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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葆論

楊　暁　文

一

在日本，还没有成系统、立体、全面的李天葆研究，所以在进入正题之前，首先应该

也必须弄清楚的当然是李天葆何许人也。

李天葆，1969 年生，中国厦门大学海外函授学院语文专科毕业，曾任独中教师。

作品曾获客联小说奖、乡青小说奖、第二届优秀青年作家奖、云里风年度优秀作家佳

作奖等。出版小说集《桃红秋千记》、散文集《红鱼戏琉璃》及《红灯闹语》。

[得奖年表 ]

1．1990 年客联小说首奖

2．1990 年乡青小说首奖

3．1993 年第二届花踪小说首奖

4．1996 年第二届优秀青年作家奖

[著作年表 ]

1．1992 年散文集《红鱼戏琉璃》

2．1993 年小说集《桃红秋千记》

3．1995 年散文集《红灯闹语》

4．1999 年小说集《南洋遗事》

5．2001 年小说集《民间传奇》大将出版社

6．2002 年小说集《槟榔艳》

7．2006 年长篇小说《盛世天光》（麦田版）

（以上引自《当代马华作家百人传》，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大将出版社，2006 年，

第 201 页）

阅读研究李天葆，是一个既快乐又痛苦的精神过程。说快乐，是因为文学水平参差不

齐的马华文坛，只有少数几个人具自己特有的文体文笔文风，女作家如黎紫书，男作家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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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兴，李天葆可算作其中一人；说痛苦，是因为李天葆的作品，初读新鲜味道十足，但

久而久之却多少让人望而却步，它们何其相似乃尔，故事雷同，人物更给人千人一面之感，

总体文学印象真是应了那句日式英语，one pattern。作为科学态度指导下的研究论文，本

文在下面将举出种种文学事实，有理有据有说服力地剖析李天葆的文学世界到底是个什么

样的世界 ?换言之，李天葆创作的独到之处、长处短处到底是什么在哪里 ?在整个马华文

学中，如何为李天葆这个作家进行定位 ?

二

阅读李天葆，最直接最大的感受首先是香艳、美艳、妖艳，因为他的作品的主人公几

乎都是女性，而他的故事里到处都闪动着女人艳丽的身影弥漫着女人身上浓烈的芳香；这

些从他的《旧乐园巷》系列之二的《眉凝霜，艳歌渺渺》（仅这小说题目，就把李天葆的

文学特征展现无遗：首先是女人动人之处的“眉”，还要“凝霜”；接下来“艳歌”声起，

却也略带忧伤悲凉的“渺渺”，决不会象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战斗歌曲那样，震耳欲聋，

惊天动地），就能读出个所以然来：

她渐红起来，从街边少年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当初廖云霞要网罗她为脱衣舞娘，

好在没答应――檀香后来走的是烟视媚行的路数，最轰动的一次，是在南天歌厅唱《月

桃花》，她把毛茸茸斗篷一掀，竟是袒臂露腿，只罩一小件镶珠金线亮片背心，近似

泳衣式的窄衫；她莺声宛转，腿儿轻摆，又拨起卷卷云鬓，耳边簪上玫瑰，眸光流媚，

底下的人又叫又吹口哨，第二天广告卖得很大，一下子，名就这样出了去。六十年代

歌海细数星星，无论如何都要数到她身上，多年之后，顾曲周郎在小报上写怀旧文章，

总不忘提及南天时代的柳浪莺。

（《槟榔艳》，一方出版，2002 年，第 73 页）

这一段文字很能体现出李天葆文学的“艳”法。重点描写女性的性感部位 ：“袒臂露

腿”，“腿儿轻摆，又拨起卷卷云鬓”；不忘那些细小情节：“只罩一小件镶珠金线亮片背心，

近似泳衣式的窄衫”，“耳边簪上玫瑰”；穿梭于这些之间是声色，听，“她莺声宛转”，看，

她“眸光流媚”。

只是这些声色早已在现实中不存在了，作品中是这样，作者自己也意识到了。李天葆

之所以喜欢写这种“怀旧文章”，只因为那里有他的美学追求，那里才最足以发挥他的文

学想象。笔者的上述评判，是有证据的：

小时候看改编聊斋的连环画，对幻化成美人的狐狸花妖特别感兴趣，少了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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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故事情节也变得黯然无光。至于一直存在的恶习，便是在教科书内页的空白处胡

乱画上古装仕女图，都描摹自那些叫自己惊艳的凤髻金钗柳眉樱唇：备有一本练习簿，

画着自拟的电影预告，无不从报上广告学来的，什么香艳奇情，哀怨缠绵，文艺巨著，

一出出排期上映。多年后想起，留下童年难忘的皆是女人众生相，真的可说是列女图

（李天葆《〈自序〉 艳字当头》。出处同上第 5页）

笔者认为，上面的这段话是理解李天葆文学特质的一把金钥匙，其许多深层或潜意识

里的东西都能从这段话里寻觅出所以然。

首先是李天葆文学的根在中国古典文学（从其作品的用语、词汇也可以实证这一点），

具体地讲，就是《聊斋志异》。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属于少数民族的华人所接触的中国古

