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两个男人是少年时代的朋友----为了讲三个小故事，我必须提到他们，因为对这三个小故事

来说，是谁讲出了它们非常重要；我们就叫他们阿一和阿二吧。因为从根本上说，人们年纪越大，

少年时代的友谊就越奇怪。经过这么多年，人从头到脚，从皮肤上的汗毛一直到心都变了，但彼此

的关系却奇怪地一如从前，改变如此之少，就象每一个人依次用 "我” 来称指各不相同的先生时所

维护的那种关系一样。关键的不在于人们是否还有那个当年被照下来的，有着大大的脑袋和一头金

发的小男孩一样的感受；不，根本上，人们压根不能说他们喜欢那个矮小的，傻乎乎的，那个所谓

是 ”我” 的家伙。同样的，人们对他们最好的朋友也是既不能赞同亦不能满意；甚至很多朋友彼

此都压根不能忍受对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友情甚至是最深和最好的友情，它包含着一种不

掺任何杂质的无法理解的因素。

　　把这两个朋友阿一和阿二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完全非宗教的少年时代。他们两个虽然都在一

所自夸对宗教原则给予了应有重视的学院受教育，但那里的学生们全部的抱负却在于对此置若罔

闻。比如学院的教堂吧，那是一座漂亮的，真正的大教堂，有一个石头钟楼，专供学校使用。这样

一来，由于从没有陌生人进来，在其余的人----视神圣的习俗所要求的而定----在前面的长椅中一

会跪下，一会站起时，学生们就总可以分成一些单个的组在后面的忏悔椅上玩牌，在通往管风琴的

台阶上抽烟，或者偷偷溜到钟楼上。钟楼在尖尖的屋顶之下托着一个石头平台，宛如托着一个烛

碟，在平台的栏杆上，另人眩晕的高处，进行着绝招的表演，这些绝招让那些没有太多罪孽的男孩

子们也要付出脖子的代价。

　　上帝的挑战之一是这样的: 在塔楼的栏杆上，眼睛看着下面，通过肌肉缓慢的用力抬起身体，

摇摇晃晃地双手撑立住；每个在平地上完成了这个杂技高招的人都会知道，在高高的钟楼上一条一

脚来宽的石板上重复这个动作，包含着多少自信，勇敢和快乐。还必须提到的是，很多疯狂的，技

巧娴熟的小子都不敢尝试，哪怕他们在平地上能够双手撑地逍遥地溜达。比如阿一就没干过这事。

相反，阿二在他的少年时代却是这项意志测验的发明者----这一点可能正好可以让我们把他作为故

事的讲述者引进进来。很难还能找到一个象他的身体那样的身体。它不象许多身体那样附着着由运

动带来的肌肉，而是看上去好象根本就不费力气地天生由肌肉交织而成。一个细长的，相当小的脑

袋坐在上面，眼睛里是包裹在天鹅绒中的目光，牙齿更容易让人去联想正在追捕猎物的动物的奕奕

闪光，而不是去期待着神秘主义的温良。

　　后来读大学时，这两个朋友醉心于一种唯物主义的生命解释，把人视作没有心灵和上帝的生理

和经济机器。也许人的确就是这样的，但这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因为这样一种哲学的魅力不在于

它的真理性，而在于它那种魔鬼般的悲观的可怕的智性特征。那时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已经是一种发

小式的友谊了。因为阿二学的是林业，他经常说起学业一结束就要作为一名林业工程师到很远的地

方去，俄罗斯或者亚洲；而他的朋友没有选择这种孩子气的、已经颇为规矩的梦想，他在这个时候

正狂热地经历着刚刚崛起的工人运动。后来，当他们在大战爆发前不久重逢时，阿二已经结束了他

在俄罗斯的活动。他很少提起这些经历，他在某家大公司的办事处就职，尽管他的生活有着中产阶

级的充裕，但他看上去却象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一样。他的朋友这时已经从一个阶级斗争的战士变成

了一家报纸的发行人，这家报纸经常撰写社会和平的文章，属于一个证券交易商。他们自此以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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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蔑视而又无法分离，但还是再次从彼此的视野里消失了。当他们最后终于再一次短暂地相遇时，

