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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斯是一种相互关系
朋克教母派蒂·史密与罗伯特·梅普尔索普贯穿20年的情谊

如果要谈论纽约六七十年代的社

会文化史，派蒂·史密斯（Patti Smith）

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这位以烈焰

般的个性与诗人式的放纵词作在纽

约地下音乐圈走红的女性朋克代表人

物曾被誉为“朋克桂冠诗人”（Punk's 

Poet Laureate）。她的传奇人生始于她

和摄影师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在各自成名前的一段相

濡以沫。这两个年轻人如何相遇、扶持

对方从窘迫走向成功？

始于纽约 

1946年12月，派蒂·史密斯出生在芝

加哥，是4个孩子里的长女。她的母亲是

餐厅女服务员，父亲在工厂工作。史密

斯从小体弱多病，在少年时期甚至得过

猩红热。卧病在床的日子里，书籍、唱片

和幻想是她仅有的消遣对象。她终日做

着变成艺术家或缪斯的白日梦，深深迷

恋着鲍勃·迪伦（Bob Dylan）和吉姆·莫

里森（Jim Morrison）的歌曲，并时常陶

醉在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和

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

奇幻文学里。 

也许因为嗅到了花的孩子们从

西海岸掀来的“爱之夏”（Summer of 

Love）热浪，20岁的史密斯在1967年7

月搬到了纽约。她的行李不多：几件衣

服、几支铅笔、一本阿蒂尔·兰波（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的诗集，和

怀揣在心的两个计划。她的A计划是

当一个艺术家，但若能力有限、梦想落

空的话，B计划则是当一个艺术家的情

人。她在回忆录中写到：“尽管这个目标

让我的父母感到惶恐，但我当时总憧憬

着能有一段像弗里达·卡罗和迭戈·里韦

拉那样的感情。我觉得那是世上 美

妙的关系。”

在到纽约的第一天，这位对法语

诗和美国摇滚抱有满腹情怀的女孩走

进了第五大道上的布伦塔诺书店。在

这里，她邂逅了刚满21岁的罗伯特·梅

普尔索普—一个留着深色卷发的

“嬉皮式牧羊少年”。当时梅普尔索普

正好买下了史密斯喜欢的项链。史密

斯在一旁调侃：“不要把它送给除了我

之外的姑娘！”虽是一句玩笑话，但两

人由此相识。梅普尔索普把项链送给

灵感交融

史密斯将梅普尔索普唤作“我生

命里的艺术家”。年轻的他们在彼此的

艺术道路上深深地影响着对方。为了

支持梅普尔索普全职创作，史密斯开

始在书店打工。两人都在家的时候，他

们会一起欣赏让·热内（Jean Genet）和

兰波的诗作，以及鲍勃·迪伦的歌。他们

在公寓里贴满天主教图像作为梅普尔

索普的创作素材，而史密斯也借此探

索她对宇宙和天外之物的遐梦。此外，

他们还共同坠入内心世界寻觅自我。

史密斯回忆：“我们过去常常取笑彼此

内心的那份小我，说我是一个尝试变

好的坏姑娘而他是一个想变坏的好男

孩。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这两个角色时

常颠倒、交迭，再互换。 后我们都承

认，我们是各自携带阴阳两面的一对二

元共生体。” 

在认识梅普尔索普之前，史密斯只

是一个爱写诗的天真女孩。她在他的

鼓励下逐渐把诗作转换成歌词，在当

年那个极富魔力的纽约城里很偶然地

从朋克诗人转型成为了摇滚歌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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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史密斯，并开始了长达半生的联系。