典是有限的，通俗易懂的《聊斋志异》便是其一，所以有“小时候看改编聊斋的连环画”

之说。

小孩喜欢“改编聊斋的连环画”情有可原，而且男孩子的他“对幻化成美人的狐狸花

妖特别感兴趣”也不难理解。但“少了她们，就连故事情节也变得黯然无光”已经可见李

天葆的文学意识，而“至于一直存在的恶习，便是在教科书内页的空白处胡乱画上古装仕

女图，都描摹自那些叫自己惊艳的凤髻金钗柳眉樱唇：备有一本练习簿，画着自拟的电影

预告，无不从报上广告学来的，什么香艳奇情，哀怨缠绵，文艺巨著，一出出排期上映”，

打下了李天葆文学的底子，定了他文学的色调，其中的关键词“凤髻金钗柳眉樱唇”“香

艳奇情”“哀怨缠绵”，在少年后的李天葆作品里反复出现，多次登场，百写不厌。

然而 ,笔者在这里意欲指出的是：那样的文学作品由于它的题材狭窄、描写近似、思

想浅薄，而很难成为他虽用戏但言其中也不乏流露企图的“文艺巨著”。

三

在上面那段重要的《自序》里，李天葆承认“多年后想起，留下童年难忘的皆是女人

众生相，真的可说是列女图”，又加上那些撩人的字眼“惊艳”“香艳”，很容易读者联想

其作品的艳丽，或者色情。

那么，李天葆文学的实际到底怎么样呢 ?

真正进入李天葆的文学世界，便会发现他文笔的重点并不在于男女主人公的性爱动作

本身，而在于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性爱感觉性爱心理：

凤堂躺在贵妃榻上，支着头吸烟，见玉霓虹罩着短袖西瓜绿亵衣，一头黑发如水，

慢慢流经肩膀；那膀子白，脸庞也莹白，而唇则像梅开一朵，花色鲜红，是雪里透出

初春艳。她有声有色，是打情骂俏的好手。以前的苦日子过去了，他也不妨放任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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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女人是多么好，而且每个的媚态丰姿都不同；虽然她们无非是为了钱――他微笑，

但有时自己也愿意被骗。当然仇凤堂是没长性的，没多久就换一个，所以感觉永远新

鲜。他因此特别喜欢这里，仿佛他是主宰，有钱便有这点好处。（中略）

玉霓虹扑在他身上又拍又打，撒娇撒痴，他陶醉地抓住她。衣襟的玉兰掉下来，

白腻芳香的睡在贵妃榻。

事后凤堂掀开帐子，大白天见镜边点着灯，灯影金黄，他恍惚想起一个自己不愿

提及的梦。（后略）

（出处同前，第 182-184 页）

这是李天葆文学代表作品之一《州府人物连环誌》的一个片段，吉祥布庄老板仇凤堂

从马来当地华人称为“唐山”的中国大陆来到这热带国度做生意谋生，慢慢熬出了头，手

头有了几个臭钱，便开始寻欢作乐，嫖娼狎妓；也是从大陆来马来淘金的玉霓虹“打扮停当，

应付仇凰堂这些男人，打茶围，出花酒局，留夜……一点也没想过回唐山，花根植入泥里，

拔不出来了”，于是便过一天是一天，逢场作戏，皮肉生涯。按生活逻辑，这样的两个人

物在一起除了皮肉也就是皮肉，但李天葆着力的却是男女皮肉之前的人物白描：“霓虹罩

着短袖西瓜绿亵衣，一头黑发如水，慢慢流经肩膀；那膀子白，脸庞也莹白，而唇则像梅

开一朵，花色鲜红，是雪里透出初春艳”。又是这个“艳”字，此例再次证实“艳”早已

成为李天葆的美学追求。而男女性爱场面，在李天葆文学里，要么就一笔带过，如此例中

见到的两个汉字“事后”，要么三言两语匆匆数笔了事，因为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他

迷恋至今的那个“艳”上。

四

然而，李天葆几乎每篇作品都会亮相的“艳”，大概让他自己也艳得有些受不了的时候，

便在他笔下出现一些热带国度的景物描写。但，跟张贵兴登不同的是，他的那些热带景物

描摹也跟他念念不忘的“艳”一样，久而久之，也模式化雷同化起来。

让我们读读他笔下的马来下午：

太阳是头黄狮子，懒懒的横卧着；街角有个赤足的印度少年，正赶着一群牛……

每到这个时候，他总是这样慢慢走来，往上望一两眼；她微微笑了；那少年不好意思， 

低头，默默挥着长棍，赶牛到莲藕塘边去吃草……没多久，他又回头看。玉霓虹觉得

很愉悦，又有点凄伤……她难得有如此闲暇的一刻；陌生的人，眼前晃过，又走了。

在炙热的金黄的下午。

（出处同前，第 1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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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异国情调也是马来风光的点缀（“街角有个赤足的印度少年，正赶着一群牛