阿二讲了以下的故事，以那样一种方式，就象一个人在朋友面前抖开记忆的口袋，只为了背上空空

的麻布袋继续赶路。在这样的情况下，朋友回应什么话并不重要，他们的交谈几乎可以说成是一段

独白。重要的是，如果能够的话，去细致地描绘一下阿二当时看上去的样子，因为这种直接的印象

对于他的话的意义是不可或缺的。但这又很难。可以非常诚实地说，他让人想到一条强练、坚韧、

精干的马鞭，柔软的鞭头支撑着，斜倚着墙。在这种半是挺立半是消沉的姿势里，他看上去感觉很

惬意。

　　那些柏林的院落，阿二说，属于世界上最奇怪的地方，在那里，两幢、三幢或四幢小楼彼此背

向而立，女厨子们坐在院墙之间，在四角型的洞里，唱着歌。可以听到搁板上的铜器皿发出多么响

的撞击声。下边很底的地方传来一个男人怪声怪气呵斥一个女孩的声音，或者砖石路上来来回回走

动的沉重的木鞋声。缓慢、生硬、不安、毫无意义。是这样的吗?

　　外面底下可以看见厨房和卧室；它们相互紧挨着，就象爱情和消化在人的身体里紧挨着一样。

双人床一层楼一层楼地叠放着；因为小楼里的所有卧室都在相同的位置，窗子的墙、浴室的墙、壁

橱的墙给床的位置做了几乎精确到半米的限定。同样的，餐厅，镶着白色瓷砖的浴室以及有红色灯

罩的阳台也一层楼一层楼地重叠着。爱情、睡眠、出生、消化、意外的重逢、忧心忡忡的或社交愉

快的夜晚都在这座房子里象自助冷餐会上的小面包摞成的柱子一样层层叠摞着。个人的命运在人们

搬进这坐中产阶层住宅的时候就已经预先被判定了。你得承认，人们的自由主要取决于在哪里和在

什么时候做某事，因为人们做的事情几乎永远是一样的: 如果再把所有事情的概貌也等齐划一起

来，那就会有一种该死的意义。我有一次爬上了一个柜子，只是为了利用它的垂直线，我敢说，我

将要进行的这场不愉快的谈话，从那里看上去就会完全不同。

　　阿二取笑自己的回忆，并给自己加了些酒；阿一想，他们正坐在一个有红色灯罩的阳台上，这

个阳台正属于他的房子，但他没有说话，他太清楚他会怎样反驳。

　　顺便提一下，我直到今天还同意，在这种规律性中存在着一种暴力性----阿二坦言道，而那时

我觉得，在这种大量和单调的精神中我看到了某种象沙漠或海洋一样的东西。一个芝加哥的屠宰场

----虽然这想法让我反胃----终究还是一种和一小盆花完全不同的东西！但奇怪的是，正是在有这

个住处的时候，我反常地总是想到我的父母。你知道，我和他们几乎已经断了所有联系；但那时候

我脑子里忽然一下子出现一句话: 是他们给了你生活。 这句话不时地反复出现，象一只赶不走的苍

蝇。这种人们从小灌注在我们脑子里的貌似神圣的说法，并没有什么值得多说的。 但当我注视着我

的房间的时候，我竟也同样地说: 看，现在你买来了自己的生活；用每年多少多少的租金。也许有

时我还说: 现在你用自己的力量创造了一种生活。 这种生活存在于百货商店、养老保险和自豪感之

间。但对我来说非常奇怪的、甚至象一个秘密一样的是，有某种东西被送给了我，不管我愿不愿

意，而且还是一种其它一切东西的基础的东西。我相信，这句话里隐藏着一份被我掩埋起来的不规

律性和不可预知性的珍宝。于是就有了夜莺的故事。

　　它象其它很多夜莺一样开始于一个夜晚。我呆在家里，妻子去上床睡觉之后，我来到书房里坐

下；和其他相似的夜晚的唯一区别也许在于，我没去碰任何一本书和任何东西；不过这种情况以前

也是有过的。过了一点以后，街道开始变得安静；交谈声开始显得罕见；用耳朵去跟踪夜的行进是

非常美好的。两点钟的时候，底下的嘈杂声和笑声已经明显地醉了，迟滞了。我意识到，我在等待

某种东西，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三点左右，那是五月，天开始变亮；我摸索着穿过黑暗的房间走

