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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家裡人個個身體健康。只有伊凡．伊里奇有時說，他嘴裡有一種怪味，左腹有點不舒

服，但不能說有病。 

 

這種不舒服的感覺逐漸增長，雖還沒有轉變為疼痛，但他經常感到腰部發漲，情緒惡

劣。他的心情越來越壞，影響了全家快樂而體面的生活。夫婦吵嘴的事越來越多，輕

鬆愉快的氣氛消失了，體面也很難維持。爭吵更加頻繁，夫婦之間相安無事的日子少

得就像汪洋大海裡的小島。 

 

如今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說丈夫脾氣難弄，那倒不是沒有理由的。她說話喜歡

誇張，往往誇張地說，他的脾氣一直很壞，要不是她心地善良，這二十年可真沒法忍

受。的確，現在爭吵總是由伊凡．伊里奇引起的。他吃飯總要發脾氣，往往從吃湯開

始。他一會兒發現碗碟有裂痕，一會兒批評飯菜燒得不好吃，一會兒責備兒子吃飯把

臂肘擱在桌上，一會兒批評女兒的髮式不正派。而罪魁禍首總是普拉斯柯菲雅．費多

羅夫娜。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起初向他回敬，也對他說了一些難聽的話，但有

兩三次他一開始吃飯就勃然大怒。她明白了，這是一種由進食而引起的病態，就克制

自己，不再還嘴，只是催他快吃。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認為自己的忍讓是一種

值得稱道的美德。她認定丈夫脾氣極壞，給她的生活帶來不幸。她開始可憐自己。她

越是可憐自己，就越是憎恨丈夫。她巴不得他早點死，但又覺得不能這樣想，因為他

一死就沒有薪俸了。而這一點卻使她更加恨他。她認為自己不幸極了，因為就連他的

死都不能拯救她。她變得很容易發脾氣，但又強忍著，而她這樣勉強忍住脾氣，卻使

他的脾氣變得更壞。 

 

有一次夫妻爭吵，伊凡．伊里奇特別不講理。事後他解釋說，他確實脾氣暴躁，但這

是由於病的緣故。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就對他說，既然有病，就得治療，要他

去請教一位名醫。 

 

他乘車去了。一切都不出他所料，一切都照章辦理。又是等待，又是醫生裝出一副煞

有介事的樣子——這種樣子他是很熟悉的，就跟他自己在法庭上一樣，——又是叩

診，又是聽診，又是各種不問也知道的多餘問題，又是那種威風凜凜的神氣，仿佛在

說：「你一旦落到我手裡，就得聽我擺佈。我知道該怎麼辦，對付每個病人都是這樣

的。 」一切都同法庭上一樣。醫生對待他的神氣，就如他在法庭上對待被告那樣。 

 

 

醫生說，如此這般的症狀表明您有如此這般的病，但要是化驗不能證明如此這般的

病，那就得假定您有如此這般的病。要是假定有如此這般的病，那麼......等等。對伊

凡．伊里奇來說，只有一個問題是重要的：他的病有沒有危險？但醫生對這個不合時

宜的問題置之不理。從醫生的觀點來說，這問題沒有意思，不值得討論；存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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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估計一下可能性：是游走腎，還是慢性盲腸炎。這裡不存在伊凡．伊里奇的生死

問題，只存在游走腎和盲腸炎之間的爭執。在伊凡．伊里奇看來，醫生已明確認定是

盲腸炎，但又保留說，等小便化驗後可以得到新的資料，到那時再做進一步診斷。這

一切，就跟伊凡．伊里奇上千次振振有詞地對被告宣佈罪狀一模一樣。醫生也是那麼

得意揚揚，甚至從眼鏡上方瞧了一眼被告，振振有詞地做了結論。從醫生的結論中伊

凡．伊里奇斷定，情況嚴重，對醫生或其他人都無所謂，可是對他卻非同小可。這結

論對伊凡．伊里奇是個沉重的打擊，使他十分憐憫自己，同時十分憎恨那遇到如此嚴

重問題卻無動於衷的醫生。 

不過他什麼也沒有說，就站起來，把錢往桌上一放，歎了一口氣說： 

 

  「也許我們病人常向您提些不該問的問題，」他說。 「一般說來，這病是不是

有危險？』 

 

醫生用一隻眼睛從眼鏡上方狠狠地瞪了他一下，仿佛在說：被告，你說話要是越出規

定的範圍，我將不得不命令把你帶出法庭。 

 

  「我已把該說的話都對您說了，」醫生說。 「別的，等化驗結果出來了再說。 」

醫生結束道。 

 

伊凡．伊里奇慢吞吞地走出診所，垂頭喪氣地坐上雪橇回家。一路上他反復分析醫生

的話，竭力把難懂的醫學用語翻譯成普通的話，想從中找出問題的答案：「我的病嚴

重？十分嚴重？或者還不要緊？ 」他覺得醫生所有的話，都表示病情嚴重。伊凡．

伊里奇覺得街上的一切都是陰鬱的：馬車夫是陰鬱的，房子是陰鬱的，路上行人是陰

鬱的，小鋪子是陰鬱的。他身上的疼痛一秒鐘也沒有停止，聽了醫生模棱兩可的話後

就覺得越發厲害。伊凡．伊里奇如今更加心情沉重地忍受著身上的疼痛。 

 

他回到家裡，給妻子講了看病的經過。妻子聽著。他講到一半，女兒戴著帽子進來，

準備同母親一起出去。女兒勉強坐下來聽他講這無聊的事，但她聽得不耐煩了，母親

也沒有聽完他的話。 

 

  「哦，我很高興，」妻子說，「今後你一定要準時吃藥。把藥方給我，我叫蓋拉

西姆到藥房去抓藥。 」說完她就去換衣服。 

 

妻子在屋子裡時，他不敢大聲喘氣，等她走了，才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好吧，」伊凡．伊里奇說。 「也許真的還不要緊……』 

 

他聽醫生的話，服藥，養病。驗過小便後，醫生又改了藥方。不過，小便化驗結果和

臨床症狀之間有矛盾。不知怎的，醫生說的與實際情況不符。也許是醫生疏忽了，也

許是撒謊，也許有什麼事瞞著他。不過伊凡．伊里奇還是照醫生的話養病，最初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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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安慰。 