梅普尔索普出生于纽约的一个虔

诚的天主教家庭，有4个兄弟姐妹。这

两个来自相似家庭、同样受过艺术与

外来文化影响的年轻人相互吸引，并

很快地坠入了爱河。

初，他们没钱没工作、食不果

腹，甚至有时露宿街头。但很快，两人

在著名的切尔西酒店（the Chelsea 

Hotel）安顿了下来。这栋被史密斯描

述为“迷离时空里的玩偶屋”有一百多

间房间。每个房间都像一个小宇宙，里

面住满了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等各

色优秀但落魄、常需金钗换酒以勉强

维生的藏龙卧虎之才。

在贫穷的日子里，史密斯和梅普尔

索普用彼此的艺术追求与爱支持着对

方。他们是一对灵与肉相结合的爱侣：

不仅互诉天马行空的梦呓，更开始携

手制作精巧的配饰。史密斯找到了自己

所向往的这种“仅此一双”的互补关系，

开始集中精力写诗、涂鸦。她在书中写

道：“每当醒来，我们都欣慰自己不再是

孤独一人。”

轶事ANECDOTE

“任时光匆匆，我日益感悟罗伯特和我所经历的是
任何人无法替代的，无论对方是男是女。”

— 派蒂·史密斯

派蒂·史密斯乐队首张专辑《Horses》封面照片由罗伯特·梅普尔索普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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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了日后这位音乐殿堂里 不朽的

女性偶像。“很多人认为我打娘胎里出

来就是一个肩上挂着电吉他、满嘴咒

骂的女人”，史密斯说。但摇滚只是她的

其中一面—在梅普尔索普的影响下

被发掘出来的一面。

同样的，梅普尔索普的艺术实践

也处于摸索期。他那时的创作涉足许

多不同的媒介，他甚至曾在服用迷幻药

（LSD）后通过涂鸦来记录那种飘飘欲

仙的体验。史密斯很迷恋这些细腻的

画作，但她认为对梅普尔索普的作品

产生迷恋并非好事，因为他性情多变

恰如毕加索。“当你开始沉溺于这类画

了，有天你回到家发现他开始捣鼓起宗

教图片：把绘有圣像的卡片切开，重塑

成拼贴画和蒙太奇，再把它们装裱在

小盒里。当你又开始爱上这些作品了，

有天你回到家发现他翻出了一本电影

《畸形人》的画册，并把所有的畸形人

剪出来做了一个版图游戏。这完全是

一个新方向，但有时他就是如此善变。

白天我从家里出来他还在与圣徒举

杯，而晚上我回来就看到他已经在与怪

人共舞了。”

在发现他认为“ 完美的媒介”

