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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之書，失敗之書

──關於北島散文集《失敗之書》的幾則閱讀劄記

⊙ 易 彬

 

連續兩天──西曆2005年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我都在半夜裏醒來。窗外，雪殘留於屋頂，天

空，殘留於茫茫一片之中。這是我遭遇到的最為寒冷的冬天，一連數天，溫度都在零度以

下。我沒有北方冬天的生活經驗，零度對我來說即是寒冷的極限。半夜醒來的經驗也並不多

──夢魘的經驗並不多──一個出生於70年代後期的人，遠離政治文化中心，升學順利，生

活安穩，又會有怎樣的夢魘呢？

所以，這樣一次連續兩次半夜醒來的經驗，成為了這次寫作最為直接的驅動力。

「失敗之書」（一）

作為一本書的標題，「失敗之書」（《失敗之書》，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太像一個標

題了。

近些年來，作為散文家的北島（原名趙振開，1949年生）屢屢出現在大陸若干重要文學期刊

上，《收穫》、《作家》、《天涯》、《讀書》、《書城》，等等。他的詩歌也在不斷出

現，《北島詩歌集》（南海出版公司，2003）甚至獲得了「首屆華語傳媒大獎」。對此，我

更傾向於認為，與其說這一獎勵是對於詩歌的敬意，不如說是對於歷史的敬意──一部標明

為2003年1月出版的詩歌集獲得了2002年度的獎項，可見中國知識界對於「歷史評定」的某種

急切心理──借用本書之名，是對於一段「失敗的歷史」的敬意。對於北島那些晦澀難懂的

詩歌近作，人們（包括評論界）其實未必有真正的興趣，否則，對於這樣一位當代中國最為

著名的詩人的近作不會缺乏有效的批評──同樣是「晦澀難懂」，70年代被不可辯駁地認為

是「反革命」，那同樣也不是對於詩歌的興趣。

關於歷史，對統治者和個體而言，從來都具有不同意蘊：統治者的歷史向來是冠冕堂皇的，

是沿著某一軌道不斷上升前進的。而「失敗的歷史」，作為一種永遠無法抹去的、無法篡改

的生命烙印，永遠都只發生在個體層面──更確切地說，發生在少數個體身上：在「歷史進

程」之中，多數個體（民眾）感受得到社會的動盪（如戰爭），物質的貧困，但不會去思考

「歷史之失敗」；而某些個體，又被某種虛幻的光環所裹挾，對自我之處境難以覺察。於

是，站在後續的時間點上回顧過去，「失敗」成為了一種可堪書寫的對象。

在篇首之作《艾倫‧金斯堡》裏，北島記錄了1983年「『垮掉一代』之父」艾倫‧金斯堡

（1926年生）和他的「親密戰友」蓋瑞·施耐德來中國訪問的感受：「我對那次見面的印象



並不太好：他們對中國的當代詩歌所知甚少，讓他們感興趣的似乎只是我的異類色彩」（頁

2）。在我看來，一如將這一篇排在全書之首，「失敗之書」這一書名所彰顯的也正是北島作

為「流亡詩人」的某種「異類」色彩。

作者或者出版者──我不大清楚此書是按照作者的意志編排還是按照出版者的意志編排──

依然願意大家停留在一種「時間差」裏──在《朗誦記》裏，北島提到了1984年「星星詩歌

節」上聽（觀）眾以一種近乎狂熱的方式追逐著詩人，而詩人們（北島、顧城夫婦）被嚇得

縮在更衣室的桌子底下去的場景──「那是由於時間差──意識形態解體和商業化浪潮到來

前的空白。詩人戴錯了面具：救世主、鬥士、牧師、歌星，撞上因壓力和熱度而變形的鏡

子。我們還險些以為那真是自己呢。沒兩天，商業化浪潮一來，卷走面具，打碎鏡子，這誤

會再也不會有了。」（頁168）

停留在這一「時間差」的還包括某些特定時間的當事人，在《與久違的讀者重逢》（《讀

書》，2005年第1期）中，1970年代中國「地下詩歌」潮流的見證者之一的徐曉談到：「作為

本書的編者，我曾試圖說服他用早期的詩作《一切》中的第一句──『一切都是命運』為本

