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丽丝·门罗， 加拿大女作家，2013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她一生专注于中

短篇小说创作， 讲述小地方普通人特别

是女性隐含悲剧的平常生活， 以细腻透

彻又波澜不惊的话语， 洞见人性的幽微

处。 在获得诺奖之前，门罗就被誉为“我

们时代的契诃夫”；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称她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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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银和我》

[西]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著
[西]达西安娜·菲萨克/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8 年 8 月版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梅内斯关

于自己与心爱的小毛驴小银朝夕相
伴的散文集。 全书 138 个短章，记
述了作者希梅内斯和小银共同度过
的几年。 每篇文章短小、简洁，干净
典雅，充满诗意的忧郁，散发出淡淡
的哀愁， 希梅内斯用文字描摹出了
一组充满着浓郁的乡情和明净淡彩
的西班牙南方风情画， 也是献给小
银的抒情诗。

《耶路撒冷，一个女人》

[以]亚伯拉罕·耶霍舒亚/著
金逸明/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年 9 月版
这是一次古怪的 “英雄救美”。

“美人”在故事的开头就死于耶路撒
冷集市上发生的一起爆炸事件，身
份不明。 调查和善后的工作不幸落
在了人力资源经理身上。一连几天，

众人零星的话语都转述着这个女人
的美丽， 实用主义的公关任务变成
了一次不计代价的“救赎”之旅……

小说入围 2005 年布克国际文学奖
短名单。

《阿加莎·克里斯蒂阅读攻略》

[日]霜月苍/著，张舟/译
新星出版社
2018 年 8 月版
阿加莎·克里斯蒂是当之无愧

的侦探小说女王。 本书站在当代读
者的立场， 分类评析了阿加莎·克
里斯蒂的全部作品 ， 结合写作顺
序、 背景及阿加莎的个人生活，全
面展现出侦探小说女王恢弘的创
作历程，为熟知并喜爱阿加莎的粉
丝提供了更广阔的阅读视野， 对初
读侦探小说的读者来说则是真诚的
荐读手册。

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事
[加]艾丽丝·门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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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他很会引诱女人。 ”恩特

对莎尔说。 她不确定莎尔听完这句话后是

不是面色变得更加苍白了， 因为跟许多人

一样，莎尔的肤色本就有些苍白。 尤其是她

的头发已经变得灰白， 使得此刻的她看上

去像个幽灵。 但无论如何，她丝毫没有失去

与生俱来的美丽。

“无论这个女人有多么衰老，或是多么

肥胖，”恩特加重了语气，“我寻思 ，诱惑女

性对他来说就像呼吸那样自然而然。 我只

希望那些可怜的女人不要轻易上当受骗。 ”

“我对此一点也不担心。 ”莎尔回答。

就在前一天，恩特接受了布莱基·诺布

尔的邀请，跟随他的一批游客出游参观，听

他喋喋不休地聒噪了一路。 布莱基也邀请

了莎尔，但她当然不可能去。 布莱基有一辆

旅游巴士，以此作为营生。 他给巴士的底部

涂上红漆，上部则用漆勾画了许多条纹，使

得整辆车看上去像一个雨篷。 巴士侧面写

着这样一段话：巡湖观光，游览印第安人墓

地、石灰岩公园、百万富翁府邸 ，您的全程

司机、导游布莱基·诺布尔。 布莱基长期住

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 他也兼职做些地面

活计，带着一个助手，两人一道割草 、修理

树篱、挖掘地界。 夏初，恩特和莎尔第一次

看见布莱基， 当时他刚从外面的世界回到

此地。 她们看到了他的营生方式，恩特感慨

地说，他现在是何等落魄潦倒啊！ 她们俩是

深知他的往昔的。

于是恩特发现自己跟一群陌生人一起

被塞进了他的巴士，在傍晚之前，她已经跟

其中一些人交上了朋友， 而且他们允诺以

后会将夹克衫交给她来做， 尽管事实上她

的缝纫店不乏顾客光顾。 这些都无关紧要，

她的注意力只在布莱基身上。 她一直在一

旁观察他。

他将给这批游客展示些什么呢？ 一些

小土丘，被青草所覆盖，下面埋葬着印第安

人；一小块土地，堆满了奇形怪状的 、灰白

色的、 看起来凄凉黯淡的石灰石之类的东

西， 被人牵强附会成它们的仿造对象是各

种植物（如果你也是这么希望的，它倒是可

以是个墓园）；一幢用卖酒的钱盖起来的怪

物一般丑陋的房屋。 但他却最大限度地利

用了这些景观。 先给游客们来一场关于印

第安人历史的演说， 再来一场关于石灰岩

的科学讲座。 恩特无从得知他的说辞里有

多少是真实的。亚瑟应该能辨别出来。但亚

瑟并不在场，眼前只有一群愚蠢的女人，个

个希望在景点间往返时能走在布莱基身

边， 在石灰岩展馆里喝茶时能跟他搭讪几

句， 期待着在被扶下车时能被他一只强壮

的手臂撑住手肘， 腰肢处能被他另一只手

臂轻轻触碰。 （“我不是游客。 ”布莱基想要

扶恩特下车时，她严厉地低声喝道。 ）

他告诉她们这房子里闹鬼。 恩特还是

第一次听说这事， 虽然她此生都住在距离

此地仅十英里的地方。 一个女人杀了她的

丈夫，那个百万富翁的儿子，至少人们都认

为她是凶手。

“怎么杀的？ ”某位女士尖叫道，几乎被

吓得失魂落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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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女人们总是迫不及待想知道她是

