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瑟夫·罗特 （1894—

1939），堪与卡夫卡 、穆齐尔

相提并论的重要德语作家。

出生于奥匈帝国东部边境

的犹太家庭。 不到 30 岁即

发表文学作品，至 45 岁英年

早逝时已出版小说数十部，

其中篇、长篇和短篇小说均

出手不凡。 较为人所知的小

说有 《先王冢 》《皇帝的胸

像 》 《百日 》 《无尽的逃亡 》

《约伯记》《塔拉巴斯》《沉默

的先知》等。 其代表作《拉德

茨基进行曲》是两次世界大

战之间写成的最优秀的长

篇小说之一 ，收入 《理想藏

书》， 位列德语文学作品前

十名。

《百日》是罗特为数不多的一部历史小说，他用恢宏而又细腻的笔触，通过拿破仑大

帝和浣衣宫女安吉丽娜的两种不同视角，描绘了拿破仑“百日王朝”的起起伏伏以及那

个时代的风云际会。 罗特以诗一样的语言娓娓道出了社会动荡转型时期大人物的苦乐

悲喜，以及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间的交汇碰撞，堪称一个时代的挽歌。

《20 世纪简史》

[澳]杰弗里·布莱内/著
张心童/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8 年 7 月版

贯穿本书的一大主题是战争与和平：两
次大规模战争和不堪一击的和平。 20世纪
下半叶的和平时期里，包括铁幕落下、太空
竞赛和计算机的兴起在内的很多事件，都受
到之前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但战争之外，

本书更追溯医学方面的非凡发现等，还有鲜
有人注意的小片段，日常生活的诸多鲜活场
面。20世纪的世界越来越小，人类生活方式
的改变，构成了色彩斑斓的历史图景。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

[美] 埃里克·R.沃尔夫
贾士蘅/译
后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 年 7 月版

本书作者选取公元 1400 年作为参照
点， 详细阐明了那个时段的欧洲和欧洲以
外的世界的面貌；之后从马克思主义的“生
产方式”概念切入，提出亲属关系、附属纳
贡和资本主义这三种生产方式； 结合丰富
的史料，对于 15 世纪至 18 世纪下半叶工
业革命出现之前的殖民帝国时代等进行了
深刻的分析和论证， 并叙述了世界上不同
人群在遭遇这一系列巨变时所经历的不同
变化。

《鱼翅与花椒》

[英]扶霞·邓洛普/著
何雨珈/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年 7 月版

这是关于中国菜的故事，也是作者的中
国历险记。 自 1994年前往中国长住，作者
从一开始就发誓不论人家请她吃什么，不管
食物有多么古怪，她一律来者不拒：第一次
与四川料理相遇时的神魂颠倒、亲眼目睹鸡
鸭被宰杀时的惊吓、 体验千变万化的刀工、

对养生饮食的叹服、品尝珍稀野味时的道德
两难……透过作者的眼睛，我们得以用全新
的角度来了解熟悉的中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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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点评

罗特的作品全面描绘的
人类悲剧远非现代小说技术
能够企及。 没有其他当代作
家———包括托马斯·曼———

能够接近他的全面。 罗特已
达峰顶。

———纳丁·戈迪默

在罗特的长篇小说里 ，

阳光和空气都很充分。

———伊利亚·爱伦堡

缅怀失去的过去， 忧虑
无家可归的未来， 是奥地利
小说家约瑟夫·罗特成熟作
品的核心。 罗特深情地回望
奥匈王朝， 把它当作他唯一
曾有过的祖国。

———库切

约瑟夫·罗特是 20 世
纪文坛上最值得敬爱和最激
荡人心的作家之一。

———拉尼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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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皇帝意识到，自己输掉了滑铁

卢之战。 落山之前的太阳把自己藏在了邪恶

的紫色云墙的背后。 今天落日的速度似乎比

平时要更为匆忙，但也没人关心太阳怎么样。

战场上所有的人，无论是敌是友，都只关心皇

帝的近卫军。 近卫军迈着庄重稳健的步伐，

踩着高雅的节拍向前进发。 他们的鞋子踏入

了被雨泡软的地面。 每踩一步，靴子就黏糊

糊地粘在泥泞之中，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近卫军正向一座高地蜂拥而去，而高地上的

敌人正一刻不停地向下射击 。 皇帝的掷弹

兵、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部队、精挑细选的法国

人民、皇帝的弟兄与儿子全都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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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如亲兄弟一般相似。