書命名，我覺得，那不但可以喚起人們對於作者的記憶，而且可以喚起人們對於歷史的記

憶。他以『失敗之書博大精深』的詩句說服我，我以為以此詮釋書名反而過於通俗。」

在我看來，至少到這本書的出版為止，這一因「時間差」而造成的「誤會」並沒有全然消

散，它順應了「商業化浪潮」的規律，成為了一個小小的賣點。經由這一書名，被凸顯的多

半依然是那個寫《回答》或《結局或開始》的悲壯英雄。

據說，北島的散文在海外結集出版時，名為《藍房子》。那是一篇記錄與瑞典詩人湯瑪斯·

特朗斯特羅姆（1931年生）交往的文章──「那房子其實又小又舊，得靠不斷翻修和油漆才

能度過瑞典嚴酷的冬天。」

我更喜歡這一書名，以文學和詩歌的名義。

流 亡（一）：遷徙

我曾以《遷徙之途》為題寫過另外一位中國詩人，穆旦（原名查良錚，1918－1977）。在我

看來，終其一生，這樣一位詩人都處於一種「遷徙狀態」之中。這種遷徙起因於外在現實因

素──建國前所遭遇的主要是窘迫的生存問題，為了生計（混口飯吃）而不得不過著顛沛流

離的生活；建國後，則主要是1959年初被打為「歷史反革命」後漫長的受難歷程。以二十世

紀中葉至80年代之前的中國詩人（知識份子）的群體境遇觀之，這種境遇並非穆旦一人所特

有，比他悲愴慘烈絕望（如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他所特有的，在於這樣一種

狀況──儘管外在社會現實一再地將其朝逼仄的境地擠壓，他仍然流現出一種強烈的「不安

分性」：即使社會不能給年輕人提供安定的生活，他也屢屢不安於那些「沒意思」的工作；

即使被剝奪了寫作和翻譯的權利，他仍傾注心力進行了大量的翻譯並留下約三十首詩歌──

為了抵達理想的藝術境界和精神境界，詩人被放逐，也自我放逐──自甘於遷徙，所謂「內

心的遷徙」；結果呢，那些外在的擠壓不僅沒有造設詩人的沉淪，反而不斷地激起他的生命

潛能與藝術潛能──在無比逼仄的生存境況下，產生了最有個人性的詩歌和最令人激動的翻

譯。

我用的是「遷徙」，而不是「流亡」，並沒有特殊用意，僅僅因為穆旦並沒有流亡。遷徙是



一個具有普範甚至中性意味的稱語。這樣一個決非人類生存本性的行為其實頻繁地出現在人

類活動之中：戰爭，自然災難，政治風潮，以及文明的發展前進，無不導致了人類大規模的

遷徙；搬遷，出逃（出走，逃難），流放（流浪），以及朝聖，作為遷徙的不同形態，因為

涉及到人類不同力量的不斷對抗，涉及到人類總體精神狀況的發展與衍變而屢屢被世人所談

及。

流亡，則是人類遷徙活動中特殊的、具有政治文化色彩的一種。它意味著從一個熟悉的家園

奔向一個陌生的國度與文化，甚至，再從陌生奔向新的陌生，直至陷入完全陌生的境地──

北島說，「八九至九五的六年工夫，我搬了七國十五家。得承認，這行為近乎瘋狂，我差點

兒沒搬出國家以外。深究起來，除了外在原因，必有一種更隱秘的衝動。我喜歡……『我一

無所有地漂流』」（頁152）。

70年代，已知天命的詩人穆旦隱匿於為數巨眾的受難群體之中，在書房裏挑燈夜譯，在舊信

劄、小紙條、日曆等等隱秘的地方寫下詩歌──寫詩是危險的，作為一個女人的丈夫和四個

孩子的父親，他必須給他們的生活以「平安」，其生命終結於一種深深的悲觀氣質。剛過而

立之年的北島則奔走於「沉淪」著的中國大地，年輕，沙龍串聯，遊行對抗，入獄威脅，以

及《今天》的創辦，最終鑄成了他的英雄氣質。

隱匿於受難群體中的穆旦（1976）省察了歷史的乖謬，權力是一塊無所不能的「腐蝕劑」

（《神的變形》），但更多的時候，這個被「權力」不斷「腐蝕」的詩人回到了自我之內心

──為自身的生命而哀挽，「生命的冬天」（《冬》）實在是過於寒冷而漫長，他再也無力

邁出遷徙的步伐，他渴望卸下生命的「重載」，停歇下來（《秋》）。

在穆旦停歇的分界點上，北島寫下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回答》）。「我，站在這裏／代替另一個被殺害的人／沒有別的選擇／在我倒下的地方

