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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篇关于动植物、宇宙天体的科

普童话集。 这是一本关于宇宙与日常
生活的书，始于畅游的鲑鱼，终于璀璨
的星空。 书的主题， 不局限于某种动
物、 植物或现象， 从最渺小的地球居
民：水母、晕厥的山羊和泰然自若的毛
毛虫等地上生物，到辽远广布的天体：

恒星、 卫星……它探索神灵与驴子的
相似性，爱与藤蔓的无情，以及爆炸的
恒星与爆炸的海参……

《南腔北调：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

郑子宁/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9 年 2 月版
作者以共时的现代汉语方言为

经， 横观汉语方言与民族文化传承的
现实全景；以历时的古代汉语嬗变为
纬，纵览中国语言与传统的历史面貌。

由此，本书以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化
方言学与历史语言学为近 50 个精彩
绝伦的故事， 把汉语普通话等几乎所
有语言与文化的核心问题融会贯通，

用具有内在统一性的逻辑， 为我们在
语言中找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

《我的先生夏目漱石》

[日]夏目镜子/口述 [日]松冈让/整理
唐辛子/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 2 月版
这是一部妻子关于丈夫的深情回

忆，一部日本“国民大作家”的婚姻生
活史。 讲述者夏目镜子，20 岁嫁给当
时还是普通英文教师的夏目漱石，至
漱石去世， 二人一同走过 20 年波澜
起伏的生活。镜子夫人依照时间顺序，

回忆了与漱石有关的 64 篇生活故
事，事无巨细，毫不隐瞒，让漱石的形
象更加立体和鲜活起来，是理解漱石
其人其文不可或缺的重要作品。

精彩点评

不需劝诱， 你就会被他 （雷马
克）的作品征服；无需夸张，他就能
震撼你的心灵。

———斯蒂芬·茨威格

这部小说之于“二战”和德国士
兵，正如《西线无战事》之于“一战”。

它刺穿人对人的残暴，也闪现偶尔照
亮最黑暗角落的火花。

———《科克斯书评》

雷马克给我们看的不是英雄 ，

只是与你我相同的丘八， 恐怖，恐
怖， 永远在恐怖及神经错乱如醉如
狂的状态中自卫与杀人， 而且杀人
是所以自卫，自卫不得不杀人。这才
是战争的真相，是英雄的本色。

———林语堂

雷马克是伟大的作家。 毫无疑
问，他有一流的文笔，能自如地驾驭
语言。不管是写人还是写物，他的笔
触都敏锐、稳重、坚定。

———《纽约时报》

埃 里 希·玛 丽 亚·雷 马 克

（1898-1970），德裔美籍小说家。 出

生于德国一个工人家庭，18 岁时志

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前线负

伤，战后做过教师、记者、编辑等多

种工作 。 1929 年 ，小说 《西线无战

事》出版，引起轰动，迅速被翻译成

二十多种语言， 使他成为蜚声世界

的作家。 雷马克的著作大多带有自

传色彩，用词精练，抒情的书写中却

透出客观、冷峻的气质，被比作德国

的海明威。 他一生共著有十五部小

说、三部剧本和两部文集，其中，《西

线无战事》《凯旋门》《伙伴进行曲》

《爱与死的年代》等多部作品被改编

为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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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格雷贝尔是一名德国士兵，他所在的部队从法国到北非曾经战无不胜，

但在 1944 年的苏联战场上，他们却遭遇了寒冷与失败。 在苏联前线待了多年的格雷
贝尔终于幸运地获得了三周假期，满心欢喜的他辗转回到后方，但所看到的却是和前
线一样被炸毁的建筑、同样的成堆的尸体。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重识了童年时代
的旧友伊丽莎白。两个孤独无依的年轻人成为了彼此的慰藉，随即陷入爱河并迅速登
记结婚。很快，格雷贝尔重新回到前线，战况依旧令人绝望，经历了爱情洗礼的格雷贝
尔更加痛恨纳粹的残酷统治，厌倦了这场看似永无止境的战争。 终于，一次偶然的机
会下，他开枪打死了笃信德国必胜的党卫队员施丹勃雷纳，放走了苏联俘虏，而他自
己也死在了苏联游击队员枪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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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味道在苏联跟在非洲不一样。在非

洲，在英国人的猛烈炮火底下，火线中间的

尸体也常常躺在那儿， 好久好久没有给埋

葬， 可是太阳起的作用却很快。 一到晚上，

有股甜蜜的、 闷人的、 浓郁的味道随风送

来———毒气灌满了尸体，他们在异国的星光

里如同鬼怪一样站起来， 仿佛正在毫无声

息、毫无希望地各自做那最后一次战斗———

可是一到第二天，他们便开始皱缩，无限疲

乏地紧贴着地面， 仿佛打算钻进里头去似

的。 要是过后他们能够被运回去，那么有的

已经很轻，已经干瘪，也还有过了几个星期

才给发现的，那就只剩下一些骸骨，在突然

显得太大的制服里宽宽松松地摇得响了 。

这是在沙地上、在太阳下、在风里头的一种

干燥的死法， 而在苏联却是一种腌臜的、发

臭的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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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下了几天雨，雪在融化了。 一个月