到卧室，无声无息地躺下。我此刻期盼的除了睡眠和第二天早上将要开始的一个和刚刚过去的一样

的一天以外没有别的。很快我就不再知道自己是醒着还是睡着了。窗帘和百叶窗的缝隙之间泛起深

暗的绿色，清晨的浮沫象白色的细带缠绕其间。那可能是我的最后一点清醒的印象或者一个安宁的

梦境。然后我被一种逐渐逼近的东西弄醒了；是一种声音在接近。我在迷迷糊糊中判断了一次，两

次。然后它们停在隔壁家的屋脊上并从那里跃入空中，象海豚一样。其实我也可以说，象放烟火时

的信号弹一样；因为信号弹的印象一直保留着；它们在落下来的时候温柔地散开在窗玻璃上，然后

象大颗的银色星星一样坠向深处。我此刻感觉到一种奇异的状态；我躺在我的床上象人的肖像躺在

他的墓碑上，我醒着，但这种醒又和白天的不一样。这种感觉很难描绘，但当我想到它的时候，就

好象有某种东西将我翻了过来；我不再是立体的，而是某种沉陷的东西。房间也不是空的，而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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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质料构成，一种白天没有的质料，一种黑色透明的、并让人能够感觉到黑色的质料，而我也是

由这种质料构成的。时间在快速兴奋跳动的脉搏中流过。前所未有的事情有什么理由不在此刻发生

呢? ----那是一只夜莺，那歌唱着的！----我低声对自己叫。

　　现在柏林的夜莺也许比我想的要多----阿二继续说道。当时我相信，在这座石头之山里没有夜

莺，而那一只是远远地为我飞来的。为我!!----我想着，微笑着坐起来。----一只天堂之鸟！原来

真有这种事！----在这样的时刻，你看，人们会很自然地去相信超自然的东西；就好象他曾在一个

童话世界里度过了童年一样。我毫不迟疑地想: 我得追随这只夜莺。保重，爱人！----我想着----

保重，爱人，房子，城市⋯！但是，还没等我从床上爬起来，还没等我想好究竟是要爬上房顶去跟

着这只夜莺还是要到下面的大街上去追随它，它已经不再唱了，显然是飞走了。

　　现在，它又站在另一个房顶上为另一个睡着的人歌唱了----阿二思索道----你可能会以为故事

到这就结束了吧? ----故事现在才开始呢，而且我也不知道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我孤独地留在那，被沉重的情绪压抑着。那根本不是夜莺，而是一只乌鸫，我对自己说，和你

