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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独白》：你未曾了解的海上钢琴师

绿逸读书会由北京
外国语大学负责意大利
当代文学的副教授魏怡
老师召集并指导，参加者
是意大利语专业的研究
生和本科生。成员共同
阅读、讨论意大利的现当
代文学作品，既聚焦卡尔
维诺、埃科等大师的经
典，也关注“斯特雷加”文
学奖等意大利最新的文
学现场，希望能利用语言
优势在中国推介、研究意
大利的文学作品，并鼓励
更多的读者在阅读中了
解意大利的历史传统和
当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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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蜜的废墟》：创伤传递、复仇与疗愈

申霞艳、吴夜、陈佳佳、郑威容、郑晓萱、陈晓亭等10人正在讨论

申霞艳：这次大家细读的是陈谦的《哈蜜的废
墟》。谈论陈谦，很难摆脱海外华文写作、女性、硅谷、
广西等关键词，也很难不使用代际创伤传递、自我认
同、镜像、欲望、空间等理论。她的《特蕾莎的流氓犯》
曾引起文学界广泛的关注，并被《收获》60周年纪念
集收录，可以视为陈谦的代表作。陈谦是纯理科背
景，曾在硅谷工作，后转型写作，主攻中短篇，产量
不算高，但转载率较高。新作《哈蜜的废墟》去年在
《收获》（2019 年第 6 期）发表后被《新华文摘》
（2020年第3期）转载，网上已有一些跟踪评论。

《哈蜜的废墟》以第一人称“我”讲述哈蜜的故
事，以哈爸的葬礼开始回叙，慢慢接近秘密的核
心——哈妈的心理创伤，哈爸被她冠以“老色狼”的
称号，父亲对童年女儿的亲昵被视为性侵犯，他坚
持离婚将女儿带到美国。哈妈的创伤来自她对情
欲、身体的认知错位，这恰是禁欲时代的恶果。哈
妈的控制欲比曹七巧更为隐秘且高明，时尚得体的
华服、富丽精美的花园和可口营养的美食使人无法
窥探她颓靡、阴郁的内心世界。哈妈臆想的色狼使
哈蜜丧失了爱的能力，她甚至想通过延长绝症父亲
的受罪来为母亲复仇，但也是在侍候父亲的过程
中，在将泳池打造成废墟并与老父亲一起生活的3
年，哈蜜对荒原上度过的童年的感知渐渐复活，对
异性与人生有了新的认识。

哈妈对女儿的过度保护反而培育出哈蜜的精
神废墟；叙事过程穿插着“我”对待女儿的实习和恋
爱问题。最终，哈蜜与父亲的植物药学事业达成和
解，而叙述人“我”也通过哈妈这一镜像重新反省自
己对女儿的控制欲望。

现代小说不再追逐明晰的中心思想，更迷恋发
散和辐射。《哈蜜的废墟》在创伤心理、空间意象的
对比、镜像的设置、不同语言的使用等方面都有较
大的探讨空间，请大家谈谈自己的感受。

空虚、残败和荒凉的精神废墟

吴 夜：精神创伤是陈谦长期关注的话题。在
《哈蜜的废墟》中，施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界限变得
模糊。哈妈固然是受害者，但她却把固执和偏见传
给了女儿；哈蜜难以形成健全的人格，竟然将仇恨
和愤怒抛给哈爸。至此，这场悲剧的发起者完成了
身份转换，不得不为当初的冲动承受精神和肉体的
双重折磨。陈谦借此似乎想告诉我们：一旦个体无
法走出先前不幸的阴影，一切获得内心安宁的可能

途径都会在不断积聚的负面情绪面前失效，自我就
在有意或无意的损人与自损中彻底沉沦。

关于这一话题的叙说并不少见，《哈蜜的废墟》
同样描绘两代人的畸形心理，然而当我们读到哈蜜
想方设法挽救其父的生命不是出于孝心，而是意欲
延长其苦痛，内心还是极为震惊的。更有意味的
是，小说中较为开朗、豁达的“我”也意识到自己将
步哈妈后尘，难以放下对女儿的监视和控制。这
就从更为普泛的视角审视人性。陈谦对刻意强调
性别意识，对描绘女性的标新立异和特立独行并
无太多兴趣，她总是返诸自身，探寻在不同背景下
女性或明或暗的精神痼疾与解救之道。这既是陈
谦关于女性书写的独到之处，也是其作品价值和意
义所在。

