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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罗曼·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

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我没有想到会在荷兰出版，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和恩赐。出版

社老板莱纳德·沃尔特斯先生（Mr.Lenard Wolters ）是一位很敬

业的出版人。他虽不懂中文，但他希望他懂中文的朋友能够帮助他。

于是，却费心劳神地请了懂中文的朋友阅读我之前出版的文集《纹

身的女人》。这是一本30多万字的小说、散文文集，读起来还是蛮

花费时间的。一个多月后，莱昂先生给我来了邮件并把他朋友的读

后感发给我看。没想到他的几位朋友一致认为作品不错，甚至奇怪

怎么没在国内出版。我要谢谢三位我并不认识的朋友对我的肯定和

谬奖，因为他们的认可，莱昂先生决定出版我的长篇中文小说《塞

纳河畔的女孩》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可是莱昂先生做出版

十几年来第一次破例出版纯中文小说。毫无疑问，对他的出版社来

说无疑是一次挑战，这是要打开海外中文阅读的市场啊，这在并不

以中文为语境的欧洲，该是多大的风险？但他毫无畏惧，决定试一

试。我相信他的眼力，也相信他筹划的能力。他是一位资深的出版

人，在荷兰同行业中享有很高的信誉。只要是荷兰莱昂出版社出版

的书籍，销路都很好。我敬佩莱昂先生敢于创新和尊重文学没有国

界的崇高境界！

 

    今天，我把故事讲给您听，把情节展露给您看，把真实与虚构

客观地捏成一个形状，塑造一尊雕像，或几尊雕像，由您来评判。

在历史的长河中，所有的故事只是一滴水，一顷浪，涓流在翎笔下。

在无限的空间里，剖析自己，把悲剧化为喜剧，感染心灵。 

      

   我坚信，人们是在生存的过程中逐渐完善各自不同的天赋。作

为一个写作者，总希望在精读别人的经验中增长自己的智慧，完善

庄重的写作和人格的韶秀。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总会

在浅尝辄止中漏掉很多宝贵的东西。而又会在囫囵吞枣中不求甚解。

我是一个酷爱诗词歌赋的人，因为它能让淡而无味的生活变得丰满

而精致，让我变得不那么愚蠢而朝向明智。如同我院中的蝴蝶兰，

默默的芳香，静静地开放。

    我在荷兰写报纸专栏，一直想写海外底层移民的故事，把他们

的辛酸苦辣用文字烙印下来，刻画下来，进入宽泛的精神地段，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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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平凡人朴实的情感世界；探寻灵魂中多层次、多维度、多空间的

立体风骨；包涵肤浅的、深刻的、哲学的、谬误的、贪婪的、禅性

的、罪恶的、善良的、优美的、丑陋的等等人性中的心理元素，挖

掘并袒露在阳光下，让更真实的灵魂闪耀。我相信，那些深藏不露

的精华才可以不加修饰地、对比地蹦爆出来。

    生活本身是的奇妙的，有时亦很荒诞。人们在遵守社会法则的

同时，也在审视法则；在执行约定俗成的习惯时，又被法则、习惯

所抛弃，以至于有些时候，我们会唏嘘失去了基本的尊严与权利。

可是，当我们打开枷锁的同时，又被人为因素所桎梏。在这样平凡

甚至平庸的充满自相矛盾的生活中，灵魂很容易堕入失望透顶的深

渊里不能自拔。但是我们必须自拔、坚强，带着伤痛面对同类的冷

嘲热讽。然而，我们有往往在某个节点上，同仇敌忾，嫉恶如仇。

这是人性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使然。因为矛盾、纠结、颠覆、迷

茫时刻在我们身边，像影子一样，不离不弃。但我们必须在沉寂的

悲伤中，在深重的痛苦中，在冥思苦想、自我安慰中最终警醒，开

辟新路，披荆斩棘，勇往直前，这是生活的原始，而不是空话，是

压力也是毅力，更是魅力。 

    希望这两部连续剧姊妹篇，与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人类的

生存离不开爱，爱自然，爱人，爱动物，爱生灵，爱一切给予我们

生命之水的万物，甚至有时还要爱敌人。

    借此园地，我要感谢很多我爱着，也爱着我的人：

    感谢亲爱的女儿樊帅。这位秀美、端庄、仁厚、大气、睿智的

大学教授，没有她对我的孝顺和宽厚，便没有我在荷兰静静写作的

安心和动力。对于我女儿，我愧疚着、挂念着、爱着，想拥抱她。

    感谢漂亮可爱的小外孙女廖欣琰(灿灿），这个小小的“毕加

索”，用她的画作和她的表达方式来鼓励“像小孩”的外婆，她天

赋的天才和善解人意的聪颖与善良来感染和温暖我，在我写这几笔

时，我是多么想念她和亲人，想拥抱他们，山高水远，思念绵长。 

    感谢挚爱的丈夫 Koos van der Fluit （房·徳·弗莱特）。 

他是一位开朗、坚毅、幽默、博学多才、热爱中国的荷兰纤维光学

高级知识分子，是他长期以来支撑着我将写作进行到底，做我的坚

强后盾，让我无后顾之忧。否则，我没有力量与文字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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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我的亲人们，我的姊妹兄弟！感谢爱护我的亲朋好友！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几位老师和好朋友：

