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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强大的
朋友圈

1941年 4月 3日，《纽
约时报》刊登了伍尔夫的
讣告，其中一段写道：“弗
吉尼亚·伍尔夫是萨克雷
的外孙女，达尔文家的亲
戚。伍尔夫家当时与诸多
文学名家有来往，常来拜
访的有斯蒂文森、拉斯金、
罗厄尔、哈代、梅瑞狄斯
等。”由此可见伍尔夫的显
赫家世，是真正意义上的

“知识贵族”家庭，谈笑皆
鸿儒，往来无白丁。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
伍尔夫虽然不能像她的哥
哥那样去剑桥大学深造，
但她在家里大量阅读父亲
的书籍，汲取了丰富的文
学养分。在她身上滋生女
性主义思想，似乎也就顺
理成章了。她的父亲莱斯
利·斯蒂芬爵士是维多利
亚时代出身于剑桥的一位
著名文学评论家、学者和
传记家，他在伍尔夫成为
作家的道路上给予了巨大
的影响，后来都有人把她
与英国著名小说家简·奥
斯丁相提并论，称“奥斯汀
在世界的一隅嘲笑全世
界，伍尔夫则在世界的中
心看轻全世界”。

或许过于显赫的家世
和卓越的文化修养遭了上
苍的忌，伍尔夫的成长之路
异常坎坷。幼年时遭到同
父异母的哥哥猥亵，13岁时
母亲因风湿热突然离世，导
致她第一次精神崩溃。两
年后，伍尔夫失去了同父异
母的姐姐斯妲拉（当时正怀
着身孕）。22岁时，父亲离
世，她再度精神崩溃，并企
图跳窗自杀。她最终被救
了下来。涅槃重生的伍尔
夫由此开启了辉煌的创作
生涯。为了不拖累家庭，她
开始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作
品，同时在一间在职成人夜
校任教。24岁时，她结识
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的
一群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她
进入了人生的转折点。她
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化社交
圈。她和姐姐瓦娜萨·贝尔
（一位后印象派画家）很快
成为这个知识分子团体的
核心人物。她主张“高级趣
味”，她的客厅无法忍受贸
然登门的平庸者，只有才华
横溢、妙语连珠的人才有资
格走进来。她的冷眼与挑
剔使得布鲁姆斯伯里团体
像大浪淘沙一般，留下来的
座上客都是当时英国社会
最自命不凡的才子们。此
时的伍尔夫，拥有堪称20

世纪最强大的朋友圈，其中
囊括了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伯特兰·罗素、经济学家梅
纳德·凯恩斯、诗人T·S·艾
略特、小说家 E·M·福斯
特、历史学家和传记家里
顿·斯特拉奇等，他们的作
品和观点对英国乃至全球
文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推
进了女性主义、现代经济思
想、现代主义小说以及现代
艺术的发展。

被爱情宠溺成
女性主义先驱

在这个团体中，伍尔夫
不仅得到了智性、自由、平
等、友谊，还收获了爱情。
与团体中的作家伦纳德结
婚，是伍尔夫生命中最重要
的一个决定。事实证明，没
有伦纳德，就没有世人所熟
知的伍尔夫，她可能只是英
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小
小注脚，而不是享誉全球的
女性主义先驱、现代主义文
学的奠基人之一。

幼年时遭同父异母的
哥哥伤害所带来的隐痛一
直伴随着伍尔夫。与伦纳
德结婚后，精神脆弱的伍尔
夫得到了丈夫的悉心照
料。伍尔夫在疗养院休养
期间，伦纳德每天都会用最
温柔的笔触给她写信：“我
亲爱的狒狒，要不是太晚的
话，我会给你唱一首猫鼬的
快乐歌，开头是：我好爱慕
你，我好爱慕你。今天见到
你之后，我非常确定我们很
快又可以在一起了。我最
亲爱的，别再说什么连累我
的话，你带给我的是最完美
的幸福，我哪怕只是静静地
坐在你身边读书，也能感受
到那种快乐。”对此，伍尔夫
的内心充满着感激，她跟她
的朋友说：“要不是因为他，
我早开枪自杀了。……伦
纳德是我生命中隐藏的核
心，他是我创造力的源泉。”

童年时的灰暗经历似
乎左右着她的一生，像是一
个被框定的魔咒，对性和婚
姻的恐惧深深植入伍尔夫
的生命中，成为她一生中不
可逾越的沟壑。即使伦纳
德如此无私的爱，也没能让
她有些许缓解。

为了能够安心写作，他
们搬到了乡间的一所房子
里。上午，他们一同专心创
作；下午，两人悠闲地喝茶
漫步，然后继续写作。1913
年，31岁的伍尔夫创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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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25日，是著名现
代主义作家、文学评论家、女
性主义先锋弗吉尼亚·伍尔夫
的140周年诞辰。