之前，这位艺术家总是蜻蜓点水般在

素描和各式手工艺之间不安地跳来跳

去。梅普尔索普从其它的创作方式抽

身而专注于摄影，并由此成名，这其中

有史密斯的影响。她回忆自己当时对梅

普尔索普说：“你应该尝试自己拍点照

片”。虽然她并没有暗示他去当一个摄

影师，但是梅普尔索普在接触黑白宝丽

来摄影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完全爱

上了这个媒介。

性取向

梅普尔索普早在16岁时就从高中

毕业并拿着奖学金入读了普瑞特艺术

学院（Pratt Institute）的平面艺术与

设计专业。然而，这样一个前途光明的

学生却在面临毕业之际选择弃考了必

修的社会心理学，仅仅是因为他读到

课本里把同性恋归为疾病的定义而心

生抗拒。在辍学后，他投身于自己的艺

术项目。

梅普尔索普对艺术接触得越多，

他就对自己的性取向感到越来越困

惑。尽管与史密斯爱意仍浓，他还是做

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暂时离开纽约这

座他呆了太久的城市。他需要到一个

远离曼哈顿的地方去重新思考、审视自

己。不久，梅普尔索普带着一个男朋友

从旧金山回到了纽约，并开始创作极其

直白甚至令人触目惊心的裸体照片。

1972年，梅普尔索普认识了他的导

师、赞助人，以及他此生的挚爱山姆·瓦

格斯塔夫（Sam Wagstaff）。与此同时，

梅普尔索普和史密斯的关系仍在继

续。他们甚至以假结婚的方式来帮助

梅普尔索普逃避他那传统的天主教家

族的指责。他们深爱对方，互视对方为

好的朋友、缪斯和灵魂伴侣。虽然不

再耳鬓厮磨，但是彼此的感情逐渐地

升华至纯粹的精神层面。直到梅普尔

索普去世前，这对昔日的恋人仍然保持

着灵感交织与艺术合作。史密斯在回

忆录中坦露心声：“我知道自己永远无

法像一个男人那样与他相爱，但任时

光匆匆，我日益感悟罗伯特和我所经

历的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无论对方

是男是女。”当他们在一起时，他们从不

聊及他人，他们眼里只有彼此。

相继成名

1974年，在瓦格斯塔夫的资助下，

史密斯成立了自己的乐队“Patti Smith 

Group”，并年发行了第一首单曲 《Hey 

Joe / Piss Factory》。次年，乐队的第一

张专辑《Horses》面世。受到刚兴起

的庞克运动的影响，《Horses》将垮掉

派诗歌表演和车库乐队摇滚相结合。

歌词敏锐投射了在时代冲击下现代

都市青年的情感失落，歌曲极富冲击

力。在专辑的第一支歌的首句，史密斯

用她硬朗多刺的嗓音唱道：“耶稣死

于他人而非我的罪过（Jesus died for 

somebody's sins but not mine）。” 这

位看似颓废暴躁的庞克教母使用“耶

稣”作为首张专辑的首个单词，人们也

许会觉得难以想象。但实际上，来自传

统家庭的她从小保有颂经祷告的习

惯。她的诗歌风格也与她这种矛盾的

性格一样时常呈现两个极端：时而拘

谨，时而张狂。

《Horses》的大卖还得益于梅普尔

索普为史密斯拍摄的专辑封面。这张

封面照片被认为是那个时代 出色的：

虽是一张简单的及腰人像，但是白墙

前身着清爽男式白衬衣并仰起下巴的

史密斯向所有人传递了一种傲慢的男

性化的激进姿态。在拍摄时，梅普尔索

普要求史密斯换下平日脏乱的行头，穿

上一件白衬衫。他一共拍摄了大概12

张照片，在第8张时，他说：“就是它了！” 

于是这张经典的照片出现了。在《只是

孩子》（Just Kids）里，史密斯说：“（如今

见到这张照片时）我看到的不是我，而

是我们。”

在《Horses》之后，“Patti Smith 

Group”紧接着又制作了3张唱片：《Radio 

Ethiopia》、《Easter》和《Wave》。1978

年，他们的单曲《Because the Night》窜

上了排行榜前20名。梅普尔索普对史

密斯戏言道：“派蒂，你竟然赶在我之

前成名了！” 

这个玩笑却一语成谶。20世纪80

年代，梅普尔索普的名气逐渐高升。他

开始集中拍摄雕塑化的裸体人像和脆

弱的花卉静物，并为艺术家和名人们

制作高定肖像。瓦格斯塔夫在第二十三

西街给他买了一个顶层的空间作为居

所兼摄影棚。1986年，梅普尔索普的个

展《Black Males》受到了极大的争议。

尽管他在照片中使用黑人男体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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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事ANECDOTE

是为了表达他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但

其中的情色描绘被评论家批评为是对

黑人模特的一种不公平的利用。梅普尔

索普因此名声大噪，但他的摄影风格也

变得越来越极端且毫不妥协。在回忆

录里，史密斯写到，梅普尔索普的这种

对摄影的偏执开始让她感到不安。

离别

在这段时间里，两人的来往也相

对减少了。1979年，尽管《Because the 

Night》很成功，史密斯却悄悄地解散

了乐队并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由于她

一直有在写作时抽大麻的习惯，所以有

传言说她的淡出是因为吸毒问题。也

有人猜测是因为她的新恋人兼吉他手

弗雷德·史密斯（Fred ‘Sonic’ Smith）

过度安排巡演所致。但是对于这段时

间，她后来只是轻描淡写道：“我已经完

成了我要做的。”她和弗雷德搬去了底

只是孩子

2010年，史密斯发表了回忆录《只

是孩子》。她说：“在罗伯特生前，我承

诺过他要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虽然

晚了20年，但我兑现了我的承诺。”这本

书讲述了史密斯和梅普尔索普是如何

一起成为誉满天下的艺术家的。“当我

和罗伯特初遇的时候，我们都尚是未

琢的璞玉。所以我给这本书取名为《只

是孩子》。” 

