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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无可替代的写作指南!

它结合现代语言学和认知科学"从思维
的高度分析写作技巧" 告诉 <= 世纪互
联网时代的写作者"如何清晰简洁地向
读者展示事实和思想"如何有效运用语
词来吸引人类心灵的关注! 传播#营销#

文学 #科普 #学术 #政府 #企业 #技术 #法
律等所有领域的写作者"都可以跟随本
书学习写出优雅 #清晰 #简洁 #连贯 "重
要的是"吸引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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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它
会是什么样子 $ 当你创造自己的世界
时 "要时刻准备好思考这些 %大事 &"然
后根据这本书里的提示" 准备一张纸"

几支笔 "以及几个常用物品 "一个属于
你的独一无二的世界马上就跃然纸上
了!在这本书中"劳拉'卡琳用天马行空#

充满想象的思维方式"将陶艺#布艺#立
体实物等多种画材糅合到一起" 诠释世
间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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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关于 <= 世纪美国单身女性议
题的纪实作品!作者聚焦这一群体"从近
百个原始访谈中选取了约三十位女性的
故事!当中有叱咤职场的女强人"有兼两
份零工的单亲妈妈" 有敢爱敢恨的女大
学生! 尽管她们的肤色#族裔多样"生活
环境与教育背景不尽相同" 但都积极争
取自身权益! 单身女性正在这个本不是
为她们设计的世界里占据一席之地"是
时候开启一个%单身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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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非常奇特! 表面上看"它

变化很小" 也就是大街上多了些乞丐"

可是周围的一切"房屋"乡村"大街上的

长椅" 不知为何却突然之间衰老了"一

副没精打采的模样! 说这世界就实质而

言已变了一个样" 此话同样也不对"因

为如今它什么样的实质也没有! 到处都

弥漫着一种可怕的不确定! 尽管大街上

流淌着 #奔驰$和#丰田$的车河(车上坐

着些绝对自信" 也能把握潮流的壮汉"

如果相信报纸上的说法"甚至还存在某

种对外政策%

与此同时"电视上展现的还是那几

张脸"近 !) 年里"他们让所有人感到恶

心!

!

不过"塔塔尔斯基从来不是一个大

道德家 "因此 "他最为关注的并非是对

社会变迁的评价"而是生活问题! 他没

有任何可以帮助他的关系 "于是 "他便

采取了一种最简单不过的方式"即在离

家不远的一个售货亭里做售货员!

工作是简单的"却又是紧张的! 售

货亭里又暗又冷" 就像在坦克里一样&

他与世界的联系是一个小小的窗口"那

窗口小得刚刚能递出一瓶香槟酒% 几根

与亭壁草草焊在一起的粗铁条"构成一

个栅栏"以防塔塔尔斯基遭受不测% 每

天晚上 " 他都将货款交给那个上了年

纪' 手戴一枚沉甸甸金戒指的车臣人&

有时"甚至也能在工钱之外再弄几个小

钱! 偶尔"会有几个刚刚出道的强盗来

到货亭前"声音发颤地索要保护费! 塔

塔尔斯基懒洋洋地打发他们去找胡赛

因! 胡赛因是个身体痩削'个子不高的

小伙子"一双眼睛由于麻醉剂的作用总

是闪闪发亮 &那排货亭的尽头 "有个空

出一半空间的集装箱"胡赛因通常就躺

在这集装箱里的一个床垫上"听着伊斯

兰音乐! 除床垫外"集装箱里还有一张

桌子和一个保险柜 " 柜子里有大量的

钱"还有一个带有弹筒的卡拉什尼科夫

冲锋枪的精致模型!

