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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小说家& 成长于纽

约曼哈顿%毕业于西点军校%当

过空军军官和战斗机飞行员&

!"$& 年出版长篇小说'猎手(%

后退役全职从事写作& 主要作

品有长篇小说 '一场游戏一次

消遣 ('光年 ('独面 ('所有一

切(%短篇小说集'暮色('昨夜(%

回忆录'燃烧的日子(等& 索特

作品文字精巧%结构考究%不仅

将极简主义风格发挥到了极

致% 而且对小说文体有新的开

拓%被誉为)作家的作家*&

维瑞和芮德娜夫妇的生活!似乎只是一场无尽的饗宴" 丈夫事业有成!妻子优雅聪

慧!他们有两个可爱的小孩!一群迷人的朋友!还有一只狗和一匹小马" 模范家庭!理想

人生!却在几无觉察间如一艘大船慢慢腐朽!无可挽回#$詹姆斯%索特的小说将人生

中那些不可磨灭的时刻酿成烈酒!一饮而尽"

小
说 !"#悦 读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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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著
荣挺进!辑录 顾乡!校注
金城出版社
"#$% 年 & 月版

!顾城海外遗集"第四部作品#分
上下两册#收入顾城在海外撰写$整理
的几乎全部散文作品# 依据内容分为
%忆往&%纪事&%随感&%散谈&%书简及
日记 &五类 #堪为一部顾城撰写的自
叙传' 另附录一篇小说卷出版后发现
的顾城早期小说 !在亮亮的天空下"#

以补%顾城小说全编&之遗珠(并全文
收录作者姐姐顾乡详作补注的纪实散
文!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

&西洋国情'

'日(福泽谕吉!著
杜勤!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年 & 月版

日本幕府末期的畅销书#推进日
本近代化进程的传世之作) 初篇首先
介绍了西方各国的风物$社会结构和
科技#如政治$收税法$国债#纸币$商
人会社 $外国交际 $兵制 $文学技术 $

学校$新闻纸$文库$病院$贫院等) 外
篇和二篇详尽而浅显易懂地总结了
西洋各国的历史 $政治 $科技 $军队 $

经济$教育$社会制度等#这些知识让
当时的日本人耳目一新)

&故事经济学'

'美(罗伯特%麦基 托马斯%杰雷斯!著
陶曚!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年 & 月版

后广告时代的消费者们比起夸
大其词和虚假承诺的广告#更加相信
故事#而消费者对于旧有广告模式的
反击和厌恶促使广告营销必须革新#

作者将引领读者一起分析大受好评
的通用电气*<)+的%欧文怎么了&#苹
果公司*#33.=+的%误会&#及奥多比
公司的%点一下#宝贝#点一下, &等知
名广告活动#为广告营销的困局提出
解决方案#构建理想营销故事)

精彩点评

对于那些会从阅读中获
得强烈乐趣甚至上瘾的人来
说#他是一个特别令人满足的
作家) 我将詹姆斯-索特列为
少数我渴望阅读其全部作品
的北美作家#并且迫不及待想
看他还未出版的书)

()*苏珊+桑塔格

索特是那种最为稀罕的现
象. 一位实干家成为了一个成
功的$ 比成功更了不起的艺术
家///他的事业是海明威梦寐
以求的)

***约翰,班维尔

索特的作品数量并不多 #

但它们具有不寻常的精妙$智
慧和美妙)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詹姆斯-索特教我把写作浓
缩为最本质的东西)坚持正确的
词#并且记住%少即是多&) 他告
诉我一个情节可以同时是一条
直线和一幅拼贴画#而张力和透
视是流动的(还有#伟大的艺术
可以从日常生活中产生)

***裘帕,拉希莉

$

我们掠过那条黑色的河流!水面光滑如石

头" 没有船!没有小艇!没有一片白浪" 水平躺

着!被风敲破#打碎" 这巨大的入海口宽阔!无

边无际"河水带点咸味!冰冷的蓝"它在我们下

方流过!令人晕眩" 海鸟飘浮在它上空!盘旋!

消失" 我们让那条宽阔的河流闪现!一个过往

之梦" 深水退下!露出发白的河床!

我们奔过浅滩 !小船搁在岸上过冬 !荒凉

的码头" 乘着海鸥般的翅膀!翱翔!转向!回首"

那天像纸一样白" 窗户哆嗦" 采矿场空空

荡荡!银矿早已被淹没" 哈德逊河在这里显得

辽阔!辽阔而静止不动" 一个黑暗的国度!鲟鱼

和鲤鱼的国度" 在秋天因鲥鱼而闪耀" 大雁排

成长长的#移动的 ' 字形飞过头顶" 潮水从大

海涌入"

印第安人想找一条! 他们说!$两边都流%

的河" 那就是这儿" 咸水的楔子长驱直入达五

十英里&有时会到波基普希" 这里有庞大的牡

蛎层!港湾中的海豹!森林中无止尽的游猎" 巨

大的冰川切口!与之联姻的是海湾 !野西芹和

稻米的凹地!以及这条气势磅礴的大河" 飞鸟!