／將會有另一個人站起／我的肩上是風／風上是閃爍的星群」（《結局或開始──獻給遇羅

克》）。在那一時刻，或者說在北島的意義上，「詩歌」這一稱謂，已不僅僅關乎審美，不

僅僅關乎日常生活，而更接近於一種流亡狀態，接近於流亡詩人布羅茨基（1940－1996，原

籍俄羅斯，後入美國籍）對於詩歌的定義：「詩歌除了能與國家構成競爭之外，還會對自己

的個性、對國家的成就和道德安全、對國家的意義提出質疑。」（《第二自我》，1990）

二十世紀中國詩人，給人印象更深的，不是遷徙（流亡），而是變聲和啞聲。被迫遷徙的情

形屢屢出現，但敢於自我遷徙（流亡）並能以個人之內心承擔起這種遷徙（流亡）的，僅僅

只在少數而已──穆旦與北島在一個特定時代的交會和接續（雖然彼此從未相識），正隱喻

了二十世紀漢語詩歌精神的某種聚合，與崩散。

誰願意失敗呢？誰願意像一隻落水的狗一樣被失敗驅趕得滿大街跑，居無定所呢？那些不甘

心失敗的，不甘心在失敗面前湮息無聲的，唯一的選擇只能是遷徙，乃至流亡──「因為我

相信，逃跑是一個永恆的主題。不只是你在跑，我也在跑，每一個不願與權力認同的人都在

跑」（《布萊頓‧布萊頓巴赫》，頁66）

酒

一年之間，兩位當年「朦朧詩」的主將，相繼推出隨筆集，讀來自是別有一番滋味──記得

在還沒有看到芒克（原名姜世偉，1950年生）的《瞧，這些人》（時代文藝出版社，2003）



之前，一個京城的朋友就向我推薦，「一本充滿酒味的書」。

的確充滿了酒味──相比於《失敗之書》，相比於這個當年共同創辦《今天》的「老北島」

（芒克語），我的閱讀感受是，很多地方寫到酒的《瞧，這些人》更像是一碗米酒，喝起來

感覺溫溫軟軟的。芒克不過寫出了一些浮於表層的人和事而已，這些文字無關乎內心，無關

乎一個「失敗的歷史時代」的緊張；相反，多有一種看破人生的態勢。比如，《顧城》一

篇，顧城弒妻然後自殺身亡的行為最終歸結為一種感歎：「多麼活生生的兩個人啊，這又是

何必呢！」其口氣多麼像是一個老者對於不更事的年輕人的教訓。

《失敗之書》的很多地方也寫到了酒，恍若天下之詩人──尤其是「失敗」的詩人皆好酒，

如「被民主制度廢黜的」（不再擔任阿姆斯特丹詩歌節主席）「國王」馬丁，如許多風光不

再的俄羅斯詩人。而酒之於飲者（作者）的精神狀態，套用《飲酒記》中的「爛醉」與「沉

醉」，也可區分為兩種功效，一種是「麻醉」：

漂流海外，酒成了我最忠實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許願，告訴你沒有過不了的關；它

從不背叛你，最多讓你太疼兩天──開個玩笑而已。頭幾年住在北歐，天一黑心就空

了，只有酒陪我打發那漫漫長夜。（《飲酒記》，頁175）

有時覺得這晚過不下去了，非把自己灌醉才行。第二天醒來，鬆口氣──總算又熬過一

夜。（《遊歷，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頁293）

在《朗誦記》的末尾，北島也寫到了酒：

有時面對聽眾，我會突然心生倦意。我們先人怎麼朗誦來著？把酒臨風，應答唱和，感

懷贈別，生死無限（頁172）。

北島所感到疲倦的是，「詩人就像和尚，先得有個廟立足，再雲遊四方……游離在『廟』外

的美國詩人極少。連艾倫（注：即金斯堡）也熬不住，被他痛恨的系統所收編。科爾索

（注：一位詩人）混進去，行為不軌，又被趕了出來。對詩人來說，死還是活，這是個問

題。」他寫下了一個詩人──或許是許多中國詩人所渴望的境界，一個沉醉的生命境界，一

個已遠離於現實生活的境界。

酒，區分了不同的精神世界。

亡 靈（一）：帕斯

我的朋友，一位執著於詩但詩名遠未隆勝的詩人，寫過一首《為亡靈彈奏》（遠

人，2002），以獻給已故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1914－2002，1990年獲諾貝爾文學