在售货亭工作期间(这工作延续了

将近一年)" 塔塔尔斯基获得两种新素

质% 其一为厚颜无耻"这无耻无边无际(

就像在莫斯科奥斯坦基诺电视塔上看

到的风景一样% 其二却有些奇特"也很

难解释% 塔塔尔斯基只要朝顾客的手瞥

上一眼"马上就能明白"能否少找钱"少

找多少 "能否对这个人发脾气 "有无可

能拿到假钞"能否将那样的假钞与找头

一起再塞还给那人% 这里没有任何清晰

的体系% 有时"小窗里会出现一个像长

毛的甜瓜一样的拳头" 但是能看出"可

以大胆地将这拳头的拥有者推向任何

一个方向% 而有时"看到一个纤细的'修

过指甲的女人的手"塔塔尔斯基的心却

会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一次"有人要塔塔尔斯基给拿一盒

#大卫杜夫$牌香烟% 那只将一张皱巴巴

的 *) 万卢布钞票放在柜台上的手 "没

什么特别之处% 塔塔尔斯基发现"这只

手的手指微微地有些颤抖"那颤抖刚刚

能被察觉出来"塔塔尔斯基又看了看那

精心修饰的指甲"知道这位顾客在使用

兴奋剂% 此人完全有可能"比如说"是一

个中档强盗"或者是个生意人"或者"最

有可能是个中产阶级%

#什么样的*大卫杜夫+"普通的还是

柔和的, $塔塔尔斯基问%

#柔和的% $顾客回答"并弯下腰"向

小窗里看了一眼%

塔塔尔斯基一阵颤抖" 站在他面前

的原来是他在文学院的同班同学谢尔

盖-莫尔科文!他曾是班上最有个性的人

物之一"拼命地模仿过马雅可夫斯基"穿

黄色高领衫"写惊世骇俗的诗(.我的诗

句"能分清界限"像一把斧头/0$或者"

.啊"呐喊的面孔1啊"脏话的嘴脸+$)%他

的相貌几乎未变" 只是头发间多出一道

整齐的中缝"分缝处已经现出几根白发%

.你是沃瓦, $莫尔科文吃惊地问"

.你在这里干吗, $

塔塔尔斯基不知该如何作答%

.明白了"$莫尔科文说".好吧"咱们

离开这里"找个地方坐坐% $

)

几句劝说之后" 塔塔尔斯基锁上货

亭"担心地朝胡赛因的活动房扫了一眼"

便随莫尔科文朝他的小汽车走去% 他俩

来到菜价很贵的.月坛中餐馆$"吃了饭"

喝了很多酒" 莫尔科文也谈了他最近从

事的工作% 他的工作是干广告%

.沃瓦"$他抓着塔塔尔斯基的手"两

眼放光地说".现在是个特殊时期% 这样

的时期以前从未有过" 将来也不会再有

了% 一阵狂热"就像当年的克朗代克% 两

年过后" 所有的东西都将被抢光% 而现

在"还有实在的可能"直接从大街挤进这

个体系% 你瞧"在纽约"人们仅仅为了与

体面人共进一道午餐" 就情愿付出半条

生命"可是在我们这里00$

莫尔科文说的许多东西"塔塔尔斯基

全然不懂%他通过谈话准确领悟的唯一一

点"就是这样一幅草图2原始积累时代商

业的功能以及商业与广告的相互关系%

.大体上"$ 莫尔科文说".事情是这

样操作的%某人获得贷款%他用这笔贷款

租一间办公室"买一辆*切诺基+吉普车

和 $ 箱*斯米尔诺夫+牌伏特加酒%等*斯

米尔诺夫+酒喝光 (吉普车撞毁 "办公室

弄脏"也就该还贷款了% 这时"就去贷第

二笔款"要三倍于第一笔贷款%用这钱还

清第一笔贷款"再买一辆*豪华切诺基+

和 *& 箱*绝对+牌伏特加酒%当*绝对+牌

酒//$

.我懂了"$塔塔尔斯基打断了话头"

.最后呢, $

.两种结局% 如果贷款给此人的银行

是家强盗银行"它就会在某个时刻将那人

干掉%由于我们这里的银行全都是强盗银

行"所以结局通常都是这样的%相反"如果

这个人本身也是强盗"那么"最后一笔贷

款就会转到国家银行的账目上"而此人也

就宣称自己破产了%法院的执行人会来到

他的办公室"对空酒瓶和肮脏的办公室进

行登记"而过不了多久"此人又会从头再

来% 不错"国家银行现在也出现了自己的

强盗" 这使局势变得稍稍复杂了一些"不

过"整体的场面还是没有改变% $

.啊"$ 塔塔尔斯基若有所思地说"

.可我还是不明白"这一切与广告又有什

么相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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