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罗!柯艾略"!"#$ 年出生于巴西里约

热内卢"巴西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柯艾略将哲学沉思$宗教奇迹$童话寓

言融为一体" 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文风# 从

%"&$ 年的 %朝圣 &开始 "他的 %& 部作品被

陆续翻译成 &' 种语言"在 !$' 个国家和地

区出版发行"总销量已超过 ()( 亿册# (''(

年"他当选为巴西文学院院士'(''$ 年"被

联合国任命为和平大使# %间谍&是他 ('!*

年推出的长篇小说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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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中短篇小说集"

!保加利亚" 伊凡#伐佐夫 等#著$余
志和#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年 ( 月版

小说集收录了保加利亚不同时
期! 不同风格的 ;< 位经典作家的
=; 篇作品"是对保加利亚中短篇小
说创作完整过程的真实记录# 这些
精心筛选的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

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活的人物形
象" 展现了保加利亚人一百多年来
不断变幻的生活场景" 以及他们的
爱与恨!欢乐与忧愁$

!山里来信"

舒行)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年 , 月版

一本有关自然%植物!故乡的绿
色之书"作者以明澈平和的文字"写
出植物在人的生活中给人的开朗与
宁静$&春天与故乡'中"作者以朴素
细致的笔致记录游走在南方故乡永
嘉楠溪江山水中的见闻(&北京的四
季'为作者闲居北京时"在生活中所
观察和记录的一些植物(&电影植物
笔记' 则写下植物与人在电影艺术
中的温柔互动#

!带一本书远离人群"

思郁)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年 - 月版

作者文学评论集# 与其说是一
本书评集"不如说是关于作家和书
籍的古怪记录)哲学家阿尔都塞为
何杀妻 "是谁在赞助里尔克 "随笔
作家罗兰*巴特缘何进入法兰西学
院++但它不仅关于文字"还关于
影像"它谈及文学与电影!影评的力
量"电影奖项的平衡术"等等$ 内容
虽驳杂"却也许能带你远离人群!走
进安宁$

间 谍
!巴西"保罗#柯艾略

+

我为三百名观众表演了舞蹈! 他们中

有记者" 名流和至少两位大使#$$分别

来自日本和德国 %两天后 !各大报纸无不

刊登着 &'这个出生在荷兰帝国偏远角落

的异国女人!带来了遥远国度的 (虔诚)和

(活力)% *

博物馆的舞台上装饰着一尊湿婆雕

像$$$那是印度教中代表创造与毁灭的

神+ 蜡烛熔化成油!散发着芳香!音乐声令

所有人感到恐惧! 除了我$$$我仔细检查

过衣服!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机不可

失!这是我这悲惨的一生中唯一的机会+ 这

一生中!我总是在寻求他人的恩惠!并以性

作为回报+ 我已经习惯了!但并不满足+ 光

有钱是不够的+ 我还想要更多,

刚开始跳舞的时候! 我知道自己表演

一些歌舞厅里才有的节目就好! 不用在意

它有没有内涵+ 我身在一个体面的地方!台

下是一群充满好奇! 却因怕被人看到而没

有胆量踏进某些特殊场所的观众+

衣服是由层层重叠的纱巾制成的+ 我

扯掉第一层时!似乎没有人注意+ 但当我扯

掉第二层"第三层时!人们开始面面相觑 +

揭掉第五层时!观众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没有人注意我在跳什么! 他们只想看我会

脱到什么地步+ 即便是女观众!在我时不时

的眼神挑逗下! 似乎也没有感到震惊或恼

火$$$我的表演一定让她们和男人一样兴

奋+ 如果这是在我的国家!我会被立即送进

监狱!但法国是平等和自由的典范+

脱到第六层时!我走向湿婆雕像!做出

高潮的模样! 然后一边脱掉第七层$$$也

是最后一层纱巾!一边倒在了地板上+

有那么一会儿! 全场鸦雀无声$$$观

众们像是惊呆了或是吓坏了! 我当时所在

的那个位置看不到他们+ 接着!第一声喝彩

响起!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随后整个房间

的人都起立为我鼓掌+ 我站起身!一只手臂

遮在胸前! 另一只挡住下体! 点头表示感

谢! 从边门走下舞台$$$我早在那儿备好

了一件丝绸长袍+ 我回到台上!继续向持续

的掌声不停地致谢+ 然后我决定还是扬长

而去"不再回头比较好+ 这会让我看起来像

是一个谜+

然而!我注意到唯一一个没有鼓掌"只

是笑了笑的人!正是吉美夫人+

*

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了两份邀请函!一

份来自基列耶夫斯基夫人! 问我能否在一

场慈善舞会上重复同样的表演! 好为受伤

的俄罗斯士兵筹款+ 另一份来自吉美夫人!

邀我去塞纳河边漫步+

那时! 报摊还没有被印着我头像的明

信片覆盖!香烟"雪茄和香水上也没有我的

名字+我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新星+但我知

道自己已经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每个观

众都为我着迷! 这将是我能得到的最好的

宣传+

'人们那么无知是件好事!因为你表演

的根本不是什么东方传统舞蹈!*她说!'但

你也一定用心编排了每一个舞步! 让他们

这一晚过得快活+ *

我僵住了! 以为她接下来要提起我和

她丈夫的一夜情+ 那是个平常的!并不愉快

的夜晚+

'那些无趣的人类学学者是仅有的行

家!但他们只见过书里的东西!没法对你评

头论足+ *

'可是我--*

'是! 我相信你之前生活在爪哇岛!了

解那里的习俗! 或许就是那里的部队军官

的情妇或者妻子+ 你像所有年轻女人一样!