獎）──除了文字之外，他僅僅在閱讀和記憶裏見過這位詩人，但這一點也不妨礙他對於詩

人的敬意：

我們不再看到他的臉，記憶裏留存的肖像 

不再清晰，像四月的一個凌晨，他預留的 

時辰，我們無法看到 

撫摸他臉龐的手掌，究竟屬於上帝 

還是時間，一些謎底 

永遠無法揭曉，像他沒有寫出的詩歌 



被時間阻擋，我在這阻擋裏看見了永恆 

──那只是一首哀歌，人類不可能抵達

北島則直接以《帕斯》為題寫到過他──在帕斯八十壽辰上（1994/3/10），北島朗誦了帕斯

的《街》，一首在80年代「有點兒讓人悶得慌」的詩：

所有的黑暗無門。 

重重拐角出沒 

總是把我引向這條街 

沒人等我，沒人跟我， 

我追趕一個人，他跌倒 

又爬起來，看見我說：沒人。

「沒人」原譯作「空無一人」，北島做了改動，「這樣更短促，更具突然性」──更符合80

年代中期以後北島詩歌的句法結構。美國人給一個外國詩人舉行了前所未有的祝壽活動，這

讓壽星帕斯「容光煥發，步履穩健，毫無病痛和大火的陰影」。但北島還是捕捉下了帕斯作

為詩人的另一面：「朗誦會開始前不久，帕斯跟艾略特一起挑選朗誦的詩，他突然慌了神，

對艾略特說，『我該念甚麼？它們都不怎麼樣，真的……』此時此刻，帕斯成了另一個，更

接近我通過閱讀認識的那個《街》的帕斯，他疑心重重，在黑暗中摸索，跌倒了又爬起

來……」（頁40）在一些細微的舉動裏，在一首詩裏，詩人的形象得以復活，和延續。

這樣一種精神對應狀況，在部分漢語詩歌界衍變成為一種「與亡靈對話」的寫作行為。1993

年，詩人評論家歐陽江河寫下了一篇後來被廣泛流傳的文章，《89後國內寫作：本土氣質、

中年特徵與知識份子身份》。其結尾以這樣一種宣諭式的語氣寫到：「記住：我們是一群詞

語造成的亡靈……它來到我們身上，不是代替我們去死而是代替我們活著，它證實死亡是可

以搭配和分享的。在語義蘊藏和內在視域這兩個方面亡靈都呈現出追根溯源的先驗氣質，超

出了存活著的記憶、恐懼和良心，遠遠伸及一切形象後面那個深藏不露的形象」。

三年後，另一位詩人評論家胡續冬指出，「亡靈」乃是90年代以來部分詩人寫作中的一個

「具有揪心的語義力量的自況性隱喻」，這樣一個詞「承擔起了從社會地位到精神狀態的多

層次的自我指認，它既意指了90年代詩人們的生存相對於國家話語和市民話語的雙重缺席狀

態，又準確地把握了詩人內心的寫作情境在對峙語境、『集體創造』的衝動消失後面對寫作

可能性的壓力時的恍惚色彩，同時又表達出了他們試圖以自我的虛位穿行於廣漠的物質實在

與社會關聯的詛咒式的激情」（《在「亡靈」與「出賣黑暗的人」之間》，1996）。

在這樣一種纏繞著的句式背後，有一雙雙亡靈的眼睛在注視。

亡 靈（二）：彭 剛

「亡靈」，永遠都只來自於這個世界的某些隱秘的側面──來自寫作者的經驗與想像，那些

引起共鳴的東西；也來自寫作者自身，某種精神缺失，或那些無可挽回的精神崩散。

芒克和北島都寫到了一個人，而且都是直接以他的名字標題，《彭剛》。

彭剛何許人也？一個與北島、芒克同時代的人。在70年代，他是一個畫畫並寫詩的「藝術瘋

子」，摔壞了胳膊，扯掉繃帶，和芒克一起，兜裏僅僅揣著兩塊多錢，爬火車從北京一直到



了武漢──幻想著把「先鋒派」（僅僅有兩個成員）發展到全國各地去──最終，作為盲

流，被遣送回京──對他們的生命歷程而言，這一事件「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回來狂畫，猴

