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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日记》：
走进卡夫卡的内心世界

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
在西方现代文学中有着特殊的地

位。卡夫卡生前在德语文坛上几

乎鲜为人知，去世后却

引起世人的广泛注意，

被誉为西方现代派文学

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

的长篇小说《城堡》《诉

讼》、中篇小说《变形

记》、短篇小说《饥饿艺

术家》及书信、日记、谈

话录等作品，为他赢得

世界范围的广泛声誉。

日记是一个人内心世

界最为真实的写照，卡夫卡这个为

写作而生的人，对日记这种表达方

式欲罢不能。对于卡夫卡来说，日

记的功能和他所热爱的阅读与写

作一样，都是一座可以随身携带的

“避难所”。卡夫卡的创作灵感和

思路，他的精神和身体状况的变

化，其情感世界的纠结、生活的困

惑和对社会伦理的思考，都记录在

1909年至1923年这十余年间的日

记里。通过这一时期的日

记，读者可以走进卡夫卡的

内心世界。

日前，经德国菲舍尔袖

珍出版社授权，1909—1923

年三卷本《卡夫卡日记》由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对于研究卡夫卡的创作动

机与背景，以及揭开卡夫卡

人生诸多未解之谜，具有重

要意义。

《卡夫卡日记：1909—1912》，

本卷日记记录了卡夫卡这四年间

的所思所想、所触所感。从这本日

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卡夫卡的读书

与写作、观看戏剧、社会交际生活

等，看到他时时刻刻敏感而焦灼的

内心世界的纠结与矛盾、冲突。尤

其在身体与头脑的虚弱时刻所产

生的无力感，对他来说像是噩梦般

的存在。另外，日记中也涉及一些

有关梦境的书写，以及带有强烈文

学意味和意识流意象的探索。

《卡夫卡日记：1912—1914》，

本卷日记记录了卡夫卡这三年间

的工作、阅读、社会活动与社会交

际等各个方面的生活及其他的思

考。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紧张

而敏感的内心世界，对自身荒诞

处境的体悟与远离，欲投身写作

却往往不得的痛苦，对于婚姻、情

感上的纠结与矛盾，以及对家庭

关系带给他的束缚与痛苦的深刻

体察。

《卡夫卡日记：1914—1923》，

本卷日记记录了卡夫卡这一时期

的读书生活、人际交往，对生活与

文学的思考等。从中我们可以更

进一步体会到卡夫卡全身心投入

文学生活的焦灼内心世界，对自身

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无力感，对文

学世界的极致追求的挫败感，时刻

纠缠着他敏感的神经。从后期的

日记中也能明显地感觉到，卡夫卡

对于“生命”与“存在”的思索、绝望

及挣扎。

从卡夫卡的日记中可以看

出，他唯一的热爱就是写作：不停

地思考，不停地写作。他的工作、

生活、婚姻、社交等都是围绕着能

够让他专心写作、为写作创造条

件展开的。卡夫卡是一个内心羞

怯、矛盾和自我封闭的作家。一

方面，他很想融入世俗，让家人满

意，为此也曾试图承担一份婚姻

的责任。另一方面，他却极其厌

倦世俗生活，想要逃离，灵魂的自

由是他毕生的渴望，而只有在写

作中，他的灵魂才是自由的、满足

的。

卡夫卡的心思细腻、思想深

邃，日记中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

都是他当下身心状况的体现。细

心的读者会发现，卡夫卡的日记中

存在一些反复、断裂甚至是混乱的

地方，这正是卡夫卡内心矛盾的一

种体现。不了解卡夫卡的人，看到

