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物起源：从宇宙大爆炸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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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版

本书来源于耶鲁大学本科生
课程， 作者以一种精练但不失轻
松愉快的方式， 在短短的篇幅里
讲述了从大爆炸直到今日 ，约
140 亿年间所有重大事物的起
源，依次覆盖了量子力学、天体物
理学、化学、行星科学、地质学、生
物学和人类历史等学科， 跨学科
的宽广知识面， 为读者提供了更
全面的视角。

《福柯的生死爱欲》

[美]詹姆斯·E. 米勒/著
高毅/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6 月版

作者整理并参考了大量材
料，客观又翔实地记述福柯的“哲
学生活”。 在这本书中，福柯的经
历与他的思想———对法国科学史
与认识论传统的继承， 对现代人
道主义的反对，对非理性、异常、

区隔的关注与考察， 对现代社会
中权力关系的揭示———相互交织
在一起， 为我们呈现出福柯的生
与死、爱与恨、行动与思考、体验
与激情。

《一叶秋》

张大春/著
九州出版社
2018 年 7 月版

本书为中国传奇笔记材料小
说集“春、夏、秋、冬”系列的第三
本。 演罢《春灯公子》市井豪侠江
湖快意，拾掇《战夏阳》知识分子
官场怪态， 张大春再度展现娴熟
的书场叙事技艺， 编织中国传奇
笔记材料， 溯探正史和传说罅隙
之间， 那些遭沉埋和隐匿的有趣
传说，鬼怪妖狐，各显神通；仙凡
遇会，事迹不凡。

不要温顺地走入良宵

[美]凯蒂·洛芙

一

狄兰·托马斯躺在圣文森特医院的一个

氧气帐篷里面，处于昏迷状态。 他已经在那

里躺了连续三天，脸都没有刮。 他昏迷的准

确原因已然成迷，尽管据传闻他曾经有过一

个放纵的声明： 在他昏然倒地前的那个晚

上，他在白马酒店连饮十八杯威士忌。

天气晴朗、寒冷。 半个纽约文学界聚集

在他房间的外面，仿佛他们还是在参加一个

自然而然以他为中心的轮转酒会。

关于到底谁和他最亲近，谁最能代表他

的利益这一点，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和观点碰

撞。正如他的妻子凯特琳所说：“就像一个超

级闹剧般的间谋故事，所有的角色都相互怀

疑对方有着最邪恶的动机。 ”

探病的人们站在走廊里，透过一个玻璃

隔墙凝视着他。凯特琳一直都憎恶托马斯成

为关注焦点的方式，她或许是唯一注意到即

使在这种情况下他都有观众的人。

二

在被送进医院之前，托马斯一直住在切

尔西旅馆。 他正在举办一个巡回讲座。 传记

作家布林宁对他有着反常的忠诚（之所以说

这种忠诚违反常情，是因为他走进托马斯的

旅馆房间，发现他像胎儿一般蜷缩着、赤裸

着的时候，会给他盖上毯子关上灯），已经为

他安排了一个非常忙碌的朗读会行程。

托马斯是一位令人叹为观止的朗读者。

在考夫曼礼堂的一次讲座中———当时听众

超过了一千人———矮小的、圆胖的、不修边

幅的诗人站在讲台后， 拿出一堆手写的纸

张，上面有他写的诗。 一束单光柱照在蓝色

的台幕上。 他款款的语言倾泻而下，回荡在

天鹅绒般的幽暗中：“死亡也一统不了———

天———下———”他的声音是那么浑厚、宽广、

庄严，那么完美而清晰，以至于人们因为这

声音而原谅任何人所做过的任何事。 过后，

听众们疯狂地鼓掌， 年轻女人们站起来尖

叫。

狄兰·托马斯十九岁时， 凭借着最早一

组才华横溢的诗歌进入公众视野， 崭露头

角。这组诗中有许多，包括“死亡也一统不了

天下”，都关注死亡的主题。他用浪漫主义的

激情以及早期传统中的成熟抒情诗体向读

者示爱。

文学界惯常接触的是现代主义那思维

活跃的冷静， 诸如 T.S. 艾略特和奥登的诗

歌，因而立即被他的才华所俘虏。 他的诗人

朋友伊丽莎白·毕肖普说：“狄兰让我们同辈

中的绝大多数人看起来很是渺小，并且自私

自利、谨小慎微、虚伪、冷漠，到了令人恶心

的程度。 ”他在自我毁灭、酗酒、荒诞不经，以

及整体生活的一团糟等方面名声在外，但这

样的名声反而增加了他的传奇色彩，将他的

诗歌（常常晦涩难懂）拔高到一个更加吸引

人、几乎是感官刺激的平面上。在美国，这种

过度的赞誉被放大，变得无法控制。 凯特琳

在后来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没有人需

要更少的鼓励，而他淹没在其中。 ”

对他来说， 这潮水般的赞赏令人兴奋，

让人恐惧，使人觉得疏远；他既爱又恨，感觉

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危险的。伊丽莎白·哈德

维克———她嫁给了托马斯的朋友罗伯特·洛

威尔———这样说道：“狄兰·托马斯在国外受

到喜爱和尊敬， 但在美国他真是被崇拜了。

同样受到崇拜的， 还有那奇特的幻想式腔

调，那超越了他作为杰出诗人成就的、让人

迷惑的放浪形骸，他的机智（任何时刻都给

人惊奇和乐趣）， 以及他在公共讲台上的非

凡能力……他同时也（这一点也许对他的崇

拜者来说更加重要）劫数难逃、受到诅咒，不

管你是否愿意， 他都不可否认地饱受折磨，

过着一种人类经验所能达至的极端状态的

生活……归根结底，他是一个有着宏伟的浪

漫主义风格的诗人，他那桀骜不驯、受灵感

支配的灵魂不是为舒适的生活而造就的。 ”