……每到这个时候，他总是这样慢慢走来”。他用华文写马来的事又岂不是一种异国情调

的追求 ?），需要注意的是他形容马来西亚这个“永远是盛夏的地方，让人昏昏欲睡”（出

处同上第 187 页）的颜色：“黄”“金黄”。

那个下午太阳好亮，照得男人脸上金晃晃――她怎么也不能忘记。（《腊梅二度》）

水香倒吸了口气，推开西侧的窗。阳光照人，金浮浮的停在镜柜上，悄声没息。

（中略）

一回头，眼前就迎来了点点碎金，光源是来自天上的一面大铜镜（《水香记》）

从以上数例，我们可以发现：李天葆作品里的马来风光，多带一个“热”，而且色调

总是和“黄”相连，于是就有了“金黄的下午”“金晃晃”“金浮浮”“点点碎金”等表述，

金黄颜色，何等亮艳，这些“金晃晃”“金浮浮”“点点碎金”等的字里行间，仍然闪烁的

是李天葆紧追不放的“艳”。他有一个短篇的名字被起作《眉凝霜，艳歌渺渺》，而从整体

上来看，李天葆的作品虽然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却都不约而同（来自于作者的主观操作）

地低吟轻唱那“艳歌渺渺”。

五

在这一节，让我们来凝视李天葆文学里的男人们。阅读李天葆的主要作品，我们会发

现它们大都是以女性为主人公。但是，世界是由男女二性组成的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哲理

逻辑上是这样，现实生活里更是如此。来源于生说又高于生活的文学作品，自不待言。

让我们通过对具体登场人物的分析来接近李天葆文学的本质。

谁会像自己这样有计有划 ?凤堂微笑望天，那是宝蓝色的一匹布，铺在遥远上空，

没个尽头。还有更多的布色，在店里一捆捆堆着或摆在柜面玻璃大柜里做货样；单是

蓝便有银蓝海蓝水蓝月蓝，他身上留着阳光余温的衣裳，也是蓝，苍灰的水面飘着浅

浅蓝意――他摸了摸，很暖，是丰衣足食的感觉。家里另娶的刘氏妇，绫罗绸缎不缺；

外面的女人也等着他用繁华锦绣的布来裹身。唯有在唐山的原配享受不到这个恩泽，

她自小嫁与仇家做童养媳，真正成亲不及半年，凤堂便过了州府。他不喜欢她，这妇

人大他六岁，眼细脸黄，而且是麻子脸。据说过得很苦，一个旱季又一场大水，连吃

的都没有。他寄钱去，顺带叫她不必等，暗示可以另嫁 ；之后水客告诉他，妇人听了，

不声响，朝着祖宗牌位跪下磕头，一个劲儿不停，磕得满额皆是鲜血，吓得众人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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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阻止。这事在州府乡亲口头上流传甚广，但背后骂归骂，面对面遇见仇凤堂，倒也

是言笑亲切，没敢怎样。（《州府人物连环誌》）

李天葆文学里的男人多少都背负着浓淡不一的阴影。这阴影来自许多方面，在唐山的

一切构成其历史背景。上面所引的仇凤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早年在唐山是有婚配的，

“她自小嫁与仇家做童养媳”，然而两人“真正成亲不及半年，凤堂便过了州府”（指出国

奔赴马来西亚）；由于个人条件（“妇人大他六岁，眼细脸黄，而且是麻子脸”）及大自然

的因由（“一个旱季又一场大水”）， 仇凤堂留在海外，“家里另娶的刘氏妇，绫罗绸缎不缺；

外面的女人也等着他用繁华锦绣的布来裹身”；而“唐山的原配享受不到这个恩泽”，且“据

说过得很苦”“连吃的都没有”。为了良心上的安慰吧，“他寄钱去”，但同时“顺带叫她不

必等，暗示可以另嫁”，结果造成的是“妇人听了，不声响，朝着祖宗牌位跪下磕头，一

个劲儿不停，磕得满额皆是鲜血，吓得众人忙上前阻止”。这样一来，自然而然“这事在

州府乡亲口头上流传甚广，但背后骂归骂，面对面遇见仇凤堂，倒也是言笑亲切，没敢怎

样”。人们能够怎样他 ?能够怎样他的是他自己。他当然明白“州府乡亲”的“背后骂”“面

对面遇见”“倒也是言笑亲切”。正是这些“背后骂”和“面对面遇见”时的“言笑亲切”