 

伊凡．伊里奇看過病後，努力執行醫生的指示，講衛生，服藥，注意疼痛和大小便。

現在他最關心的是疾病和健康。人家一談到病人、死亡、復原，特別是談到跟他相似

的病，他表面上裝作鎮定，其實全神貫注地聽著，有時提些問題，把聽到的情況同自

己的病做著比較。 

 

疼痛沒有減輕，但伊凡．伊里奇強迫自己認為好一點了。沒有事惹他生氣，他還能欺

騙自己。要是同妻子發生爭吵，公務上不順利，打牌輸錢，他立刻感到病情嚴重。以

前遇到挫折他總是希望時來運轉，打牌順手，獲得大滿貫，因此還能忍受。可是現在

每次遇到挫折，他都會悲觀絕望，喪失信心。他對自己說：「唉，我剛剛有點好轉，

藥物剛剛見效，就遇到這倒楣的事......」於是他恨那種倒楣事，恨給他帶來不幸並要

置他于死命的人。他明白這種憤怒在危害他的生命，但他無法自製。照理他應該明白，

他這樣怨天尤人只會使病情加重，因此遇到不愉快的事，不應該放在心上，可是他的

行為正好相反。他說，他需要安寧，並且特別警惕破壞安寧的事。只要他的安寧稍稍

遇到破壞，他就大發雷霆。他讀醫書，向醫生請教，結果有害無益。情況是逐漸惡化

的，因此拿今天同昨天比較，差別似乎並不大，他還能聊以自慰，但同醫生一商量，

就覺得病情在不斷惡化，而且發展得很快。儘管如此，他還是經常請教醫生。 

 

這個月裡他又找了一位名醫。這位名醫的話，簡直同原來那位一模一樣，但問題的提

法不同。請教這位名醫，只增加伊凡．伊里奇的疑慮和恐懼。另外有位醫生，是他朋

友的朋友，也很出名。這位醫生對他的病做了完全不同的診斷。儘管保證他能康復，

但提出的問題和假設卻使伊凡．伊里奇更加疑慮。一個提倡順勢療法的醫生又做了另

一種診斷，給了不同的藥，伊凡．伊里奇偷偷地服了一個禮拜。可是，一禮拜後並沒

有見效，伊凡．伊里奇對原來的療法喪失了信心，對這種新療法也喪失了信心，於是

越發沮喪了。有一次，一位熟識的太太給他介紹聖像療法。伊凡．伊里奇勉強聽著，

並相信她的話。但這事使他不寒而慄。  

 

「難道我真的那樣神經衰弱嗎？ 」他自言自語。 「廢話！真是荒唐，這樣神經過敏

要不得，應該選定一個醫生，聽他的話好好療養。就這麼辦。這下子主意定了。我不

再胡思亂想，我要嚴格遵照這種療法，堅持到夏天。到那時會見效的。別再猶豫不決

了！ 」這話說說容易，實行起來可難了。腰痛在折磨他，越來越厲害，一刻也不停。

他覺得嘴裡的味道越來越難受，還有一股惡臭從嘴裡出來，胃口越來越差，體力越來

越弱。他不能欺騙自己：他身上出現了一種空前嚴重的情況。這一點只有他自己明白，

周圍的人誰也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他們總以為天下太平，一切如舊。這一點使伊

凡．伊里奇覺得格外難受。家裡人，尤其是妻子和女兒，熱衷於社交活動。他看到，

她們什麼也不明白，還埋怨他情緒不好，難以伺候，仿佛還是他不對似的。他看出，

儘管她們嘴裡沒說，他已成了她們的累贅，妻子對他的病已有定見，不管他說什麼或

做什麼，她的態度都不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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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瞞您說，」她對熟人說，「伊凡．伊里奇也像一切老實人那樣，不能認真遵照醫

生的話養病。今天他聽醫生的話服藥，吃東西；明天我一疏忽，他就忘記吃藥，還吃

鰉魚（那是醫生禁止的），而且坐下來打牌，一打就打到深夜一點鐘。』 

 

  「哼，幾時有過這種事？ 」伊凡．伊里奇惱怒地說。 「總共在彼得．伊凡內奇

家打過一次。』 

 

  「昨天不是跟謝貝克一起打過嗎？』 

 

  「反正我痛得睡不著……』 

 

  「不管怎麼說，你這樣就永遠好不了，還要折磨我們。』 

 

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向人家也向伊凡．伊里奇本人說，他生病主要是他自己不

好，給她這個做妻子的帶來痛苦。伊凡．伊里奇覺得她有這樣的看法是很自然的，但

心裡總感到難受。 

 

在法院裡，伊凡．伊里奇發現或者心裡感到人家對他抱著奇怪的態度：一會兒，人家

把他看作一個不久將把位置空出來的人；一會兒，朋友們不懷惡意地嘲笑他神經過

敏，因為他自認為有一種神秘可怕的東西，在不斷吮吸他的精神，硬把他往那兒拉。

朋友們覺得這事挺好玩，就拿來取笑他。尤其是施瓦爾茨說話詼諧生動而又裝得彬彬

有禮，使伊凡．伊里奇想起十年前他自己的模樣，因而格外生氣。 

 

來了幾個朋友，坐下來打牌。他拿出一副新牌，洗了洗，發了牌。他把紅方塊跟紅方

塊疊在一起，總共七張。他的搭檔說：沒有王牌，給了他兩張紅方塊。還指望什麼呢？

快樂，興奮，得了大滿貫。伊凡．伊里奇突然又感到那種抽痛，嘴裡又有那股味道。

他在這種情況下還能贏得大滿貫而高興，未免太荒唐了。 

 

他瞧著他的搭檔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看他怎樣用厚實的手掌拍著桌子，客客氣

氣地不去抓一墩牌，卻把它推給伊凡．伊里奇，使他一舉手就能享受贏牌的樂趣。 「他

是不是以為我身子虛得手都伸不出去了？ 」伊凡．伊里奇想，忘記了王牌，卻用更

大的王牌去壓搭檔的牌，結果少了三墩牌，失去了大滿貫。最可怕的是他看見米哈伊

爾．米哈伊洛維奇臉色十分痛苦，卻表現得若無其事。他怎麼能若無其事，這一點想

想也可怕。 

 

