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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围绕季家祖孙三代四位男

性主人公的情感世界展开叙事 ，主
要讲述云林、 希翔父子与同一个女
人辰樱纠缠错综的情感悲剧。作者深
入喧嚣、繁华的都市生活，细密地描
绘人物的意识和情感流动，将笔触伸
向人性的幽暗角落，展示都市人对金
钱、物质、情欲的攫取与争斗。

《永久的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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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是只有一个人的孤岛 ，

它是一片由许多人组成的大陆。 在
漫长的人生旅途中， 一段段与他人
产生的联系， 在我们的人生中留下
烙印，将我们塑造成现在的自己。作
品以夫妻这种至亲至疏的复杂关系
为起点，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一步
步抽丝剥茧， 结束于更宽广意义上
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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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果壳》 是英国国民作家伊
恩·麦克尤恩 2016 年的作品。小说
以一个未出生的婴儿的视角重述了
莎士比亚经典悲剧《哈姆雷特》的故
事。特鲁迪背叛了丈夫约翰，与丈夫
的弟弟克劳德产生了感情。 与此同
时，特鲁迪还居住在约翰的祖宅中，

却将丈夫拒之门外。 两人密谋要杀
害约翰，从而霸占这栋豪宅。但这一
切都被特鲁迪腹中九个月大的婴儿
所洞悉……

迈克尔·夏邦，当代美国作家，被誉

为“塞林格接班人”。 1963 年生于华盛顿

特区犹太裔家庭。他在 2000 年出版的小

说《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于次年摘

得普利策小说奖， 并入围美国笔会福克

纳小说奖、全美书评人协会奖和《洛杉矶

时报》图书奖。 他的科幻长篇小说《犹太

警察工会》则一举夺下四项科幻大奖。此

外，他还曾任电影《蜘蛛侠 2》与《异星战

场》的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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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警察工会
[美] 迈克尔·夏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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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兹曼在柴门霍夫旅馆窝了九个月 ，

没见一个房客被干掉，直到这天，有人往二

〇八号房房客，一个自称伊曼纽尔·拉斯克

的犹太佬脑袋里塞了一颗子弹。

“他不接电话，也不应门。 ”把兰兹曼叫

醒后，夜班经理特内伯伊对他说道。 兰兹曼

住在五〇五号房， 从那里可以看见马克思·

诺尔道街对面一家旅馆的霓虹灯招牌。那家

旅馆叫“黑潭”，自打兰兹曼住进柴门霍夫，

这两个字就经常在他的噩梦中出现。 “所以

我只能自己开门进去了。 ”特内伯伊说。

夜班经理是个前海军陆战队队员 ，六

十年代上前线和古巴人打过仗， 目击过残

忍的杀戮场景，回国后，他成了个海洛因瘾

君子。 他像慈母般呵护着柴门霍夫的房客，

准他们赊房钱， 确保他们想独处时不被打

扰。

“你碰过他房间里的东西吗？ ”兰兹曼

问道。

“只碰过他的现金和珠宝。 ”特内伯伊

答道。

兰兹曼穿上裤子和鞋子，夹上吊裤带。

然后他和特内伯伊不约而同地转头望向门

把手 ， 那上面挂着一条红底栗色粗纹领

带，为了省时间已经事先打好 。 兰兹曼还

有八个小时才当班， 那将是口叼酒瓶 、卧

在铺着木屑的玻璃缸里的八个小时。 兰兹

曼一声叹息， 走过去摘下领带套进脖子 ，

将领带结向上推紧。他穿上西装，摸了摸胸

前口袋里的警徽和钱包， 拍了拍胳膊下皮

枪套里的家伙：一把史密斯·威森三九式半

自动手枪。

“我不愿吵醒你，警探。 ”特内伯伊说，

“不过我注意到你没在睡。 ”

“我在睡。 ”兰兹曼说。 他抓起最近的

“情人”———一个烈酒杯，那是 1977 年世界

博览会的纪念品。 “只不过是穿着衬衣和内

裤，佩着枪，坐在椅子上睡。 ”锡特卡世界博

览会已经过去三十载，他举起酒杯，敬这段

逝去的光阴。 人们说那次世博会是阿拉斯

加犹太文化的顶峰， 他能争辩吗？ 那年夏

天，梅耶·兰兹曼十四岁，刚刚发觉犹太女

人的动人之处。对他来说，1977 年也是某种

顶峰。 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根据兰兹曼的医生、 治疗师和前妻的

说法， 他喝酒是为了给自己治病———用梅

子白兰地这把锤子敲平内心的创伤。 事实

上他只有心情做两件事：工作和醉生梦死。

梅耶·兰兹曼是锡特卡特区功勋最卓著的

公仆， 他不仅侦破了皮货商谋杀娇妻芙萝

玛·莱夫科维茨的命案，还亲手捉拿了医院

杀手波多尔斯基。 他的法庭证词将哈曼·查

尼送进联邦监狱， 这也是史上唯一一次指

控维波夫派成员，即“维波夫佬 ”的罪名成

立。 他记得每一个罪犯， 有消防队员之胆

量， 具入室飞贼之眼力。 当有犯罪需要打

击， 兰兹曼的裤腿里就像立刻塞进了一支

火箭，载着他在锡特卡追风掣电，身后仿佛

还有配乐在为他伴奏，响板在为他击节。 但

状况来得不是时候，现在他不当班，他的思

绪正从脑袋的窗户向外飘散， 一如桌上未

用镇纸压住的记事纸。

“我很不愿给你添麻烦。 ”特内伯伊说。

兰兹曼在缉毒组工作时， 曾五度拘捕

特内伯伊。 两人可谓不打不相识，但他们的

关系也仅限于此。

“不会， 我现在干的不仅仅是工作，特

内伯伊，”兰兹曼说，“还是我钟爱的事业。 ”

