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库尔齐奥·马拉巴特 ， 意大
利剧作家、记者、外交官。 他的一
生极富传奇性 ： 他出生于 1898

年， 亲身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

二战之前，他曾任米兰《新闻报》

的主编，出入于意大利上流社会
交际圈，并且与许多欧洲权贵有
过交往。 与意大利当时法西斯政
府相左的政治立场以及特殊的
身份， 催促他写出这部小说，以
唤醒人们的良知。 在评论他作品
的文章中，米兰昆德拉认为：“这
些见证文字的性质独特，令人惊
讶，没有任何历史学者曾经如此
仰仗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拥
有的经验。 ”以他名字命名的文
学奖，是当今意大利最重要的文
学奖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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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长梦不多》

子川/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8 年 8 月版
作家散文集。 “故里杂忆”收

录回忆性散文， 有对古运河边的
幼少记忆， 有对早年插队乡间的
记忆，以及对父母亲情的回忆等；

“岁晚杂谈”中收录了见诸副刊的
专栏文章；“河西杂记” 为思想随
笔与记事；“书蠹杂论” 则收了一
些读书文章， 大部分文章都曾在
报纸期刊刊载， 文体上亦可作为
有思辩色彩的随笔。

说

皮
[意]库尔齐奥·马拉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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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片天空显得最为脆弱和残忍的

地方，是那里，是那堵高墙，小奴隶们正是坐

在那堵墙的脚下。作为老教堂背景的那堵墙

笔直而高大，墙上的灰泥因为岁月和季节的

侵蚀已经完全裂开。 从前，墙上的颜色一定

是赫库兰尼姆和庞贝古城建筑所采用的那

种红色， 它被那不勒斯画家们称为波旁红。

岁月、风雨、日晒、丢弃，使得那种鲜艳的红

色变淡和褪去， 赋予它一种肌肉的颜色：这

儿是玫瑰色的，那儿浅一些，更远的地方甚

至是透明的， 如同放在蜡烛火苗前的一只

手。 或许是因为那些裂开的灰泥，或许是因

为霉菌绿色的斑点，还有从古老的灰泥中透

出的白色、象牙色、黄色；或者那种效果是光

线造成的， 因为附近的大海不停地翻涌，所

以反射的光线也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或者是

因为漂泊而又焦灼的风，从山上或海上吹来

的风会为光线染上不同的颜色。我觉得那堵

高大而古老的墙壁具有生命，是一个活着的

东西，一堵肉做成的墙，展示着人类肉体的

所有奇遇：从儿童时代天真的玫瑰色，到垂

暮之年绿色和黄色的忧伤。我觉得那堵由血

肉筑成的墙渐渐枯萎， 从里面渗出了白色、

绿色、象牙色、暗黄色，那正是已经疲惫和衰

老、爬满深深的皱纹、接近最终骇人瓦解的

人肉的颜色。硕大的苍蝇缓慢地在那堵肉做

的墙上徘徊，嗡嗡作响。 白昼的果实已经熟

透，在夜晚最初的阴影下，在业已疲惫和昏

暗的空气中腐烂。 天空，那不勒斯残酷的天

空，如此纯洁和柔软的天空，令空气中充满

怀疑、悔恨、忧伤而又短暂的幸福。白昼又一

次逝去了。 声响、颜色、鸟兽的鸣叫、大海的

味道、月桂和蜂蜜的气味，也就是那不勒斯

的光的味道 ，如同丛林中的鹿 、麂 、野猪一

样，一个个躲入温暖的夜晚。

突然， 那堵墙上的一扇窗户打开了，一

个声音叫着我的名字。那是皮埃尔·利奥泰，

他是从纪尧姆将军的摩洛哥师指挥部窗口

叫我。我们上去找皮埃尔。他个头高大，长着

田径运动员一样的身材，骨骼粗壮，面孔因

为卡西诺山的霜冻而皲裂。 利奥泰在楼梯

上，张开双臂迎接我们。

皮埃尔·利奥泰是让-路易的母亲 B.伯

爵夫人的老朋友。 每次来意大利，他都会到

科莫湖 B. 伯爵夫人的别墅住上几天或者几

个星期。那座别墅是杰出的皮耶尔马里尼的

作品。 根据惯例，拿破仑住过的那个房间始

终为他保留着，位于别墅一角的那间，朝向

贝拉吉奥那一边的湖泊；另外，别墅里还有

司汤达曾经与安吉拉·皮埃拉古鲁娅一起度

过良宵的床铺， 以及那张桃花心木的写字

台，诗人帕里尼曾经在那里写下了著名的诗

篇《一天》。

“啊，您真英俊！ ” 皮埃尔·利奥泰一边

大声说着一边拥抱了让-路易。 他已经有很

多年没有见过这个年轻人了。 他又说，上次

分别的时候，让-路易“还只是个厄洛斯”，而

再次见面“他已经是一个……”我以为他会

说 “……一个英雄”， 然而他及时纠正说：

“……一个阿波罗。 ”开饭的时间到了，纪尧

姆将军邀请我们坐在他的餐桌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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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路易阿波罗般的轮廓、朱红的嘴唇、