梦想着能在巴黎成名! 所以一有机会就来

到了这里+ *

我们继续走着!谁都没有再说话+ 我可

以继续撒谎!我一辈子都在这么干!只要是

吉美夫人尚未知晓的东西!我都编得出来+

但我最好按兵不动!看她还要说些什么+

走过那座通往铁塔的桥时! 吉美夫人

说&'我想给你提点建议+ *

我问我们能否坐下来说+ 在这么多人

中间边走边谈! 我很难集中精力+ 她同意

了!我们在战神广场找到了一把长椅+ 几个

男人正在专注而严肃地投掷金属球! 设法

打中一块木头+ 在我看来!这是个很滑稽的

场面+

'我跟一些看了你表演的朋友谈过!明

天各大报纸就会把你捧上天+ 别担心!我不

会跟任何人讲你假冒(东方舞)的事+ *

我一直在听!没有辩解一句+

'我给你的第一条忠告与你的表演无

关!却最难做到&永远不要坠入爱河+ 爱是

毒药+ 一旦恋爱! 你就控制不了你的生活

了!因为你的心和大脑将属于另一个人+ 你

自身的存在会受到威胁+ 你会失去对危险

的概念!不惜做一切事情来保护心爱的人+

这种无法解释的危险的东西就是爱情+ 它

会带走你的一切! 把你变成心爱之人期待

的模样+ *

我想起了安德烈亚斯的妻子开枪自杀

前的眼神+ 爱会在刹那间杀死我们!不留任

何犯罪证据+

.

一个男孩走过来! 用一块钱买了一个

冰激凌+ 吉美夫人借用这个眼前的例子!开

始讲她的第二条建议+

'大家都说!生活并不难+ 可生活却非

常不易+ 想得到一个冰激凌"一个洋娃娃!

或是想要在一场法式滚球比赛中取得胜

利$$$就像那边那几个男人一样! 他们是

父亲!肩负着责任!此刻却大汗淋漓地拼命

想用一个愚蠢的金属球击中一块木头$$$

这些事很简单+ 想出名也不难!但难的是维

持名气超过一个月"一年!特别是那些靠身

体为生的人+ 真心渴望一个男人不难!但如

果这个男人结了婚"有了孩子!并且无论如

何都不会离开他的家庭的时候! 一切就得

另当别论了+ *

她停顿了许久!眼里满是泪水+ 我意识

到她其实是在说她自己+

现在轮到我说话了+ 我一股脑地都说

了出来&没错!我撒了谎!我不是在荷属东

印度出生长大的!但我了解那个地方!更了

解那些原本为了寻求独立和刺激而来 !结

果只得到空虚和寂寞的女人+ 我尽可能原

原本本地把安德烈亚斯妻子临死前的话复

述了一遍!以安慰吉美夫人!并装作没有看

出她向我提的每条建议! 其实都是自己的

亲身经历+

'世上的一切都有两面性+ 那些被残酷

的爱神抛弃的人是有罪的! 因为回首过去

时!他们总是自问为什么如今会是这样+ 但

是!如果他们在记忆中进一步寻找!就会回

忆起种子被播下的那天! 回忆起自己是如

何堆肥让它生长! 直到它长成一棵无法连

根拔起的树+ *

我的手本能地摸向了包里的一个地

方!那里放着妈妈生前给我的种子+ 我一直

随身带着它们+

'所以!当一个女人或男人被他们所爱

的人抛弃时!总是只专注于自己的痛苦+ 没

人想一想对方经历了什么+ 迫于社会压力

背弃了自己的心! 选择留在家人身边是不

是也很痛苦. 每个晚上!他们一定都躺在床

上!困惑着!失落着!怀疑自己做了错误的

决定+ 其他时间!他们会想!自己当然有责

任保护家人和孩子+ 但时间不会冲淡一切+

离别的时间越长! 他们越会忘记在一起时

的种种不顺! 只会充满对那座失乐园的怀

旧之情+

'他帮不了自己了+ 他变得冷漠疏远!

从周一到周五心不在焉! 周末就来战神广

场和朋友玩球+ 他的儿子在一旁高高兴兴

地吃着冰激凌! 他的妻子则望着身穿优雅

礼服的人们来来往往!眼神悲伤+ 不会有大

风来改变这艘船的方向+ 它待在海港中!只

能在近水里冒冒险+ 所有人都痛苦&那些离

开的人/留下的人"他们的家人和孩子+ 但

没有人能做什么+ *

%!间谍"!巴西"保罗#柯艾略)著$孙山)

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年 / 月版&

!间谍"是保罗#柯艾略的小说新作$以
一战期间的传奇舞娘为原型$ 在时代的波
谲云诡中$在人生的起起落落中$参透生命
的精髓'在巴黎圣拉扎尔监狱$一个女人焦
虑地等待着对她的判决'在生命的尽头$她
只剩下一个愿望(让自己的女儿知道真相'

她是风靡欧洲的舞娘$ 也是动荡时代人们
眼中的间谍$一生由繁华与谎言织就'她一
直在追寻)真正的生活*$哪怕它充满美丽
与沮丧+忠诚与背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