要是有人看见了他们向前推进的方式，

会以为自己看见了两万弟兄正向前行军；这

两万弟兄的生父只有一个。 他们彼此都很相

像，就如同从同一家工场里生产的两万把军

刀。 他们在同一片战场上，沐浴在皇帝血腥

而致命的金色阴影下，全都伟大得很。 然而，

最厉害的兄弟并不是皇帝，而是一个比拿破

仑皇帝强得多的皇帝：死神皇帝。 他或摸到、

或亲到了两万步兵与骑兵中的每一个兵，或

者朝他们吹了口气。 死神皇帝进行抚摸、亲

吻或吹气的次数有四十万次之多。 士兵并不

怕他空洞的双眼。 他双臂的骨架随时准备着

迎客，士兵怀着坚定的信念投入了他的怀抱

之中。 怀着这种信念，士兵弟兄们来到了这

个兄弟的身边。 他们对死神的爱与死神对他

们的爱一样多。 正是对死神的这种爱使他们

如此相似。 也因为他们如此相似，所以只要

有人倒下了 ，他似乎立刻就站了起来 ，而事

实上不过是一个长得相像的兄弟顶替了他

的位置罢了。 所以一眼看过去，似乎一直是

同一批人在向前推进。 只要烟雾一消散，只

要一看见同一批人永恒的步伐，敌军士兵就

一次接一次地开枪，但他们似乎也只是因为

一再被唤醒的恐惧才开的枪。 然而，人们很

快发觉，法军的方阵越来越窄了。 此时，敌军

领悟到另一种更强烈的恐惧：因为皇帝的掷

弹兵创造了一种更伟大的奇迹，这种奇迹比

童话里廉价的奇迹更伟大———童话里的奇迹

是为了抵御死神———皇帝的掷弹兵没有抵御

死神，而是把自己献给了死神。 自从意识到，

他们面对多到扑出来的敌人束手无策，掷弹

兵就不再迎着敌人走去了，而是迎着自己贴

心的兄弟走去，那就是死神。 然而，为了向另

一个世俗的哥哥证明， 自己在最后一刻依然

爱着他，他们从喉咙里发出了雷霆般的怒吼。

他们的喉咙比加农炮的喉咙拥有更多的力

量， 因为是忠诚在他们的喉咙里喊道：“皇帝

万岁！ ”———这吼声如此响亮，响到盖过了炮

火可笑而无意义的怒吼。 但吼得最响的正是

被炮火击中的兵。 不光是忠诚， 就连死神也

从这些士兵的喉中喊出了：“皇帝万岁！ ”

所以说， 发出比炮声还要响的声音的是

死神自己。

皇帝听着这呼声， 看着自己所有的两万

步兵弟兄和四千骑兵弟兄落败———此刻，那

些战马似乎也成了他的兄弟姐妹———一阵

乡愁同样也按捺不住地攫住了他的内心，而

他乡愁的归宿正是死神的温柔冢。 皇帝混迹

在他弟兄的队伍里，他现在正立于万众弟兄

之上 ，很快又处在了弟兄两边 ，然后又爬到

了他们的背上， 接着又回到了他们的头顶，

最后终于重新站在了最中央 。 他的腰椎生

疼，脸色蜡黄，上气不接下气。 听见近卫军喊

着 ：“皇帝万岁！ ”他抽出军刀伸向半空，嘶

吼着许下誓言 。 那军刀好似他的第六根手

指，只不过这根手指是用钢铁铸成的。 混乱

之中，从他嘶哑的喉咙里传出了“皇帝驾崩！

皇帝驾崩！ ”的吼声。 然而，死神既没注意到
他那把军刀许下的誓言，也没注意到他的吼

声。 在他自豪的一生当中，皇帝第一次祈祷

了起来。 他在祈祷的时候张大了嘴，呼吸急

促，骑着马来回地跑，却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他不是在向生分的上帝祈祷，而是在向自己

的兄弟———死神祈祷：因为在所有超越自然

的力量之中 ，他只看到了死神的力量 ，也经

常感受到这种力量：“哦死神，亲爱的好死神

啊！ ”———他是这么呼吸急促地无声祈祷的：

“我期待你的到来，来吧！ 同我的兄弟一样，

我的日子过得够久了 。 只要太阳还挂在天

空，你就快来吧！我也曾是一个太阳。我不希

望太阳在我之前下山。 原谅我这种愚蠢的虚

荣吧！ 我的虚荣太多了，我也有智慧与美德；

我享受了一切 ：权力与优越感 、美德 、善良 、

罪恶 、放纵和错误 ！ 我活过一回了 ，死神兄

弟！ 我都活够了！ 在我们的太阳姐妹落山之

前，把我接走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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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死神并没有把皇帝接走。 皇帝看

着太阳落了山 。 他听见自己的伤员正发出

垂死前的喘息 。 敌军让他短短地休息了一

会儿 ， 但休息的时间也足够他拖着一副病

体 、茫然地游走于阵亡将士和伤员之间 ，边

走还边抱怨着死神对他的不忠 。 一个士兵

牵着皇帝御马的缰绳 ， 副官一瘸一拐地跟

在皇帝的身后 。 他还没明白 ，大势已去 ，无

药可救 ，唯他独活 。 前天 ，他手下的一个将

军还叛变了。 另一个将军很蠢，第三个将军

则行事鲁莽 。 但皇帝只抱怨官最大的那个

将军 ，只抱怨年纪最大的那个弟兄 ：死神 。

与此同时 ， 他用一种可能曾经有过的嗓音

朝着在他周围以及从他身边逃过去的士兵

吼道：“停！ 停！ 留下！ 留下！ ” 就算他过去

有过这样的嗓音 ，但那也是在很久以前了 ！

现在 ，这嗓音似乎不再属于他了 ，似乎变得

很陌生。 逃窜的士兵像是四散而逃的幽灵。

他们并没有听到他。 他们继续逃窜，到了夜

里也在逃。 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听见他的话。

可能他只是自以为自己喊了些什么———事

实上却什么也没喊出来。

（《百日》 约瑟夫·罗特/著， 吴慎/译， 漓
江出版社 2018 年 7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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