想说的完全一样。我们知道，这种乌鸫模仿其它的鸟。我这时完全醒了，那种宁静让我觉得无聊。

我点着一根蜡烛，观察躺在我身边的女人。她的身体看上去是苍白的砖瓦色。白色床单的边缘象一

抹雪一样搭在皮肤上。宽大的阴影的线条蜿蜒在她的身体上。很难清楚地知道这阴影的来处，虽然

它显然与蜡烛及我的胳膊的姿势有关系。那又怎么了，我想，就算那真的只是一只乌鸫！哦，正好

相反，正因为那只是一只非常普通的乌鸫，才让我如此疯狂: 它意味着的还更多！你知道，人们只

是在面对简单的失望时才哭，面对双倍的失望时就已经又能微笑了。我在这段时间里反复注视我的

妻子。这一切本身就是相互关联的，但我不知道如何关联。我已经爱了你很多年了----我想----胜

过世上的一切，而现在你躺在这里，象爱的燃尽了的空壳。现在你对于我已经变得非常陌生，现在

我出来了，来到爱情的另一端。这是厌倦吗? 我不记得自己曾感到厌倦。我这样给你描述吧: 似乎

一种感情能够钻透一颗心，象钻透一座山一样，在山的另一端是另外一个世界，有着同样的山谷，

同样的房屋和小桥。但我就是不知道那是什么，直到今天也不知道。也许我把这个故事和接下来的

另外两个联系起来讲给你是错误的。我只能告诉你，当我经历它的时候，我把它看作什么: 不知来

自何处的一个信号击中了我----这就是我的感觉。

　　我把头靠在她身旁，这个身体毫无知觉、毫不参与地自顾睡着。她的胸部夸张地一起一伏，房

间的墙壁在这个沉睡的身体旁一升一落，有如高高的大海包围着一条已经航行了很远的船。我很可

能永远不会有勇气告别；但如果我这时偷偷溜走，在我看来，自己就还是一条被遗弃在孤独中的小

船，而一艘更安全的大船已经粗心地经过我起航了。我亲吻睡中的人，她毫不知觉。我轻声对她耳

语，也许我做的如此小心，以至她没有听到。我取笑自己，嘲讽那只夜莺；但我偷偷穿好了衣服。

我想我是啜泣了的，但我真的离开了。我感到晕乎乎的轻松，尽管我试图对自己说，没有哪个正直

的人会这么做的；我记得，我象个喝醉酒的人，对所走的街道骂骂咧咧，只为确认自己的清醒。

　　我当然经常想到要回去；有时我差点就要穿过半个世界回去了；但我没有那么做。她对于我已

经变得不可触摸；简单地说，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 谁若深深地感觉到一个错误，谁就不会再改

变它。顺便说一句，我并不想要你的赦免。我要给你讲我的故事，是为了感觉一下它们是否是真实

的；很多年来我没有人可以讲，而如果我听见自己大声地对自己讲的话，那么坦白地说，我会感觉

非常恐怖。

　　所以记住吧，我的理智绝不会向你的开明妥协的。

　　但两年以后我进了一条死胡同，在蒂罗尔南部战线的一个死角，这条战线从希马·迪·菲切纳

的血腥的墓地拐向卡尔多纳佐湖。在那里，它象一条阳光之波一样穿行在深深的山谷里，越过两个

有美丽名字的山丘，然后在山谷的另一侧重新冒出来，然后又消失在一座静静的山里。那是在十

月；几乎未被占领的战争墓地沉埋进落叶中，蓝色的湖水无声地燃烧，山丘象巨大的干枯花环一样

静卧着；象花圈----我常常想，但却并不害怕它们。山谷断断续续地环绕着它们；但在这块我们认

为已经占领了的地带的另一端，它却不再有这种甜美的心不在焉，而是象一声长号，低沉，宽广，

英勇，一直吹向遥远的敌方。

　　夜里，我们进入山谷中部的一个前沿阵地。这个阵地暴露在山谷里，敌人只要从高处扔石头就

能消灭我们；但他们只是用炮兵火力慢慢地煎熬我们。无论如何，在经过了这样一夜之后，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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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每个人都有了一种很特别的表情，这种表情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才消失掉: 眼睛变大了，那些

