉克可能会见到她。而且天黑之后，
她家里的灯也会亮起来的。不过此
刻是七月，天要很晚才会黑。她也许
太累了，灯不开就早早儿上床了。

再说了，她还会打电话的。从
现在起，什么时候都可能会打的。

这是个雨下得没完没了的夏

天。早上醒来，你听到的第一个声
音就是雨声，很响地打在活动房子
屋顶上的声音。小路上泥泞很深，
长长的草吸饱了水，头上的树叶也
会浇下来一片小阵雨，即使此时天
上并没有真的在下雨，阴云也仿佛
正在飘散。卡拉每次出门，都要戴
一顶高高的澳大利亚宽边旧毡帽，
并且把她那条又粗又长的辫子和
衬衫一起掖在腰后。

来练习骑马的客人连一个都
没有，虽然克拉克和卡拉没少走
路，在他们能想起来的所有野营
地、咖啡屋里都树起了广告牌，在
旅行社的海报栏里也都贴上了广
告。只有很少几个学生来上骑马
课，那都是长期班的老学员，而不
是来休假的成群结队的小学生，那
一客车又一客车来夏令营的小家
伙呀，去年一整个夏天两人的生计
就是靠他们才得以维持的。即便是
两人视为命根子的长期班老学员
现在也大都出外度假去了，或是因
为天气太差而退班了。如果他们电
话来得迟了些，克拉克还要跟他们
把账算清楚，该收的钱一个都不能
少。有几个学员嘀嘀咕咕表示不
满，以后就再也不露面了。

从寄养在他们这儿的三匹马
身上，他们还能得些收益。这三匹
马，连同他们自己的那四匹，此刻正
放养在外面的田野里，在树底下四
处啃草觅食。它们的神情似乎都懒
得去管雨暂时歇住了，这种情况在
下午是会出现片刻的，也就是刚能
勾起你的希望罢了——— 云变得白
了一些，薄了一些，透过来一些散漫
的亮光，它们却永远也不会凝聚成
真正的阳光，而且一般总是在晚饭
之前就收敛了。

卡拉已经清完了马厩里的粪
便。她做得不慌不忙的——— 她喜欢
干日常杂活时的那种节奏，喜欢畜
棚屋顶底下那宽阔的空间，以及这
里的气味。现在她又走到环形训练
跑道那里去看看地上够不够干，说
不定五点钟一班的学员还会来呢。

通常，一般的阵雨都不会下得
特别大，或是随着带来什么风，可
是上星期突然出现异象，树顶上刮

过一阵大风，接着一阵让人睁不开
眼睛的大雨几乎从横斜里扫过来。
一刻钟以内，暴风雨就过去了。可
是路上落满了树枝，高压电线断
了，环形跑道顶上有一大片塑料屋
顶给扯松脱落了。跑道的一头积起
了一片像湖那么大的水潭，克拉克
只得天黑之后加班干活，以便挖出
一条沟来把水排走。

屋顶至今未能修复，克拉克只
能用绳子编起一张网，不让马匹走
到泥潭里去，卡拉则用标志拦出一
条缩短些的跑道。就在此刻，克拉
克在网上寻找有什么地方能买到
做屋顶的材料。可有某个清仓处理
尾货的铺子，开的价是他们能够承
受的，或是有没有什么人要处理这
一类的二手货。他再也不去镇上的
那家海—罗伯特·伯克利建材商店
了，他已经把那店改称为海—鸡奸
犯·捞大利商店，因为他欠了他们
不少钱，而且还跟他们打过一架。

克拉克不单单跟他欠了钱的
人打架。他上一分钟跟你还显得挺
友好的——— 那原本也是装出来
的——— 下一分钟说翻脸就翻脸。有
些地方他现在不愿去了，他总是让
卡拉去，就是因为他跟那儿的人吵
过架。药房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有位老太太在他站的队前面加
塞——— 其实她是去取她忘了要买
的一样什么东西，回来时站回到他
的前面而没有站到队尾去，他便嘀
嘀咕咕抱怨起来了，那收银员对他
说：“她有肺气肿呢。”克拉克就接
茬说：“是吗，我还一身都有毛病
呢。”后来经理也让他给叫出来了，
他硬要经理承认对自己不公平。还
有，公路边上的一家咖啡店没给他
打广告上承诺的早餐折扣，因为时
间已经过了十一点，克拉克便跟他
们吵了起来，还把外带的一杯咖啡
摔到地上——— 就差那么一点点，店
里的人说，就会泼到推车里一个小
娃娃的身上了。他则说那孩子离自
己足足有半英里远呢，而且他没拿
住杯子是因为没给他杯套。店里的
人说他自己没说要杯套。他说这种
事本来就是不需要特地关照的。

“你脾气也太火爆了。”卡拉说。

“脾气不火爆还算得上是男子
汉吗？”

她还没提他跟乔依·塔克吵架
的事呢。乔依·塔克是镇上的女图书
馆员，把自己的马寄养在他们这里。
那是一匹脾气很躁的栗色小母马，
名叫丽姬——— 乔依·塔克爱逗乐的
时候就管它叫丽姬·博登。昨天她来
骑马，当时正碰到她脾气不顺，便抱
怨说棚顶怎么还没修好，还说丽姬
看上去状态不佳，是不是着凉了呀。

其实丽姬并没有什么问题。克
拉克倒是——— 对他来说已经是很
不容易了——— 想要息事宁人的。可
是接下来发火的反而是乔依·塔
克，她指责说这块地方简直就是片
垃圾场，出了这么多钱，丽姬不该
受到这样的待遇，于是克拉克说:

“那就悉听尊便吧。”乔依倒没
有——— 或者是还没有——— 当即就
把丽姬领回去，卡拉本来料想会
这样。可是原来总把这匹小母马
当做自己小宠物的克拉克却坚决
不想再跟它有任何牵扯了。自然，
丽姬在感情上也受到了伤害。在
练习的时候总是跟你闹别扭，你
要清理它的蹄子时它便乱踢乱蹬。
马蹄是每天都必须清理的，否则里
面会长霉菌。卡拉得提防着被它抽
冷子咬上一口。

不过让卡拉最不开心的一件
事还得说是弗洛拉的丢失了，那是
只小小的白山羊，老是在畜棚和田
野里跟几匹马做伴。有两天都没见
到它的踪影了。卡拉担心它会不会
是被野狗、土狼叼走了，没准还是
撞上熊了呢。

昨天晚上还有前天晚上她都
梦见弗洛拉了。在第一个梦里，弗
洛拉径直走到床前，嘴里叼着一个
红苹果，而在第二个梦里——— 也就
是在昨天晚上——— 它看到卡拉过
来，就跑开了。它一条腿似乎受了
伤，但它还是跑开了。它引导卡拉
来到一道铁丝网栅栏的跟前，也就
是某些战场上用的那一种，接下去
它——— 也就是弗洛拉——— 从那底
下钻过去了，受伤的脚以及整个身
子，就像一条白鳗鱼似的扭着身子
钻了过去，然后就不见了。

逃离
(小说选摘)

《逃离》
[加拿大]艾丽斯·芒罗 著
李文俊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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