《只是孩子》获得了同年的国家图

书奖。这是一本半自传半史料的韵味

无穷之作：它破解了人们因早期照片而

对这对情侣产生的“冷漠、孤僻、狂野

瘾君子”的误读，展示了他们温柔与爱

的一面。此外，书里还纪录了60至70年

代间纽约的亚文化生态以及庞克摇滚

朝流行音乐转型的历史。全书通篇为

充满诗意的散文体，内涵丰富、妙趣横

生。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莫琳·道推荐，

这本书适合“所有曾在爱情里拾过一

片看似吻合但实为缺角拼图的人”。

2016年，盖蒂博物馆（J. Paul Getty 

Museum）和洛杉矶县立美术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合

办了梅普尔索普的摄影回顾展，并特

别举行了一场名为“和派蒂·史密斯的

一夜”的表演。史密斯受邀来到盖蒂中

心，哼唱和颂读那些灵感来自梅普尔索

普的歌曲和诗文、与观众一起怀念这

位旧友，恍若他就坐在台上一样。如今

六十多岁的史密斯顶着一头狂野的白

发，依旧一身男装打扮。除了写书，她仍

在创作音乐，并如她那逝去的爱人一样

非常热爱摄影。史密斯现已是一位祖

母，而当提到自己的小孙子与梅普尔索

普同样出生于11月4日时，她的脸上难

掩孩子般的笑。撰文／李汭璇

“在罗伯特生前，我承诺过他要把我们的故事写出
来。虽然晚了20年，但我兑现了我的承诺。”

— 派蒂·史密斯

特律郊区并于1980年结婚，生下一儿一

女，过着相夫教子的半退休日子。而梅

普尔索普则频繁往来于纽约与旧金山

之间，享受着灯红酒绿的名流生活。

1988年，已被确诊艾滋病的梅普

尔索普为了完成自己的传记找来史密

斯。梅普尔索普对史密斯说，希望她能

够把他俩过去的故事写下来。在与艾

滋病魔经历了一番搏斗后，梅普尔索

普于1989年3月长逝人间。史密斯作为

挚交陪他走到了 后。据她回忆，梅普

尔索普走的时候，她的电视里正好在

播放歌剧《托斯卡》（Tosca）里著名的

一幕：托斯卡刚得知爱人的死讯。她唱

着:“我为爱活过，我为艺术活过。”哀婉

的歌声刺着史密斯的心。

《只是孩子》（Just Kids）
本书为美国摇滚女歌手和诗人派蒂·史密斯的
自传，回忆了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纽约的
波西米亚生活与著名摄影师恋人罗伯特·梅普
尔索普之间的感情故事。《只是孩子》是关
于艺术、身份认同、探索和爱情的故事，荣获
201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奖项。

梅普尔索普辞世后的第五年，史

密斯又相继经历了弟弟与丈夫的离

世，人生跌入低谷。所幸史密斯在业

内的知音们帮助她一起重建了她的生

活：鲍勃·迪伦邀请她一起去巡回演出、

R.E.M.乐队的迈克尔·斯泰普（Michael 

St ipe）为她在纽约找了一栋房子、

时装设计师安·迪穆拉米斯特（Ann 

Demeulemeester）为她设计造型。全

新一代的艺术家们协力支持她重新

振作、东山再起。

派蒂·史密斯与罗伯特·梅普尔索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