肩膀上的脑袋象被割过的草一样不规则地竖立着。尽管如此，每次在这样的夜里，我都经常会把脑

袋抬到战壕的沿上，象一个恋爱的人一样小心地把它扭回肩膀上边: 于是我看见象天空一样浅蓝色

的布伦塔山群象玻璃做的一样陡峭地层叠着立在夜色里。正是在那些夜里星星都很大，象用金纸折

压而成，并象生面团烤出来的一样，闪着丰盈的光。天空即使在夜里也还是蓝色的，细细的；少女

般的月牙，或者完全银白色，或者完全金黄色，在我们背后的正天高挂着，沉浸在一片痴醉中。你

必须好好想象一下，那是多么美；在安稳的生活中是没有这么美的东西的。所以有时候我会忍不住

满怀幸福和渴望在夜里爬行散步；一直爬到那些金绿色的黑色树木之间，在那里站起来，象一片小

小的，棕绿色的羽毛在一只静卧的尖嘴鸟的羽毛中站起来，这种鸟非常神奇，既是彩色的， 又是黑

色的，你从来没有见过的。 　　

　　相反，白天，在主阵地，我们简直可以骑马散步。在这种让人们既有时间沉思也有时间恐惧的

地方，人们才认识了危险。每天它都要攫取它的牺牲品，一个每周固定的平均数，百分之多少多

少，连师总参谋部的军官们都已经学会象保险公司一样冷酷地计算。不过人们自己也一样。人们本

能地意识到自己的机会，哪怕不是在很有利的条件下，也会感觉很安全。这是那种奇怪的平静，那

种人们长期生活在战火中就会感觉到的平静。这一点我必须事先说明，以免你对我的状况有错误的

想象。当然也会有那种情况，忽然迫切地想见一张几天前见过的熟悉的脸；但这张脸已经不在了。

这样一张脸给人的震撼是要超过理智的，而且它会象一抹烛光一样长时间地悬浮在空气中。人们对

死亡的恐惧比平时要少，但却特别容易激动。就好象那种显然一直象一块石头一样压在人身上的对

终点的恐惧被搬走了一样，此刻，在毫无把握的死亡附近盛开着一种特别的内心自由。

　　中间的时候，我们这个安静的阵地上来了一架敌方的飞机。这种事不常发生， 因为这群山的山

头之间都加筑了防御工事，风口非常狭窄，必须飞得很高才能飞过。我们正好站在那些墓地花圈中

的一个上，一会工夫，天空就被炮兵队发出的榴霰弹的白色细小烟雾涂满，象被一把灵巧的粉刷轻

轻刷过一样，看上去很好笑，甚至很可爱。当飞机刚好高高地飞过我们头顶的时候，阳光穿过三色

的机翼射下来,象透过教堂的窗户或彩色的薄纸一样，这个时候可能只差莫扎特的音乐了。虽然有一

个想法在我脑子里掠过: 我们象一群马赛观众一样站在一起，提供了绝好的目标。而且还有一个人

也对我们说: 你们最好躲起来！但大家显然没有兴趣象田鼠一样钻进地洞里。在这个瞬间，我听到

一个轻微的声音正在向我着迷地仰头观看着的脸接近。当然也很有可能是相反地发生的: 我先听到

了那声音，然后才意识到正在接近的危险；但在同一瞬间我已经知道: 那是一支飞箭！那是一种尖

尖的铁棍，还没有木工的铅锤粗，那时候飞机常从高空往下投掷这种东西；如果它们击中了脑袋，

很可能就只会从脚跟出来了，但它们经常是击不中的，所以很快就被废弃了。因此那是我的第一支

飞箭；但炸弹和机枪射击的声音听起来完全不一样，我立刻就知道自己碰上了什么。我很紧张，而

在下一瞬间，那种奇特的，准确无误的感觉我也已经知道了: 它击中了！

　　你知道那是怎样的感觉吗? 那不象是一种可怕的预感，而象一种未曾期待过的幸福！我先是很

惊奇似乎只有我听见了那个声音。然后我想，这声音会再度消失的。但它没有消失。它在向我接

近，虽然还很远，它在远处变大了。我小心地去看别人的脸，但没有人感觉到它。我意识到，只有

我一个人听到了那精美的歌声，在这一瞬间，从我的身体里升起一种东西迎向它: 一种生命之光；

象来自天空的死亡之光一样的不朽。我不是在编造，我只想尽可能简单地描绘它；我坚信，我是在

身体清醒地表达它；我当然知道，在某种程度上，这很象梦，人们以为自己在清楚地说话，但说出

来的话语却是混乱的。

　　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期间只有我听到那发生的事情正在接近。那是一种单薄的、歌唱着

的、简单的、高昂的声音，象玻璃杯的边沿发出的声音一样；但它含有一种不真实的东西；你还从

没听过这样的声音，我对自己说。这声音是冲着我来的；我和它有一种关联，我毫不怀疑自己身上

有某种决定性的事情将要发生。我心里没有任何想法是在这种告别生命的时刻应该有的，我感觉到

的一切，都是指向未来的；我不得不说，我肯定，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在我的身体的附近感觉

到了上帝的临近。对于一个从八岁起就不再相信上帝的人来说，这已经够多了。

　　这时侯上空的声音更加具体了，它在增强，在逼近。我几次问自己是否应该提出警告；但就算

是我或别的什么人会被击中，我不想警告！也许在这种想象中---- 在那里，在高高的战场上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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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声音在为我歌唱----有一种该死的虚荣。也许上帝不过是我们这些穷乞丐在短暂的存在中虚荣

地自以为在天堂里有一个阔亲戚。 我不知道。但毫无疑问，空气现在对于其他人来说也开始发出铃

铛似的声音了；我注意到，不安的痕迹在他们的脸上掠过，你看----他们也没人说出一句话！我再

次观察那些面孔: 对于那些小伙子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想法更遥远的了，他们对此毫不知觉