洁净的脸上乌黑的眼睛、温柔的声音，给法

国军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是第一次
来到意大利，在他们眼里，男性美第一次以

典型的希腊古典美的形式完全展现出来 。

让-路易是意大利文明在历经几个漫长世纪

的文化、财富、文雅方面的发展，经过肉体和

智慧上的筛选，以及道德方面的漠不关心和

贵族式的自由后，造就的男性美的典范。 一

个熟悉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意大利绘画

和雕塑中典型古典美的缓慢而持续的变化

的人，并且了解文艺复兴性感的“人物肖像”

的人， 会在让-路易的脸上———就好像在文

艺复兴“人物肖像”的肉欲之上———觉察到

十九世纪初意大利浪漫主义，尤其是伦巴第

地区浪漫主义 （让-路易出自伦巴第贵族中

最为古老而显赫的家族之一）———出于对拿

破仑的怀念，即使是在伦巴第地区也盛行着

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那高贵而忧伤的

面具。 那些法国军官的反应，就像是司汤达

在面对法布里奇奥的时候一样。他们同样没

有感到，就像法布里奇奥，让-路易的美也是

一种不带有讽刺和不安的静物画式的美。

对于那些法国军官来说，一个活生生的

阿波罗， 一个古典男性美如此完美的典范

（在用可笑的资产阶级家具装饰的拿破仑式

房间里，在那张桌子边上）惊人地出现在他

们面前， 就等于揭开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谜。

所有人都默默地欣赏着让-路易。

在餐桌边忙碌的摩洛哥仆人们，无法将

迷恋的目光从让-路易的身上移开， 我看到

那些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暧昧的欲望。对于这

些从撒哈拉沙漠和大西洋沿岸大山里来的

人来说， 让-路易只不过是一个提供快乐的

物品。 我心中窃笑（我没有办法不笑，忍不

住；另外，对这样一个奇怪和令人伤心的念

头报以一笑也没有什么坏处）， 想象着看到

让—路易， 以及所有那些像他一样的 “英

雄”， 坐在老教堂广场上另外一些小奴隶中

间，背靠着即将熄灭的光线中渐渐模糊的肉

做的墙，如同一块腐烂的肉一样逐渐沉入黑

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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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眼里， 让-路易正是欧洲———这

个没有被痛苦净化反而被腐蚀、没有因为赢

得自由而兴奋反而备受侮辱的欧洲———几

代年轻人中某些精英的象征：他只不过是一

个将被出售的青年人。为什么他们就不应该

也是“被出售的青年人”呢？我们年轻的时候

也曾经被出售过。 在这个欧洲，这就是年轻

人的命运，因为害怕或者饥饿被在大街上出

售。年轻人要好好准备，养成习惯，在生命和

国家里扮演他们的角色。 总有一天，如果一

切顺利，年轻人会因为远比害怕和饥饿更糟

糕的理由在街上被出售。

我这些痛苦的念头的力量，好像在一同

进餐的其他人心里唤起了同样的东西。纪尧

姆将军突然问我，为什么意大利政府不仅不

禁止贩卖儿童的市场，甚至对这件可耻的事

置若罔闻。 “这是一个耻辱，”他说，“我无数

次命人赶走那些厚颜无耻的女人和她们可

怜的孩子，无数次提醒意大利当局，我甚至

亲自和那不勒斯的大主教，阿斯卡雷西主教

谈过。 一切都是徒劳。 我禁止我的北非士兵

去碰那些孩子。 我威胁他们，假如他们不遵

守命令，就把他们枪毙。对于他们来说，诱惑

太大了。 一个北非士兵永远也不会明白，为

什么禁止购买在公共市场出售的东西。事情

应该由意大利政府来做：逮捕那些毫无人伦

之情的母亲， 把那些孩子关在一所学校里。

我什么也做不了。 ”他说得很慢，我感到这些

话令他的喉咙作痛。

（《皮》[意]库尔齐奥·马拉巴特/著，魏怡/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 12月版）

《皮》出版于 1949 年，1981 年
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小说以二战时
期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登陆，解放
意大利为背景，记述了主人公作为
盟军联络官在那不勒斯的所见所
闻，刻画了一幅幅战争背景下的意
大利平民、美军军官、欧洲上流社
会贵族的生动画卷。以生动的反讽
凸显了人性的多面，展现了战后欧
洲的精神状态，被认为是反战小说
中的经典之作。

《谈作文》

王鼎钧/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年 8 月版
王鼎钧是散文界中的 “博尔

赫斯”。他仿佛深谙春秋战国的合
纵连横术，挽寓言，恋诗体，留日
记，兜揽断章孤句，又混杂小说、

戏剧、诗歌的血统。 在这部“谈作
文” 的作品中， 对于散文写作技
法，作家结合实例娓娓而谈，从细
部到整体，试图从一道缝隙，带读
者窥见天空的美丽与广大。

《红孩谈散文：

散文是说我的世界》

红孩/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版
作家散文评论集。 从时间跨

度上， 梳理了近二十余年散文界
的创作现象， 结合散文在不同历
史阶段的发展风格和主流态势，

对相关的散文创作者及其作品进
行了系统评述。 红孩根据其散文
创作理念出发， 以论述构成这部
专业性和普及性兼具的散文评论
集， 适合各个层次的散文写作者
研读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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