大家看出他很痛苦，對他說：「要是您累了，我們就不打了。您休息一會兒吧。 」

休息？不，他一點也不累，可以把一圈牌打完。大家悶悶不樂，誰也不開口。伊凡．

伊里奇覺得是他害得大家這樣悶悶不樂，但又無法改變這種氣氛。客人們吃過晚飯，

各自走散了。伊凡．伊里奇獨自留在家裡，意識到他的生命遭到了毒害，還毒害了別

人的生命，這種毒不僅沒有減輕，而且越來越深地滲透到他的全身。 



 - 21 -

 

他常常帶著這樣的思想，再加上肉體上的疼痛和恐懼躺到床上，疼得大半夜不能合

眼。可是天一亮又得起來，穿好衣服，乘車上法院，說話，批公文，要是不上班待在

家裡，那麼一天二十四小時，每個小時都得活受罪。而且，在這樣的生死邊緣上，他

只能獨自默默地忍受，沒有一個人瞭解他，也沒有一個人可憐他。 

 

 

 



 - 22 -

五 

 

 

就這樣過了兩個月光景。新年前夕，他的內弟來到他們城裡，住在他們家。那天，伊

凡．伊里奇上法院尚未回家。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上街買東西去了。伊凡．伊

里奇回到家裡，走進書房，看見內弟體格強壯，臉色紅潤，正在打開手提箱。他聽見

伊凡．伊里奇的腳步聲，抬起頭，默默地對他瞧了一會兒。他的眼神向伊凡．伊里奇

說明了問題。內弟張大嘴，正要喔唷一聲叫出來，但立刻忍住了。這個動作證實了一

切。 

 

  「怎麼，我的樣子變了嗎？』 

 

  「是的......有點變。』 

 

接著，不管伊凡．伊里奇怎樣想使內弟再談談他的模樣，內弟卻絕口不提。普拉斯柯

菲雅．費多羅夫娜一回來，內弟就到她屋裡去了。伊凡．伊里奇鎖上房門，去照鏡子，

先照正面，再照側面。他拿起同妻子合拍的照片，拿它同鏡子裡的自己做著比較。變

化很大。然後他把雙臂露到肘部，打量了一番，才放下袖子，在軟榻上坐下來，臉色

變得漆黑。 

 

「別這樣，別這樣，」他對自己說，霍地站起來，走到寫字臺邊，打開卷宗，開始批

閱公文，可是腦子裡進不去。他打開門，走到前廳。客廳的門關著。他踮著腳走到門

邊，側著耳朵聽。 

 

  「不，你說得過分了，」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說。 

 

  「怎麼過分？你沒發覺，他已經像個死人了。你看看他的眼睛，沒有一點光。他

這是怎麼搞的？』 

 

  「誰也不知道。尼古拉耶夫（一位醫生）說如此這般，可我不知道。列謝季茨基

（就是名醫）說的正好相反……』 

 

伊凡．伊里奇回到自己屋裡，躺下來想：「腎，游走腎。 」他回憶起醫生們對他說

過的話，腎臟怎樣離開原位而游走。他竭力在想像中捕捉這個腎臟，不讓它游走，把

它固定下來。這事看上去輕而易舉。 「不，我還是去找找彼得．伊凡內奇（那個有

醫生朋友的朋友）。 」他打了鈴，吩咐套車，準備出去。 

 

  「你上哪兒去，約翰？ 」妻子露出異常憂愁和矯揉造作的賢慧神情問。 

 

這種矯揉造作的賢慧使他生氣。他陰沉著臉對她瞅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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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彼得．伊凡內奇。』 

 

他去找這個有醫生朋友的朋友。然後跟他一起到醫生家去。他遇見醫生，跟他談了好

半天。 

 

醫生根據解剖學和生理學對他的病做了分析，他全聽懂了。 

 

盲腸裡有點毛病，有點小毛病。全會好的。只要加強一個器官的功能，減少另一個器

官的活動，多吸收一點，就會好的。吃飯時，他晚到了一點。吃過飯，他興致勃勃地

談了一通，但好一陣不能定下心來做事。最後他回到書房，立刻動手工作。他批閱公

文，處理公事，但心裡念念不忘有一件要事被耽誤了。等公事完畢，他才記起那件事

就是盲腸的毛病。但他故作鎮定，走到客廳喝茶。那裡有幾個客人，正在說話，彈琴，

唱歌。他得意的未來女婿、法院偵訊官也在座。據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說，伊

凡．伊里奇那天晚上過得比誰都快活，其實他一分鐘也沒有忘記盲腸的毛病被耽誤

了。十一點鐘他向大家告辭，回自己屋裡去。自從生病以來，他就獨自睡在書房裡。

他走進屋裡，脫去衣服，拿起一本左拉的小說，但沒有看，卻想著心事。他想像盲腸

被治癒了。通過吸收，排泄，功能恢復正常。 「對了，就是那麼一回事，」他自言

自語。  

 

「只要補養補養身體就好了。 」他想到了藥，支起身來，服了藥，又仰天躺下，仔

細體味藥物怎樣在治病，怎樣在制止疼痛。 「只要按時服藥，避免不良影響就行；

我現在已覺得好一點了，好多了。 」他按按腰部，按上去不疼了。 「是的，不疼了，

真的好多了。 」他滅了蠟燭，側身躺下......盲腸在逐漸恢復，逐漸吸收。突然他又感

覺到那種熟悉的隱痛，痛得一刻不停，而且很厲害。嘴裡又是那種惡臭。他頓時心頭

髮涼，頭腦發暈。 「天哪！天哪！ 」他喃喃地說。 「又來了，又來了，再也好不

了啦！ 」突然他覺得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哼，盲腸！腎臟！ 」他自言自語。 「問

題根本不在盲腸，不在腎臟，而在生和......死。是啊，有過生命，可現在它在溜走，

在溜走，而我又留不住它。是啊！何必欺騙自己呢？除了我自己，不是人人都很清楚

我快死了嗎？問題只在於還有幾個禮拜、幾天，還是現在就死。原來有過光明，現在

卻變成一片黑暗。我此刻在這個世界，但不久就要離開！到哪兒去？ 」他覺得渾身

發涼，呼吸停止，只聽見心臟在卜卜跳動。 

 