地站在那里，象一群信徒在等待消息。忽然，歌唱声变成了世俗的声音，离我们十英尺，百英尺

高，然后它消逝了。它就在那。在我们中间，但首先是在我身上，有什么东西哑掉了，被大地吞咽

进去了，散裂成一种不真实的无声。我的心跳平缓宁静；我连半秒钟的恐惧都没有；我的生命中没

有丧失哪怕任何一个小小的时间片段。但我重新意识到的第一件事却是，所有人都在看着我。我还

站在原地，但我的身体却被疯狂地扯向一边，形成一个深深的、半圆型的弓。我感觉自己象是才从

一场狂迷中醒过来，不知道自己离开了多长时间。没有人和我说话；最后有一个人说: 一支飞箭！

所有人都想找到它，但它插进地面几米深。在这一刻，一种炽热的感激之情漫过了我，我相信我全

身都红了。如果那时有人说，上帝进驻了我的身体，我不会笑的。但我也不会相信。就算我在这过

程中保留了一个他的碎片，我也不会相信。尽管如此，每次当我想起这件事，我都想能再一次更清

晰地经历这样的事情。

　　顺便说一下，我真的又经历了一次这样的事，但没有更清晰----阿二开始了他的第三个故事。

看上去他变得不那么有把握了，但能看得出来，正因为如此，他才渴望听到自己讲述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涉及到他的母亲，她没有赢得多少阿二的爱；不过他说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们表面上

很合不来，他说，说到底，如果一个老年妇女几十年来都生活在同一个小城市，而她的儿子依她的

概念在很远的世界一事无成，那么这是很自然的。 她让我不安，就象和一面把图象不易觉察地拉宽

的镜子在一起一样；而我让她难受，很多年都不回家。但她每个月都给我写一封有很多问题的牵肠

挂肚的信，尽管我通常都不回复这些信，还是存在着某种很特别的东西，无论如何，我还是深深地

和她联系在一起----就象最终所表明的那样。

　　也许几十年前一个男孩的图象充满激情地刻在了她的心里，天知道她对这个男孩寄予了什么样

的期望，任何事情都无法磨灭这些期望；由于我就是那个早已消失了的男孩，她把她的爱系在我身

上，就象所有落山的太阳还要在光和黑暗之间的某处晃动。这时你又会有那种神秘的、不是虚荣的

虚荣。因为我完全可以说，我不喜欢停留在自己身上，很多人都做的事情----愉快地观看他们从前

照的相片，或者乐于回忆他们在哪里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这种自我储蓄系统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可

理解的。我既不是特别的情绪化，也不是只为眼前活着；但当某事过去，我也就从自己身旁经过

了，当我在一条街道上想起自己从前曾经常走这条路，或者当我看着自己从前的房子时，我没有任

何想法，只感觉到一种象疼痛一样的对自己的强烈反感，就好象我在回忆一种耻辱。当人改变了，

曾经的事情也就流逝了；在我看来，如果人们离开的那个人是完美无缺的，那么不管他们怎样变

化，都不是他们主动去做的。但正因为我通常都是这样觉得的，所以当我发现，只要我活着，就有

一个人牢记着一个我的图象，那感觉是奇妙的；很可能是一个我从来不曾符合过的图象， 但在某种

意义上，它却是我的创造指令、我的证书。如果我说，我的母亲在这种图象的意义上是一个具有雄

师般天性的人，却被逼进一种多方面受限制的女人的现实存在之中，你能理解吗? 依我们的观念她

并不聪明，她不会察言观色，也不会旁征博引；如果回忆到我的童年，那么她也不能算好，因为她

很暴躁，很神经质；你可以想象，激情和狭隘的视野联系在一起有时会产生什么。但我想说，有一

种伟大，一种个性，它今天还在不可思议地与一种表达统一着：即那种当一个人将自身呈现给我们

通常的经验时所采用的表达，就象在童话时代神采用了蛇和鱼的形象一样。

　　在那个飞箭的故事之后不久我就在一次在俄罗斯的战役中被俘虏了，后来在那里经历了那场大

改造，之后我没有马上回来，因为新的生活很长时间都让我喜欢。 对此我直到今天还感到惊异。但

有一天我发现，有几个我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信仰原则我不打着哈欠就说不出了，于是我从与之相联

