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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捷!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年 & 月版

作家聚焦一类社会!精英"群
体# 挖掘不止$ 小说用剧情式的
;< 个篇章#饱满的故事#错综的
情节#近乎刻薄的笔调#描写某市
一群名流和产业大鳄的奋斗与矫
情# 对这群看似高傲其实卑微的
灵魂#他们浅显而焦躁的生态#他
们精神撕裂的人生# 进行强力的
!剥洋葱"$

!他们不是虹城人"

王苏辛!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年 ( 月版

!=< 后 "作家王苏辛首部长
篇小说$故事中#不断沿海岸线搬
家的苏文哲遵照父亲的意愿#离
内陆越远越好$ 疑窦重重的婚姻
背后#他与儿子苏郁和#乃至整个
家族的关系却变得扑朔迷离$ 故
事的另一面# 沙漠里一个名叫虹
的城镇有着关于高大男人和长睫
毛少年的传说%%尖锐& 锋利的
往事扑面而来# 改变着他们曾认
为是故乡的地方$

!迷恋"

林哲!著
作家出版社
"'$% 年 & 月版

本书以当代人物生活为题
材#讲述了一个女人所经历的一段
段难以释怀的人生故事$作家借助
心理学理论#验证了每一个家庭或
组织都有一股隐藏的动力#家庭或
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会受到这
股动力的影响$作品在此理论认知
基础上#深度展现了一代中国人在
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家庭变迁中
形成的心理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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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恩转身挥手告别!和伦祖坐

上牛车离开了" 她的母亲#父亲贾

斯珀和里阿斯站在自家房子前面

目送她离去" 主持希恩与伦祖婚礼

的老人在家里没有出来!只留下其

他人在外面送别希恩" 不过家里最

小的杰克却不在那儿!他一脸悲伤

地跑开了" 杰克曾指着伦祖$史密

斯的脑袋! 布下了最恶毒的诅咒"

现在他正在河岸沙堤的柳树下面

趴着!这条河距离他父亲的房子两

公里远" 他在恶狠狠地诅咒!希望

红色多毛的虫子钻进伦祖$史密斯

的耳朵眼!长出带角的头和毛茸茸

的尾巴!把伦祖的内脏全都吃光"

不过希恩一定不喜欢这样!她

会做各式各样的巴拉圭茶为他解

毒" 木已成舟!希恩已经走了!成了

他的人" 床也铺好了!要让她躺上

去" 她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是多么

地在意" 她再也不是他的姐姐了"

她全部都归伦祖了"

现在她睡的不再是杰克的床!

而是伦祖的床" 一想到这个!这孩

子就悲从中来!几乎窒息" 他发现

自己连吸口气都困难" 他闭上眼睛

仿佛就能感受到被子下面姐姐温

暖的身体" 她有力而纤细的手会把

他的头揽进她的怀抱!拎起他的腿

放在自己身边!他们就这样互相偎

依地睡在一起" 夜里他可能会翻个

身!于是她瘦小的身体就会挨着他

的后背!形成一道保护性的曲线"

他睁开眼睛!粘在脸上的白沙

渐渐变成了远处起伏的山峦和河

谷"头顶上是新发芽的柳条!随着河

谷里的风上下摆动" 他朝嘴边的一

小堆沙子吹了口气! 沙堆应声塌了

下来"如果他会回家给小牛喂草!那

家里人会以为他原本就在那里"

木轮子的牛车缓慢前行!希恩

和伦祖的身体也随之微微跃动" 去

新家的路上会经过一片树林!绕过

长满柏树的大沼泽地! 蹚过一条小

河!再翻过一个斜坡"斜坡上长着越

橘树!热天里还会有响尾蛇出没"再

往前走! 参天大树和美丽的草地映

入眼帘" 这个地方位于希恩娘家以

西十公里! 在这儿伦祖已经为希恩

建好了新家! 房顶上垒着一个土制

的大烟囱" 房子旁是乌泱泱的灌木

丛和甜丝丝的月桂树! 一条小溪从

底下潺潺流过" 希恩的母亲在房子

后门外新栽的无花果树# 七姐妹薔

薇和香石竹已经开始生根了"

