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乙 ! 江西瑞昌人 ! 生于

!"#$

年" 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灰

故事$#鸟! 看见我了$#春天在哪

里$#五百万汉字$!中篇小说#下

面! 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

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

形$% 阿乙是最先走上国际舞台

的中国作家之一"目前!他的作品

已经输出了七个语种"曾获&人民

文学$中篇奖'蒲松龄短篇奖'林

斤澜短篇奖"

小
说 !"#

悦 读 !

! " # $ % & ' $

!

!"#$%&!%&'

责编
(

傅小平 技编
(

李福眠

)*+,-./01234526789:+89;

!亚洲史概说"

(

日
)

宫崎市定
!

著

谢辰
!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年
$$

月版

在亚洲大陆上!分布着中华文明"

西亚文明" 印度的梵文文明以及日本

文明等! 各种异质文明通过交通纽带

而建立联系!相互竞争并相互弥补!从

而展开了亚洲史发展演进的宏大画

卷# 作者在书中提出 $西亚文明东流

论%!并开辟了$亚洲史%这一全新的领

域!着重考察各文明之间的交通联系!

通过交通线的转移和变化! 揭示文明

兴衰与时代演进的历史大势#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

梁培宽#编注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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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辑录了梁漱溟往来书信七百

余封! 时间跨度从
<=<>

年到
<=??

年梁漱溟去世! 历七十余年# 我们可

以从中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梁启超&

张申府&冯友兰&胡适&熊十力&马一浮

''这是迄今为止较全面的一次梁漱

溟书信整理! 其中许多书信是第一次

公开发表# 这些书信不仅是梁漱溟个

人不同时期思想& 情感& 生活等的记

录!也是
@A

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

!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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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作者自
@A<B

年
B

月

至
@A<>

年
C

月发表于 (读书)(财新

周刊)(经济观察报) 等刊物专栏上的

有关个人记忆的文章!共计
@B

篇!分

为$童年*少年%$父亲*母亲%$人事*书

事%三部分!分别记录了作者出国留学

前的一些时光!关于父母的片断回忆!

家族历史的一瞥! 难忘的人以及难忘

的书! 体现了作者对世相百态的敏锐

观察和对人生经历的睿智思考+

精彩点评

阿乙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小说

家之一! 警察的身份将他暴露在

粗粝的地下世界! 因此他的作品

会让人想起十九世纪法国的现代

主义作家!比如波德莱尔和兰波+

$$$!华尔街日报"

阿乙的作品和大多数中国当

代文学形成鲜明对比, 后者相对

冗长! 充斥着发散开去的絮语与

哲思+阿乙则另辟蹊径,他的文字

冷峻!节奏感强!切中肯綮+

$$$!洛杉矶时报"

在阿乙的作品里! 我发现了

一种极度镇定与怜悯的声音!是

埃尔莫*伦纳德的朴素与扎迪*史

密斯坚毅的叙事自信的合体+他

在故事里随意行走!你会跟着他

走!因为你无法抗拒+ 我总会被

阿乙故事的克制和强烈的无我

状态叹服,作者完全消失!进入了

人物中+

$$$!格兰塔"

阿乙的小说为品种繁多的反

乌托邦作品提供了更为冷酷的选

择+喜欢莫言"余华"中村文则!甚

至东野圭吾的读者! 一定会在阿

乙的小说里找到动人心魄的恐怖

现实+

$$$美国!图书馆杂志"

博尔赫斯在一本访谈录里提到要写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叫!早上九点叫醒我"&但阿乙

并没有发现这部小说%便用这句话做书名&主人公宏阳喝醉后%向自己的内人叮嘱%让她做

一个人体闹钟%到了早上叫醒他& 次日晨%等到要叫醒他的时候%他的内人发现他已经死

了'他把自己喝(死)了&

小说由此开始%通过对一场仓促*敷衍的葬礼的讲述%回溯了宏阳$$$一名曾被简单

认为只是亡命之徒的文盲$$$如何利用自身的暴力优势和必要的诈术% 成长为镇上闻人

的经历&在这个人身上%没有爱情*信仰*义气和亲情&小说通过他%对逐渐消失的乡村及其

人物进行了画卷式的描写&

$

人啊%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在就要离开范
镇时! 许佑生反复琢磨这句话" 此前他都在
想#非要做点什么!至少应该大声告诉别人!

可是死了一个人啊"小镇没有任何骚动!人们
听说死讯就像早已知道! 他们没有停下手头
正在干的活儿! 一台大卡车停下发出哧的一
声闷响! 早上没卖完的油条躺在油汪汪的塑
料筐内! 苍蝇以蚊式机的姿态不停向它俯冲
过来!地球照转!一个骑在他们头上拉屎拉尿
十几年的人物死掉! 就像是万里之外倚在墙
边的竹竿悄然滑倒! 或者深海的贝壳位移一
厘米! 他们既不喜悦也不悲伤" 这样一个东
西!这话是祝老师说的"祝老师舔着指头翻一
本有辞书那么厚的蓝皮面账簿" 账簿里头记
录着货物批进售出的数量$ 价格及一些人的
赊账!待会儿他将补上一笔而许佑生将签字"

%我宏彬舅舅会过来还的"&许佑生说"翻到誊
录挽联的那几页!仿佛觉得它预示着坏运气!