的表面及其深层含义，构成了仇凤堂身上和心里永远摆脱不掉的沉重阴影。仇凤堂是深怀

大陆背景的男角，而李天葆文学里的生于马来西亚长于马来西亚的男人们，也都有类似的、

或矛盾或悖论的阴影笼罩。

六

以上我们已经从整体上立体交叉地针对李天葆文学的种种面向加以分析整理，业已对

李天葆文学的大致轮廓有了一定的了解与掌握。然而，文学不同于其他学科学问的地方在

于它是要通过具体故事情节具体文字刻划才能成为艺术作品的，就像电影的剧本、音乐、

美工、特技等再好不经由一个个具体的镜头拍摄而不成其电影一样，对每一篇作品（每一

个镜头）的具体分析当是必不可少的。

下面我们就在篇幅允许的情况下，对李天葆的几个代表作进行具体分析，以求管中窥

豹可见一斑。

《桃红刺青》从各方面看都应该算作李天葆小说的常规标本。

女主人公桃红跟他许多小说一样，出身卑微却出水芙蓉：“她本来只在蓬莱旅馆包办

厨房工作，算是女佣。但最近其他女人生意日渐清淡，旅馆老茶房不得不暗中拣一两客人

给桃红。她一出现，男人都觉得新奇；她长得有股天然的清艳可喜，两瓣唇不沾胭脂，竟

透出淡淡红，一种初开的花之颜色，而且眉眼依依，还没亲近就舍不得似的”（前出《槟

榔艳》第 118 页）。李天葆让他的小说女主人公出场时，念念不忘交代的首先是个“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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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出的是一种逗引男主人公登场的情色类文笔，“两瓣唇不沾胭脂，竟透出淡淡红，

一种初开的花之颜色，而且眉眼依依，还没亲近就舍不得似的”。

于是，就该男主人公粉墨登场了。

终于停在一所楼宇前，桃红放下水火炉，另一只手欲撑在墙上喘口气，突然耳边

响起一把清清朗朗的声音：“喂！小心！油漆未干的！”她惊起，手缩回，抬头只见

梯子上站着个男子，手里握住油漆扫子，显然是粉刷工人；他头发有一络披下来，随

风轻舞；横眉下是两口泛着幽光的黑水井，漾漾的照住桃红。这人冲着她笑道：“整

个上午，很多路人都不小心中计了！”桃红含笑道：“真是谢谢你，不然我的手要用

火水洗才行呢 !”他走下两级梯子，凑前来，是张有点俊的马脸。这人露齿笑道：“现

在好了，省回了火水 !”桃红不好意思，连忙挽起水火炉就走。（《槟 1榔艳》第 120 页）

这样，男女主人公就认识了，事后桃红得知他的名字叫阿商，“从杂货店老板娘口中，

知道他从沙沙兰来的，如今在富都戏院背后租房子住”（同上第 121 页）。

故事是需要发展的，两人开始说话，开开玩笑，给二人提供进一步接触的是包括阿商

在内的三个油漆工到桃红所在的蓬莱旅馆干活，二人的感情自然是深了一层。

到了故事转折的时候了：当天夜里，老茶房恭敬地带进来一个人，“那人生得一张黑

炭阔脸，肚子微凸，阴蓝毒绿的峇迪衬衫撇开，也不塞进裤子里”，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

（李天葆作品里的反面人物或不佳形象大多是很脸谱化的），他一眼看上了正在天井洗脸的

桃红，“那略举高的手臂，丰艳凝雪”（同前第 127 页），又是那个“艳”字，李天葆设计

的压轴戏就要开场了，他强要了她，事后她到医院检查被那男人传染上了淋病。

从此以后，桃开始红躲避阿商，终于有一天阿商约出了桃红，向她诉说衷肠，并把衬

衫的钮扣一个个解开，于是高潮出现了：

细汗点点的胸膛熊熊烧着一颗心型刺青，街灯昏昏黄黄，却掩盖不了那火焰色泽，

如在火与血的锅子里跳出来的心……正中还纹上桃红的名字，他爱她。（同前第131页）

小说名《桃红刺青》在这里亮相，并使作品进入高潮。李天葆文学大多以悲哀凄凉忧

郁孤苦的格调结束，故这篇也不例外：阿商前去找那个人算账，事后从报上得知他死在矿

湖里；桃红痛不欲生，但岁月慢慢改变了她，“桃红学会了抽烟。在蓝烟流离之中，哑着

喉咙重复着”（同上第 136 页），偶尔才会回想起曾经爱过的阿商。

这个故事很经典，也十分的通俗，人物设置，情节拿捏，语言挑选，无不印证马华文

学中书写男女爱情（还是带古旧气息色彩的爱情故事）最拿手的当属李天葆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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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分析李天葆文学本身，还应该研究李天葆文学内里的时代脉动、社会背景。