前，积雪还要深三码。 那个被轰毁的村子起

初看来好像只有烧焦的屋顶，这会儿已经悄

悄地、一夜又一夜地从那正在下沉的积雪里

冒出来。窗框已经露出来了；几夜过后，门的

拱道出现了；接着，通到下面那污糟糟的白

色中去的梯子也可以看见了。 雪在融化，融

化，而随着融化，尸体也露出来了。

他们都是阵亡已久的人的尸体。那村子

曾经被争夺过好几次———在十一月、 十二

月、一月，还有如今这四月。 占领了又失陷，

随后又占领了。 来了一场暴风雪，有时候在

几小时里就把那些尸体掩盖起来，弄得埋尸

队也常常找不到他们———直到最后，差不多

每天都有新的雪白的一层撒到废墟上去，正

如一个护士把一条被单铺在一张血淋淋的、

肮脏的床上。

最先露出来的是一月里阵亡的人的尸

体。他们堆在最上面一层，四月初，积雪一开

始消融，马上就露出来了。 他们的躯体冻得

挺硬，他们的脸像是灰色的蜡。

他们如同一块块木板似的被埋葬。村子

后面有一座小山，那儿雪积得不太深，把雪

刨掉，就在冻冰的地上挖了些墓穴。 这是件

烦重的工作。 只有德国人才被埋葬起来。 苏

联人都给扔在露天的围场上。 天气一转暖，

他们便开始发出臭味。 臭得太厉害了，就铲

些雪来盖在那上面。把他们埋葬起来是不必

要的， 谁也不指望那个村子会守得很长久。

步兵团正在撤退。挺进中的苏联人自己会把

他们的阵亡者埋葬的。

在十二月里阵亡的人的尸体旁边，还发

现一些武器， 这些武器是一月里的阵亡者

的。 步枪和手榴弹比尸体陷得更深，有时候

钢盔也一样。这些尸体制服上的标志比较容

易扯下来， 正在融化的雪早已把布给泡酥

了。 水积在他们那张开着的嘴里，仿佛他们

是淹死在水里似的。 有时候，手脚都已经烂

了。他们被抬走的时候，身体还是硬邦邦的，

可是一条胳膊、一只手却会摇啊晃的，倒像

那死尸在挥手，那样子冷漠得怕人，而且几

乎有点猥亵。 所有这些尸体一搁到阳光里，

眼睛总是先烂。 它们会失去玻璃似的光辉，

眼珠子会变成胶冻，里头的冰融化了，慢慢

地从眼睛里淌下来———好像在哭泣。

突然又冰冻了好几天。雪面上长了一层

皮，就结起冰来了。雪不再往下沉。可是那时

候，懒怠的、闷热的风又开始吹起来了。 起

初，只是一个灰色的斑点在逐渐消退的白色

中显现。 一小时过后，那已经是一只向上伸

出来的、捏紧着拳头的手了。“又是一个。”绍

尔说。

“哪儿？ ”伊默曼问。

“在那边教堂前面。 我们要不要把他挖

出来？ ”

“有什么用啊，风会把他挖出来的。那儿

后面的雪至少还有一两码深哪。这个倒霉的

村子比周围地势都低。难道你想把你的靴子

灌满冰水吗？ ”

“见鬼，才不呢。 你知道今天吃什么？ ”

“卷心菜。卷心菜烧猪肉和马铃薯，不过

猪肉是不会有的。 ”

“当然是卷心菜啰！ 这个星期已经是第

三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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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尔解开他裤子上的纽扣， 开始小便。

“一年以前， 我小便起来还要弄成一个很大

的弧形，” 他愁眉苦脸地解释着，“那是一种

道地的军队派头，大家都那么做，我也觉着

很好。 每天挺进这么多公里，满以为不久就

可以回家了。 如今我像老百姓一样小便，随

随便便，也不觉得高兴了。 ”

伊默曼把手伸到制服里面，舒舒服服地

在搔痒 。 “怎么样小便我倒一点也不在

乎———只要让我再当老百姓就好了！ ”

“我也是一样， 可是看样子我们得当一

辈子兵了。 ”

“当然啰，当英雄当到死。只有党卫队员

小便起来还弄成很大的弧形。 ”

绍尔扣好裤子上的纽扣。 “他们当然能

那样做。 我们干着肮脏的活儿，可是那些宝

贝却得到了所有的荣誉。为了一座倒霉的城

市，我们打了两三个星期的仗，临到最后一

天，党卫队员来了，他们抢在我们头里，意气

扬扬地开进了城。只要看一看他们得到的那

种待遇！总是顶厚的衣服，顶好的靴子，顶大

块的肉！ ”

伊默曼龇着牙齿笑了笑。 “现在就连党

卫队员也不能占领什么城市了。他们也在往

后退，跟我们完全一个样！ ”

(《爱与死的年代》[德] 埃里希·玛丽亚·
雷马克/著，朱雯/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19 年 3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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