祝老师伸直手臂举起账簿! 同时尽量让头后
仰着" %没一条合适的" &他说"不过还是在裁
好的绿纸上一笔一画地写#

纵有前人尝滋味

谅无后人继春秋

%这是汪精卫写给自己的挽联!千万不要
说给他们听" &他交代许佑生" 在将许佑生送
出南纸店'''它开在卫生院外 ! 招牌的字
(%寿衣花圈&)大如饮水机桶子!时常让走动
的病友黯然神伤'''后! 他拍打许佑生的肩
膀!继续说#%人啊!就是这样一个东西"&许佑
生想自己一上午愤愤不平! 其实是因为自己
有天也会死" 他不喜欢人死后只得到这样寡
淡的待遇"

"

飞驰的电瓶车带来豪迈! 小树三四米三
四米地后退!水泥路不停狂奔至眼前!风灌进
衬衣使之鼓胀如帆兜" 许佑生对着路中间荷
锄的农民大喊大叫! 带着一股为死人办事的
傲慢劲儿(闪开* 闪开* )!就像背负着一道盖
有各种加急戳记的急旨" 激情终止于铁岭埂
的山脚"山路又急又陡!自新中国成立后一共
有二十七台车栽进半山腰的水塘! 其中一次
的三轮车载有乘客十六名! 现在电瓶车以其
马力只能冲上去六七米! 而上山的路有三里
半长" 许佑生停下抽烟" 车架上的不祥之物
招惹来老屋曾家的几个小孩" 没有斜眼的那
一个!他分辨着"他们咧着嘴好奇地看那些东
西又讨好地看着他! 试图通过他表情的变化

确证出什么" %滚蛋吧你" &他喊道"他们一哄
而散" 他想#这些都是好孩子!而像宏阳那样

的很小便恶狠狠地盯着你看! 充满弄死你的

决心" 宏阳那样的人四五十年一出"

周海花坐在门口的塑料凳上搓洗衣服!

墙角连接自来水的洗衣机正瓮声瓮气地工
作 " 之所以还要手洗是觉得机洗不干净!尽
量劳动是她们存在的价值" 一种自我认可的
途径"她的丈夫因为度暑假的缘故!已从执教
的几十里外的瀼溪民办中学返回! 正坐在小
椅子上!跷着二郎腿!看她"这是鹤立鸡群$出
类拔萃的一幢房屋! 有着华贵的琉璃瓦$瓷
砖$铝合金窗和卷帘门" 它由宏阳出资建造!

当然宏阳不会明说!周海花也不会!就是他!

这法律文书和事实上的丈夫也不会 (开始接
受这样的事总是很难! 但逐渐地他意识到自
己其实无从反击或者准确地说是无从反驳"

她毕竟是在给家里带来好处!而不是相反!不

是吗(他这样自我安慰"虽然这样的安慰往往
还会使他自己更加痛苦)"此时这做丈夫的看
着妻子太阳穴边黏湿的头发!以及从额头$脖
子$乳沟等处新冒出的汗珠!想法或许和许佑
生一样# 正是这轻微受摧残的娇弱景象)**

不就是出点汗吗***让宏阳的心软绵绵!空

荡荡!没有归属% 当宏阳搂紧她的胯部!让她

哭爹喊娘地上下晃动时! 她的额头将再度冒

汗!而头发也将再度黏湿%这不是一般的狐狸

精% 她不需要涂脂抹粉!不需要搔首弄姿!同

时也不需要粘在男人身上!她只需坐在路边!

白得放光同时丰腴的身躯便让人浮想联翩%

她坐在小凳上的屁股巨大而结实! 裤料被撑

得紧绷!呈现出饱满的弧线%她让人的性欲止

不住就膨胀啊%有时!宏阳从艾湾出发路过这
里会和她睡一觉!有时从范镇归来也会"在几
十年前这个地方还是九源人出行的噩梦!它
卡在咽喉要隘!对九源人盘剥$索要无度!而
后来它仅只是给宏阳提供茶水的驿站! 或者
说是一所行宫"现在!周海花的丈夫沉默地看
着周海花!看着她一上一下地揉搓衣服!使它
们发出咕咕的声响" 他的眼睛在说#

你的亲爹你的野老公死啦%

死啦%

啦% 啦% 啦%

他死啦%

(

事情一定会以原谅结束" 他终归是老实
人!是个顶老实的老实人" 他长着兜齿!下牙
齿比上牙齿突出一两厘米! 这使他做什么事
都显得戏谑!无法保持愤怒的力度与长度"而
她有着楚楚可怜的斜眼" 除此之外! 她还会
哭"

许佑生爬上第一个坡时停下来抽烟!他
看见那丈夫还在认真地盯着她! 而她仍然在
一上一下地揉搓!就像要誓死躲进这%咕$咕$

咕$咕&的声音之盾里" 许佑生将在艰难爬到
山顶后又停下来!面前是一段疾驰而下的路!

路底的缓冲带叫作赵坳" 这个懒货将在赵坳
再度停下抽一根烟"坳的东边是挖开的山面!

这么多年还没长出植被! 本就是层累而成的
石块业已崩解!一捏就碎"西边连接一条小水
泥道" 它就是后背垄!尽头是艾湾!他此行的
目的地"大雨过后!阳光充沛!万物清晰!树枝
光秃处油脂闪亮!乌鸦砉的一声朝艾湾飞去!

而金艳自艾湾那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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