通过以上的分析，应该对李天葆文学的特征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也即他的美学情趣

是以“艳”为本，他追求以缠绵悱恻的女性为主角的爱情故事，他的故事在情节上通俗媚

俗，却极少见社会因素的介入。

然而，人不是活在真空中，作者是这样，作品的人物亦然。下面要研究的就是迄今为

止几乎不被论及的李天葆文学的社会性。

蓬莱旅馆的招牌闹了好一阵子，政府官员警告一定要换过，华文字体不能比巫文

大。为了省去坐牢罚款的风险，老板便雇人回来重新刷过招牌。阿商和两个漆匠一大

早就来了，一桶桶的漆摆在门口。（《桃红刺青》，见《槟榔艳》第 125 页）

马来西亚是个多民族国家，马来人占百分之五十九左右，华人（不是中国人。这一点

经常被误解）占百分之三十二左右，印度人占百分之十弱，还有一些其它民族约占人口的

百分之一（以上数据来自《もっと知りたい　マレーシア》第 74 页）。在这个多民族国家，

虽然马来语、英语、华语、淡米尔语（印度族群的语言）被同时使用，但国家的公用语言

被定为马来语。马来西亚历届政府虽然都在口头上高喊“多民族融和”，但在现实中一直

以提高马来人的社会地位为基本政策。从这样一个文化、社会背景下去理解“蓬莱旅馆的

招牌闹了好一阵子，政府官员警告一定要换过，华文字体不能比巫文大”，没有去过马来

西亚的读者也应该能理解几分其中的奥妙了吧，因为华人老板如果不那样做的话，就有“坐

牢罚款的风险”。

李天葆文学的特质虽然可以用爱情至上来概括，但他也不能让他的男女主人公们无视

马来西亚的社会现实而整天卿卿我我，反而正是有了“老板便雇人回来重新刷过招牌。阿

商和两个漆匠一大早就来了，一桶桶的漆摆在门口”这一情节，才有桃红和阿商的正式相

识，也才为爱情故事的发展埋下伏线，从而最后迎来那个悲剧结局。

再来看一段与马来社会有关的文字。

那时闹过一段紧张时期，戒严了一些日子――“五一三”事件的危险区据说都在

太子路秋杰路；乐园巷也不过是人心惶惶，闹不出什么事，星光戏院那一带倒发生过

暴乱骚动，有人在那儿烧车。老早听到消息，大家只好上铺关门，躲在里边――不放心，

还得加锁，提放街上随时出现坏人。拿起水喉铁，撬开门，趁火打劫。阿杨行动不方

便，留在家看顾子：一次外面放催泪弹，他急得一拐一拐挟着云豪，避入浴室，用毛

巾捂住孩儿的眼睛，而自己却已熏得泪水双流；珊月当时躺在房里，窗门密封，簾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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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垂，什事也没有，可多年后，她却骂父亲偏心，只顾弟弟，不管女儿的死活。

当初早上解放时间才两个钟点，买菜都用身子去挤用手去抢――连唐山咸菜也卖

四块半，琼花买了一大包；甚至江鱼仔咸蛋，耐久经得存放一个时期的，都搬回来。

（《旧乐园巷之二：眉凝霜，艳歌渺渺》，见《槟榔艳》第 81-82 页）

今天的马来西亚，至少从表面上看，繁荣稳定，人们各自安居乐业，似乎心满意足；

但回顾马来西亚的历史，还是发生过“五一三”等事件，给当时的各阶层各民族引来震撼，

“发生过暴乱骚动，有人在那儿烧车”，所以“大家只好上铺关门，躲在里边――不放心，

还得加锁，提放街上随时出现坏人。拿起水喉铁，撬开门，趁火打劫”，但还是有过“外

面放催泪弹”的不安。这些社会不安带给人们的首先是日常生活的不便，“初早上解放时

间才两个钟点，买菜都用身子去挤用手去抢――连唐山咸菜也卖四块半，琼花买了一大包；

甚至江鱼仔咸蛋，耐久经得存放一个时期的，都搬回来”。不光是日常生活的这些柴米油盐，

就连人生的大事之一结婚也被波及，“婚宴酒席开得极早，下午两点半入席，赶在戒严结束”

（出处同上第 83 页）。

大概戒严在李天葆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他在另一篇小说里也写到戒严，“戒

严时刻，只开放两三个钟头。人们挨挨挤挤的在杂货店门口抢购，都来不及看清楚是什么，

买回来才打算”（《秋千，落花天》）。

从上面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的特性：他 (她 )们在紧急关头，

（比如戒严等），去的是华人开的杂货店，“人们挨挨挤挤的在杂货店门口抢购”，而且买的

多是和中国有关的食物，“连唐山咸菜也卖四块半，琼花买了一大包”。身在马来西亚的华

人心态，通过这些描述可见一斑。这，大概才是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那样的完全汉语环境

之外的作家中，为什么马来西亚华人里的华文作家最多也最优秀的答案所在。

八

李天葆钟情于儿女情长的题材，自己也承认“艳字当头”（见《槟榔艳》首页的“自

序”），篇篇部部优游于男女爱恨离别之间，但，他又是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是一个必

须面对马来西亚那并不是十全十美、对华人来说远非桃花源的严峻现实（可能这种对华人

来说过于严峻的现实，正是包括李天葆在内的马华作家们身在马来语境埋头华文创作的一

个重要动力），为了使作品具有社会性现实性，像上面笔者分析的“五一三”事件、“戒严

时刻”等也会露面亮相。

所以，如何处理作品里的虚实，就成了文风独具一格（读多了因题材匮乏变化则会有

单调乏味之感）的李天葆文学不得不认真面对的一个文学技巧、艺术逻辑上的大问题。还

是让我们通过具体作品来剖析李天葆在这方面的文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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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与他在店铺外的长廊上，不远之外有几只鸽子慵懒的踱步，听见人的步履声，