子狂寫，都感到自己受到了侵犯，也就是說，被刺激起來了」（彭剛：《彭剛、芒克訪談

錄》，廖亦武主編，《沉淪的聖殿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頁187。猴子即芒克）。

在芒克筆下，這樣一位最終身居技術要職、迎娶漂亮妻子、兒子成雙、不時「視察」世界的

彭剛，「沒死反倒出息大啦！」

在北島筆下，這樣一個彭剛，既是狂野青春的見證：「回首往事，大可不必美化青春。我們

那時一個個像孤狼，痛苦、茫然、自私、好勇鬥狠」。更是青春消散的見證：「夢寐以求」

的《今天》（1978）終於創辦的時候，他已是北京大學化學系的學生，他已只是「偶爾到編

輯部坐坐」，當初喝酒時的承諾化為了「咧嘴一笑」：「船……太小，只能坐倆，不可能帶

走所有他曾許過願的人」。之後，「隻身」去了美國。之後，拿到了美國著名大學的博士學

位，最終成為了某著名公司的總工程師。他「算很成功了」，約他給《今天》（在海外重新

復刊）寫稿，彭剛「這回不再提那條船了」，只是一個勁地推說，「睡覺的工夫都沒有。

嗨，過日子……以後吧」。

北島的文章以彭剛自殺開頭，「他自殺，我是信其有的，為此難過了好幾天」，通篇卻都是

青春年代的回憶，可見自殺不過是回憶的起因或藉口，北島所要勾勒的，在我看來，不是別

的，乃是自身生命的消逝──他以另一種方式呈示了「難過」的意蘊。理想，信念──分

歧，懈惰，像一堵牆的兩面，裏牆和外牆，在不同文化裏，在世俗生活裏，在時間的緯度

裏，以無可挽回的方式，紛紛敗落，或慢或快。

那些神出鬼沒的「亡靈」，最終意味著對於自我生命的一種慰藉與補償。二十世紀漢語文學

自身屢屢被政治文化所侵犯──屢屢削弱甚至斬斷詩人們的精神衝動，屢屢將詩人們推向逼

仄的生存境遇之中──而最終呈現出一副整體性的精神虛位狀況，「亡靈」成為80年代以來

某些敏銳的漢語詩人們的「自況性隱喻」，實是自有其深刻的內在動因。

在北島而非芒克的筆下，彭剛最終成為了「亡靈」。「詩人之死，並沒為這大地增加或減少

甚麼，雖然他的墓碑有礙觀瞻，雖然他的書構成污染，雖然他的精神沙礫暗中影響著那龐大

機器的正常運轉」（《詩人之死》，頁11）。

流 亡（二）：漂泊，無知

在《無知》（中文版，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中，已加入法國籍的原捷克作家米蘭‧昆德