  「等我沒有了，那還有什麼呢？什麼也沒有了。等我沒有了，我將在哪兒？難道

真的要死了嗎？不，我不願死。 」他霍地跳起來，想點燃蠟燭，用顫動的雙手摸索

著。蠟燭和燭臺被碰翻，落到地上。他又仰天倒在枕頭上。 「何必呢？反正都一樣，」

他在黑暗中瞪著一雙眼睛，自言自語。 「死。是的，死。他們誰也不知道，誰也不

想知道，誰也不可憐我。他們玩得可樂了。（他聽見遠處傳來喧鬧和伴奏聲。）他們

若無其事，可他們有朝一日也要死的。都是傻瓜！我先死，他們後死，他們也免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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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可他們還樂呢。畜生！ 」他憤怒得喘不過氣來。他痛苦得受不了。難道誰都

得受這樣的罪嗎！他坐起來。 

 

「總有什麼地方不對頭，我得定下心，從頭至尾好好想一想。 」他開始思索。 「對

了，病是這樣開始的。先是腰部撞了一下，但過了一兩天我還是好好的。稍微有點疼，

後來疼得厲害了，後來請醫生，後來洩氣了，發愁了，後來又請醫生，但越來越接近

深淵。體力越來越差，越來越接近......越來越接近......我的身子虛透了，我的眼睛沒有

光。我要死了，可我還以為是盲腸有病。我想治好盲腸，其實是死神臨頭了。難道真

的要死嗎？ 」他又感到魂飛魄散，呼吸急促。他側身摸索火柴，用臂肘撐住床幾。

臂肘撐得發痛，他惱火了，撐得更加使勁，結果把床幾推倒了。他絕望得喘不過氣來，

又仰天倒下，恨不得立刻死去。 

 

這當兒，客人們紛紛走散。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送他們走。她聽見什麼東西倒

下，走進來。 

 

  「你怎麼了？』 

 

  「沒什麼，不留神把它撞倒了。』 

 

她走出去，拿著一支蠟燭進來。他躺著，喘息得又重又急，好像剛跑完了幾裡路，眼

睛停滯地瞧著她。 

 

  「你怎麼了，約翰？』 

 

  「沒......什麼。撞……倒了。 」他回答，心裡卻想：「有什麼可說的。她不會明

白的。』 

 

她確實不明白。她扶起床幾，給他點上蠟燭，又匆匆走掉了：她還得送客。 

 

等她回來，他仍舊仰天躺著，眼睛瞪著天花板。 

 

  「你怎麼了，更加不舒服嗎？』 

 

  「是的。』 

 

她搖搖頭，坐下來。 

 

  「我說，約翰，我們把列歇季茨基請到家裡來好嗎？』 

 

這就是說，不惜金錢，請那位名醫來出診。他冷笑了一聲說：「不用了。 」她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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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兒，走到他旁邊，吻了吻他的前額。 

 

她吻他的時候，他從心底裡憎恨她，好容易才忍住不把她推開。 

 

  「再見。上帝保佑你好好睡一覺。』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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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伊凡．伊里奇看到自己快要死了，經常處於絕望中。 

 

他心裡明白，他快要死了，但他對這個念頭很不習慣，他實在不理解，怎麼也不能理

解。 

 

他在基捷韋帖爾的邏輯學裡讀到這樣一種三段論法：蓋尤斯是人，凡人都要死，因此

蓋尤斯也要死。他始終認為這個例子只適用于蓋尤斯，絕對不適用於他。蓋尤斯是人，

是個普通人，這個道理完全正確；但他不是蓋尤斯，不是個普通人，他永遠是個與眾

不同的特殊人物。他原來是小伊凡，有媽媽，有爸爸，有兩個兄弟——米嘉和伏洛嘉，

有許多玩具，有馬車夫，有保姆，後來又有了妹妹卡嘉，還有兒童時代、少年時代和

青年時代的喜怒哀樂。難道蓋尤斯也聞到過他小伊凡所喜愛的那種花皮球的氣味嗎？

難道蓋尤斯也那麼吻過媽媽的手，聽到過媽媽綢衣褶襇的聲嗎？難道蓋尤斯也曾在法

學院裡因點心不好吃而鬧過事嗎？難道蓋尤斯也那麼談過戀愛嗎？難道益尤斯能像

他那樣主持審訊嗎？ 

 

蓋尤斯的確是要死的，要他死是正常的，但我是小伊凡，是伊凡．伊里奇，我有我的

思想感情，跟他截然不同。我不該死，要不真是太可怕了。 

 

這就是他的心情。 

 

  「我要是像蓋尤斯那樣也要死，那我一定會知道，一定會聽到內心的聲音，可是

我心裡沒有這樣的聲音。我和我的朋友們都明白，我跟蓋尤斯完全不同。可是如今

呢！ 」他自言自語。 「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發生的，可是偏偏發生了。這是怎麼

搞的？這事該怎麼理解？』 

 

他無法理解，就竭力驅除這個想法，把這個想法看作是虛假、錯誤和病態的，並且用

正確健康的想法來擠掉它。但這不只是思想，而是現實，它出現了，擺在他面前。 

 

他故意想想別的事來排擠這個想法，希望從中找到精神上的支援。他試圖用原來的一

套思路來對抗死的念頭。但奇怪得很，以前用這種辦法可以抵擋和驅除死的念頭，如

今卻不行。近來，伊凡．伊里奇常常想恢復原來的思緒，以驅除死的念頭。有時他對

自己說：「我還是去辦公吧，我一向靠工作過活。 」他擺脫心頭的種種疑慮，到法

院去。他跟同事們談話，在法庭上坐下來，照例漫不經心地掃一眼人群，兩條乾瘦的

胳膊擱在麻櫟椅扶手上，照例側身湊近旁邊的法官，挪過卷宗，同他耳語幾句，然後

猛地抬起眼睛，挺直身子，說幾句老套，宣佈開庭。但審訊到一半，腰部不顧正在開

庭，突然又抽痛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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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定下神，竭力不去想它，可是沒有用。它又來了，站在他面前，打量著