陈佳佳：陈谦的小说致力于生命的自我辩论，
“此在”强烈的反思意识令其自觉靠近“灵魂的
深”。身份认知是陈谦的关键词之一，置身异域文
化的人物总在不断寻找过去，且超越认知中的地
域、时代、文化桎梏，洞见自我之外的个体。

郑威容：“哈蜜的废墟”具有隐喻性，“废墟”指
向哈蜜内心的空虚、残败和荒凉。是什么造就了这
样的哈蜜？是她饱受创伤的母亲。上世纪50年代
从印尼归国的哈妈，认为自己被身为其师长的哈父
诱奸。因此她从小给哈蜜灌输男性都是“色狼”、

“变态”的观念，对哈蜜的交友进行严格的监控，导
致了哈蜜的交友障碍。而哈妈在生活中对哈蜜无
微不至的爱，又间接对哈蜜造成情感绑架，导致哈
蜜强迫自己按照母亲的期望来生活，不敢追求自由
和爱情。母亲死后，哈蜜感受到了“难以表达的轻
松”，但本质上，她依旧没能获得灵魂上的解脱和释
怀。她深陷于母亲过往的创伤中，对父亲始终难以
原谅。灵魂如废墟般荒凉残败的哈蜜，是精神上伤
痕累累的哈妈的镜像，小说由此呈现出作家对创伤
的代际传递这一现象的关注和审视。

空间叙述与精神建构

郑晓萱：空间是精神的建构，是心理的表征。
对空间的叙述，是这部作品勾连三代人经验的方
式，也是作者探讨女性创伤及治愈的路径。小说通
过“我”对结核病院遗址的排斥心态，暗示了哈蜜和
格林的不合法关系。这一方面使“我”和哈妈达成
潜在一致；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我”对哈蜜母女畸形
生活的恐惧，三人的经验就此关联。

在哈妈的花园中，哈妈尝试去创造一个没有哈
爸的、自己有绝对权力的空间，但她对于哈蜜和

“我”几乎变态的控制，反而变成哈蜜甚至是“我”的
枷锁，这意味着哈妈逃离创伤的失败。“哈蜜的废
墟”是哈蜜和哈老最后“较量”的地方，哈蜜承认了
罗曼史，揭露了往事，并且要填平泳池，清理废弃
物，卖掉房子，这是对废墟的承认和改造，也是哈蜜
走向治愈的可能。小说从殡仪馆始，于废墟般的居
所终，使问题从上一代的遗留，进展到“这一代人的
挑战”。

陈晓亭：《哈蜜的废墟》中，空间的体验是人物
心理的绝妙注脚。“我”和哈蜜的交往忽远忽近，这
种状态的转换是通过空间变化实现的。处于公共
空间时，哈蜜有意隔绝自我，甚至营造假象任由他
人误读。无论是“殡仪馆”的孝女形象，还是“俱乐
部”充满奶油爆米花甜香气息的回忆，都随着距离
的拉近而破裂。这种破裂源于私人空间中哈蜜对
内心的隐秘敞开叙述。某种意义上，她对家的重新
装修意味着对内心的重新整顿，对“我”袒露隐秘也
是一种积极的修复。

李霜银：作为海外华文作家，陈谦的语言转换
很有意思。除了哈爸给哈蜜留下的遗言外，英语第
二次在小说中出现是哈蜜感谢“我”来参加哈妈的
葬礼：It means so much to me，more than
you could image. 一般来说，真情流露时我们不
会下意识使用非母语，但从全文哈蜜使用英语的场
景来看：她向我澄清她和导师的关系时说：Don’t
get me wrong，在解释哈妈的过往时她又道出一
半的“Harassment”；哈妈激怒“我”时，哈蜜说：
Forgive us；哈妈去废墟寻找哈蜜未归，她趴在方
向盘上哭喊道：You never know!可以看出，哈蜜
在运用英语时几乎都表达了真话与真情。我想这
大概是因为在哈蜜用汉语交流时，是被哈妈规定着
的。对哈蜜而言，英语更像是一处未被规定的伊甸
园，可以允许一些秘密的自由想法存在。然而这一
处伊甸园也正在被摧毁。在小说中，哈妈正努力学
习英语，她对我说出哈蜜性格的秘密时说：Just
between you and me.非母语的宣布格外正式，
就像转换场景进入了一种语境空间：这里没有别
人，只有我们。