这些细节或许会觉得他是个“头脑

混乱”的疯子，但这或有意或无意

的笔触正是卡夫卡那段时期精神

世界最真实的反映。从这些最真

实的记录中，读者将发现卡夫卡的

心理状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看

到他对当时的教育制度、社会伦理

的讽刺和批判。

在现今生活里，每个人都有自

己执著的追求与爱好，不管是读

书、旅行、音乐、写作还是游戏。卡

夫卡笔下的日记，将一个生动、鲜

活的社会矛盾体呈现在读者面前，

每个人都能从他的描述中找到或

多或少的共鸣，并从中发现自己的

影子。《卡夫卡日记》——这卓越灵

魂的自言自语，在最高意义层面，

是多么宝贵和迷人，那是最私密的

话，不曾向任何人诉说，是生活与

创作之间双重的、最深层的关系，

是卡夫卡这样的诗人的灵魂写照。

（黄成）

人们总是在努力营造属于自己的

理想家园，并将这一愿望投射到“娃娃

屋”的制作中。在写作、旅游之外，观

赏、收藏“娃娃屋”（玩具屋、袖珍屋、模

型屋等）同样是作家西西的重要嗜好，

多年来西西一直致力于亲手打造、装

配心目中属于自己的理想“娃娃屋”。

为了打造一座符合18世纪英国乔

治亚时代风格的“娃娃屋”，西西细致地

研究了大量有关当时生活情境的历史

素材：建筑材料、装潢设计、摆设风格、

服装造型、日常用品、文化习俗等。《我

的乔治亚》便是这样一个喜爱“娃娃屋”

的女子，在寻觅组合配件的过程中，展

开的一场遨游古今的浮想联翩。

《我的乔治亚》是西西将纪实与虚

构巧妙编织而成的一部别具一格的长

篇小说，记录了作家对理想寓所的探

求。小说以“娃娃屋”为题材，探索乔治

亚时代建筑、

家具、摆设的

种种特色，深

入描绘当时

人们的生活

点滴、风土人

情、历史故

事。同时，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交织其

间。在故事内外，真实情境与虚拟角色

错综交汇。西西以她创新的艺术布局

和独特的叙述方式，让读者分享她的丰

富知识、奇思妙想和生活乐趣。

西西认为，构建“娃娃屋”是一场

积极的“游戏”，是对自我记忆的一次

重建。构建“娃娃屋”，缝窗花、铺地

板，与屋中人偶对话，并不是为了消极

地打发时间，而是在“游戏”中发现自

我，认识家园，重温城市历史记忆。

（水上书）

哈珀�李是谁？她是文学经典
《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因为

《杀死一只知更鸟》的出版，哈珀�
李从一个籍籍无名的法学院毕业

生，一跃成为美国20世纪文学史上

的里程碑式人物。但即使是在今

天，与《杀死一只知更鸟》获得的巨

大声誉相比，哈珀�李的一生似乎
被笼罩在这本书的巨大“阴影”中，

让人难以辨清她的真实身影。

对于这位成名又“没落”的女

作家，人们有着无尽的好奇与揣

测：哈珀�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杀死一只知更鸟》是如何
被创作出来的？《杀死一只知更鸟》出版后，哈珀�李为什么陷
入了长达五十年的沉默？哈珀�李潜心酝酿十余年写出的新
作，缘何未能面世？在爆红之后，哈珀�李究竟经历了些什
么？……这些谜团始终困扰着读者。

多年之后，另一位年轻的女作家、记者凯西�塞普，试图
揭开缠绕在哈珀�李身上的重重谜团。她被允许查看了哈
珀�李收集的案件调查资料和遗作手稿。虽然哈珀�李从不
在自己的作品中出现，但这一次，凯西�塞普决定让哈珀�李
在书中现身。于是，凯西�塞普写下了一本《疯狂时刻：谋杀、
欺骗及哈珀�李最后的审判》（简称《疯狂时刻》），重新讲述传
奇女作家哈珀�李的一生及她成名后的心路历程。
《疯狂时刻》是一本关于哈珀�李的答案之书，道尽这位

传奇女作家的偏执与疯狂、孤独与荣耀。当然，这本书呈现

给读者的，远非“哈珀�李的一生”这句话所能概括。《疯狂时
刻》讲述了哈珀�李没能说完的故事，全书分为“牧师”“律师”
“作家”三大部分，其中第三部分“作家”占了全书一半的篇