就像标点符号!水平飞行着穿过" 它们看上去

仿佛在慢慢接近!加速!然后像箭一样飞过头

顶" 天空没有颜色!感觉就要下雨"

"

这里曾属于荷兰" 之后!一如其他!属于英

国"河流是一种映像"它承载的只有沉默!一种

闪烁的寒意" 树木赤裸" 鳗鱼沉睡" 航道深得

足以过海轮'''如果它们愿意!会吓倒这些内

陆小镇" 滩涂上有海龟和蟹!苍鹭!波拿巴鸥"

污水从更上游的城市注入" 河水肮脏!但会自

我净化" 鱼群呆滞!随波逐流"

沿着岸边有些石头房子! 式样已经过时!

还有些木屋!空着!四面透风" 仍然有庄园残留

在过去的大片土地上" 靠近水边!一幢维多利

亚式的大宅!砖块漆成白色!树荫笼罩!带围墙

的花园!一座破败的温室!屋顶镶着一圈铁条"

一座河畔的房子! 对于下午的阳光地势太低"

但早晨来自东边的光线充足 " 正午它光辉灿

烂" 有几块地方油漆已经变成黑色#光秃的斑

点" 砾石小径破碎不堪!鸟在棚子里筑巢"

我们在花园漫步!吃着小而涩的苹果" 树

木干燥!盘根错节" 厨房里的灯亮着"

一辆车开上车道 !自城中返回 "开车的人

走进屋里 !不出片刻便听说了消息 (小马跑

丢了"

他暴跳如雷" $她在哪儿)谁让门开着的) %

$哦!天哪!维瑞" 我不知道" %

在一间有许多植物的房间 ! 某种日光浴

室!有一只蜥蜴!一条棕色的蛇!一只沉睡的箱

龟"入口的台阶很深!让龟无法逃走"它睡在砂

砾上! 四肢紧缩" 它的趾甲是象牙的颜色!很

长!蜷曲着" 蜥蜴在睡!蛇也在睡"

维瑞竖起衣领!吃力地爬坡" $乌苏拉* %他

喊道" 他吹起口哨"

暮色四合 " 草地干枯 !在脚下嘎吱作响 "

整天都没有太阳" 喊着小马的名字!他走向更

偏远的角落!公路!毗邻的田野!万籁俱寂" 天

开始下雨" 他看见邻居家的那条独眼狗!有点

像哈士奇!灰白的口鼻" 那只盲眼完全闭合 !

密封 !被毛盖住 !它已经缺失那么久 !似乎从

未有过"

$乌苏拉* %他叫道"

$她在这儿" %妻子在他回来时说"

那匹小马靠在厨房门边!宁静!黝黑!吃着

一个苹果" 他碰碰她的嘴唇" 她心不在焉地咬

咬他的手腕" 她的眼睛乌黑亮泽!有着喝醉的

女人那种狂野的长睫毛" 她的皮毛厚实!她的

呼吸甜美"

$乌苏拉" %他说"她的耳朵微微转过来!然

后便忘了" $你去哪儿了) 谁开了你的马厩) %

她对他毫无兴趣"

$你已经学会自己开门了) %他摸摸她的一

只耳朵&它是暖的!硬得像只鞋" 他把她牵到马

厩!那儿的门半掩着" 在厨房外面他跺掉鞋上

的土"

*

到处都亮着灯!一座巨大#发光的房子" 豆

子大小的死苍蝇藏在天鹅绒窗帘背后!墙角的

墙纸凸起!窗玻璃扭曲变形" 他们住的地方是

个大鸟笼!是个蜂巢" 屋顶是厚厚的石板瓦 !

房间就像商店" 它悄无声息!这房子 !在黑暗

中它像一艘船 " 在里面 !如果你去听!可以听

见一切(水滴!微弱的低语!谷粒缓慢而有节奏

的爆裂"

浴室里!水渍!海绵!茶色的肥皂!书本!被

水弄皱的+时尚,杂志!他平静地冒着蒸汽" 水

淹过他的膝盖!渗入骨髓" 地板上有地毯!一篮

光滑的石头!一只深蓝色的空玻璃杯"

$爸爸" %她们在门外喊"

$嗯" %他正在读+纽约时报,"

$乌苏拉去哪儿了) %

$乌苏拉) %

$她刚才去哪儿了) %

$我不知道!%他说!$她去散步了" %她们等

着进一步的解释"

他是个故事大王!充满奇迹的男人" 她们

侧耳倾听!希望门会打开"

$但她去哪儿了) %

$她的腿是湿的" %他大声说"

$她的腿) %

$我猜她游过泳" %

$不!老爸!说真的" %

$她想要吃海底的洋葱" %

$那儿没有洋葱" %

$哦!有" %

$有吗) %

$它们就长那儿" %

她们在门外讨论了一会儿 " 最后判定这

是真的" 她们等着他!两个小女孩 !像乞丐般

蹲着"

$爸爸 ! 出来 !% 她们说 !$我们想跟你说

话" %他把报纸放到一边!最后一次沉入浴缸的

怀抱"

$爸爸) %

$嗯" %

$你洗好了吗) %

她们被小马迷住了" 它让她们害怕" 只要

它发出一点意外的声响!她们就准备逃跑" 它

站在马厩里!耐心!沉默&食草动物!一吃几个

小时" 它的口鼻部位有层带光晕的绒毛!它的

牙是褐色的" $它们的牙会不停地长" %把她卖

给他们的那个男人说"

-&光年''美( 詹姆斯,索特+著!孔亚雷!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年 &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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