用什么方法杀的人 ，”布莱基说 ，声音像奶

油一般，半是讥嘲，半是怜爱，“她用了一种

慢性———毒药。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这都

是传言，小地方的流言蜚语。 ”（“去他的小

地方。 ”恩特自言自语。 ）“她不喜欢他结交

的那些女性朋友。 妻子不喜欢丈夫的女性

朋友。 就是这样。 ”

他告诉她们鬼魂常在花园里游荡 ，就

在两排云杉中间。 不过这鬼魂不是被谋杀

的那个丈夫的，而是他妻子的，满怀悔恨 ，

终日游走。 布莱基注视着这一车游客，微笑

里带着遗憾。 最初恩特以为他对游客的关

心是假装的， 为了赚钱不得已与她们逢场

作戏， 好让她们觉得不虚此行。 但一路下

来，她逐渐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 无论对方

是肥胖臃肿还是骨瘦如柴又或是多么愚蠢

可笑，跟她们说话时，他无一例外都会躬身

倾听， 好像对方身上存在某种特质需要他

仔细观察和体会。 他表情温柔，微笑里透着

真诚，神情逐渐向深处、向内里收缩掘进一

般（是男人做爱时高潮来临之际的表情吗？

这个恩特可从没有见到过），这使得他看上

去似乎想要成为一名深海潜水员， 纵身跃

入海洋深处，更深处，穿透所有的空虚 、寒

冷和残骸， 一直去往他能够将一颗心安放

的地方，这个地方玲珑而珍贵，很难确定具

体的位置， 就好像是落在海底的一颗红宝

石。 她很愿意将他的这一表情描述给莎尔

听。 毫无疑问，莎尔是见过他这种表情的。

但她是否知道， 他是何等随意地将这一表

情送给每一个他遇到的女人？

那个夏天， 莎尔和亚瑟一直在策划一

次黄石公园和大峡谷的旅行， 但最终没能

成行。亚瑟在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连续好几

次阵发性眩晕发作， 医生嘱咐他卧床休息。

他身上同时有好几种比较严重的病症。 贫

血，心律不齐，肾脏也出现了问题。恩特担心

是白血病。 半夜里她总是醒来，焦虑不安。

“别犯傻了，” 莎尔平静地说，“他只是

劳累过度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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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个夜晚，亚瑟从床上爬起来，穿着

睡衣枯坐。 布莱基·诺布尔来拜访过他。 他

说他在旅馆的房间就是厨房上方的出气

口，热气蒸腾，他快要被活活蒸熟了。 所以

他很艳羡门廊的清凉。 他们俩玩起了亚瑟

最爱的游戏，那些学校老师们爱玩的游戏。

一个地理学的游戏， 他们比赛谁能从贝多

芬这个名字联想出更多的词汇。 亚瑟赢了。

他想出了三十四个。 他沉浸在无比巨大的

快活中。

“你应该想到你已经发现了圣杯。 ”莎

尔说。

他们继续玩“我是谁”这个游戏。 两人

需要各自选择一个角色，真实的或虚构的，

活着的或死去的，人类或动物，都可以。 另

外那个人最多询问对方二十个问题以逐步

推定这个角色的身份。 恩特问了第十三个

问题后，猜出了亚瑟选择的角色。 是加拉哈

德爵士。

“我根本没想到你能这么快就猜出

来。 ”

“我是想起莎尔提到的圣杯才猜出来

的。 ”

“我的力量是十个人力量的总和 ，”布

莱基·诺布尔道，“因为我的心无比纯洁。 我

都不知道我居然还记得这个。 ”

“你本来应该是亚瑟王。 ”恩特说，“亚

瑟王跟你可是同名。 ”

“是，我应该是。 亚瑟王可是跟世界上

最美丽的女人结了婚啊。 ”

“哈，” 恩特回答，“那个故事的结局可

是世人皆知。 ”

莎尔走进了起居室， 在黑暗中弹起了

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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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逝去的六月里的一天， 恩特来

到莎尔面前， 气喘吁吁地说：“猜猜我在大

街上看到谁了？ ”莎尔当时正埋头挑拣放在

膝盖上的一堆草莓，说：“布莱基·诺布尔。 ”

“你已经见过他了。 ”

“没有。 ”莎尔回答，“我就是知道。我想

是你的语气告诉了我这一点。 ”

一个她们俩三十年来从没提起过的名

字。 恩特震惊不已，过了很久她才想到一个

合理的解释。凭什么偶遇这件事对莎尔来说

是个意外呢？ 这个国家很早就已全国通邮。

“我询问了他妻子的近况，”她说，“那个

有许多洋娃娃的女人。”（好像莎尔忘了她似

的。 ）“他说很久之前她就去世了。 还不只是

如此。 他又结了一次婚，而第二任妻子也死

了。哪一个都不可能很有钱的。那布莱基·诺

布尔经营旅馆赚的钱到底哪里去了？ ”

“我们无从得知。 ”莎尔回答，随即往嘴

里塞了一颗草莓。

（《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事》[加] 艾丽
丝·门罗/著， 刘黎琼/译， 译林出版社 2018

年 9 月版）

《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事》是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由长篇向短篇
小说创作的成功转身。“一直想要告诉你
的事”，是深埋心中数十年、不得表白的
畸恋， 是与丈夫所想大相径庭的定情真
相，是对不成才却得宠的亲兄弟的厌恶，

是缘散后细数那些前尘往事……在寻常
人的生活中， 作家写就诸多颇具纵深和
张力的故事，于缓慢的时间之流里，波澜
突起，潜流激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