试想，一部外国电影中，从头到尾使用英语交
流，突然一人对另一人用中文说“别误会我”。除了
一种强调外，它本身也构成了一种限制性信息的传
达：这是一种带着门槛的传递，它明确规定了语言

的接受对象，而这个规定正标志着我们所处的空间
不允许这种规定之外的“非法”语言存在，所以才需
要换一种语言表达。

代际关系的崩溃与情感缠结

陈林丹：《哈蜜的废墟》关注创伤下母爱与情爱
之间的缠结。哈妈一再灌输的“这个世界到处都是
色狼”，仿佛是《金锁记》中曹七巧对长安“男人，碰
都碰不得”之类告诫的回响。“种瓜得瓜”，可以理解
为：惩罚哈老，才能化“结”为“解”，卸下不可承受的
生命之重。然而，结尾哈蜜住宅里的残败凌乱暗示
着主人依旧生存在“废墟”之中。温情脉脉的母爱
已被极端异化，而女儿迫于伦理的天然弱势不得不
牺牲其追求情爱的理性自觉，这种别无选择的无奈
之深，令哈蜜即便面对孤独终老的归宿也云淡风
轻。以母爱之名扼杀青春与爱情的故事设置，使文
本笼罩着冷峭、惊悚的寒光，陈谦也由此打开了通
往人性与情感幽暗之处的门户。

朱 健：《哈蜜的废墟》聚焦代际关系中溃败的
一面。父母离异之后，哈蜜跟随母亲移居海外，哈
母将自身从两性关系中遭受的创伤和仇恨发泄、灌
输给哈蜜，致使后者出现严重的交际障碍并延续仇
怨，在多年后以一种隐秘且病态的方式实施对父亲
的复仇。代际关系的坍塌与溃败，同样出现在“我”
和杰西卡这一对貌似亲密和谐的母女身上。“我”奉
行的是一种有异于哈母的放养式教育，给予下一代
足够的尊重和个人空间。但即便如此，杰西卡仍在
学业恋情诸事上对“我”有所隐瞒，这种不信任感使

“我”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小说结尾，
哈妈“愁苦的脸”在人群中鬼魂一般闪出，“控制”与

“逃离”的博弈似乎仍会继续。
刘 欣：“哈蜜的废墟”与“哈妈的花园”是一种

对比与延续，哈妈用美丽的花园来掩饰内心的伤
痛，她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迫切地希望女儿拥
有自己所想要的人生。然而，她对女儿的把控却使
得哈蜜的人生变得畸形、痛苦，命运的阁楼坍塌成
为一片废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废墟正是哈妈
所遮掩的经历，她将这段记忆的后遗症延续、转移
给女儿。

“我”作为讲述者与对照者看似自由解放，却在
女儿婚恋问题上现出了哈妈的影子，“我”有自己的
花园，也暴露出花园下的废墟，而你我他，都会有这
花园与废墟交织的影子。

《海上钢琴师》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电影，讲述了
1900传奇的一生。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它是由
意大利作家亚历山德罗·巴里科的剧本《1900：独白》
改编而来。作为被遗弃在头等舱的弃婴，1900由船上
的水手收养并按年份为其命名，他逐渐展示出无师
自通的钢琴天赋，在船上听过他演奏的人，都被深深
打动。1900的一生都在海上度过，尽管对外面的世界
充满好奇，他却从未踏上陆地，最终随着因废弃而被
引爆的“弗吉尼亚人号”一起永远地消失了。此次读
书会将从文本的多个角度深入解读这部短小精炼却
引人深思的经典作品。

