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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层次丰富的移民故事， 一个双
面人的辛辣独白，一个横跨越南、美国两
个世界的声音。

———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

不同寻常的处女作……（阮）以独特
的眼光审视越战和战争的影响。 这部小
说填补了美国文学的空白， 为沉默的少
数群体发声。

———《纽约时报》

阮清越给美国文坛带来了越战中真
实的少数群体的声音， 他创作了一部跨
越历史、政治和民族的小说，更讨论了文
学永恒的主题： 对自我和身份的普世探
索。 一位有深度、有技巧的作者，一部优
异的处女作《同情者》。

———罗伯特·奥伦·巴特勒

绝对是战争小说的又一经典。 烧脑
的惊悚小说围绕着一个绝望的移民故事
展开， 彻底揭开我们时代的存在性两难。

继乔治·奥威尔《1984》之后，终于再次读
到这样一部作品，展露了一个不受任何限
制的暴政将人性碾压成齑粉的悲剧。

———《华盛顿时报》

阮清越，越南裔美籍作家。 1971 年

生于越南邦美蜀。 1975 年随父母从越南

逃难至美国。 1997 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 ，取得英语博士学位 ，后任教

于南加州大学至今，现为英美研究和民

族学、比较文学教授。 2016 年凭借长篇

小说处女作 《同情者 》一举拿下诸多国

际大奖， 包括第 100 届普利策小说奖。

同年 ，其非虚构族裔研究作品 《从未逝

去 ：越南和战争的回忆 》入围美国国家

图书奖。 2017 年， 获麦克阿瑟天才奖。

2018 年，入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故事背景设于 1975 年，越共占领西贡，美军大撤退，真实身份是越共的主人公

也随其南越“长官”逃难至美国，在美国继续进行间谍工作，向北越汇报敌情。 在此

期间，他作为难民和间谍，身心经历了非同寻常的折磨和挣扎。 作者通过巧妙的情

节设置，让读者深入主人公的自白，追踪蛛丝马迹，临近尾声才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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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艺术》

[德]延斯·森特根/著 纳迪亚·布达/绘
李健鸣/译
译林出版社
2018 年 8 月版
作者用轻松欢快的语调， 向读者

介绍了 20 种具有代表性的哲学思维
方法。书中的每一种思维方法，都关联
了一位哲学大师以及他的哲学思想。

从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到康德、帕
斯卡、尼采，再到哈贝马斯、海德格尔，

几乎贯穿了整部哲学历史。 作者举重
若轻， 书中的文字浅显易懂、 幽默风
趣， 并且引用了新闻事件以及身边张
三李四的例子来说明哲学命题。

《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

[美]伊娃·霍夫曼/著
胡洲贤/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9 月版

1989 年前后， 东欧各国的政治
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改变。 本书是作
者在东欧游历的记录。 她在这一年返
回故乡，见证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以及正在分裂为两个国家
的捷克斯洛伐克，如何“创造他们的历
史”。 借由与当地各阶层民众的谈话，

以及对所见所感的忠实记录， 本书呈
现了当时东欧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的转变。

《生活的逻辑》

胡悦晗/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 8 月版
1927 年至 1937 年间 ，上海 、北

京知识人主要供职于出版业与教育
业 ； 职业收入在城市居民收入中位
居中等水平 ，但个人收入存在差异 ；

在居住 、饮食 、服饰与出行等日常消
费层面也呈现出巨大差异 。 本书以
这一知识群体为研究对象 ， 考察其
所处的阶层位置 ， 分析知识群体如
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习惯策略发展
出旨在建构身份认同感与合法性的
论述话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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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间谍，是个卧底，是个“内鬼”，