的生活危险中抽身而去，把自己救回了德国，在那里，个人主义正如火如荼。我做所有没把握的生

意，部分是出于窘迫，部分是出于对回到了可以做不公正的事情而不必感觉羞耻的故国的喜悦。我

并不是很顺利，有时甚至感觉非常糟糕。我的父母景况也不妙。有几次我母亲写信给我说: 我们帮

不了你；但如果我能用你将来要继承的东西帮你一点的话，我会希望自己死掉。尽管我多年没去拜

访过她，也没做过任何有此意图的表示，她还是这样写。我必须承认，我只把这看作一种有点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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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话方式，没有赋予它什么意义，尽管我对这种感伤地表达出来的感情的真实性并不怀疑。但这

时发生了非常特别的事情: 我母亲真的病逝了，而且可以相信的是，她还带走了对她忠心耿耿的父

亲。

　　阿二思索着----她死于一种她肯定一直都有但却没人知道的疾病。人们可以给相见很多自然的

解释，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恐怕你要怨恨我了。但值得注意的还是那些旁枝末节。她一点都不想

死；我知道，她抗拒早逝，对此加以强烈的抱怨。 她的生命意志、她的决定和愿望是敌对于意外事

件的。我们也不能说，针对她的瞬间意志形成了一种性格决断；因为否则她可能早就想到了自杀或

自愿的贫穷，而她压根没那么做。她完完全全是自己的牺牲品。但你从来没发现吗? 你的身体还有

一种与你的意志不同的意志。我想，所有作为意志或我们的感情、感觉和思想出现并似乎统治着我

们的东西，只能享有有限代理权的名义，而在重病和康复中，在无把握的战斗中以及在所有命运的

转折时刻，整个身体却有一种最原始的决定，这种决定才拥有最终的权力和真理。但尽管如此，可

以肯定的却是，我从我母亲的病逝中获得某种完完全全自愿的印象；如果你把这一切都看成是想

象，不可改变的却是， 在我接到母亲生病的消息的那一刻，虽然根本不存在任何担忧的理由，但我

却奇怪地彻底改变了: 一种包围着我的坚硬在瞬间融化了。我只能说，从那时起我所处的状态和我

在离开家那个夜晚的醒转以及对来自空中的歌唱着的飞箭的期待有很多相似之处。我想立刻赶往母

亲那里，但她却用各种借口阻拦我。先是说，她很高兴能见到我，但我最好等她这场毫无意义的病

过去，她好能健康地迎接我；后来她让人告诉我，我的拜访在那会儿可能会让她过于激动；最后，

当我迫切地要求的时候，她又说：关键性的好转就在眼前，我只需再有点耐心。看上去她好象害怕

被这次重见弄得没有把握；然后，一切都如此仓促地决定了，我只还能及时赶上安葬。

　　我发现父亲也病了，就象我对你说过的，很快我就只能帮他死了。他以前是个好人，但在那几

周里他怪僻，固执，情绪无常，似乎有很多事对我耿耿于怀，并为我的在场而觉得生气。安葬他之

后我必须处理家中事务，这又花了几个星期；我没什么急的。小城里的人们按照老习俗从各处来看

我，给我讲父亲在起居室的哪个地方坐过，母亲坐在哪里，他们又坐在哪里。他们仔细地查看所有

东西，主动向我提出买下这件或那件。他们是如此仔细，这些外省的人们，有一次一个人在深入地

查看一番之后对我说: 几周之内一整个家就彻底地消失了，这真是可怕！没有人把我也算进去。当

我一个人时，就静静地坐着读儿童书籍；我在阁楼上找到一大箱子这些书。它们落满灰尘，被油烟

熏得发黑，有些干得发脆，有些泛潮，如果拍打它们，总会掀起团团的黑雾；那些纸板封面的小册

子里有纹理的纸页已经不见了，只还留下一组组参差不齐的岛屿一样的纸边。但当我翻开这些书

页，我就象一个水手一样在这些危险中占领了它的内容。有一次我还有了一个少有的发现。我发

现，翻动书页的时候，上边和下边页边的黑雾与霉腐带来的黑雾有所不同，然后我又发现许许多多

难以描绘的污斑，最后在扉页发现一些潦草的、褪色的铅笔印；这一下子击溃了我，我认出这些充