他。他嚇得呆若木雞，眼睛裡的光也熄滅了。他又自言自語：「難道只有它是真的嗎？ 」

同事和下屬驚奇而痛心地看到，像他這樣一位精明能幹的法官竟然說話顛三倒四，在

審訊中出差錯。他竭力振作精神，定下心來，勉強堅持到庭審結束，悶悶不樂地回家

去。他明白，法院開庭也不再能回避他想回避的事，他在審訊時也不能擺脫它。最最

糟糕的是，它吸引他，並非要他有什麼行動，而只是要他瞧著它，面對面地瞧著它，

什麼事也不做，難堪地忍受著折磨。 

 

為了擺脫這種痛苦，伊凡．伊里奇尋找另一種屏風來自衛，但另一種屏風也只能暫時

保護他，不久又破裂了，或者變得透明瞭，仿佛它能穿透一切，什麼東西也擋不住它。 

 

有一次他走進精心佈置的客廳——他摔跤的地方，他嘲弄地想，正是為了佈置它而獻

出了生命，因為他知道他的病是由跌傷引起的，——他發現油漆一新的桌上有被什麼

東西劃過的痕跡。他研究原因，發現那是被照相簿上彎卷的青銅飾邊劃破的。他拿起

他深情地貼上照片的照相簿，對女兒和她那些朋友的粗野很惱火——有的地方撕破

了，有的照片被顛倒了。他把照片仔細整理好，把照相簿飾邊扳平。 

 

然後他想重新佈置，把照相簿改放到盆花旁的角落裡。他吩咐僕人請女兒或者妻子來

幫忙，可是她們不同意他的想法，反對搬動。他同她們爭吵、生氣。但這樣倒好，因

為他可以不再想到它，不再看見它。 

 

不過，當他親自動手挪動東西的時候，妻子對他說：「啊，讓僕人搬吧，你又要糟蹋

自己了。 」這當兒，它突然又從屏風後面出現，他又看見了它。它的影子一閃，他

還希望它能再消失，可是他又注意到自己的腰。腰還是在抽痛。他再也無法把它忘記，

它明明在盆花後面瞧著他。 「這是幹什麼呀？』 

 

  「真的，我為了這窗簾就像衝鋒陷陣一樣送了命。難道真是這樣嗎？多可怕而又

多麼愚蠢哪！這不可能！不可能！但是事實。』 

 

他回到書房裡躺下，又同它單獨相處。他同它又面面相對，但對它束手無策。他只能

瞧著它，渾身發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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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伊凡．伊里奇生病第三個月的情況怎樣，很難說，因為病情是逐步發展的，不易察覺。

但妻子也好，女兒也好，兒子也好，傭人也好，朋友也好，醫生也好，主要是他自己，

都知道，大家唯一關心的事是，他的位置是不是快空出來，活著的人能不能解除由於

他存在而招惹的麻煩，他自己是不是快擺脫痛苦。 

 

他的睡眠越來越少；醫生給他服鴉片，注射嗎啡，但都不能減輕他的痛苦。他在昏昏

沉沉中所感到的麻木，起初使他稍微好過些，但不久又感到同樣痛苦，甚至比清醒時

更不好受。 

 

家裡人遵照醫生的指示給他做了特殊的飯菜，但他覺得這種飯菜越來越沒有滋味，越

來越倒胃口。 

 

為他大便也做了特殊的安排。每次大便他都覺得很痛苦，因為不清潔，不體面，有臭

味，還得麻煩別人幫忙。 

 

不過，在這件不愉快的事上，伊凡．伊里奇倒也得到一種安慰。每次大便總是由男僕

蓋拉西姆伺候。 

 

蓋拉西姆是個年輕的莊稼漢，衣著整潔，容光煥發，因為長期吃城裡伙食長得格外強

壯。他性格開朗，總是樂呵呵的。開頭這個整潔的小夥子身穿俄羅斯民族服，做著這

種不體面的事，總使伊凡．伊里奇感到困窘。 

 

有一次，他從便盆上起來，無力拉上褲子，就倒在沙發上。他看見自己皮包骨頭的大

腿，不禁心驚膽戰。 

 

蓋拉西姆腳登散發著柏油味的大皮靴，身上系著乾淨的麻布圍裙，穿著乾淨的印花布

襯衫，卷起袖子，露出年輕強壯的胳膊，帶著清新的冬天空氣走進來。他目光避開伊

凡．伊里奇，竭力抑制著從煥發的容光中表現出來的生的歡樂，免得病人見了不高興，

走到便盆旁。 

 

  「蓋拉西姆，」伊凡．伊里奇有氣無力地叫道。 

 

蓋拉西姆打了個哆嗦，顯然害怕自己什麼地方做得不對，慌忙把他那張剛開始長鬍子

的淳樸善良而又青春洋溢的臉轉過來對著病人。 

 

  「老爺，您有什麼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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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做這事一定很不好受。你要原諒我，我是沒有辦法。』 

 

  「哦，老爺，好說。 」蓋拉西姆閃亮眼睛，露出一排潔白健康的牙齒。 「那算

得了什麼？您有病嘛，老爺。』 

 

他用他那雙強壯的手熟練地做著做慣的事，輕悄地走了出去。過了五分鐘，又那麼輕

悄地走回來。 

 

伊凡．伊里奇一直那麼坐在沙發上。 

 

  「蓋拉西姆，」當蓋拉西姆把洗乾淨的便盆放回原處時，伊凡．伊里奇說，「請

你幫幫我，你過來。 」蓋拉西姆走過去。 「你攙我一把。我自己爬不起來，德米特

裡被我派出去了。」 

 

蓋拉西姆走過去。他用他那雙強壯的手，也像走路一樣輕鬆、利索而溫柔地把主人抱

起來，一隻手扶住他，另一隻手給他拉上褲子，想讓他坐下。但伊凡．伊里奇要求把

他扶到長沙發上。蓋拉西姆一點也不費勁，穩穩當當地把他抱到長沙發上坐下。 

 

  「謝謝。你真行，幹得真輕巧。」 

 

蓋拉西姆又微微一笑，想走。可是伊凡．伊里奇同他一起覺得很愉快，不肯放他走。 

 

  「還有，請你把那把椅子給我推過來。不，是那一把，讓我擱腿。腿擱得高，好

過些。』 

 