这是第四次美国巡回之旅。 前几次他穿

越整个国家，足迹遍至波士顿、芝加哥、科罗

拉多州、犹他州以及加利福尼亚。 托马斯这

样描写这些巡回之旅：“我把脑袋埋在美国

的沙漠中：就像一只潮湿而喧嚣的鸟；声名

隆隆，虚度光阴，而家乡在燃烧；随身携带一

刻不离的是我未写完的信件，那是我临死之

前的解释和自我指控……”在这只潮湿而喧

嚣的鸟穿越整个国家期间， 他受到宴请，被

邀请到各种派对上，被挽留，这些行程充满

压力和谄媚，既伤身又动情，既孤独又上瘾。

他描述自己“喧闹着迷失了数月之久”，他描

述自己“向青少年们兜售和叫卖死亡的浪漫

主义痛苦”。但是，现在他的兜售和叫卖结束

了。病房里只有那些仪器的哔哔声和氧气的

微弱嘶嘶声。

病房外面，人群制订吃饭的计划。 人们

三三两两组团离开和到来。医院的总机响个

不停。 而这一切只是开始。 朋友们、女友们、

前女友们、熟人们、资助者们、诗人们、评论

家们还有传记作家们，都会把他的昏迷解读

成仿佛是他的一首意涵更加丰富、理解更加

困难的诗作。托马斯是否知道他将丧命于这

次旅行？ 他是喝酒喝死的吗？ 是不是某人耽

误了他的医疗没有照顾好他？是不是一群不

负责任的美国拥趸为了他们自身道德上可

疑的原因，领着他接二连三参加那些极其过

分的活动？ 这是自杀行为还是一个意外？

三

当托马斯登上飞往纽约的飞机时，凯特

琳隐约想到不可想象的情况：他们两个要分

手了。 他们的婚姻已经恶化到如此的程度，

以至于他们何时分手的问题就在那里悬而

未决。他们经常争吵得很厉害，有时候，在酒

吧里度过几个小时之后，这些争吵就会变了

性质，转化为殴打对方，打人的事情不只是

（甚至不主要是）托马斯做的。同时发生的还

有扯头发、用脚踢和扔盘子。 凯特琳非常彪

悍，眼里容不得沙子，容易动怒、有点自恋；

她很难接受丈夫膨胀的自我、名声，以及难

以摆脱的困窘，甚至对他在酒吧里的那份难

以抵抗的、 令人振奋的魅力也不是非常喜

欢。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早年的他们笑容满

面，穿着麻花纹毛衣，浑身散发出一种令人

倾心的家庭式安宁，而后期的那些，他们体

态有点肥胖、表情有点悲伤，看上去好像亲

兄妹。

在他们最后几年的不幸婚姻中，托马斯

有很多离开的机会。 他勾引了一些女人，也

产生了一些幻想，至少觉得和其中一个生活

在一起，人生会轻松很多，但是他没有离开。

也许，在这些放纵之中最严重的莫过于

他三年前的那次， 对方是珀尔·卡津，《时尚

芭莎》的一位编辑，也是评论家艾尔弗雷德·

卡津的妹妹。她一头黑发，留着刘海，脸庞动

人，有着一种少女般的凌乱、小精灵般的风

采。较之于围绕在他身边的绝大多数其他女

人，她更加真实。 他曾给她写信说：“我们之

间没有未来；紧紧抓住我现在，就在这漫长

而永恒的当下，也让我紧紧抓住你。哦，不过

伦敦是一只乳房。 黏黏的或者苍白的，或者

兼而有之。晚上十一点后，彻底死寂。在了无

生命的街道上我飘荡着，郁郁寡欢，离我那

清洁的、高高在上的、遥远的、残破的房间越

来越远。 但愿上帝允许你待在这儿陪着我；

那么这间房子将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田野，阴

暗遮蔽，开满鲜花，溪水潺潺，还有美臀和美

酒，在这里直到第一道霞光裂开天际，我们

紧紧依偎，幸福，半生半死。 ”

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里充满了长久的沉

默和炙热似火的信件。 有一次，她本该在伦

敦和他见面，但是他却不能见她。私下里，他

还在绝望地维持着他的婚姻， 安抚着凯特

琳，后者已经听闻了这次出轨。但是，他继续

给珀尔写华美的信， 向她描述假想中的飞

机、不可能的地点，在那里他们可以继续相

见并成就好事。 “哦，对你来说，这消息定让

你哭泣难忍，亲爱的，当我可以写出两个《战

争与和平》的时候。 信任我。 我很龌龊，但是

我爱慕你，我不会伤害你。对于我们来说，没

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一定有办法。 我们将突

破重围， 一起设法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幸福，

不管是天涯海角还是世界末日。 ”

（《暮色将至》[美]凯蒂·洛芙/著，刁俊春/

译，中信出版集团 2018 年 5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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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量与艺术家生前亲人和好友交谈，爬梳卷帙浩繁的文字资料，作者在纸页上重现了作家们的最后时刻。

苏珊·桑塔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约翰·厄普代克、狄兰·托马斯、莫里斯·桑达克……每个人的人生，从死亡开始
缓缓地展开了。 在这部从死亡写起的逆向传记中，“每个人终将以自己的风格死去，他们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