拉（1929年生，1975年開始定居法國）寫到了一個流亡的故事。在他看來，為了避免意識形

態上的爭論，歐洲歷史上「兩個偉大的日子」需要區分：歐洲共產主義之火產生了「流亡者

（或者叫大叛徒、大受難者，都可以）」，而它的解體，「使流亡者退出了歐洲的歷史舞

臺；與此同時，群體潛意識大導演也停止了它最為獨特的創造，即流亡之夢的創造」（頁

31）。小說中的女主角伊萊娜在這背景之下從巴黎回到了二十年沒有回過的布拉格，結果發

現自己根本就無法回歸：既無法「回歸」布拉格，那些依然活著的家人、朋友不斷地向她講

述「過去」的事情，對於他們在國外（流亡）的生活情形毫不關心──這意味著布拉格對所

謂「流亡生活」採取了一種排斥的態度；同時，她也無法「回歸」巴黎──不僅無法「回

歸」，「回歸」前的自我信念也被無情地摧毀：



他們早已了解清楚斯大林主義是一種邪惡，流亡國外是一個悲劇。他們（注：巴黎人）

對我們想甚麼不感興趣。他們對我們感興趣，是要把我們當作他們的想法的活生生的證

據。為此，他們才對我們慷慨相待，並為此而自豪……這時，事情就變得很糟糕了，我

並沒有像他們期待的那樣行事……他們的確為我做了很多，他們在我身上看到了一個流

亡者的痛苦。然而。又到了我要用回歸的喜悅來證明這種痛苦的時刻。可是沒有證明

成。他們都錯了。我也是如此，因為在這期間，我一直認為他們並不是因為我的痛苦而

喜歡我，而是喜歡我本人……我已不再是一個流亡者了。我不再讓人感興趣了。所以她

（注：伊萊娜在巴黎的女友）客客氣氣，帶著微笑，慢慢地與我斷了往來。（頁172－

174）

北島雖有流亡之實，但在《失敗之書》裏，他其實是盡量避免使用「流亡」一詞的。其出現

次數全書不足十次。而且，這個詞基本上並不指向他本人──在《搬家記》中，他提到了柏

林牆的「轟然倒了」，隨後卻僅僅說到：「直到那時我才意識到回不了家了」（頁152）；而

對於雖同樣流亡到美國但仍然保留著一種「傲慢」的布羅茨基，他甚至流現出某種厭惡的情

緒──無論在辭彙選擇還是在實際生活觀念上，已在海外「漂流」（流亡）了十數年的北島

都表現出一種很微妙的態度。《上帝的中國兒子》甚至用了「誤讀」一詞：「我那困難的表

情（因醉酒而頭腦不清醒）大概被聽眾們誤讀成流亡之苦」（頁27）。其潛臺詞是漫長的海

外流亡生活並不苦？

《無知》終究只是小說，伊萊娜雖然最終省察了自身作為流亡者的生存困境與回歸（無法回

歸的）困境，故事卻終止於她的醉酒狀態──作為流亡者，她也好酒，在某些「過不下去

了」的時候，她也「非把自己灌醉才行」──她需要一種短時間之內無法喚醒的沉醉來緩解

驟然省悟到的危機。但現實生活之中，沉醉終有一醒，酒醒之後怎麼走呢？沒有答案。

在《失敗之書》裏，有許多與「流亡」近似的詞，「搬家」、「流浪」、「漂泊」、「漂

流」「逃跑」、「遷徙」、「逃亡」、「旅行」、「遷移」，其中除了「搬家」外，給我印

象更深的是「漂泊（流）」：

我得感謝這些年的漂泊，使我遠離中心，脫離浮躁，讓生命真正沉潛下來。在北歐的漫

漫長夜，我一次次陷入絕望，默默祈禱，為了此刻也為了來生。為了戰勝內心的軟

弱……「漂泊是穿越虛無的沒有終點的旅行。」經歷無邊的虛無才知道存在的有限的意

義（《自序》／封底文字）。

「漂泊」這樣一種狀態使我想起了一個著名的稱語：「無物之陣」（魯迅：《野草·這樣的

戰士》，1925），一個近二十年漢語知識界屢屢論及的精神話題。人類的精神狀態總是有著

某些差異性的，《無知》揭寓了歐洲大陸流亡狀態的結束，以及這種結束對於流亡者本身的

意義，這一揭寓對整個人類而言固然同樣有效，但依然被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緊緊包裹著的