蓋拉西姆端過椅子，輕輕地把它放在長沙發前，然後抬起伊凡．伊里奇的雙腿放在上

面。當蓋拉西姆把他的腿高高抬起時，他覺得舒服些。 

 

  「腿抬得高，我覺得舒服些，」伊凡．伊里奇說。 「你把這個枕頭給我墊在下

面。』 

 

蓋拉西姆照他的吩咐做了。他又把他的腿抬起來放好。蓋拉兩姆抬起他的雙腿，他覺

得確實好過些。雙腿一放下，他又覺得不舒服。 

 

  「蓋拉西姆，」伊凡．伊里奇對他說，「你現在有事嗎？』 

 

  「沒有，老爺，」蓋拉西姆說，他已學會像城裡僕人那樣同老爺說話。 

 

  「你還有什麼活要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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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有什麼活要幹？什麼都幹好了，只要再劈點木柴留著明天用。」 

 

  「那你把我的腿這麼高高抬著，行嗎？』 

 

  「有什麼不行的？行！ 」蓋拉西姆把主人的腿抬起來，伊凡．伊里奇覺得這樣

一點也不疼了。 

 

  「那麼劈柴怎麼辦？』 

 

  「不用您老爺操心。這我們來得及的。』 

 

伊凡．伊里奇叫蓋拉西姆坐下抬著他的腿，並同他談話。真奇怪，蓋拉西姆抬著他的

腿，他覺得好過多了。 

 

從此以後伊凡．伊里奇就常常把蓋拉西姆喚來，要他用肩膀扛著他的腿，並喜歡同他

談天。蓋拉西姆做這事輕鬆愉快，態度誠懇，使伊凡．伊里奇很感動。別人身上的健

康、力量和生氣往往使伊凡．伊里奇感到屈辱；只有蓋拉西姆的力量和生氣不僅沒有

使他覺得傷心，反而使他感到安慰。 

 

伊凡．伊里奇覺得最痛苦的事就是聽謊言，聽大家出於某種原因都相信的那個謊言，

他只是病了，並不會死，只要安心治療，一定會好的。可是他知道，不論採取什麼辦

法，他都不會好了，痛苦只會越來越厲害，直到死去。這個謊言折磨著他。他感到痛

苦的是，大家都知道，他自己也知道他的病很嚴重，但大家都諱言真相而撒謊，還要

迫使他自己一起撒謊。謊言，在他臨死前夕散佈的謊言，把他不久于人世這樣嚴肅可

怕的大事，縮小到訪問、掛窗簾和晚餐吃鰉魚等小事，這使他感到極其痛苦。說也奇

怪，好多次當他們就他的情況編造謊言時，他差一點大聲叫出來：「別再撒謊了，我

快要死了。這事你們知道，我也知道，所以大家別再撒謊了。 」但他從來沒有勇氣

這樣做。 

 

他看到，他不久于人世這樣嚴肅可怕的事，被周圍的人看成隻是一件不愉快或者不體

面的事 （就像一個人走進會客室從身上散發出臭氣一樣），還要勉強維持他一輩子

苦苦撐住的「體面」。他看到，誰也不可憐他，誰也不想瞭解他的真實情況。只有蓋

拉西姆一人瞭解他，並且可憐他。因此只有同蓋拉西姆在一起他才覺得好過些。蓋拉

西姆有時通宵扛著他的腿，不去睡覺，嘴裡還說：「您可不用操心，老爺，我回頭會

睡個夠的。 」這時他感到安慰。或者當蓋拉西姆脫口而出親熱地說：「要是你沒病

就好了，我這樣伺候伺候你算得了什麼？ 」他也感到安慰。只有蓋拉西姆一人不撒

謊，顯然也只有他一人明白真實情況，並且認為無須隱諱，但他憐憫日益消瘦的老爺。

有一次伊凡．伊里奇打發他走，他直截了當地說： 

 

  「我們大家都要死的。我為什麼不能伺候您呢？ 」他說這話的意思就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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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辭辛勞，因為伺候的是個垂死的人，希望將來有朝一日輪到他的時候也有人伺候

他。 

 

除了這個謊言，或者正是由於這個謊言，伊凡．伊里奇覺得特別痛苦的是，沒有一個

人像他所希望的那樣可憐他。伊凡．伊里奇長時期受盡折磨，有時特別希望——儘管

他不好意思承認——有人像疼愛有病的孩子那樣疼愛他。他真希望有人疼他，吻他，

對著他哭，就像人家疼愛孩子那樣。他知道，他是個顯赫的大官，已經鬍子花白，因

此這是不可能的，但他還是抱著這樣的希望。他同蓋拉西姆的關係近似這種關係，因

此跟蓋拉西姆在一起，他感到安慰。伊凡．伊里奇想哭，要人家疼他，對著他哭，不

料這時他的法院同事謝貝克走來了，伊凡．伊里奇不僅沒有哭，沒有表示親熱，反而

板起臉，現出嚴肅和沉思的神氣，習慣成自然地說了他對複審的意見，並且堅持自己

的看法。他周圍的這種謊言和他自己所做的謊言，比什麼都厲害地毒害了他生命的最

後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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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有一天早晨。伊凡．伊里奇知道這是早晨，因為每天早晨都是蓋拉西姆從書房裡出去，

男僕彼得進來吹滅蠟燭，拉開一扇窗簾，悄悄地收拾房間。早晨也好，晚上也好，禮

拜五也好，禮拜天也好，反正都一樣，反正沒有區別：永遠是一刻不停的難堪的疼痛；

意識到生命正在無可奈何地消逝，但還沒有完全消逝；那愈益逼近的可怕而又可恨的

死，只有它才是真實的，其他一切都是謊言。在這種情況下，幾天、幾個禮拜和幾小

時有什麼區別？ 

 

  「老爺，您要不要用茶？』 

 

  「他還是老一套，知道老爺太太每天早晨都要喝茶，」他想，接著回答說： 

 

  「不用了。』 

 

  「您要不要坐到沙發上去？』 

 

  「他得把屋子收拾乾淨，可我在這裡礙事。我太邋遢，太不整齊了，」他想了想

回答說： 

 

  「不，不用管我。』 

 

男僕繼續收拾屋子。伊凡．伊里奇伸出一隻手。彼得殷勤地走過去。 

 

