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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李白是典型的浪漫风格诗
人，他的诗歌中充满了激情。哈
金发现，在李白的诗中，看不到他
对任何真实女性的爱，“似乎都没
有达到他在诗歌中呈现的那种情
感深度。他爱妻子的方式也是任
性的，某种程度上是自私的。他
大部分的青春年华都用于追求政
治和宗教理想上了，所以他在履
行家庭义务上常常未能尽责。而
且，女性似乎不是他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妻子在世时，李
白为她写的几首诗中，我们找不
到充满激情的爱，或因分离而产
生的由衷痛苦。最多的是，李白
承认自己喝酒喝得太多，没有担
当起一个丈夫的责任。他没有给
他最亲近的女人以足够的爱和关
注。他在人间浪迹而过，就仿佛
他不属于这个世界，只是路过。”

757 年底，皇帝处置李白的
圣旨下来：流放夜郎。夜郎浔阳
将近两千公里。李白被押解的路
途，途经三峡，哈金是这样描述
的，“他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走
过三峡。终于在早春到了奉节，
就是古代的白帝城。在那里，他
们将弃船上岸，由陆地往南跋涉去
夜郎。这是李白第一次回到家乡
四川。听到熟悉的方言，李白振作
舒展了一些，食物吃起来味道也更
浓辛香麻，一切都让他想起了自己
的青年时代。蝴蝶和蜻蜓也和小
时候看到的别无二致。江油就在
西北方向并不遥远的地方，但他不
能前往。三十多年了，他终于回到
了梦牵魂萦的故乡蜀地，自己的身
份却是一个流放者……”

正要离开奉节，突然传来了
李白被赦免了的消息。李白欣喜
若狂，认为自己的麻烦终于全部
结束了。他认为自己通往京城的
道路一定可以再次打开，很有可
能会被再次起用。他立刻登上一
艘小船，沿江飞速而下。在轻快
的情绪里，李白当即创作了一首
诗歌，这又是他的一首脍炙人口
的代表作：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
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
万重山。

“李白归心似箭，直奔中原。
在他看来，这种命运的突然扭转
预示着自己即将到来的再次辉
煌。李白误解了这次赦免，本是
全国性大赦，他却一厢情愿地认
为这是皇帝对其才华的欣赏，给
他个人的恩典。”回溯这位伟大诗
人的一生，哈金也无意将李白的
思想与其他大诗人相比，他紧紧盯
住李白的诗歌本身。“写李白传的
过程让我看清，没有他不朽的诗
篇，李白什么都不是。一个艺术家
要做的只是努力把作品做好，做得
更好。他丰富了汉语，在我们的语
言中仍能听到他的语声。”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哈金新作《通天之路：李白传》

英语世界第一部关于李白的传记

在西方世界，除了
杜甫，另外一位有着高
知名度的中国诗人非
李白莫属。1975年版
《美国百科全书》中的
“李白”词条——“李白
与杜甫是世界公认的
生于中国的伟大诗
人”。2015年“世界诗
歌日”前夕，联合国邮
政管理局发行了一套
六枚邮票——用六种
语言印着六首名诗，李
白的《静夜思》被作为
中文诗歌的代表印在
其中一枚上。

自19世纪30年代
开始，李白诗作就被译
介给西方读者。但近
200年来，英语世界至
今并无一部完整的李
白传记。英文中李白
的译诗多的是，但为什
么连一本他的传记都
没有呢？美籍华人作
家哈金了解发现，缘由
与版权有关。“写李白
传需要引用大量的诗，
如果作者不自己译这
些诗，就得付给诗的译
者高昂的版税，这样就
没有出版社能出书。”
因缘际会，哈金决心自
己写一部完整的李白
传，填补这一空白。
2019年1月15日，哈
金用英文写就的《The
Banished Immortal：
A Life of Li Bai》在美
国出版。这也是英语
世界第一部李白传，反
响不俗。近日，北京十
月文艺出版社引进出
版了哈金的这本用英
文写就的李白传，并邀
请美国卫斯理学院东
亚系讲师汤秋妍，将之
翻译回中文，名为《通
天之路：李白传》。

虽然在国内文学圈较少露面，但作为
用英文写作的美国华裔小说家，哈金在英
语世界享有盛名。他被公认为是“继林语
堂之后，在美国广有影响的华语作家”，是
至今唯一同时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福克
纳奖的华裔作家。哈金1956年出生于辽
宁省金州。1993年于美国布兰代斯大学
获得英美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波士顿大
学讲席教授，主要教授小说创作和迁徙文
学。哈金1990年开始用英语写作，至今在
美国出版了四部诗集，四部短篇小说集，
八部长篇小说和一部论文集。作品已被
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用英文写李白传，哈金有自己的优
势：他将涉及到的绝大部分李白诗亲自翻
译成英文，省去一大笔版权费。克服了这
个障碍后，哈金的挑战就在于怎样把李白
的故事写得完整生动，而且与众不同。

从李白富于传奇色彩的身世讲起，哈金
完整地串联和重述了李白的人生故事：童年
入蜀、青年出蜀，两次婚姻，壮年干谒，老年
流放，客死他乡……既写出了天才成长过程
中的浪漫与潇洒，又写出李白一生的种种挫
折与苦恼，尤其是在饱览祖国名山盛景的同
时，又在功名梦想与求仙情怀之间经历着内
心的徘徊与撕扯……叙述如金线串珠，将李
白的不朽诗篇穿成一串璀璨的珠链，加上著
者结合唐代历史、李白名篇对其经历与情感
展开的推演想象，使得诗作与传主形象交相
辉映，产生奇妙的阅读快乐。