"

为了建房子!伦祖砍下了附近

所有的树!希恩的兄弟们帮他在木

上切出槽口!卡扣在一起搭出结实

的墙体!用松树的芯材制成厚重的

木板做出严实的墙壁" 他们还为奶

牛建好了牛圈!奶牛贝琪此时正待

在那里!紧挨着她的是一只黑白花

的小牛" 伦祖打算在地里播种完毕

之后 !为希恩建一座冷藏间 !用来

存放牛奶和黄油" 夏末时分!希恩

的兄弟们会过来帮他搭建玉米地

的围栏!那里种的玉米会做成供食

用的玉米粉 ! 以及用来喂牛的饲

料" 南瓜#豌豆#土豆#甜瓜%%他

们也会在地里种满这些蔬果!并让

它们长得很茂盛" 而希恩负责给他

们浇水" 她的母亲告诉她!女人必

须学会照料蔬果#花园#牛奶#黄油

和孩子&男人则要学会饲养和宰杀

牛羊!种植和收割庄稼"

希恩的脖子被她的新帽子捂

得直冒汘!于是她索性把帽子摘下

来 !将帽绳沿着下巴系好 !让帽子

在背后摆动" 她那小麦色的脸庞饱

满而欢快! 嘴唇紧紧地闭着" 风掠

过她的额头! 将她的头发从中间分

开" 她那明亮的棕色眼眸羞怯地左

右顾盼"

和风!煦日!沉重的牛蹄踩在滑

溜溜的棕色松针和软沙上缓慢前

行!这一切都让她感到平和而满足"

她羞涩地扫了一眼伦祖蓄着胡须的

脸" 他那因为日晒而黝黑的脖子上

挂满了汗珠" 希恩又往上看了看他

那头粗犷的黑发! 头发上戴着一顶

别致的礼帽! 这顶帽子是他去年秋

天在海岸集市上买的" 看了看伦祖

那宽大的头颅!强壮的肩膀!希恩赶

紧把目光移开"跟他挨得那么近!他

那一头粗犷的黑发! 强壮的男性肩

膀!让她有点儿紧张"这个男人沉默

而坚定地坐在她身旁! 他是她的丈

夫了"

现在希恩结婚了" 每年会来这

个地区主持两次婚礼的老人!为他们

俩送上婚礼祝词'(您愿意娶这位女

子!泰莉莎$希恩卡佛为妻吗) *从此

希恩也要自立门户了" 她成了女主

人!成了伦祖的妻子!为他操持家务"

希恩要自己搅拌牛奶! 把牛奶

倒进奶罐!烹制自己的奶油!再把它

们放在阳光下曝晒! 让它们闻起来

香甜纯净& 她要自己栽种侍弄瓜果

蔬菜!跟在她的男人后面播种玉米!

看着幼苗渐渐长大! 牵着耕牛拉着

锋利明亮的爬犁前行! 翻动长满青

草的田地" 从今往后她将拥有自己

的玉米地!跟随自己的丈夫!过上自

己的生活& 她羞涩地将目光从他粗

壮有力的脖颈匆匆移开! 却又偷偷

看了看他衬衣下面那强壮有力!挂

满滴滴汗珠的身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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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车沿着小道绕过沼泽地的一

角!经过时紧贴着路边的灌木丛!让

人感到阵阵凉爽和甘甜" 沼泽地里

的积水和黑色海绵状的沼泽让空

气变得潮湿&黄色的茉莉花在高高

的树干上攀爬!一簇簇香甜艳丽的

花朵在绿叶中竞相盛开&灰白高大

的柏树树干上覆盖着新长出的树

叶" 整个沼泽地都因为花香而躁动

起来"