@周子涵：1900是游离于正常社会的“隐身人”
1900从出生起就生活在有限的空间中，他生活

的范围是可数的、能做的事情也是有限的，对他而
言，广阔无垠的大海之外的世界是格格不入又截然
不同的。当人遇到未知的事物时，第一件事就是先在
脑海中迅速寻找类似的模型，因此1900想到了有始
有终、只有88个键的钢琴。而世界却与钢琴不同，他
把世界比作上帝的琴键，这使他不知所措、不安恐慌
并想要逃避。“我眼中的整个世界，美丽而可怕。太过
美丽。恐惧带我后退。”这种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使他
与陆地产生了隔阂。他认为这是他无法驾驭也没有
资格驾驭的部分。

从社会层面来看，没有身份象征的1900是个游
离于正常社会的“隐身人”，但他的存在却建立于他
的音乐之上。在音乐中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挥他的
才能，获得生存的价值，体味生存的意义。囿于音乐
不迈出脚步，就是懦弱的躲避吗？他又何尝没有在音
乐中获得充沛的内心满足？尽管最终1900接受了自
我毁灭的结局，但他的存在永远镌刻于那架钢琴的
琴键，他弹奏的动听音乐永远萦绕在船舱内。
@金惠莹：“弗吉尼亚人号”里的社会与悲欢

“弗吉尼亚人号”就像一面镜子，它洞照着欧陆
文明的垂垂老矣，也洞照着美国新大陆的冉冉升起。
在工业时代的浓烟与火花中，每个渴望改变命运的
平凡人都显现出一种无可掌控的渺小。然而和芸芸
众生的悲欢相比，1900的世界又像是世界之外无比
式微的一个点，长久地静止在时间和空间交错的维
度中。而每向前一步，他的身影便在庞大的“弗吉尼
亚人号”前，越变越小,这是一种真正的渺小，更是
1900与这个世俗世界的不可调和。

“弗吉尼亚人号”已数不清往返的次数。成千上
万的人在1900的音乐中得以相遇，获得共同的片刻
使灵魂得以喘息，然而音乐停止，他们随即毫不犹豫
地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1900却依旧平静地生活在
这些道路的平行线上。在这尘世中不为人知的隅落，
他窥见世事变迁众生百态，经历文明的衰落与崛起，
而他始终一个人，伴着一架钢琴，栖居在一艘好像将
要湮灭的巨轮上，漂泊于一片望不见来处与尽头的
蔚蓝间。
@谭钰薇：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

“只要你还有一段好故事，并能向某人讲述它，

那你就不是在瞎折腾。”如果1900就是那个美好的
故事，其知心朋友、小号手Max则是这段美好故事
的见证者与讲述者。Max赞赏朋友的才华，从开始就
曾劝说他尝试去过船下的生活。Max和1900并非一
路人，前者不堪生活重压，但还选择回归世俗，后者
则宁愿在局限却完美的天地里去寻找上帝永恒的音
符。现实与理想的化身在“弗吉尼亚人号”上匆匆交
汇而又各奔东西。后来，现实为理想动容，理想初心
不改。1900和陆地最近的一次距离，穿着Max的驼
绒大衣，永远地留在了第三级舷梯，或许正是这次

“失败”的登陆尝试，让Max看清了他的朋友在彼
岸，而他在此岸。Max生来是陆地上的人，他最终也
回归到陆地。船上的Max醉心于每一个音符，甚至
会流下眼泪，而船下的他，面对战争觉得吹小号一点
用也没有了，身陷囹圄，他将回忆视作救赎。再后来，
当现实致敬理想，虚幻行将消散。

Max也许只是工业化时代与战争中的众生缩影
之一，他们心中仍存有着对于纯粹与美好的信仰，那
个信仰或化作人形，或化作流淌的旋律，也许有一
天，他们不堪重负，告诉自己：“站起来走吧，结束了，
这次是真的结束了。”
@周卓靖：音乐与生命

无论是在小说中亦或是在电影中，音乐都是故
事情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能烘托气氛、推
动情节的发展、展现人物心理，还能营造出情景交融
的意境并将人物形象勾勒得更加立体生动。