幅。这是一部集合了悬疑、罪案、法庭情景剧以及微型哈珀�
李传记的综合式作品。

牧师、律师、作家、谋杀、欺骗、审判等种种人物角色与故

事情节，在凯西�塞普的精心编排下，在《疯狂时刻》中编织出
一张缜密华丽的“网”，笼罩其中的，是“塑造了美国印象”的

一代大家哈珀�李的传奇一生，以及她对真实近乎偏执的渴
望。

这本书同样折射出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疯狂时刻”，全

书在细枝末节处延伸出对当时美国经济、政治、司法、文化、

宗教、种族等现象的深层探讨。凯西�塞普虽然没有直接借
书中人物之口向读者发问，但字里行间无不提醒着读者：所

见未必事实，我们自以为追寻的，

也不一定是真相。

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疯狂时

刻》无疑比小说更精彩、更迷人，它

让读者跟随离奇案件走进女作家

的人生，也走进哈珀�李颇为神秘
的内心世界，阅读过程中带给读者

强烈的沉浸感。最终读者将发现，

也许所有疯狂在时间面前终将归

于平静，但正如哈珀�李所说，我们
都已被一种“共通的痛苦”所联

结。 （黄成）

《我的乔治亚》：
对理想寓所的探求

《疯狂时刻》：
关于哈珀�李的答案之书

《哨鹿》：以小说演绎《木兰图》
《哨鹿》是作家西西用小说

形式演绎的一幅《木兰图》画

卷，其简体中文版日前由译林

出版社首次出版，受到读者的

关注。

西西，原名张彦，广东中山

人，作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

等三十多种，形式与内容不断

创新，影响深远。2005年获《星

洲日报》“花踪世界华文文学

奖”，2011年获香港书展“年度

作家”称号，2018年获美国“纽

曼华语文学奖”，2019年获瑞典

“蝉文学奖”。

《哨鹿》在形式上是一部长

篇小说，是作家西西看了郎世

宁等人的《木兰图》而想象出来

的故事。所谓“木兰”，是满语，

意为“哨鹿”，即猎人以木质长

哨仿效雄鹿求偶的声音，引诱

雌鹿前来，然后进行猎杀。

小说以“哨鹿”为名，叙述

了一场清朝乾隆时期皇家猎苑

中暗伏的刺杀案件。全书围绕

两条线索平行展开：一为乾隆

秋季自紫禁城经承德避暑山庄

去木兰围场打猎，一为哨鹿人

阿木泰一步步陷入刺杀乾隆的

迷局中。两条线索独立而交

叠，在看似意料之中的地方，制

造出乎其外的惊奇大戏。

《哨鹿》融合传统与现代的

叙事技巧，描绘了史实与虚构

激荡而出的时代人性，布局开

阔而细致，角色心理引人入

胜。这部小说创造了一种颇为

新式有趣的阅读，既可以看故

事，又可以考古。例如，郎世宁

的手卷分为四段，《哨鹿》这部

小说同样分为四章，假如细心

的读者对照图卷来读，可以从

图卷中找到小说场景的许多渊

源。

西西的文学创作极具实验

性。评论家认为，西西始终坚

守前卫第一线，从传统现实主

义的临摹写真，到后设小说的

戳破幻象；自魔幻现实主义的

虚实杂陈，至

历史神话的重

新诠释，创作

实验性强、变

化瑰奇，拓展

了中文的语言

叙述表达能

力。

（水上书）

本报讯 宝盖镇濠江国际小区的老年朋友真幸福，年年有

得“游”。该小区成立老年人互助会的六年来，年年组织老年朋

友旅游，成为小区老人的特有福利。这不，8月21日，该小区老

年人互助会又带大伙玩去了。

8月21日一早，在小区老年人互助会的组织下，濠江国际小

区几十名老年朋友开启了“石狮一日游”。峡谷旅游路、花海谷

公园、红塔湾海岸公园、永宁古卫城、石湖港、林銮渡、石狮湿地

公园……组织者精心为大家安排了旅游路线。“咱厝家门口的

风光真是好！”“石狮这几年的变化太大了！”……到家门口的景

点“打卡”后，大伙都特别惊讶，纷纷感叹家乡之美。

2014年，濠江国际小区成立全市首个小区老年人互助会，为

小区老年人搭建一个“传递爱心、互帮互助、加强沟通、共铸和谐”