便受惊的飞起，翅膀叭哒叭哒直响。桃红往里面缩了一下，靠近他，嗅见淡淡汗酸气；

而那张马脸背光，看不真切。她在并肩而行之中，觉得有种不讲道理的恍惚迷离，简

直身在热沉沉的午后睡梦里，似梦似真。（《桃红刺青》）

事实上，这叫蔡树春的男子每夜都在梦里与她相会，醒来之时，她往往不敢相信

那荒唐的景像，实在可以说是下贱无耻；可是这比一切东西都来得真切清楚，仿佛就

在现实一样……舞台上的表演反而像梦，梦般的音乐，梦般的光线……她是被美化过

的……而在睡梦里的原始狂暴，纵然是难以启齿，却一点一滴都是活生生。……（《女

墙》）

是一片月色，浅浅清清流泻在身上，飘飘欲仙，恍如梦中，跟现实的生活，顿成

对比。（《懒月斜》）

李天葆的小说经常写梦，颇有些弗洛伊德的影子，而除了用梦境来解释性欲（如“这

叫蔡树春的男子每夜都在梦里与她相会，醒来之时，她往往不敢相信那荒唐的景像，实在

可以说是下贱无耻”）外，他主要是通过梦境与现实进行比照（“跟现实的生活，顿成对比”），

于是乎，不管现实是多么平凡常见（“现在与他在店铺外的长廊上，不远之外有几只鸽子

慵懒的踱步，听见人的步履声，便受惊的飞起，翅膀叭哒叭哒直响。桃红往里面缩了一下，

靠近他，嗅见淡淡汗酸气”），或多么美轮美奂（“是一片月色，浅浅清清流泻在身上，飘

飘欲仙”），总不如梦的优美超然为所欲为。然而，有意思的是李天葆也把现实做梦幻处理，

“舞台上的表演反而像梦，梦般的音乐，梦般的光线”，因为那有时“是被美化过”的；与

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天葆作品的梦里倒反而不缺乏真实因子，“在睡梦里的原始狂暴，

纵然是难以启齿，却一点一滴都是活生生”。如此这般，李天葆苦心经营的是“似梦似真”

的境界，在他那些爱情故事，有真挚的情感，又有梦里的肆无忌惮，真因为梦而有些恍惚

不定，梦由于真而扑朔迷离，孰真孰梦，自由读者评判。这，乃李天葆写作策略之一，上

面的例子足以证实。

九

仔细研读李天葆的作品，便会发现其背景多是吉隆坡的大街小巷、影楼舞厅、旅馆茶

室、制衣厂、矮檐瓦屋……。再进一步深读下去，还会发现他笔下的吉隆坡并不是以双峰

塔为地标的今日吉隆坡。而是老气横秋的昔日吉隆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心里有一个

笔者称之为吉隆坡情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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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离开吉隆坡……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有时为了生活；而且这确实是部分