在巴里科的剧本《1900：独白》中，主人公1900
一生与音乐和大海为伴，音乐是他认识和了解陆地
上的世界并与之交流的独特方式，88个黑白琴键交
错时流淌出的旋律，便是他生命的全部旋律。可以说
音乐是1900感情的寄托和精神的依靠，也是整部作
品的灵魂所在。1900通过他人的音乐来感知外面未
知的世界，又通过钢琴声来表现自己脑海中构建出
的世界。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被抛弃在船上不知身
份、不知来处更不知去处的人，1900的生命就像是
一段虚幻缥缈的经历，除了船上的人，世间没有任何
人知晓他的存在，但随着钢琴流泄出的琴声却又实
实在在地承载着他存在过的痕迹，一个个或高或低
的音符便是他生命最好的见证。
@潘晨：多重意义的空间

在西方文学中，海洋孕育神话与谜。传说里没有
终点的航行，搭载的总是失去家乡的“疯人”。1900
的出生地就是大海，蓝色是他人生的底色，碧蓝的航
线上却找不到他旅程的终点。大海无边无际，充满着
未知，令人恐惧。巴里科却在这片无限的空间里，为
1900构造了一个有限的国度——“弗吉尼亚人号”。
这艘船将1900紧紧包裹着，给了他安全感。海上的
风浪是1900演奏的背景，就连甲板上的大雨也一同
变得诗意起来。与此同时，1900眼里的陆地更像是
常人眼里的大海，“陆地是一艘太大的船”，物质太过
丰富，选择太过纷繁，现代文明将人束缚。

除了陆地、大海与“弗吉尼亚人号”外，文中还
展现了主观意义上的空间。有限的琴键是一把打开

音乐世界的钥匙，也就此打开了1900广袤无垠的
精神空间。《1900：独白》中，巴里科将有限与无限、
抽象与物质的空间形成对比，1900在这其中是一
个异类，因为他对大海、陆地的认识异于常人，并拒
绝融入现代文明。只有“弗吉尼亚人号”能盛下
1900的精神世界——这艘船是他出生的摇篮，也
是埋葬他的地方。当他一步一步走下扶梯又向上折
返时，他与陆地的联结彻底断开，死亡的结局也就
此埋下伏笔。
@向施臻：现实移民潮下的寓意——陆地与海洋的选择

20世纪初，大量移民奔赴美国。与此同时，工业
革命使得美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无法在
乡间找到一席之地的新移民们纷纷涌向城市。在工
业革命与移民潮的共同作用下，美国迅速从传统的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然而，新移民如何在急剧
的社会变化下顺利融入美国社会也是一个亟待解决
的问题，尖锐的社会矛盾与文化上的不相容都是横
贯在新老移民之间的鸿沟。

文中的1900从未涉足过陆地，更何谈拥有融
入社会所需要的种种身份证明。以外界的标准看
来，他是一个不存在的人，抛弃了自己的社会身份；
而现实社会中的新移民们在面对如何融入新社会
之时，何尝不曾经历过1900内心的煎熬与彷徨。不
过背井离乡的他们唯有孤注一掷，拿出破釜沉舟的
勇气在这片新大陆上扎根，否则便是退无可退，被
逼入绝境。传统社会的迅速更迭与完全陌生的社会
环境是当时移民大潮下每一位新移民不得不面对的
困境。而文中1900对于现世的疏离与格格不入也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新移民们的
困窘。
@刘斯璇：巴里科——讲故事的大师

巴里科是讲故事的高手，他把作品里的“妙”都
摆在了明面上。

几乎在每个故事里，作者都会塑造一个异质人
物，他们具有的特质各不相同，但都大大超出了我们
的想象；一个异质空间，时间是停滞的，异质人物在
这个狭小的世界里恣意徜徉着，它也因此变得深厚、
宽广，但终将会走向毁灭，例如《1900：独白》里“弗吉
尼亚人号”之于1900，《愤怒的城堡》里水晶宫之于
奥赫，《一个人消失在世上》里画室之于格温。根植在
一些真实的历史碎片之上，再加上天马行空的想象，
巴里科讲述的是一个个现代童话，看似荒诞离奇，却
充满着温情和美好。