“我也一样，” 夜班经理说，“所以才在

一家垃圾旅馆当夜班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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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兹曼伸手搭住特内伯伊的肩， 与他

一起挤进旅馆唯一的电梯， 下楼去查看死

者。 这电梯或许该叫升降机，如电梯门上的

小铜牌所示。 五十年前旅馆建造完工时，所

有的方向标志、标记、告示和警告都用世界

语铭刻在多个小铜牌上， 它们中的大部分

早已不翼而飞，不是自己掉了，就是遭到了

人为破坏。

兰兹曼注意到二〇八号房的房门和门

框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 于是用手帕包住

门把手，再用乐福鞋鞋尖将门轻轻踢开。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有种奇怪的

感觉，”特内伯伊说着 ，跟随兰兹曼走进了

房间，“你听说过‘垮掉的男人’这个词吗？ ”

兰兹曼觉得这个词似曾相识。

“大多数 ‘垮掉的男人 ’并没有真的垮

掉，”特内伯伊说，“在我看来 ，大部分男人

压根连可以垮掉的东西都没有。 但这个拉

斯克，他就像一根奇怪的木棍，你将它折断

后点燃，它能燃烧几个小时，你知道吗？ 还

能听到那木棍里传来犹如玻璃破碎的咔嚓

声。 我也不知道，不说也罢，反正感觉就是

怪怪的。 ”

“最近谁都有点怪怪的。 ”兰兹曼边说

边在他那黑色的小本子上记录着房间的状

况。 他这么做可以说是多此一举，因为他对

细节几乎过目不忘。 兰兹曼曾被那伙内科

医生、心理医生，还有他的前妻告知 ，酒精

会损害他的记忆力。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

这个判断并不准确———他的好记性丝毫不

减当年。 “我们得接一条专线来处理电话。 ”

“现在是犹太人的非常时期，” 特内伯

伊同意道，“这毫无疑问。 ”

梳妆台上堆着几本平装书， 床头柜上

摆着一张棋盘，看着像对弈到一半。 残局显

得有些纷乱，白方有两个子的优势，正在棋

盘中央攻击黑方国王。 棋盘很便宜，中间可

以折叠，棋子是塑料模具压制成的，空心。

电视机旁的三灯头落地灯只有一个灯

泡亮着。 整个房间另一个亮着的灯泡在洗

手间里，其他的不是被旋松就是烧掉了。 窗

沿上有包大牌子的非处方泻药， 窗户开到

了最大， 来自阿拉斯加湾的强海风一阵阵

袭来， 吹得金属百叶窗每隔几秒就砰砰作

响。 和海风一起驾到的还有木浆的酸臭，船

用柴油机的机器味和宰杀、 装罐鲑鱼的腥

味。 兰兹曼那一代的阿拉斯加犹太小孩小

学时都学过一首叫 《诺克阿莫 》 （Nokh

Amol）的歌，歌词里说，犹太人闻到那股海

风的气味，就像闻到了应许、机遇和从头再

来的机会。 《诺克阿莫》得追溯到 1940 年代

初的“北极熊”时期，应该是为了感谢又一

次神奇的拯救， 所以意第绪语的歌名意为

“再一次”。 可如今，锡特卡特区的犹太人怎

么都觉得这歌名那么讽刺。

“在我认识的下国际象棋的犹太佬里

头，吸食海洛因的似乎大有人在。 ”特内伯

伊说。

“这一位也是。 ”兰兹曼低头看着死者

应道。 兰兹曼在旅馆见过这犹太佬，感觉他

像是只鸟儿。 鹰钩鼻，眼睛发亮，面颊和喉

部的潮红可能是红斑痤疮。 不像硬骨头，不

像卑鄙小人，也不像迷失的灵魂。 一个和兰

兹曼并无大不同的犹太佬，也许，只是嗑的

药不一样。指甲干净。永远系领带、戴帽子。

兰兹曼还曾目睹过他读一本有注脚的书 。

这只老鸟如今趴在床上，面向墙壁，身上仅

着一条白内裤。 姜黄色头发，姜黄色雀斑，

三天未刮的金色须渣。 喉部有双下巴留下

的皱褶，兰兹曼据此推断他曾经胖过。 血红

眼眶里两眼肿胀， 后脑勺被子弹凿开一个

小孔，留下一串血迹。 无打斗迹象，亦无迹

象显示拉斯克知道有人要杀他， 自己已经

死到临头。 兰兹曼注意到床上的枕头没了。

“要是知道他会下棋，我就找他下两盘了。 ”

（《犹太警察工会 》[美 ] 迈克尔·夏邦/

著，陈震/译，中信出版社 2018 年 8 月版）

深夜， 寄居廉价旅馆的落魄中
年侦探被人叫醒， 住在楼下的一个
化名拉斯克的瘾君子脑袋里被人塞
进了一颗子弹， 身边留下一盘古怪
的国际象棋残局……

兰兹曼侦探与表弟兼拍档着手
调查， 发现所有人都声称与死者不
熟却又为之哀伤。 不料， 上级忽然
下令，立即终止调查，还没收了兰兹
曼的警徽和配枪， 而此时距离整个
警区被永久撤销只剩下三个月的时
间， 兰兹曼只能带着 “犹太警察工
会” 会员卡继续寻找真相……虽然
囊括各大科幻奖项， 但该作的意义
更在于跨越题材的界限， 以全新的
叙事方式重新拷问历史和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