事实……即使是大都市，也会没有容身之所的时候，只身形单，无处可去，离开也纯

属合理。匆匆黑夜里反照的玻璃车镜，模糊的眼角和黯淡街影重叠，处处习惯戏剧性

的自己，身后理应有主题曲冉冉响起，可是没有，一切默然；车声领先，颇久之后缓

缓才有淡淡女音微吟，虽不是情歌爱曲，到底也有一丝爱意。（中略）

处处有老吉隆坡的痕迹……只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人物，其他都是背景隐然流动的

暗花，刻意为了一座城市来写作，好像非常本末倒置的样子。我没有过度的情意结

……小说是小说，以都门为题，到底是写散文笔记较好。尤其写成〈陶庵梦忆〉的格

局，很有古意的潇洒。我们活着，就有顾影回眸的坏习惯……而对隔着轻快铁透明车

窗外的现代风光，高耸的双峰宝塔，略带仿古西洋长柱形的时代广场，再往前走下去，

俯瞰英殖民地时代老监狱，时空交错；我可没忘记童年时候的此处，方圆一里、内，

整八间戏院，如今无一幸存，仿佛跟自己的记忆开玩笑……沧桑本自然，只是从来没

有一个地方，投机无情，以致可以随时毁灭记忆，让我几疑过去活在另一个城市，而

今隐埋在云里雾里的梦中。那分明在小时候出现的一楼一底房子，阳台边有扇形铁栅

栏，如扇打开，尖端是箭尖一样，丰子恺漫画里常见的（后略）。

我只能略带惆怅的，回想昏黄记忆里的东姑花园，绿茵边的冬菇亭子，秋千架，

黑白照片，里面的童年欢乐大概渐行渐远了；湖滨公园的暗紫色清晨，爸爸驾了汽车

停在一边，我陪着沿湖畔小路散步，灵郁清芬，扑面都是天上的仙气。旧式茶楼的蒸笼，

浮起肉香，人语笑声，风扇摇晃下茶烟氤氲，即使现在有类似的地点，我一厢情愿认

为，这不过是仿造……但终归如此，面对眼前一切，还是欢喜；至于不欢喜的，以后

这种种可能也随之化为云烟。老火车站的餐厅里有灯影荔枝红，我瞥过一眼，缓缓走

出去，走过去，不敢回头，从此就这样老去……人生该来的，意料之外的，发生在自

己身上，发生在吉隆坡身上；怀着旧有记忆里的我不认识她，她也漠然地历尽沧桑下

去。（《代序 都门梦忆》，见李天葆《盛世天光》，麦田出版，2006 年，第 3-5 页）

以上应该是迄今为止李天葆最明晰的心灵写照、文学自白。李天葆说出的“我没有过

度的情意结”一语，正好证实笔者的他身上有吉隆坡情结之主张。

下面让我们分析李天葆吉隆坡情结之内容与实质。慢慢读来，我们会悟出李天葆心目

中的吉隆坡并不是“隔着轻快铁透明车窗外的现代风光，高耸的双峰宝塔，略带仿古西洋

长柱形的时代广场”的现代吉隆坡，而是包括“英殖民地时代老监狱”等在内的老吉隆坡。

他对它太心爱，太怀念，太向往，甚至有些美化它，因为构成它的主要因素是李天葆的“昏

黄记忆”：“昏黄记忆里的东姑花园，绿茵边的冬菇亭子，秋千架，黑白照片，里面的童年

欢乐大概渐行渐远了；湖滨公园的暗紫色清晨，爸爸驾了汽车停在一边，我陪着沿湖畔小

路散步，灵郁清芬，扑面都是天上的仙气。旧式茶楼的蒸笼，浮起肉香，人语笑声，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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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与他在店铺外的长廊上，不远之外有几只鸽子慵懒的踱步，听见人的步履声，

便受惊的飞起，翅膀叭哒叭哒直响。桃红往里面缩了一下，靠近他，嗅见淡淡汗酸气；

而那张马脸背光，看不真切。她在并肩而行之中，觉得有种不讲道理的恍惚迷离，简

直身在热沉沉的午后睡梦里，似梦似真。（《桃红刺青》）

事实上，这叫蔡树春的男子每夜都在梦里与她相会，醒来之时，她往往不敢相信

那荒唐的景像，实在可以说是下贱无耻；可是这比一切东西都来得真切清楚，仿佛就

在现实一样……舞台上的表演反而像梦，梦般的音乐，梦般的光线……她是被美化过

的……而在睡梦里的原始狂暴，纵然是难以启齿，却一点一滴都是活生生。……（《女

墙》）

是一片月色，浅浅清清流泻在身上，飘飘欲仙，恍如梦中，跟现实的生活，顿成

对比。（《懒月斜》）

李天葆的小说经常写梦，颇有些弗洛伊德的影子，而除了用梦境来解释性欲（如“这

叫蔡树春的男子每夜都在梦里与她相会，醒来之时，她往往不敢相信那荒唐的景像，实在

可以说是下贱无耻”）外，他主要是通过梦境与现实进行比照（“跟现实的生活，顿成对比”），

于是乎，不管现实是多么平凡常见（“现在与他在店铺外的长廊上，不远之外有几只鸽子

慵懒的踱步，听见人的步履声，便受惊的飞起，翅膀叭哒叭哒直响。桃红往里面缩了一下，

靠近他，嗅见淡淡汗酸气”），或多么美轮美奂（“是一片月色，浅浅清清流泻在身上，飘

飘欲仙”），总不如梦的优美超然为所欲为。然而，有意思的是李天葆也把现实做梦幻处理，

“舞台上的表演反而像梦，梦般的音乐，梦般的光线”，因为那有时“是被美化过”的；与

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天葆作品的梦里倒反而不缺乏真实因子，“在睡梦里的原始狂暴，

纵然是难以启齿，却一点一滴都是活生生”。如此这般，李天葆苦心经营的是“似梦似真”

的境界，在他那些爱情故事，有真挚的情感，又有梦里的肆无忌惮，真因为梦而有些恍惚

不定，梦由于真而扑朔迷离，孰真孰梦，自由读者评判。这，乃李天葆写作策略之一，上

面的例子足以证实。

九

仔细研读李天葆的作品，便会发现其背景多是吉隆坡的大街小巷、影楼舞厅、旅馆茶

室、制衣厂、矮檐瓦屋……。再进一步深读下去，还会发现他笔下的吉隆坡并不是以双峰

塔为地标的今日吉隆坡。而是老气横秋的昔日吉隆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心里有一个

笔者称之为吉隆坡情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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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离开吉隆坡……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有时为了生活；而且这确实是部分

