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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喜福会%#自

此奠定了她在文学界的声誉& 其小说多以

华裔第二代移民的身份认同与母女关系冲

突为主题#以'象牙套球般精巧的故事结

构(和神秘的东方色彩见长#被誉为)华裔

文学的代表人物()故事的魔术师(&

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长篇小说新作!

小说延续了作家以女性言说的方式讲述具

有混血身份的三代人的故事" 呈现了两种

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中美混血的薇奥莱自

幼在上海长大" 生性敏感叛逆! 十四岁那

年"在回美国前夕"薇奥莱被坏人拐卖"自

此与母亲失散" 沦落风尘! 之后的二十年

里"她历经苦难"眼看爱人死于流感"女儿

被人掳走"她自己也受人蒙蔽"身陷偏远山

村险些丧命!但在父辈奇妙画作的指引下"

在对自我内心的不断反省和坚持中" 命运

开始渐渐露出曙光!三代人"两对母女终于

跨越大洋两岸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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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梁平的诗集新作! 共收

入作品
;<=

余首 !全书分为 "为

汉字而生 #"蜀的胎记 $%巴的血

型$三个部分!比较完整地呈现了

梁平近年的诗歌创作面貌& 作品

集中展现了诗人对家族与时代交

相融合的体悟! 在诗歌空间中释

放出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 彰显

厚重的历史与现实感& 作品中流

露出浓烈的家国情怀! 形成了巴

与蜀的二重奏!虚与实的双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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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 翻译家陈黎的第一本

%谈音'论乐'译诗#的结集& 面对

浩瀚如烟的音乐世界! 作者选择

了曾经感动自己的曲目娓娓道

来 !翻译了近
>==

首歌剧 '清唱

剧'艺术歌曲'古典与现代民歌 '

爵士乐等经典名曲歌词并配音乐

评述! 也让本书成为译本融合了

音乐史' 乐评' 唱词翻译的散文

集!让音乐与文学在其中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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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网络犯罪是当前刑事犯

罪的高发点! 小说以此为叙述蓝

本! 故事情节颇像法官审理的复

杂案情! 个中人物也像案件当事

人一样有血有肉'性格鲜活!他们

或质朴或精明!或奸诈或厚道!或

狠毒或善良! 或守法或犯罪((

推动着故事一波三折向前发展 !

环环相扣'悬念迭出!却又不故弄

悬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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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环视着自己的牢房! 房间很小"所有
的家具都是劣质品"已经磨损得补也补不好
了!这所堂子里的客人都是些什么样的男人
呢# 我一一清数起这个房间里的所有瑕疵"

好在见到妈妈时告诉她我到底受了多少罪$

床垫很薄"而且高低不平%挂在床架上的帘
子已经褪了色"上面污渍斑斑%茶几瘸了一
条腿"桌面上有冰渍和烧过的痕迹"只配用
来当柴火烧%冰裂纹釉丽的花瓶上"真的有
一道裂紋%天花板上的石膏缺了一块"墙上
的壁灯也歪歪扭扭的%橙色和深蓝色羊毛织
成的地毯上"织着文人爱用的花纹"不过那
花纹已经秃了一半"可能是被磨的"要么就
是被蛾子给啃的% 西洋扶手椅都快要散架
了"椅垫的边缘也磨损得不成样了&&我觉
得嗓子里有什么东西哽住了!她真的上船了
吗# 她会不会为我担心得发了疯#

我开始翻检我那摆在衣柜边的旅行袋"

那里面装的东西一定会暴露她的意图的$如
果里面装着为我现在这份新生活而准备的
衣服"我就可以确定"她确实已经抛弃我了%

如果里面装的衣服是她自己的"那就证明她
其实是被人给耍了"我从脖子上取下挂着旅
行袋钥匙的银链子"屏住呼吸%妈妈的一瓶
珍贵的喜马拉雅玫瑰精油香水露出头来"我
心怀感激地丢开了它"轻轻抚摸她的狐狸披
肩! 披肩下面是她最喜欢的一条丁香色裙
子" 她曾穿着这条裙子去往上海俱乐部"闲
庭信步地走进去"坐在一个显赫富有的男士
所在的桌边!由于那位男士的地位实在是过
于高贵"当时竟没人敢过去多嘴说这里不准
女士进入!我把这条冒昧的裙子挂在衣柜门
上"又把她的高跟鞋摆在下面"这样一来"我
的面前就出现了一个无头女鬼的怪诞形象!

在裙子和鞋的下面"塞着一个珍珠母制的盒
子"里面装着我的珠宝$两条幸运手链"一个
金项链坠" 以及一副紫水晶的项链和戒指!

我打开了另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很多块琥
珀"它们都是我在八岁生日那天拒绝接受的
礼物!我又取出两个卷轴"一个比较短"一个
比较长! 我解开布面封套"发现它们里面装
的根本不是什么卷轴"而是画在画布上的油
画! 我把比较大的那幅画放到了地上!