整個人類顯然未必同時進入這一「結束狀態」。

「北島曾坦言：『在海外的生活，虛無的壓力大於生存的壓力。』有人問：所謂『虛無的壓

力』指的是甚麼？有人問：在漂泊的日子裏他的心理支柱是甚麼？這些是我們特別想知道

的，但這些並不一定是我們能夠理解的，完全生活在不同處境中的人是不容易進入的。」

（徐曉：《與久違的讀者重逢》）「心理支柱」問題自然是可以深究的，「完全生活在不同

處境中的人」自然也容易造成某些「無知」，而我所進一步擔心的是，如果流亡終將是──

或許早已是一種懸空的境界，如果流亡終將陷入「無物之陣」，那麼，所謂「無知」的狀



況，不僅僅指向不同處境裏的非流亡者，也指向在這種不同處境裏穿梭的流亡者自身。

「無知」，顯然需要人類的警惕與省察。

失敗之書（二）：詩與散文

在《詩人與散文》中，流亡詩人布羅茨基寫到：

平等的觀念與藝術的天性不符，每一個文學家的思想都是帶有等級的。在這一等級制

中，詩歌是高於散文的，詩人自然也應是高於散文家的。之所以如此，不僅僅是因為，

詩歌事實上的確比散文更悠久，而且更是因為，一個一窮二白的詩人仍能坐下來寫一篇

散文；與此同時，一位處在同樣環境中的散文家卻未必會想到去寫一首詩。即使這位散

文傢俱有寫作一首詩作所必需的條件，他也清楚地知道，較之於散文，詩歌所能贏得的

報酬要少得多，也慢得多。（《文明的孩子》，頁136－137）

在《自序》、《遊歷，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等處，北島寫到：「我是因為生計開始寫散文

的」。四年內（另一處為六年？）住過七個國家搬過十五次家，「這就是一種散文語境。這

些日子你都去哪兒了？幹了甚麼？這是詩歌交代不清的……詩歌最多能點睛，而不能畫龍，

畫龍非得靠只鱗片爪的勾勒連綴才成」。「寫散文對我是一種放鬆，寫詩久了，和語言的關

係緊張，像琴弦越擰越緊。另外，詩歌所能表達的畢竟有限，比如對日常生活以及對人與事

的記錄是無能為力的。」（頁291）

如果承認人類精神的確存在某種差異性與等級性的話，那麼，北島即和布羅茨基構成了某種

對應──對應了布羅茨基所認為的那種「低一等級」的東西，艱難的生存狀況不僅改變了詩

人的寫作，更是從根本上削低了詩歌神聖的地位與價值：「有限」的、「交代不清」的詩歌

不過是生命的「點睛」，而不能成為更多──它不足以成為「失敗」的見證。

在北島看來，能夠作為見證的不是別的，乃是這一冊用散文寫就的《失敗之書》。北島以

「失敗之書博大精深」自命，這固然凸顯出個人歷史的輾轉流離，同時，也揭寓了文學等級

的根本變化──聯繫到現今漢語詩歌的實際處境，這一觀念未必不深深地烙在絕大多數讀

者、評論者乃至寫作者的心中：「把酒臨風」的境界已蛻化為「將自己灌醉」的境地，寫作

者的內心精神已在時間的矩陣裏發生了無可挽回的崩散，而這，顯然不僅僅是北島個人的失

敗，更是時代和歷史本身的失敗。「哪兒都不適合詩人生存」，北島說（頁23）這話時的口

氣和布羅茨基其實有幾分相似。不過，布羅茨基始終在強調詩歌帶來的某種尊嚴和驕傲，北

島則進一步說到：「詩歌本來就是邊緣化的東西。和八十年代初的熱鬧相比，也許目前詩歌

的處境更真實。」

我相信時間最終會檢驗出哪一個更為真實！對我個人而言，《失敗之書》不過是這段時間內

關於70年代開始活躍的那一代人的一系列閱讀的一個代稱而已。這些閱讀，有的是新讀，有

的是重讀，如《沉淪的聖殿》。以我個人的體會，《失敗之書》所呈現的，也未必是比那些

不曾流亡的人更為複雜的生命經驗──北島之沉重與芒克之輕盈未必有等級之分。或者說，

流亡著的北島有著一種複雜的生命經驗，但化為散文，其經驗遠未同期打開。在一篇題為

《〈失敗之書〉覺悟之書》的評介文章中，年輕的作者（據猜測）即寫到：「不得不說，北

島寫作的語境確實離我們遠了，這種距離能產生幻覺，也正在生成隔膜……北島寫的文字基

本屬於上一代人，他們又跳出了我們當代文化的勢力範圍，於是，就有點像上一個時代的通



用幣，像是──糧票。」（王瑞芸、海豚：《北京青年報》，2004年11月11日）

一本「博大精深」的「失敗之書」最終僅僅引發了世人的一種不慍不火的感歎，這也許更為

接近「失敗」的原初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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