  「老爺，您要什麼？』 

 

  「我的表。』 

 

彼得拿起手邊的表，遞給他。 

 

  「八點半了。她們還沒有起來嗎？』 

 

  「還沒有，老爺。瓦西裡．伊凡內奇（這是兒子）上學去了，普拉斯柯菲雅．費

多羅夫娜關照過，要是您問起，就去叫醒她。要去叫她嗎？』 

 

  「不，不用了。 」他回答，接著想：「要不要喝點茶呢？ 」於是就對彼得說：

「對了，你拿點茶來吧。』 

 

彼得走到門口。伊凡．伊里奇獨自留著覺得害怕。 「怎麼把他留住呢？有了，吃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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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了想，說：「彼得，給我拿藥來。 」接著又想：「是啊，說不定吃藥還有用呢。 」

他拿起匙子，把藥吃下去。 「不，沒有用。一切都是胡鬧，都是欺騙，」他一嘗到

那種熟悉的甜膩膩的怪味，就想。 「不，我再也不能相信了。可是那個疼，那個疼，

要是能停止一會兒就好了。 」他呻吟起來。彼得向他回過頭來。 「不，你去吧，拿

茶來。』 

 

彼得走了，剩下伊凡．伊里奇一個人。他又呻吟起來。他疼得很厲害，可呻吟主要不

是由於疼痛，而是由於悲傷。 「老是那個樣子，老是那樣的白天和黑夜。但願快一

點。什麼快一點？死，黑暗。不，不！好死不如賴活！』 

 

彼得托著茶盤進來，伊凡．伊里奇茫然看了他好一陣，認不出他是誰，不知道他是來

幹什麼的。他這種目光弄得彼得很狼狽。彼得現出尷尬的神色，伊凡．伊里奇才醒悟

過來。 

 

  「噢，茶......」他說，「好的，放著。你幫我洗洗臉，拿一件乾淨襯衫來。』 

 

伊凡．伊里奇開始梳洗。他斷斷續續地洗手，洗臉，刷牙，梳頭，然後照照鏡子。他

感到害怕，特別是看到他的頭髮怎樣貼著蒼白的前額。 

 

彼得給他換襯衫。他知道他要是看到自己的身體，一定會更加吃驚，因此不往身上看。

梳洗完畢了，他穿上晨衣，身上蓋了一條方格毛毯，坐到扶手椅上喝茶。有那麼一會

兒他覺得神清氣爽，但一喝茶，立刻又感到那種味道、那種疼痛。他勉強喝完茶，伸

直腿躺下來。他躺下，讓彼得走。 

 

還是那個樣子。一會兒出現了一線希望，一會兒又掉進絕望的海洋。老是疼，老是疼，

老是悲愴淒涼，一切都是老樣子。獨個兒待著格外悲傷，想叫個人來，但他知道同人

家待在一起更難受。 「最好再來點兒嗎啡，把什麼都忘記。我要請求醫生，叫他想

點別的辦法。這樣可真受不了，真受不了！』 

 

一小時、兩小時就這樣過去了。忽然前廳裡響起了鈴聲。會不會是醫生？果然是醫生。

他走進來，精神飽滿，容光煥發，喜氣揚揚。那副神氣仿佛表示：你們何必這樣大驚

小怪，我這就來給你們解決問題。醫生知道，這樣的表情是不得體的，但他已經習慣

了，改不掉，好像一個人一早穿上大禮服，就這樣穿著一家家去拜客，沒有辦法改變

了。 

 

醫生生氣勃勃而又使人寬慰地搓搓手。 

 

  「啊，真冷，可把我凍壞了。讓我暖和暖和身子，」他說這話時的神氣仿佛表示，

只要稍微等一下，等他身子一暖和，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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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怎麼樣？』 

 

伊凡．伊里奇覺得，醫生想說：「情況怎麼樣？ 」但他覺得不該那麼問，就說：「晚

上睡得怎麼樣？』 

 

伊凡．伊里奇望著醫生的那副神氣表示：「您老是撒謊，怎麼不害臊？ 」但醫生不

理會他的表情。 

 

伊凡．伊里奇就說： 

 

  「還是那麼糟。疼痛沒有消除，也沒有減輕。您能不能想點辦法……』 

 

  「啊，你們病人總是這樣。嗯，這會兒我可暖和了，就連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

夫娜那麼仔細，也不會對我的體溫有意見了。嗯，您好。 」醫生說著握了握病人的

手。 

 

接著醫生收起戲謔的口吻，現出嚴肅的神色給病人看病：把脈，量體溫，叩診，聽診。 

 

伊凡．伊里奇清清楚楚地知道，這一切都毫無意思，全是騙人的，但醫生跪在他面前，

身子湊近他，用一隻耳朵忽上忽下地細聽，臉上顯出極其認真的神氣，像體操一般做

著各種姿勢。伊凡．伊里奇面對這種場面，屈服了，就像他在法庭上聽辯護律師發言

一樣，儘管他明明知道他們都在撒謊以及為什麼撒謊。 

 

醫生跪在沙發上，還在他身上敲著。這當兒門口傳來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綢衣

裳的聲，還聽見她在責備彼得沒有及時向她報告醫生的來到。 

 

她走進來，吻吻大夫，立刻振振有詞地說，她早就起來了，只是不知道醫生來了才沒

有及時出來迎接。 

 

伊凡．伊里奇對她望望，打量著她的全身，對她那白淨浮腫的雙手和脖子、光澤的頭

髮和充滿活力的明亮眼睛感到嫌惡。他從心底裡憎恨她。她的親吻更激起他對她的難

以克制的憎恨。 

 

她對待他和他的病還是老樣子。正像醫生對病人的態度都已定型不變那樣，她對丈夫

的態度也已定型不變：她總是親昵地責備他沒有照規定服藥休息，總是怪他自己不好。 

 

  「噯，他這人就是不聽話！不肯按時吃藥。尤其是他睡的姿勢不對，兩腿擱得太

高，這樣睡對他不好。』 

 

她告訴醫生他怎樣叫蓋拉西姆扛著腿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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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鄙夷不屑而又和藹可親地微微一笑，仿佛說：「有什麼辦法呢？病人總會做出這