的服务平台，促进了邻里间的联系与互动。六年来，该互助会为

小区老年人创造了许多福利，比如每年组织开展春游与秋游就是

其中一项。今年受疫情影响，春游被耽误了。“咱石狮也值得一

游。”该互助会负责人认为，秋游不能再错过，并特意选择“石狮一

日游”，让老年朋友放松一下，也让大家亲身感受石狮的城市建

设。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高觉慧）

本报讯 8月16日，随着500

多艘拖网渔船驶向渔场，祥芝开

启了新一轮捕捞作业旺季，而随

500多艘渔船的渔工带上渔船的

除了日常生活用品外，还有2份告

知书和2份倡议书。除了渔业船

舶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告知书、渔

船防范硫化氢中毒措施告知书、

“扫黄打非”倡议书外，今年祥芝

镇还发放了“船舶垃圾不落海”倡

议书，倡议书写道：“作为全国渔

业重镇的祥芝，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我们先行一步，‘船舶垃圾不

落海’，我们就是先行者！”这是祥

芝推进“船舶垃圾不落海”行动的

缩影之一，也是祥芝着力提升海

漂垃圾治理的举措之一。

据悉，自2020年1月18日“垃

圾不落海”启动仪式和6月5日石

狮市纪念“六五”世界环境日暨

“船舶垃圾不落海”经验推介与全

民行动启动仪式后，祥芝镇再一

次向辖区各船主、渔工和渔业从

业者发起倡议，针对的还是海域

环保问题。乘着创城东风，祥芝

镇倡导各渔船船东和渔工养成垃

圾不落海的文明习惯，为城市文

明贡献一份力。

同时，祥芝镇针对辖区海岸

线长、渔港船舶生产作业多，海岸

线临近村民生活区，海漂垃圾治

理任务重、治理难、保洁成效不稳

定等问题，结合区域实地情况，积

极探索改进清扫保洁机制。该镇

采取因地制宜、攻克难点的办法，

逐一排查容易积存海漂垃圾的卫

生死角和重点治理区域，督促保

洁承包公司根据上述特点，制定

针对保洁工人的奖惩方案并同步

实行网格化管理，实施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点对点、位对位蹲点

方式保洁作业，从而实现海漂垃

圾保洁工作无死角无缝对接和全

方位覆盖。

记者还了解到，祥芝镇海岸

线存在个别废弃“僵尸”船和各类

杂物乱堆乱放的现象。对此，祥

芝镇组织城管人员加班加点，逐

一对上述问题点给予清理，让海

岸线环境卫生面貌焕然一新，也

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一片赞许。通

过一段时间的集中整治，祥芝镇

在近几个月海漂垃圾考评排名

中，有较为明显的提升，扭转海漂

垃圾清扫保洁工作成效长期不稳

定局面。

下一步，祥芝镇将着力组织开

展“船舶垃圾不落海”工作，并且加

强海漂垃圾清扫保洁工作的日常

监督管理和考评检查，大力整治海

漂垃圾，确保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同时，通过多渠道向村民群众及渔

船员工发出海洋环保倡议书，开展

形式多样的宣传服务活动，引导村

民群众自觉维护环境卫生秩序，树

立生态环保意识。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蔡育兴）

本报讯 凤里街道妇联、凤里

街道妇联“咱厝边”家庭服务中心

联合发起“爱心驿站”项目，面向市

民接收各类闲置物品，并对其进行

义卖，所得善款用于帮助辖区内的

困难家庭。8月21日上午，凤里街

道妇联利用“爱心驿站”项目筹集

到的善款，慰问辖区困难儿童。

当天，凤里街道妇联、宽仁社

区妇联、仁里社区妇联、石狮市儿

童产业联合会党支部、仑峰（福建）

交通运输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等

有关单位负责人、致和社工及学校

老师组成的慰问团走访慰问了3户

贫困儿童家庭，为他们送去了善

款、学习用品等，并详细了解孩子

们的学习生活情况和面临的实际

困难，以及孩子们的愿望。家长和

孩子们对慰问团的关心和帮助表

示衷心的感谢。

多年来，凤里街道妇联一直秉

承服务辖区贫困儿童的宗旨，把

“温暖”实实在在地送到贫困儿童

手中，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有

力地推动凤里的和谐发展，使妇联

真正成为让群众满意的坚强阵地

和温暖之家。 （记者 陈嫣兰）

本报讯 8月21日，由湖滨街

道关工委、玉湖社区关工委、玉湖

社区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中心联

合举办的“快乐暑期在玉湖”夏令

营圆满落下帷幕。

据了解，本次夏令营从7月13

日开营至今，共有235人次报名参

加，其间共开设硬笔书法、英语、趣

味数学、陶笛、灯谜、作文/看图写

话、象棋、手工、乒乓球、辅导暑假

作业等10项活动项目和5场社会

实践活动。

一个多月以来，社区充分发挥

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中心功能作