    北京著名画家、书法家萧宽先生；浙江著名画家张波先生；

    意大利著名华人书法家徐国平先生；比利时著名作家、诗人、

画家章平先生；美籍华人作家孟悟女士；德国华人作家叶莹女士；

    德国华人翻译家岩子女士。感谢他们精美的题字、插画和解

读，我会永远铭记他们对我的鼎力支持和真挚友谊。祝好人一生平

安！

    最后，再次衷心感 Leonon Media Publishers 荷兰莱昂媒体出

版社的鼎力协助！

    可是我仍然很痛心，因为我的母亲吴启芝大人，再也看不到二

女儿出版的任何书籍了。这位出生书香门第的慈母于 2021年 3月 10

日与世长辞。撕心裂肺的日子，受疫情的限制，我和丈夫弗莱特只

能在云端视频上，伤心欲绝地送母亲一程。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和

痛。在此，以这篇序，沉痛哀悼母亲！她与父亲（李传龙）永远活

在儿孙们心中，永远是子孙们最爱戴、最骄傲、最敬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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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梦 娜

岩子

 

    面对梦娜即将付梓的长篇小说《塞纳河畔的女孩》（Girl By 
The Seine）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One Love,One Lifetime）
蓦然之中我发现，梦娜不仅仅是一名出色的诗人，也是一名出色的
小说家。

    一直以来，在我的心目中，梦娜，是一名出色的诗人。她的诗，
唯美而婉约。每每读来，犹若一个风情万种的古典美人，莲步轻移，
自唐朝或宋代翩然而来。些许朦胧，些许凄美，些许隽永，穿越到
现代，让你惊鸿一瞥，继而柔肠百转。我不止一次地流连忘返于她
的诗行之间，久久感动。而今天读她的小说，不知不觉我被带进了
女主人公飞燕的故事中，随着她的生命轨迹，跌跌宕宕，死死生生。

    这绝非单纯的爱情故事。是跨越民族、跨越国界的不同文化和
不同风俗习惯相互碰撞的故事。其间包涵了他们人生的苦难与甜蜜
的爱情，以及彼此之间刻骨铭心的亲情和友情。他们是不同肤色的
一群人，一群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彼此深爱着，帮扶着，没有血
缘关系却胜似有血缘关系的真性情人。囿于种种的不同，他们之间
于是也发生了许多啼笑皆非的人生插曲。这个故事给人以启示：血
缘并不是维系家庭关系的唯一纽带。人与人之间，大爱、大善、大
奉献和大胸怀方才是最可贵的。

    该发生的和不该发生的邂逅或遭遇，天天都在发生，跨国恋情
早已屡见不鲜。但梦娜笔下的人生故事却别有洞天，叫你不得不感
慨万千。她用她一双多愁善感，温婉诗意的眼睛，捕捉别人或许看
不见，也看不出，生活在社会底层小人物身上的善与美，悲与痛，
聚与散的人生常态，从而更深层次的结构和诠释普通人的美与善。

    一个从贵州山区逃婚到城里寻找梦中的白马王子却失落了自己
的年轻姑娘，在经历了种种坎坷后决定破釜沉舟地偷渡出国。她以
为这样乘桴浮于海，便可以获得命运之神的眷顾，从此吉星高照，
一路坦途。却未曾想，造化偏偏弄人。

    小说围绕着她的坎坎坷坷而徐徐展开，一幅纵横着人情冷暖、
离合悲欢交错的悲喜剧式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似在局外人，海外
新一代移民所承受的不仅仅是不同文化和不同习俗下的多元性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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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冲突，更是精神层面的挤压与挣扎，迷茫与彷徨。惊奇作者如此
丰富而翔实的创作灵感和想象力何处而来？洋洋洒洒50余万字，以
诗质的语言，将小说中的人物刻划得个个栩栩如生、有血有肉，将
惆怅而艰难的蹉跎岁月描写得如此这般跌宕起伏，入木三分。之所
以将笔触放在新移民群体，抑或新移民个体之上来写作，我想，应
该是一名文字工作者与生俱来的敏感和使命感吧。 

    在作品里，作者的使命感和文化担当随处可见。借助于文学这
一手段，将平日生活中看似鸡毛蒜皮的琐碎，及其夹层里的境遇和
尴尬，加以了提炼和升华，让人与人的对话，人与自然的对话，人
与灵魂的对话，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声中立体起来，丰富起来，走
向读者，走向世界，进而“走向智慧”。

    小说写了几代人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的长篇小说，是两部构
织得颇见功力的长篇小说。语言之鲜活，文笔之酣畅，人生的酸甜
苦辣和人性的虚伪真善一展无余，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
的拿捏亦恰到分寸，收放有度，且不见雕琢和斧砍之痕迹，难能可
贵。