樣的蠢事來，但情有可原。』 

 

檢查完畢，醫生看了看表。這時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向伊凡．伊里奇宣佈，不

管他是不是願意，她今天就去請那位名醫來，讓他同米哈伊爾．達尼洛維奇（平時看

病的醫生）會診一下，商量商量。 

 

  「請你不要反對。我是為我自己才這樣做的，」她嘲諷地說，讓他感到這一切都

是為她而做的，因此他不該拒絕。他不做聲，皺起眉頭。他覺得周圍是一片謊言，很

難判斷是非曲直。 

 

她為他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她自己。她對他說這樣做是為了她自己，那倒是真的，不過

她的行為叫人很難相信，因此必須從反面來理解。 

 

十一點半，那位名醫果然來了。又是聽診，又是當著他的面一本正經地交談，而到了

隔壁房間又是談腎臟，談盲腸，又是一本正經地問答，又是避開他現在面臨的生死問

題，大談什麼腎臟和盲腸有毛病，米哈伊爾．達尼洛維奇和名醫又都主張對腎臟和盲

腸進行治療。 

 

名醫臨別時神態十分嚴肅，但並沒有絕望。伊凡．伊里奇眼睛裡露出恐懼和希望的光

芒仰望著名醫，怯生生地問他，是不是還能恢復健康。名醫回答說，不能保證，但可

能性還是有的。伊凡．伊里奇用滿懷希望的目光送別醫生，他的樣子顯得那麼可憐，

以致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走出書房付給醫生出診費時都忍不住哭了。 

 

被醫生鼓舞起來的希望並沒有持續多久。還是那個房間，還是那些圖畫，還是那些窗

簾，還是那種牆紙，還是那些藥瓶，還是他那個疼痛的身子。伊凡．伊里奇呻吟起來，

給他注射了嗎啡，便迷迷糊糊睡著了。 

 

他醒來時，天色開始發黑。僕人給他送來晚餐，他勉強吃了一點肉湯。於是一切如舊，

黑夜又來臨了。 

 

飯後七點鐘，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走進他的房間。她穿著晚禮服，豐滿的胸部

被衣服繃得隆起，臉上有撲過粉的痕跡。早晨她就提起，今晚她們要去看戲。薩拉．

貝娜到這個城裡做訪問演出，她們定了一個包廂。那也是他的主意。這會兒，他把這

事忘記了，她那副打扮使他生氣。不過，當他記起是他要她們定包廂去看戲的，認為

孩子們看這戲可以獲得美的享受，他就把自己的憤怒掩飾起來。 

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進來的時候得意揚揚，但仿佛又有點負疚。她坐下來，問

他身體怎麼樣，不過他看出，她只是為了應酬幾句才問的，並非真的想瞭解什麼，而

且知道也問不出什麼來。接著她就講她要講的話：她本來說什麼也不願去，可是包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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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定了，愛倫和女兒，還有彼特利歇夫（法院偵訊官，未來的女婿）都要去，總不

能讓他們自己去，她其實是寧可待在家裡陪他的。現在她只希望她不在家時，他能照

醫生的囑咐休息。 

 

  「對了，費多爾．彼得羅維奇（未來的女婿）想進來看看你，行嗎？還有麗莎。』 

 

  「讓他們來好了。』 

 

女兒走進來。她打扮得漂漂亮亮，露出部分年輕的身體。對比之下，他覺得更加難受。

她卻公然顯示她健美的身體。顯然她正在談戀愛，對妨礙她幸福的疾病、痛苦和死亡

感到嫌惡。 

 

費多爾．彼得羅維奇也進來了。他身穿燕尾服，頭髮燙出波紋，雪白的硬領夾著青筋

畢露的細長脖子，胸前露出一大塊白硬襯，瘦長的黑褲緊裹著兩條強壯的大腿，手上

套著雪白的手套，拿著大禮帽。 

 

一個中學生在他後面悄悄走進來。這個可憐的孩子穿一身嶄新的學生裝，戴著手套，

眼圈發黑——伊凡．伊里奇知道怎麼會這樣。 

 

他總是很憐憫兒子。兒子那種滿懷同情的怯生生目光使他心驚膽戰。伊凡．伊里奇覺

得除了蓋拉西姆以外，只有兒子一人瞭解他、同情他。 

 

大家都坐下來，又問了一下病情。接下來是一片沉默。麗莎問母親要望遠鏡。母女倆

爭吵起來，不知是誰拿了，放在什麼地方。這事弄得大家都很不高興。 

 

費多爾．彼得羅維奇問伊凡．伊里奇有沒有看過薩拉．貝娜。伊凡．伊里奇起初沒聽

懂他問什麼，後來才說： 

 

  「沒有，您看過嗎？』 

 

  「看過了，她演《阿德里安娜．萊科芙露爾》⑧。』 

 

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說，她演那種角色特別好。女兒不同意她的看法。大家談

到她的演技又典雅又真摯——那題目已談過不知多少次了。 

 

談話中間，費多爾．彼得羅維奇對伊凡．伊里奇瞧了一眼，不做聲了。其他人跟著瞧

了一眼，也不做聲了。伊凡．伊里奇睜大眼睛向前望望，顯然對他們很生氣。這種尷

尬的局面必須改變，可是怎麼也無法改變。必須設法打破這種沉默，誰也不敢這樣做，

大家都害怕，唯恐這種禮貌周到的虛偽做法一旦被揭穿，真相就會大白。麗莎第一個

鼓起勇氣，打破了沉默。她想掩飾大家心裡都有的感覺，卻脫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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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要是去的話，那麼是時候了，」她瞧了瞧父親送給她的表，說。接著對未

婚夫會意地微微一笑，衣服響著站起來。 

 

大家都站起來，告辭走了。 

 

等他們一走，伊凡．伊里奇覺得好過些，因為虛偽的局面結束了，隨著他們一起消失

了，但疼痛如舊。依舊是那種疼痛，依舊是那種恐懼，一點也沒有緩和，而是每況愈

下。 

 

時間還是一分鐘又一分鐘、一小時又一小時地過去，一切如舊，沒完沒了，而無法避

免的結局卻越來越使人不寒而慄。 

 

  「好的，你去叫蓋拉西姆來。 」他回答彼得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