满激情的磨损，这些铅笔划破的痕迹和这些匆忙留下的污痕，它们是一个孩子的手指留下的痕迹，

我的孩子时的手指，它们三十多年来被保存在一个箱子里，显然被整个世界遗忘了！现在，我跟你

说，对其他人来说，回忆自己可能没什么特别的，但对于我，却好象是最底下的被翻到了最上面。

我还发现了一个房间，是三十多年前我的儿童游戏室；它后来被用作放要洗的衣服的衣橱或类似的

东西，但基本上他们还是让它保留了我坐在松木桌旁的那盏链子口上有三只海豚的煤油灯下时的原

样。现在，白天我又重新在这里一坐好几个小时，象一个双腿够不到地面的孩子一样读着书。因为

你看，我们的头脑是不坚定的，或者进入不了任何事物，对此我们已经习惯了，因为我们脚下有坚

固的东西；但童年呢，可以说，两头都不太确定，不同于后来的夹钳的是法兰绒般的手，坐在一本

书面前，就好象在房间里坐在一张小小的纸上航行于悬崖峭壁之上。我告诉你，我真的够不着桌子

底下的地面了。

　　我还在那间屋子里放了一张床，睡在那里。然后乌鸫又来了。有一次，午夜之后，一种神奇，

美妙的歌声唤醒了我。我没有立刻醒过来，而是先在睡梦中倾听了很长时间。那是夜莺的歌唱；但

它没有停在花园里的灌木丛中，而是停在邻家的房顶上。我开始睁着眼睛睡觉。这儿没有夜莺----

我想----那是一只乌鸫。

　　你不用想：这些我今天已经讲过一遍了！我当时想: 这儿没有夜莺，那是一只乌鸫，我醒过来

了；那是凌晨四点，白天出现在我的眼中，睡意消失得如此之快， 就象波浪的痕迹被吸进岸边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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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沙土里。在敞开的窗前，在一片如柔软的白色羊毛披巾的光里，坐着一只黑色的鸟！它坐在那

里，象我现在坐在这里一样真实。

　　我是你的乌鸫----它说，你不认识我吗?

　　我真的没有立刻想起来，但当这只鸟对我说话时，我感觉非常的幸福。

　　我曾经停在这个窗台上过，你不记得了吗? 它继续说。这次我回答说: 是的，有一天你坐在那

儿，就是你现在坐的地方，而我急忙关上了窗子。

　　我是你的母亲----它说。

　　你看，我可能在做梦。但这只鸟不是我梦见的；它停在那里，飞进房间，而我急忙关上了窗

子。我上了阁楼，寻找一个木笼子，我记得这个笼子，因为那只乌鸫曾经到过我这里；在我童年

时，就象我刚才说的一样。它曾坐在窗前，然后飞进了房间，而我用了一个笼子，但它很快就变得

很温顺，于是我没有关起它，它自由地生活在我的房间里，飞进飞出。有一天它没再飞回来，而现

在它又在这了。我没有兴趣费力气去想那是否是同一只乌鸫；我找到了那个笼子，还重新找到一箱

子书，我只能对你说: 自从拥有了那只乌鸫那天开始，我变成了一个好人，我在生活中还从来没做

过这样的好人；但我很可能无法向你描绘，什么是好人。

它还经常说话吗? ----阿一狡猾地问。

　　不，阿二回答，它从来没说过话。但我得给它弄鸟食和小虫子。你看，这已经是一个小小的困

难，它吃虫子，我得象我母亲一样养着它；但还行，我跟你说吧， 这只是习惯，人们对哪些日常的

东西不得习惯呢? 我从此以后没再放它走过，更多的我没什么可对你说的了；这就是第三个故事，

它会怎样结束，我并不知道。

　　但你暗示了----阿一小心翼翼地试图加以确定----所有这些故事都有一种共同的意义?

　　天哪，----阿二反驳道----所有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呀；要是我知道它们的意义，我就不用

讲给你听了。但这就好象当你听到轻声低语或者仅仅只是沙沙作响的时候，你无法区分它们！

　　　　　　　　　　　　　　　　　　　　　　　　　　 【【阿阿若若手手工工录录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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