用，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劳动

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不仅举办红

色经典电影展播活动和主题教育

讲座，还组织学员前往玉湖社区农

场、玉湖豆腐文化产业园，以及玉

湖社区革命传统教育走廊、李子芳

纪念馆、卢厝红色革命教育基地等

地参观实践，通过充实青少年的精

神世界，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和价值观，“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充分汲取文明实践“新养

分”。

“此次夏令营，立足爱国主义

和传统文化教育，开设了多个绿色

课程，有效地将孩子们的科学体验

活动与思想道德建设紧密结合，取

得了良好的成效。闭营仪式上，不

少孩子表示收获满满。”玉湖社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记者 黄翠林）

本报讯 8月20日下午，宝盖镇人大主席团与

市法院、市检察院和宝盖司法所等单位联合举办

“护航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主题座谈

会，司法部门相关负责人与该镇市镇人大代表、宝

盖鞋业工业园区部分规上企业代表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市法院有关负责人、市检察院有关

业务部门负责人分别详细介绍了优化营商环境、服

务民营企业发展的各自做法，宝盖司法所调解员介

绍民营企业司法调解和矛盾纠纷调处的相关情

况。与会人大代表和企业代表畅所欲言，并就企业

在经营活动中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交流探讨。

宝盖镇人大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组织更多这

样的交流活动，加强人大代表与部门、企业的互动，进

一步创新工作方式，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服务，让人

大代表在全镇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建设中贡献出更大

力量。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吴雅莉）

宝盖镇人大联合司法部门举办主题座谈会

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本报讯 8月19日上午，永宁镇召开农贸（集贸）

市场及冷链食品领域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

部署会，永宁镇相关领导、各村居食品安全协管员、农

贸市场管理员及相关冷链食品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防控

责任；加强部门协同，强化落实人员和环境核酸检

测；开展农贸市场爱国卫生运动，落实环境卫生整

治，做好每日消毒、每周病媒消杀、个人健康防护等

防控措施，营造良好的卫生防控氛围；要严格按照

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疫情常态化防控指南，落实

防控措施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

（记者 占婷 通讯员 蔡凯莉）

永宁严把
食品领域防控关

本报讯 近日，锦尚镇围绕年初制定的任务清

单和工作目标，对基层党建工作进行再部署。

锦尚镇紧抓基层党建不放松，就辖区各村“三

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基础工作不规范、党务村务

公开栏未及时更新、党员登记、党员“三诺”材料建

档不规范、特色亮点做法偏少等问题进行了剖析。

同时，该镇要求各村要做好各项工作，包括提升村

级党群服务中心服务功能，提高窗口服务效率；对

于重要工作事项，要采用“3+X”模式，广泛征求意

见、充分酝酿商讨；要落实《石狮市村级后备力量

“墩苗培养”实施方案》，储备培养后备干部，尤其是

本村致富带头人、返乡大学生、热心基层工作和家

乡事业的年轻人。（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邱友炳）

锦尚抓好基层党建工作

祥芝深化“垃圾不落海”治理

出海渔工人手一份文明倡议书

这个小区老人真幸福

老年人互助会又带大伙旅游去了
凤里街道妇联传递爱心 筹集善款慰问困难儿童

玉湖暑期夏令营闭营 15项活动共惠及235人次

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新时代文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