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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死后! 几个女儿围着她打转! 留意
她的一举一动! 满屋子跟着她! 挡住她的去
路" 那年冬天! 莫莉十六岁# 我的母亲海伦
十五岁# 西尔维十三岁" 母亲坐下缝补东西
时! 她们会坐在地上围着她! 努力表现出轻
松的样子! 把头靠在她的膝盖或座椅上! 像
小孩子一样好动不安分" 她们会扯下地毯的
流苏! 折弄她的裙边! 偶尔互相打斗! 同时
一边懒洋洋地谈论学校的事!或解决她们之间
产生的无尽$细琐的抱怨和指摘"过不多久!她
们会打开收音机! 动手梳理西尔维的头发!她
的头发浅棕色!浓密厚重!垂至腰间" 两个姐
姐娴熟地弄出高卷式发型!耳朵和颈背处垂下
绺绺鬈发"西尔维交叉双腿和脚踝!阅读杂志"

如果犯困!她会去自己房间小睡片刻!然后顶
着已凌乱歪斜的华贵发髻!下楼吃晚饭" 没有
什么能诱起她的虚荣心"

到了晚餐时间! 她们会跟着母亲进厨房!

在桌上摆好餐具! 揭开锅盖! 然后围坐在桌
旁! 一块儿吃饭! 莫莉和海伦挑三拣四! 西
尔维的嘴唇上沾着牛奶" 即便那时! 在有白
窗帘遮住夜色的明亮的厨房里! 她们的母亲
仍感觉她们在凑向她! 打量她的脸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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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儿时以来 ! 她们从未这样簇拥过她 !

自那以来! 她从未如此清晰地觉察过她们头
发的味道! 她们的温柔$ 呼吸和唐突" 这令
她充满一种奇特的欢欣! 和她们其中任何一
人在未断奶期! 定睛盯着她的脸$ 把手伸向
她另一边的乳房$ 她的头发$ 她的嘴唇! 渴
望触碰$ 急切想饱腹一阵然后睡觉时所感到
的那份喜悦一样"

过去! 她总有千种方式! 让她们围在她
身边! 凭借的想必是魅力之类的东西" 她会
唱上千首歌" 她做的面包松软可口! 果冻酸
甜开胃! 下雨天! 她烤饼干! 煮苹果泥" 夏
日里! 她把玫瑰养在钢琴上的花瓶中! 玫瑰
花硕大$ 香气扑鼻! 当花朵成熟$ 花瓣凋零
时! 她把它们放进一个细长的瓷罐! 里面还
有丁香$ 百里香和肉桂条" 她的孩子睡在浆
洗过的床单上! 盖着好几层被子! 早晨! 她
的窗帘里注满阳光! 一如灌满风的船帆" 她
们自是紧挨着她! 触摸她! 好像她刚外出归
来似的" 不是因为她们害怕她会像父亲那样
消失不见! 而是因为父亲的骤然消失让她们
意识到了她的存在"

结婚没多久! 她得出结论! 爱情在某种
程度上和渴望是同一回事! 占有起不到缓解
作用" 有一次! 当时他们还没有小孩! 埃德
蒙在湖边捡到一块怀表" 表壳和表盖完好无
损! 但机件都锈蚀得差不多了" 他把表拆开$

掏空! 面上正好可以放下一张圆纸片! 他在
上面画了两只海马" 他穿成了一条链子! 将

这当作挂件送给她! 可她几乎从来不戴! 因
为链子太短! 她无法自如地看见海马" 她担
心挂在皮带上或放在口袋里会碰坏" 约莫一
个星期 ! 她无论去哪儿都随身带着这块表 !

即便只是走到房间另一头亦然! 并非因为那
是埃德蒙做给她的! 也不是因为这幅画比他
平时的画少了几分明艳和粗笨! 而是因为海
马本身俏皮可爱 ! 奇形怪状 ! 好像传令官 !

披着盔甲似的昆虫外壳 " 她一把目光挪开 !

心里想看到的就是这两只海马! 就连当目光
落在它们身上时想看到的也是" 这种需求始
终不减! 直到有东西%%%一场争吵! 一次做
客%%%引开她的注意力" 同理! 她的几个女
儿触摸她$ 留意她$ 跟随她! 也将持续一段
时间"

有时! 她们在夜间发出叫喊! 喊声细微!