事实……即使是大都市，也会没有容身之所的时候，只身形单，无处可去，离开也纯

属合理。匆匆黑夜里反照的玻璃车镜，模糊的眼角和黯淡街影重叠，处处习惯戏剧性

的自己，身后理应有主题曲冉冉响起，可是没有，一切默然；车声领先，颇久之后缓

缓才有淡淡女音微吟，虽不是情歌爱曲，到底也有一丝爱意。（中略）

处处有老吉隆坡的痕迹……只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人物，其他都是背景隐然流动的

暗花，刻意为了一座城市来写作，好像非常本末倒置的样子。我没有过度的情意结

……小说是小说，以都门为题，到底是写散文笔记较好。尤其写成〈陶庵梦忆〉的格

局，很有古意的潇洒。我们活着，就有顾影回眸的坏习惯……而对隔着轻快铁透明车

窗外的现代风光，高耸的双峰宝塔，略带仿古西洋长柱形的时代广场，再往前走下去，

俯瞰英殖民地时代老监狱，时空交错；我可没忘记童年时候的此处，方圆一里、内，

整八间戏院，如今无一幸存，仿佛跟自己的记忆开玩笑……沧桑本自然，只是从来没

有一个地方，投机无情，以致可以随时毁灭记忆，让我几疑过去活在另一个城市，而

今隐埋在云里雾里的梦中。那分明在小时候出现的一楼一底房子，阳台边有扇形铁栅

栏，如扇打开，尖端是箭尖一样，丰子恺漫画里常见的（后略）。

我只能略带惆怅的，回想昏黄记忆里的东姑花园，绿茵边的冬菇亭子，秋千架，

黑白照片，里面的童年欢乐大概渐行渐远了；湖滨公园的暗紫色清晨，爸爸驾了汽车

停在一边，我陪着沿湖畔小路散步，灵郁清芬，扑面都是天上的仙气。旧式茶楼的蒸笼，

浮起肉香，人语笑声，风扇摇晃下茶烟氤氲，即使现在有类似的地点，我一厢情愿认

为，这不过是仿造……但终归如此，面对眼前一切，还是欢喜；至于不欢喜的，以后

这种种可能也随之化为云烟。老火车站的餐厅里有灯影荔枝红，我瞥过一眼，缓缓走

出去，走过去，不敢回头，从此就这样老去……人生该来的，意料之外的，发生在自

己身上，发生在吉隆坡身上；怀着旧有记忆里的我不认识她，她也漠然地历尽沧桑下

去。（《代序 都门梦忆》，见李天葆《盛世天光》，麦田出版，2006 年，第 3-5 页）

以上应该是迄今为止李天葆最明晰的心灵写照、文学自白。李天葆说出的“我没有过

度的情意结”一语，正好证实笔者的他身上有吉隆坡情结之主张。

下面让我们分析李天葆吉隆坡情结之内容与实质。慢慢读来，我们会悟出李天葆心目

中的吉隆坡并不是“隔着轻快铁透明车窗外的现代风光，高耸的双峰宝塔，略带仿古西洋

长柱形的时代广场”的现代吉隆坡，而是包括“英殖民地时代老监狱”等在内的老吉隆坡。

他对它太心爱，太怀念，太向往，甚至有些美化它，因为构成它的主要因素是李天葆的“昏

黄记忆”：“昏黄记忆里的东姑花园，绿茵边的冬菇亭子，秋千架，黑白照片，里面的童年

欢乐大概渐行渐远了；湖滨公园的暗紫色清晨，爸爸驾了汽车停在一边，我陪着沿湖畔小

路散步，灵郁清芬，扑面都是天上的仙气。旧式茶楼的蒸笼，浮起肉香，人语笑声，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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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晃下茶烟氤氲”。这里充满诗意，也有些过于美好，是他的记忆美化了那些远逝的过去，

客观科学地评价的话，是有些“一厢情愿”。问题是：他为什么对老吉隆坡如此这般的“一

厢情愿”地一写再写呢 ?

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深究李天葆的美学思想了，笔者认为，一言以蔽之：古旧往昔

峥嵘灵妙（或曰：其文学写作观是今不如昔）。他对此是有些近于执拗的，“我反其道而行，

但求沉醉在失去的光阴洞窟里，弥漫的是老早已消失的歌声；过往的莺啼，在时空找不着

位置，唯有寄居在嗜痂者的耳畔脑际。与记忆，与幻梦，织成一大片桃红绯紫的安全网，

让我们这些同类梦魂有所归依。迫在眉睫的时势，到底也得成为过去，不可能长久存在；

稍一回顾，顿成为历史”（李天葆《民间传奇》第 110 页）。

至此，已经从李天葆的文学观，论及他的历史观，甚至涉及他的人生观。逝者如斯夫，

他追求的是心理上的“安全网”，而且其途径是通过“一大片桃红绯紫”，想一想他作品中

的那些身分各异命途相近的女性们，特别是反复思考他代表作的《桃红刺青》，这句话的

含义也就逐渐明了。

然而，在结束本论文的时候，笔者还是要指出，李天葆通过文字追忆逝水年华，完全

可以理解 ；但一味“沉醉在失去的光阴洞窟里”， 醉心于“老早已消失的歌声；过往的莺

啼”，像他自己也承认的那样，终会彻底成为文学上的“嗜痂者”。

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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