值得一提的是，巴里科本人是一名多重跨界者：
他毕业于哲学系，曾在报社担任音乐和文化批评专
栏作者，创作小说、剧本，也制作过电视节目。这些丰
富的经历不仅在他的作品里可见一斑，也帮助他构
建了一种独特的文本形式，充斥着哲学思辨、音乐、评
论、诗歌、摘录、想象等多种元素。其中，音乐当属巴里
科独有的杀手锏。在《1900：独白》中，音乐不仅具有深
刻的内涵，乐声的加入也让整个故事更有张力。

巴里科的故事篇幅短小，语言简洁明快，充满了
诗意，读起来也毫不费劲，这既达到了卡尔维诺在

《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里提到的“轻盈”、“速度”的文
学标准，也很契合当下流行的“浅阅读”。尽管如此，
巴里科笔下的主人公却有一个明显的特质，那就是
追求缓慢的生活节奏，或者说专注于每个简单、精准
的动作，这也是他们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一个
主要原因。因此，读者在快速地读完一个个短故事之
后，留下的却是对“慢”的思考。
@吴陈洁娴：巴里科写作的戏剧化特征

《1900：独白》其实是一部文学剧本。从描写的角
度来说，巴里科用精准的语言建立起了一个与现实
社会相隔甚远的世界，富有戏剧的张力却又并不复
杂。作者赋予了1900一种极致的自由，那就是他永
远不必为了成为别人口中的“正常人”而选择妥协。

独幕剧本身就是一种很“孤独”的戏剧类型，与
1900这个人物有着惊人的重合。在这部作品中，艺
术的形式与内容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在独幕剧人
物少、不换布景、情节简单的基础上，巴里科成功地
吸引到了读者：他的语言富于文学性，无论是流畅的
台词，还是对人物心理起伏的精准描摹，这些都成就
了演员的演绎。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巴里科也考虑到
了戏剧所需要的灯光、布景，因此《1900：独白》中描
绘的环境其实是简单纯粹的，“弗吉尼亚人号”成为
了作者创造出的“乌托邦”。

在之前的作品《城市》和《大洋与大海》中，巴里
科也同样热衷于创造一个空间、时间相对独立的地
方来展开叙述。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浪漫的故事构造
一直延续到了《1900：独白》的写作中。然而，自2018
年以来，《马忤斯》《一个人消失在世上》《三个黎明》
和《年轻的新娘》这四部新作却展示出了更加具象的
故事：不再是像《1900：独白》中那样用与世隔绝的空
间感来体现故事的轻盈，而是采用了一种更接近现
实的形式，展示了作者对于生活的感悟和思考。
@张馨元：电影与剧本的碰撞

导演托纳多雷对剧本《1900：独白》的还原度和
完成度是非常高的：相对于文字来说，电影更能带给
观众视觉、听觉上的冲击力。以经典片段1900与爵
士乐发明者莫顿“斗琴”为例：托纳多雷不断地切换
镜头，交叉挥舞着双手的1900、面露愠色的莫顿和
掉落假发的女观众等等，电影显然更加饱满。就剧本
而言，巴里科在行文时态、用词方面有独特与巧妙之
处。另外，相比略显干涩的电影旁白，剧本更能给人
以代入感，并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

电影中还加入了1900和一位女孩的邂逅，这也
成为他决定下船的原因之一。在剧本中，爱情仅仅存
在于1900与音乐之间，巴里科没有过多交代1900
下船的原因，虽略显突兀，却令1900的人物形象更
加不入凡俗，整个故事也更富传奇色彩和想象的张
力。而在电影里，爱情元素的加入更突出了1900留
在船上的决心、以及他对单纯的守护和对现实社会
的厌恶，故事情节显得相对完整连贯。电影更注重情
节的连贯性和感官的冲击力，而剧本则更富文学性
和传奇色彩，二者各有千秋，都称得上是优秀的艺术
作品。

周子涵、金惠莹、谭钰薇、周卓靖、潘晨等9人正在讨论

明湖读书会于2018
年4月23日成立，是一个
在暨南大学中文系现当
代专业老师指导下由爱
好读书写作的学子组成
的读书会，成员含本科
生、硕士、博士百余人，成
员从2019年起曾参与《作
品》杂志的“品藻”专栏及
“明湖杯”大学生文学评
论比赛。

《1900：独白》，意大利
文版，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