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德
威在为本书作序《远行者李白》中指出，

“《通天之路：李白传》原为英语世界读者
而作，哈金下笔必须铺陈基本历史背景。
或许正因为有了语言文化的距离，哈金得
以从不同角度，看待这位‘诗仙’的生命轨
迹：中亚背景的传说，移民入蜀的家世；少
年求道任侠，遨游四方，干谒行卷；入赘的
婚姻，三教九流的交谊，大起大落的宫廷传
奇；山东领受道籙，辽东投笔参军；然后是
天宝之乱，永王政变，入狱贬黜。暮年李白
一筹莫展，公元762年在当涂贫病以终。”

从不同角度
看待诗仙生命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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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人，目光漫过
千年，去看李白，迷雾重
重。哈金在第一章《出身》
开篇就提醒我们，当我们谈
李白，应该记住有三个李白：

“历史上真实的李白、诗人自
己创造的李白，以及历史文化
想象制造的李白。理想中，我
们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多地
呈现真实的李白，同时试图理
解诗人自我创造的动机与结
果。但我们也必须了解，由于
李白一生史料稀缺，这一野心
势必受到局限。”

在研究李白过程中，哈
金发现，虽然李白是妇孺皆
知的大诗人，但其实有关李
白的史料很少，“现在拥有
的信息多是从他的诗歌中
发掘出来的。一般是他先
在诗中提及，然后多个世纪
以来人们不断发展并创造，
渐渐积累了关于他的逸事
和神话。认清了这一点，我
就决定跟着他的诗歌走，他
的每一篇杰作也反映了他

生活中的危机。”
作为小说家，哈金承认

自己“更注重有趣的细节，
希望通过连接和描述它们，
能勾画出一个完整鲜活的
李白。”他立意通过《李白
传》讲出一个动人的故事，
也通过这个故事来展现唐
代的诗歌文化。“写一个 8
世纪的中国诗人，最难做的
是把故事讲得有趣、丰富，
又不浅薄。由于我是小说
家，我更注重有趣的细节，
希望通过连接和描述它们，
能勾画出一个完整鲜活的
李白。”哈金比较注重写作
技术层面的东西，一节、一
段怎样转折连贯。他很用
心写。但这并不表明哈金
放弃了严肃性。他要写的
是“一本既能在学术上站得
住也适于一般读者的书。
我打算走一条中间之路：把
故事讲生动，能打动读者，
同时通篇也是建立在学术
研究之上的。”

每一篇杰作 反映其生活中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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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在文学圈交友甚
多。在《赠孟浩然》中，他
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
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
花三月下扬州”，记录了他
与孟浩然的深厚情谊。李
白和杜甫的关系，更是一直
被后人津津乐道。李白和
杜甫曾经同游，在一起度过
几个月的时光。两人甚至
睡在一张炕上，共盖一床薄
薄的被子，在西方甚至被猜
测两人之间可能有同性恋
关系。美国诗人卡罗琳·
凯泽甚至将这一故事写成
一首诗，以杜甫的口吻，戏
剧化地呈现了她想象中的
那一幕。哈金解读认为，

“他们的关系中不可能有
任何其他元素，天气寒冷
时，挤在一起睡可以相互取
暖，即便在当代，这种做法
也非罕见。”

对于李杜情谊，哈金给
出自己的阐释，“当时杜甫
没什么名气，只有少数人知
道他的诗歌，并且他在有生
之年都将一直如此，但李白
欣赏杜甫，把这位年轻诗人
作为忠诚的朋友来珍视。
李白觉得这大概是他们最
后一次见面了。杜甫也似
乎预感到他们今后的道路
不一定再次交会。和李白
一起度过的几个月对杜甫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
是他一生中都无法忘却的
记忆，他将一次又一次深深

地怀念李白。即使在生命
的最后几年，杜甫也会梦见
当时已经去世的李白，还会
写关于李白的诗，好像李白
身上的光芒从未离开过
他。李白虽然爱热闹，但他
内心深处是一个独行者，是
中国诗歌史上孑然独立的
一个人物，就像一颗闪耀的
恒星，光芒射向四面八方，
对其照耀的世界全部一视
同仁。”

哈金提到，中国诗歌史
上的一个谜团：李白和王维
年龄相近——他们的出生
和死亡年代几近一致——
但没有任何记录表示他们
曾有过交往。王维是朝中
官员（尽管他两次被逐出京
城），李白当翰林待诏时也
一定经常出入朝廷，两人必
定曾经相遇过。他们甚至
都有共同的诗人朋友——
都与孟浩然和杜甫关系密
切。“然而，他们的著作中从
没提及彼此——就像他们
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互相完
全不知道。他们诗歌的美
学风格的确相差很大，王维
的诗平静、理性、内敛，极少
涉及时代现实；而李白任
性、激情，经常同情士兵和
普通人的艰辛。但除了诗
歌上的竞争外，两人也有可
能因为都被玉真公主欣赏
而关系微妙。这种竞争也
许能大到让他们一生疏远，
彼此形同陌路。”

虽然爱热闹 内心深处是个独行者
3

李白的爱情
某种程度上是自私的

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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