说起伍尔夫，大概女性文
艺青年没有不知晓的，她身上
的标签、她的人生以及她的言
论和文字都如此凸显，在20
世纪的英国，依然笼罩着维多
利亚时代鲜明的保守风气，有
一天，伍尔夫突然对她的丈夫
说：“我不再做饭，不再洗碗，
不要生小孩，从今以后你也不
要再碰我了。因为我要写小
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即使在
当今，在很多人的意识里，也
是属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需
要说者有着惊人的果敢和勇
气。伍尔夫似乎终生被这种
勇气所鼓舞。

了自己的小说处女作《远
航》。书中女主人公雷切
尔·温雷克是一个24岁的
姑娘，在从英国到南美洲一
个度假胜地的航行中，她经
历了一个自我意识觉醒的
心路历程。伍尔夫和她小
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开始走
向人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
蜕变过程。

一间自己的房间

1917 年，伍尔夫夫妇
在家中的地下室建立了霍
加斯出版社，只因她想写所
有想写的东西。由此，伍尔
夫迎来了创作生涯的黄金
时代。

1928年 10月，伍尔夫
两次应邀前往剑桥大学多
个女子学院，做了主题为

“女性与小说”的著名演
讲。不久后，她将这两次演
讲加以大幅修改并扩充成
书，题为《一间自己的房
间》，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
理论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著
作之一就此诞生。这本书
也成为了后来的女权主义
者必备的枕边书。

这本书的开篇直截了
当：“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
小说或诗歌的话，每年必须
有五百英镑的收入，外加一
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在那
个女人“从来没有半个小时
能称作她们自己”的时代，
伍尔夫发现女人想要记录
自己的生活，“总是会被打
扰。”一个带锁的房间，意味
着独立思考的能力，它不受
任何权势或他人思想与行
为的影响，而是沉浸在自己
的内心世界里，去创造一个
崭新的小说世界。

事实上，在此之前的
1927年，伍尔夫已经出版
了一生中的巅峰之作《到灯
塔去》，这部准自传体小说
无论是创作视角还是心理
描写，抑或是意识流手法，
都运用得炉火纯青。由此，
伍尔夫成为与乔伊斯和普
鲁斯特并驾齐驱的三大意
识流文学宗师，他们共同将
意识流小说推向全世界，极
大地影响了世界范围内文
学创作的手法，成就了传统
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道宏

伟的分水岭。
对于深受维多利亚时

代种种束缚的女性（即使
如伍尔夫这般显赫的家
世，作为女性的她依然没
有机会被送去学校读书，
她所有的教育都来自父母
和家庭教师），伍尔夫这样
鼓励道：“我希望你们可以
尽己所能，想方设法给自
己挣足够的钱，好去旅游，
去无所事事，去思索世界
的未来或过去，去看书、做
梦或是在街头闲逛，让思
考的渔线深深沉入（生命）
这条溪流中去。”即便是将
近一百年后的今天，这段
话依然掷地有声。由此，
伍尔夫在演讲中抛出了一
个震烁古今的金句：“一个
人能使自己成为自己，比
什么都重要。”

遗憾的是，伍尔夫终究
没能抵挡住精神疾病的折
磨。1941年2月，她完成了
最后一部小说《幕间》的创
作。一个月后，预感另一次
精神崩溃即将开始，伍尔夫
担心自己永远不会再好转，
在留下两封分别给丈夫和
姐姐瓦娜萨的短信后，她在
一个无人的清晨用石头填
满口袋，投入了位于罗德麦
尔她家附近的欧塞河。她
走向了死亡的漩涡，也走向
了新生。如她本人所说：

“我会像浪尖上的云一样消
失”。巧合的是，同为意识
流作家的代表人物，伍尔夫
和乔伊斯同年出生，又于同
年去世。

伍尔夫去世后，伦纳德
把她的骨灰埋葬在院子里
的榆树下，并在她的墓碑上
刻下了她的小说《海浪》中
的最后一句话：“死亡，即使
我置身于你的怀抱，我也不
会屈服，不受牵制”。《海浪》
是一部高度诗意化、抽象化
和程式化的实验作品，法国
作家莫洛亚阅读之后如此
感叹：“这是一部清唱剧。
六个独唱者轮流念出辞藻
华丽的独白，唱出他们对时
间和死亡的观念。”海浪拍
岸声声碎，我们尽可能从她
那着了魔的诗歌之树上伸
出手臂，从匆匆流过的日常
生活的溪流抓住一些关于
生命主旨的碎片。

二十岁的伍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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