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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莫言与村上的比较
□林少华

台湾淡江大学找我去用日
语讲讲村上。我说讲村上可以，
但要用汉语或“国语”讲。这倒不
是我刻意凸显主体性，主要是因
为台湾毕竟是讲中国话的地方。
再说我的日语终究不如汉语那
样出口成章，何必扬短避长呢！
同胞到底容易沟通，当即表示
OK。我又提出不光讲村上，要莫
言、村上一起讲，比较二者的同
与不同。对方连声叫好，鼓励说
大家肯定感兴趣。

是啊，哪能不感兴趣呢！一个
实际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个连
续几年是诺奖有力竞争者。我猜
想，时下能从学术角度比较这两
位世界级当代东亚作家的人，除
了我恐怕不大好找。在一般人眼
里，这两人差别太大了。一个是满
脑袋玉米花粉的“土老帽”，一个
是满身名牌休闲装的都市“小
资”。换个比喻，一个是挥舞光闪
闪的镰刀光膀子割红高粱的壮
汉，一个是斜举着鸡尾酒杯眼望
窗外细雨的绅士。一句话，简直是

“城乡差别”的标本。这固然不错，
我也完全承认，但这终究是表层，
而若深挖下去，就不难发现两人
的根子有不少是连在一起的。就
作品而言，例如善恶中间地带说、
民间视角与边缘人立场、富有东
方神秘色彩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
以及作为共同文学创作“偶像”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就性格而
言，两人都比较内向，不事张扬，
即使成名之后，一个情愿歪在家
中檐廊逗猫玩也不外出忽悠，一
个宁可回家包饺子也不愿意出镜
亮相等等。

这么着，我就两人的同与不
同、似与不似一口气说了许多。兴
之所至，最后竟偏离主题，祝愿莫
言写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伟大
的长篇小说——— 借用莫言自己的
话，“伟大的长篇小说，没有必要
像宠物一样遍地打滚，也没有必

要像鬣狗一样结群吠叫。它应该
是鲸鱼，在深海里，孤独地遨游
着，响亮而沉重地呼吸着，波浪翻
滚地交配着，血水浩荡地生产着，
与成群结队的鲨鱼，保持着足够
的距离。”同时祝愿村上春树早日
写出不亚于他所倾心的陀氏《卡
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复调小
说——— 以村上的话说，“里面有某
种猥琐、某种滑稽、某种深刻，有
无法一语定论的混沌状况，同时
有构成背景的世界观，如此纷纭
杂陈的相同要素统统挤在一起。”

今生今世，作为我，无论如
何也写不出那样的小说了。惟其
如此，我才祝愿别人、祝福别人，
祝福伟大的小说，祝福诺贝尔文
学奖。

如此演讲完毕，主持人———
东吴大学L教授夸奖说“极其精
湛”。休息时两位女学者特意告诉
我，刚才的演讲让她们加深了对
莫言文学的理解。还劝我在台湾
多待一段时间，多讲讲莫言和村
上。态度之真诚、言语之热切，险
些让我以为自己就是村上和莫
言。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繁体
字版村上作品译者、台湾翻译家
赖明珠女士主动领我逛台北。看
样子，她早已把昨天圆桌会议上
两人就村上文体和翻译风格打嘴
仗的场景忘得一干二净，热情地
带我看了台湾大学、中正纪念堂、
中山纪念堂、“总统府”，看了台北
仅有两株的“加罗林鱼木”中花期
正盛的一株，看了“109”，最后一站
是颇有名气的诚品书店。店门口
有个一人多高的红色繁体“閱”的
立体雕塑。书店，书，阅。表里如
一，名符其实，好！于是我站在

“閱”的后面，把脑门夹在顶端两
扇门之间，嬉皮笑脸，由赖明珠女
士“咔嚓”两声按下相机快门。

也是因为昨天满脑袋莫言、
村上，转身进门我就留意找莫

言，以为莫言的书像在大陆那样
迎门码堆或摆在书架抢眼位置，
岂料左顾右盼了好一阵子，也没
找见莫言。也许我没找对地方，
反正莫言的书一本也没有，就好
像这里发生了“文革”似的被扫
荡一空——— 我想决不会是被读
者扫荡一空，而一定是书店压根
儿没上架。至于莫言逆风飞扬的
简约发式下的憨厚笑容，更是了
无踪影。相反，村上君手托下巴
的思索者形象赫然入目，漫说中
文译本，就连日文原著都比比皆
是，甚至哈佛大学杰·鲁宾教授
翻译的英文版《挪威的森林》，也
以电影版渡边和直子 (尽管直子
怎么看都不如她头发上的雪花
漂亮 )头碰头的形象做封面在那
里 码 成 一 摞 ：《 N o r w e g i a n
Wood》。不仅如此，新出的专门
介绍村上的日文原版杂志书也
立在那里：“春树大学开学了！”
翻开一看，标语牌似的方格里写
道：“村上春树正该得诺贝尔奖！
快得，快快！”得得！我略一沉吟，
决定买一本《挪》的英译本，比较
研究一下哈佛教授是不是比我
这个非哈佛教授翻译得契合原
文风格也好嘛！又顺手拿了一本
村上新作《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
他的巡礼之年》。交款时赖明珠
女士不失时机地拈出她的会员
卡，于是我以九折买了《挪》的英
文版：250元。新作恕不折扣，799