作者简介：
岩子，本名赵岩。欧洲华文笔会副会长。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与喜欢的
人一起读》栏目主持人。《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专栏作者。国内外已出版
译著或合集十余部。现居德国。

10



   

插画：叶莹 德国华人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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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该弄点墨水来哭泣！
合着泪抒写二月的悲歌，
直到那踩得直响的稀泥，

    闪出一派黑油油的春色。”① 
  
    任何一个黎明都有可能改变人的命运，而二月的一个黎明，改
变了季飞燕和罗伯特的人生。     
    
    飞燕死了？还是死而复活？为什么躺在一个陌生男人的床上？
黎明的清辉让所有模糊的秘密，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1，黎明

    这天清晨，悄悄钻出地面的各色藏红花，密密匝匝地盛开在小
路两边。花叶上晶莹的露珠，在黎明的清辉中，天地苍茫一片，更
显得广袤无垠、朦胧神秘。E镇，这座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古镇，
居住人口不到3万，却物产丰富，风景怡人。这里不仅盛产葡萄酒，
还盛产不同风味的奶酪。

    小镇随处可见中世纪时期的古建筑酒坊和大小古堡。人们站在
古堡上眺望，类似爱尔兰的 TOWN HOUSE（联排楼房）连成一片。在
这片 TOWN HOUSE的东头，有一栋古堡似的楼房，白色的外墙，蓝青
色的大房瓦，仿佛是蓝天和白云某一处的倒影，喷薄的气势。四周
绿草茵茵，高树矮藤簇拥着它，像春天的憧憬，生命的繁花便在这
自由的空气中，奔放地芬芳。房顶上的烟囱吐出袅袅的热烟，飘洒
一缕缕祥和的云烟。金色的阳光从屋脊上倾泻下来，所有的双层玻
璃门窗，更加晶亮透明，呈现出它魔幻的灿烂光芒，像希望的火焰，
爱的旋律从这里渐渐飞升。就在这栋楼房的二楼，有一间宽敞的卧
室，卧室里一张柔软的大床上，躺着一个美丽的姑娘，她的芳名叫
飞燕，昨天才过了她21岁的生日。
 
    她半边身体袒露在被子外面，呈侧卧睡姿。乌黑发亮的长发随
意地铺在枕头上，像枕头的流苏。漂亮的刘海搭下来，遮住了她的
柳眉杏目。只看到上翘的睫毛，仿佛蝴蝶的羽翼在闭阖着。耳垂上
吊着椭圆形的琥珀耳环，纯天然的圆润，闪现一种奇异的光芒。在
黎明的光亮中，她无意中伸出一只胳膊来，肤如凝脂。但太过粗糙
的手，显得与肌肤不相称，这是一双常做粗活的手。她的手抓住枕
套的开口，梦会从这里溜走。胸前有一个抱枕，她像正在做噩梦，
身体紧紧地贴在抱枕上，嘴唇发乌，面无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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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睡得并不沉，咻咻的呼吸声略微带些喘，肺结核病并不难治
愈。但她却不见好转，吃了很多药，也没有效果。 
   
    窗外枝头上的晨鸟唱着富人的歌，她这样一个穷姑娘，无心去
欣赏。有人开始出门遛狗了，上班族的车轮在马路上揭开尘土，划
破了街道的宁静；摩托车呼啸而过，碾压泊油路，像碾压黑暗中的
徘徊与彷徨，呐喊着惊醒了睡梦中的飞燕。

    她睁开惺忪的眼睛，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气，清新怡人。这是从
靠窗 1米左右的花台上散发出来的。花台上有一束斑斓的插花，色
泽艳丽，芬芳四溢。她喜欢花儿，见到花，她的心情就会好很多。
突然她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陌生人的床上，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她抱着胸，紧张地环顾这间卧室，一架陈旧的钢琴，不合时宜
地霸占了主要空间。她纳闷，很少有人把钢琴放在卧室里。钢琴台
版上，摆放着一尊大卫王的镀金雕像。雕像制作工艺精湛，但成色
老旧，颇有年代感了。希伯来王国的霸气仍然像海水一样，波澜壮
阔在雕像独有的音乐家和诗人气质的王者脸上，威武英气，又忧郁
多情。这尊雕像渲染着人类的爱与王者的威权。她看着他，就是这
样一位多才多艺的王者，却因与拔示巴通奸，并谋害其丈夫乌利亚
而成为罪人。因此上帝否认大卫有建造圣殿的机会。这个世界并不
完美，人也不可能完美。也许正因为不完美，世界才有无限的奥秘，
人的善良才如此弥足珍贵，生命才值得每一个人活着人去珍惜。 

    她下意识地摸摸被子里的身体，紧皱的眉毛才些许舒展。她掀
开淡绿色的被褥，坐起身来，突然感到天昏地转，一阵眩晕，浑身
酸痛无力。

    她无助地四处张望，自言自语：“我怎么在一张并不熟悉的大
床上？这是哪里？我季飞燕怎么会躺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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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张波  中国画家 博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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