丝毫未把她们惊醒" 她一走上楼梯! 无论多
么蹑手蹑脚! 那声响便会停止! 等到了她们
的房间! 她发现她们都安然睡着! 喊声的源
头藏匿在寂默中! 像蟋蟀一般" 仅是她的来
临就足以使那家伙静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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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丈夫去世到大女儿离家! 中间的那些
年其实堪称最宁静祥和的岁月" 我的外祖父
有时流露出失望之情" 他的离去! 使她们从
追求成功$ 赏识和晋升的烦人前景中解脱出
来" 她们没有理由期盼什么! 没有事情需要
抱憾" 她们的人生围绕倾斜的世界一圈圈转
落! 像从纺锤上转下的纱线! 早餐时光! 晚
餐时光! 丁香花开的时光! 苹果结果的时光"

假如天堂指的是清涤了灾难和烦扰后的现世!

假如不朽指的是保持宁和与停滞的今生! 假
如可以把这清涤后的现世和无消耗的今生看
作复归其原本特性的尘世和人生! 那么难怪!

安宁无事的五年! 诱使我的外祖母忘了她本
来永远不该忘记的事" 在莫莉离开的六个月
前! 她已完全变了一个人" 她袒露自己的虔
诚! 弹奏钢琴练习圣歌! 给传教会寄去厚厚
的信函! 叙述她最近的皈依! 并夹了两首复
印的长诗! 一首是关于耶稣复活的! 另一首
写的是基督团体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 我见
过这两首诗" 第二首热忱地谈到异教徒! 特
别提及传教会! &''天使前来推走

!

封住
他们坟墓的大石("

不出六个月! 莫莉定下了去中国的行程!

为一家传教会工作" 正当莫莉让空气中反复
回荡着 )天国之地* 和 )上帝! 我们能* 的
旋律时! 我的母亲海伦却坐在果园! 温柔而
严肃地和某个叫雷金纳德+ 斯通的人%%%我
们公认的父亲%%%交谈" 在莫莉去了旧金山!

又从那儿去了东方的六个月后! 海伦和这位
斯通先生在西雅图组建了家庭! 她似乎是在
内华达嫁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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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物的出现都会带来一系列的情感

纠葛! 我想写的人物是那些能为我的思考提

出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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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逊博士的小说以及非虚构作品勾勒

出我们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充分探

索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并定义了#人之所

以为人$的普世真理%

***美国国家人文奖章颁奖词

我发现自己读得很慢 " 然后越读越缓

慢&&&这不是一本急着要读完的书"因为它每

个句子都让人心旷神怡%

***多丽丝!莱辛

小说中对管家的理解"不仅在于保持屋子

的清洁"更大程度上"是保持一个家的精神纯

净'尤其面临家庭成员的离去"两位小孤女随

着年龄的增长经历不断的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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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作家% 出生在爱达荷州的科达

伦镇& 写过四本小说和五本非虚构

作品&处女作'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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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后%

获美国笔会海明威奖% 并入围普利

策文学奖% 被誉为美国当代文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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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 %第二本小说 '基列家

书(出版%连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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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书评人奖% 随后推出此系列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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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瓦大学作家工作室退休&

露丝和露西尔是一对孤女&照顾她们的人不断来去&而她们则期待在外婆和姨妈西

尔维身上感受完整的母亲&但最终她们发现&有着小怪癖的西尔维只向往流浪的旅途-

一天&早熟的妹妹露西尔突然惊觉自己对母亲的记忆早已因现实的侵入而腐烂&她

选择回归日常&同时向往与指骨镇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地方.而内心更为丰富/内敛的露

丝则和西尔维注定是流浪的人&在一节节车厢中度过自己流浪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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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融合军事(历史(政治(

外交(传记的巨著% 半个多世纪

前"朝鲜战争险些引发第三次世

界大战%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和美

国在朝鲜战场短兵相接"也在战

略部署和政治外交上展开全面较

量% 朝鲜战争为什么会爆发) 强

大的美国是怎样一步步陷入泥潭

的)今天的远东国际局势"在多大

程度上依旧受这场战争影响) 本

书作者作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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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作者在丹麦(英

国 (德国 (法国 (美国 (塞尔维亚

和阿根廷等七个国家写下的旅

行笔记% 西方世界街头巷尾随处

可见的涂鸦"针对真真假假的*圣

像 $"擅自修改 *正统 $世界的外

形% 作者选取涂鸦作为他行走西

方世界时的旅伴" 正是为了打开

世界的另一面+&&在涂鸦覆盖的

社会剧场之中" 诗人仿若进入一

种与现实极大偏离的异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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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阳杂俎- 是唐代笔记小

说"全书三十卷 "内容十分驳杂 "

有道教传说(佛教传说(唐代社会

生活(文化艺术 (风俗习惯 (奇闻

异事(文人掌故等等"堪称唐代社

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李国文评注

本书"意在使 ,酉阳杂俎 -走出学

术研究的高阁"他倾向于对历史(

掌故(传说等进行详细的介绍"对

许多现象也借古讽今"直言不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