"

这幅画跟那些上海人觉得很新鲜的欧
洲肖像画的风格很相似!对于洋人享受的一
切最新奢侈品"上海人都一杯羹"即使欧洲
肖像画里画的是戴着扑了粉的假发的'其他
人的祖先" 以及他们那穿着系有缎带的服
饰'带着西班牙猎狗和野兔的孩子们"上海
人也想照样画了挂在自己家里!这是宾馆大
厅和长三书寓里的时髦装饰"妈妈经常嘲笑
那些画"说它们画得又差劲又浮夸! (肖像")

她曾说"(当是此时此刻在你面前自由呼吸
着的人物! 肖像画应该捕捉到那个人的呼
吸! )

但是在这幅肖像画的创作过程中"她却
屏住了呼吸! 我越看她的脸"看出的东西就
越多"而我看出的东西越多"她就显得越矛
盾!我看到了勇敢"然后又看到了恐惧!我在
她的脸上隐约辨认出她天性中的某种特质"

显然她在少女时代就已经拥有了这种特质!

然后忽然之间我明白了那种特质到底是什
么$一种认为自己比其他人都好'都聪明的
高傲自负! 她相信自己永远都不会错"别人
越讨厌她"她就越不加掩饰地蔑视那人! 我
俩一起在公园里散步时"会遇到各种各样不
喜欢他们的人"他们认识她"管她叫(那位白

人老鸨)! 妈妈会缓慢地从头到脚打量他们
一番"然后露出厌恶的鄙视神情! 每当我看
到那些被她盯着打量后遭到嫌弃的人闷闷
不乐而一言不发地偃旗息鼓时"总会忍不住
笑出声来!

我再次仔细地看了看那幅油画"观察每
一道笔触是如何将她那年轻的脸庞刻画出
来的! 在和我现在一样大的时候"她也曾对
他人抱有过同情吗# 她这个人好矛盾"而且
她那些所谓的必须要做的事根本就毫无道
理! 她有时忠诚"有时不忠"有时是个好母
亲"下一秒又变成一个坏母亲! 她可能在某
些时刻是爱我的" 但她的爱毫不具有连续

性! 她上一次向我证明她爱我"是什么时候
了#我曾以为她保证不会离开我那件事可以
证明她爱我"但现在我不确定了!

画的背后写着这样的文字$(献给卢克
丽霞*明特恩小姐"在她十七岁生日之时! )

我从不知道我妈的生日和年龄"我们从未一
起为她庆生" 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要去知
道! 我十四岁了"而如果她是在十七岁的时
候生下的我"那么她现在就该是三十一岁!

卢克丽霞"这是陆成寄来的信的信封上
印着的名字!献词下面的文字被人拿黑色铅
笔划拉得完全不可辨认!我将画面朝上翻过
来"看到右下方的角落里有两个姓名首字母
(

(%)%

)这么说"陆成就是画下这幅画的人了"

我敢肯定!

*

我又展开那幅小一点的画"姓名首字母
(

(%)%

)同样出现在了这幅画的底端! 这幅画
画的是一个山谷的风景"画家画画时正站在
某个山崖的边缘"遥望下方的景色! 两侧的
山脊线都弯弯曲曲"山影的轮廓铺展在山谷
底端! 低垂的云呈现出一种陈年瘀伤的颜
色"上半部分是粉色的"而背景中正退向远
处的云则泛着一圈金色的光晕!在山谷的那
一端" 两座山间的缝隙散射出璀璨光芒"恍
若通往天堂的人口! 画里的时间似乎是黎
明+++也或者是黄昏# 我无法辨别"那到底
是山雨欲来"还是雨后初霁%画家到底是充
满喜悦地刚刚到达"还是如释重负地正要离
开! 这幅画到底是想描绘希望的感觉"还是
绝望的感觉#你是应该英勇无畏地站在山崖
边" 还是被前方等待着自己的一切吓得发
抖# 或者"也许这幅画画的是一个傻瓜的故
事" 那个傻瓜为了追逐某个梦境而来到这
里" 俯视着微明的山谷中那可望而不可即
的'魔鬼的黄金罐子! 这幅画让我想起那些
错觉画"当你将画面上下颠倒或是左右旋转
过来的时候"画里的大胡子男人就会变成一
棵树! 你没法在同一时刻看到两样事物"你
必须得在两样事物之间"选择到底哪个才是
画作的原意! 但如果你不是创作者的话"你
又怎么可能知道哪一种才是对的呢#

这幅画让我感到反胃+++它也是某种
预兆"就像那双穿烂了的鞋一样"潜藏着某
种深意"等待着我去发觉! 接下来将要降临
的"是解放还是毁灭呢#就在这一刻"我忽然
确信无疑$这幅画的意思是"你正要走入那
片山谷"而不是离开%大雨就要来了"时已黄
昏"天色渐暗"你再也找不到回头的路了!

我用颤抖的双手将画作翻了过去"上面
写着(奇幻山谷)四个字"字的下方仍是姓名
首字母$(献给

(*"

"来自
()%

)! 日期被涂黑
了"但我能大概猜出"写的不是(

&+,$

)就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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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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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生的!妈妈是在收到
自己那幅肖像画的同时"一起也收到了这幅
画吗#在我出生之前"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在我出生之后那一年"她又是怎么过的# 如
果陆成是在

&+,,

年画下这幅画的话" 那么
也就意味着"在我一岁的时候"他仍然和我
妈在一起!

我把两幅画都扔得远远的"但刚一把它
们扔开" 就忽然感觉到了一种极度的惊恐"

好怕自己的一部分也会像那画一样被弃之
如敝屣" 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毁坏殆
尽! 妈妈因为陆成的离去而痛恨"他"所以"

如果没有极强的理由"她是不可能留下这些
画的!我跑下床捡起那些画"一边哭"一边将
它们卷好"然后使劲塞进旅行袋的最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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