是个双面人。 我还是个有两套思想的人，

或许也不奇怪。 有人一直把我当作或是漫

画或是惊悚电影里某个被世人误解的怪

物 ，其实 ，我不是 。 我只是一个能从两边

看问题的人。我有时也得意：能够这样做，

也是才华哩。 没错，这没什么了不起，可它

或许是我拥有的唯一才华。 有时，我也反

思，怎么就禁不住这么观察世界？ 想着想

着 ，我便扪心自问 ，我拥有的这点才华真

能算作才华？ 毕竟，才华是你用而非用你

的东西。 你不能自主“不用”的才华，换句

话说，控制你让你为它着魔的才华 ，是一

样很危险的东西 。 这是我必须检讨的事

情。 但是，就在我的检讨书最先提到的那

个月里 ， 我的这点才华看起来仍不是什

么危险的东西 ， 反倒是我的一个长处 。

唉，福兮祸所伏。

我说的是那个空前残酷的四月。 就在

那个四月 ，那场马拉松般战争 ，如同所有

行将结束的战争 ， 像一个将失去四肢的

人 ，难以继续 。 那个四月 ，对于世界上其

它地方大多数人 ，不过是稀松平常 、年复

一年的四月 ，但是 ，对于我们这个小国家

的所有人 ，有太多含义 。 就在那个四月 ，

战争结束了 ，从此恢复了……啊 ，用 “和

平”两字不合适，对吧，尊敬的指挥官？ 就

在那个四月 ， 我在住了五年的别墅里等

待结束。 别墅外墙嵌有碎棕色玻璃，熠熠

闪光；墙头布有生锈的倒刺铁丝网。 在别

墅 ，我有自己房间 ，正像我在您的集中营

里有自己的房间，指挥官。 当然，贴切讲，

您给我的房间是与外隔绝的单人牢房 。

在别墅 ，每天有仆人清理打扫房间 ；而您

为我安排了一个娃娃脸看守 ， 他可不做

清理打扫的活 。 您别误会 ，我没在抱怨 。

写检讨书时 ，住的地方干不干净不要紧 ，

要紧的是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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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将军别墅，晚上挺清静，然而，一

到白天便清静不再。 将军手下只有我住在

他家里，只有我单身，当然，也只有我才是

他最靠得住的副官。 每天早晨，我和将军

一家在柚木餐桌旁用早餐。 我陪将军坐在

餐桌一头，边吃边读边议各种简报。 餐桌

另一头 ， 夫人照管四个听话守规矩的孩

子。 他们的年龄分别是十八岁、十六岁、十

四岁和十二岁。 餐桌旁会空出一个位子，

这是留给在美国读书的大女儿的。 用完早

餐 ，我会驾车送将军去他的办公室 ，离别

墅很近。 或许，不是人人担心战争结束，不

过，将军为此忧心忡忡。 他的担忧甚至害

怕不无道理 。 他身材瘦小 ，但是 ，抬手举

足 ，风度卓尔 。 他久经沙场 ，获得多枚勋

章，每一枚都实至名归。 子弹、弹片削去了

他的一根手指，两根左脚脚趾，不过，除了

他的家人和密友 ， 没人知道他左脚的情

况。 他的雄心壮志从没减弱过，不过，他对

两件事情已不抱希望：一是买瓶上等勃艮

第葡萄酒，二是与不只懂往酒里加冰块的

朋友一起品酒。 他既是享乐主义者又是天

主教徒，换句话说，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信

仰的顺序是：先信美食，后信天主；先信太

太 ，后信子女 ；先信法国人 ，后信美国人 。

他认为 ，这些信仰给人教益 ，远非一些国

家的斯文加利式人物的说教所能比拟；这

帮人蛊惑了越南北方兄弟，也蛊惑越南南

方部分兄弟：他们就是卡尔·马克思，弗拉

基米尔·列宁，以及毛主席。 这不是说，他

读过这些圣贤的著作，一个字没读过！ 我

是他的副官， 一个衔级不高的情报官，其

中一项工作就是先读 《共产党宣言 》或毛

的“红宝书”之类的书，再给他看我的也是

抄来的注解。 至于他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表

现自己如何了解敌人思想 ， 由他自己决

定。 他最喜欢拿列宁说的问题说事。 只要

他认为有必要这么做时 ， 会用上我的注

解。 “诸位，”倘若身边正好有张桌子，他会

用暴突刚硬的指关节敲击桌面，问：“怎么

办？ ”如果提醒将军，这个问题尼古拉·车

尔尼雪夫斯基早在他的同名小说里提过，

这样的提醒没任何意义。 如今，有几人记

得车尔尼雪夫斯基， 列宁才是重要的人。

是的 ，列宁是行动派 ，把别人提的问题拿

为己用，变成他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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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四月比任何一个四月都阴郁压

抑。 在这个月，将军面临应该怎么办的问

题。 他向来有办法，但如今束手无策。 他追

崇独特文明使命的观点，追崇美国精神，最

终却被一只叫“怀疑”的小虫叮咬，陡地患

上了失眠症 ，脸像疟疾患者的脸 ，白里透

青，在别墅里转悠。 几周前，亦即三月，南

越军队北线失守，从那时起，他会冷不丁出

现在我办公室的门口或我在别墅的房间

里， 阴着脸， 扔下一把情况报告之类的文

件。 “你信吗？ ”听他语气，我非回答不可。

于是，我要么答 ：“不信 ，将军 ！ ”要么答 ：

“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邦美蜀，一个风景

宜人的高地， 一个以咖啡豆闻名的山镇，

我的家乡，三月初竟然被洗劫一空，这实在

令人难以置信。 南越总统，实在不愿提他

名字，不知哪根神经搭错地方，竟然命令南

越守军撤出高地， 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岘港、芽庄相继陷落，南越军人为了逃命，

竟然跟逃难平民争抢船只，从背后射杀平

民 ，造成数千人死亡 ，这实在令人难以置

信。 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秘密做着间谍该

做的事情：将这些文件拍照。 照片会让与

我接头的文很开心。 我读这些文件，也很

开心，因为它们让我看到南越政权行将灭

亡。 不过，文件提及无辜平民的惨况，我禁

不住生起恻隐之心。

（《同情者》[美]阮清越/著，陈恒仕/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年 8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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