夏天! 满是淤泥的沼泽地显得

慵懒而燥热" 短吻鳄在泥巴里打着

盹儿!水蛇在水里游走&冬天!沼泽

地显得阴暗又令人生畏! 野兽在寒

风中尖叫! 水面暗沉而寂静& 而现

在!在希恩的大喜之日!花团锦簇的

黄茉莉在松树枝头绽放! 凉爽而阴

暗的树荫下高大的枫树似乎在燃

烧! 所有的小树和高耸的松树上都

点缀着蜡色的叶芽! 像是在举起祝

福的蜡烛!每棵树的顶端#所有的枝

干上都燃烧着白色的蜡烛! 熠熠的

烛光里孕育着新生" 黄鹂鸟漫不经

心地叫着& 红衣凤头鸟反复唱着一

首短歌!不断提示着春天的到来"希

恩能够听到身边小动物们逃离时悄

然而又匆忙的脚步声& 灌木丛先是

短促而慌张地沙沙作响! 然后又安

静下来"一窝山鹑受到惊吓!仓皇飞

走了" 每当庄稼收完后伦祖总会来

捉上几只" 另外! 沼泽地里还有火

鸡#松鼠和鱼%%各式各样的野味"

嗯!这些野味吃起来一定棒极了+

希恩把腿拢了拢! 以防裙子被

牛车旁边冒出来的竹刺扯坏" 厚重

的裙子下! 希恩的左腿跟伦祖的右

腿紧紧地靠在一起" 通往小河的路

向左急剧倾斜! 这让她不得不紧贴

着伦祖!虽然她并不愿意这样"挨着

他这么近!她的心怦怦直跳"她试图

从他身边挪开!但却没有成功!因为

牛车倾斜得实在很厉害" 她不得不

紧挨着他的肩膀呼吸" 牛儿停下了

脚步!低下头在小河里饮水"浅棕色

的河水在脚下流淌& 月桂树叶在树

梢泛着盎然的绿意& 一丛竹叶浮在

水面上随波摇曳& 午后的阳光也被

浸染成干净的浅绿色" 希恩看着缓

慢的水流将小河的沙底冲刷出小小

的涟漪" 不远处还能听到松鼠在树

梢上吵闹跳动" 伦祖那黑色的眼睛

转向了希恩! 这是他们上路以来他

头一回瞧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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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开始于美国南北战争
爆发前二十年' 第一代南方垦
荒者文斯和妻子西恩生育了四
名子女% 女儿希恩跟随丈夫伦
祖去了属于他们的土地' 有些
人来到此处耕耘% 有些人则渴
望更远的地方' 恶劣的生存条
件带给垦荒者重重考验% 更让
年轻的主妇希恩措手不及((

生活的考验从未停止% 他们坚
毅勇敢的生命赋予了这片土地
无尽的诗意与希望' 作品超越
了地域与时间的限制% 以散文
般优美的语言对女性的生存环
境以及她们丰富的内心世界表
达了深切的敬意'

凯 洛 琳!米 勒 "!"#$ %

!""&# 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

维克罗斯市$ 后随作为英语文

学教授的丈夫移居巴克斯利$

在那里她观察和采访了当地的

居民$ 并将这些材料作为创作

素材% 这部小说曾获美国普利

策文学奖&法国费米娜文学奖%

评 价

南方文学中最伟
大的作品# 也是我的
最爱$

)))玛格丽特#

米切尔%!飘"的作者

书中有一种难以
言说的美丽$

)))辛克莱#刘
易斯%诺贝尔文学奖*

普利策文学奖得主

不同于'飘(中充
满浪漫主义的人物角
色# 这里作者将宏伟
动人的讲述赋予了佐
治亚边荒之地开垦谋
生的普通生命$

)))!纽约时报"

她将南方垦荒者
生活中被遗忘的诗
意& 尊严和美丽通过
动人的语言展现了出
来# 让那些人真实地
生活在她这部伟大的
小说中拥有永恒丰富
的生命力$

)))!大西洋月刊"

'上帝怀中的羔
羊( 唤起了读者发自
内心深处的同情 &体
会# 甚至对小说人物
心灵的迷茫# 产生了
认同$

)))!星期六文学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