元，合计1 0 4 9元台币，折合人民
币约210元。顺便说一句，台湾教
授月工资为台币10万挂零。

假如莫言的书摆在这里，那
么定价会是多少呢？想到这里，我
对赖明珠女士抱怨道：这不公平，
为什么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
的书而只有诺奖候补者村上的
书？岂非薄内厚外？她笑笑，笑得
极其完美。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
授、著名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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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节日长假应不应该放、
该如何放，曾为社会各方讨论。我
们不妨先看看斯大林时期苏联的
做法，苏联曾经有过取消公共假
期使用串休或者说轮休的试验。

1929年的苏联在斯大林领导
下，为了最大程度地增加生产，让
机器永不停转，制定了“红色日
历”。在这个日历上，五天为一周，
而不是七天一周，每天有百分之
二十的人串休，其他人做工。全国
没有公休假期，全部是串休，也可
以说是轮休。这样，问题就出来
了，家人朋友想聚会，必须这些要
聚会的人都在同一天串休，协调
起来很困难。结果大约只有百分
之二十的人能够协调出都合适的
串休时间。这个时间安排制度只
存在两年便宣告结束。很大的原
因在于，工人们太恨它了。连当时
苏联官方《真理报》都发出了抱怨
的声音：“如果我们的妻子在工厂
里 ，孩 子 在 学 校 里 ，没 有 人 来
访……那么，我们在家又能干什
么呢？如果你必须独自在家，就等
于没有假期。”

造成这样的情况，其根源在
于时间不是单个分割存在的，而
是社会性网络物品。时间不仅仅
是数量的多少，几天、几个小时、
几分、几秒，而且还有网络性质。
社会活动大多数都不是一个人的
事情，而是多人的事情，即使是情
人的幽会，也至少是两个人，必须
两个人都可以在同时共享时间。
如果你要看父母，他们在工作，你
串休了，他们也要在相同的时间
串休，才能达到团聚的条件。像春

节、中秋节及西方的圣诞节和感
恩节等这类节日，都比较讲求家
人的团聚，如果有人因为工作不
能到场，就会降低团聚的欢乐成
分。这时候，公假，而且为了赶远
程的长假就必要了。

说时间的网络性质，可以拿
最常见的电话做个比方。在上世
纪初期，拥有电话的人很少，有电
话的价值就低；当电话普及后，有
电话的价值就高了。因为别人都
没有电话，你有电话派不上用场；
大家都有了，你可以通过电话与
大家联系。现在的电子邮件也是
这个道理。回到公假来看，因为大
家都可以利用这个公共假期探亲
访友、进行社会交往，这样对个人
而言，休假的价值才体现出来。

有人会说，一个人休假，在家
歇着也不错。对有些人来说，没有
人玩，自个儿可能玩得挺好。但人
是群体性动物，没有人玩，比如找
个陪聊的也找不到，会很不快乐、
很郁闷。克里斯托巴·扬格及其同
事最近的研究发现，失业人员在
周末时的快乐与就业人员没有差
别，但是在工作日就明显下降。原
因就在于工作日人家都在上班，
失业人员找不到人一起活动；周
末的时候，失业人员可以和家人
朋友一起喝点酒、吃个烧烤，自然
就快乐了。也因为时间的社会网
络性，真正的闲暇放松，还是要有
人陪的。研究精神健康的学者们
研究时通常会用情感支持网来分
析朋友多少、家人关系对精神健
康的影响。从快乐角度来说，个人
的快乐也很大程度上受到周围人

的影响。周围家人朋友都是快乐
的，你也更快乐。

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美国这
样的发达国家，时间饥荒是一个
很大的社会问题，大家总觉得时
间不够用。上班的人，要照顾家
庭，要陪孩子，协调工作和家庭的
关系是许多学者研究的热门领
域。如果我们了解了时间的网络
性，就知道时间不仅仅是数量的
问题，更重要的是日程的协调搭
配问题。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曾经试验
过的串休制度，历史实践已经证
明其无效性。公假是必需的。当
然，即使是公假，也还是要有人在
服务的，不然人口流动都有问题，
没有出租车，没有公交，没有火
车，没有飞机，都放假了，整个交
通都停止了。所以，公假也不是绝
对的。虽然公假会有些损失，尤其
是长公假，比如有些大学生不愿
意去旅游，也不回家，就在学校呆
着，但是课时因长假而少了，学习
的机会少了。另一个代价就是公
假时的交通拥堵问题。但是只用
串休，像苏联曾经的“红色日历”，
代价更大。最好的办法就是两者
之间取一个“黄金分割值”。保持
一定的公共长假，比如“五一”和
春节，一年两次，搭配适当的带薪
串休。这样，既保证了大家远程亲
友团聚的机会，也给大家一定的
灵活机动的休假自由。

(本文作者为美国明尼苏达大
学社会学博士，现供职于美国密
西西比州立大学国家战略规划与
分析研究中心)

公共长假与串休
□陈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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