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的“失传”：清末民初中国
革命再阐释》

沈洁/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9 年 5 月版
本书以 “印刷”“族群”“规训”

为关键词，重新审视清末民初中国
革命，讲述其另一面的源起、脉络
与纵深。 从甲午到辛亥，清末知识
人的持续激进化，废科举导致的身
份位移，新式媒体鼓荡，在印刷工
业的扶持下， 思想汇流为思潮，推
动制度改革、政治迁易。

《日本美术史》

徐小虎/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5 月版
本书以时间为脉络， 介绍日

本艺术从远古时代到 20 世纪末
的发展历程， 为初学者传递日本
之“美”。 尤具特色的是，作者参照
广阔的中西文化背景， 重点关注
日本各个时代最具创新意义的艺
术， 以此展现日本艺术精神的宽
度和弹性，并配有 250 幅珍贵的
插图。

《春风十里》

石钟山/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 年 5 月版
作为作家暌违 10 年回归军

旅背景小说的全新力作， 本书讲
述了农家子弟李满全的人生命
运，即将退伍时，他接到为江师长
女儿江歌做勤务员的命令， 从此
世事辗转，人聚人散，小人物的命
运在大时代背景下千回百转 ，塑
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重返查令十字街 ８４ 号

[美]海莲·汉芙

六月十八日 星期五

闹钟在八点钟准时响起，我

下床走到窗边，急于知道是否还

在下雨。 打开窗帘———啊，只要

我的心还在跳动，我就永远忘不

了这一刻。 街对面，一排整整齐

齐的狭窄砖屋俯伏在那里，仰视

着我 ， 门前都有清一色的白阶

梯。 它们是地地道道的十八世纪

或十九世纪住宅， 一看见它们，

我就知道我是铁定无疑身在伦

敦了。 我一阵眩晕，遏制不住内

心的冲动，想要奔上街去。

早餐之后，我冒雨出去观赏

那些住宅。 这座酒店在大罗素街

和布鲁姆斯伯里街的交角上。 它

面对作为商业街的大罗素街，我

从窗口看到的住宅就坐落在布

鲁姆斯伯里街上。

我沿着街道慢慢踱步，打量

着对面的屋子。 来到拐角，走进

一个隐秘的小公园，名叫贝德福

德广场。 它的三面都有一排排整

齐 、狭窄的砖屋 ，这些住宅更加

漂亮，保养得非常完善。 我在公

园长椅上坐下， 看着这些屋子。

我的心在震荡，我一生从来没有

如此快乐过。

我一生都在期盼来伦敦看

看， 过去我常去看英国电影，仅

是为了领略这样的屋子。 在黑暗

的电影院里， 我注视着银幕，我

如此热切地想要走进那些街道，

这种如饥似渴的冲动在噬咬着

我。 有时晚上我在家里，读到一

段黑兹利特或利·亨特对伦敦所

做的恣意描写 ， 我会突然扔下

书， 被一阵渴望的波澜吞没，好

似坠落在乡愁的深井里。 我想看

伦敦，犹如老人在临死前想要看

自己的家。 我曾经对自己说，对

一个生来就和莎士比亚的语言

结缘的作家和书迷，这是很自然

的感觉。 但是，此刻坐在贝德福

德广场的长椅上，我想到的不是

莎士比亚，而是玛丽·贝利。

我有非常复杂的血统，其中

包含一个名叫贝利的英国贵格

会教徒家庭的血统，那个家庭有

个女儿叫玛丽·贝利，1807 年生

于费城，她是我儿时唯一感兴趣

的祖先。 她留下一件绣花样品，

我曾常常凝视它，希望它能告诉

我她是什么样子的人。 我也不明

白我为什么想知道。

坐在贝德福德广场 ， 我提

醒自己 ， 玛丽·贝利生于费城 ，

死于弗吉尼亚 ， 从来没有看过

伦敦 。 但是那个名字一直留在

我的脑中 ， 也许她是一个同名

的人 。 也许那是她的祖母或是

想要再回家的曾祖母 。 坐在那

里 ，我只知道 ，某个早就逝世的

玛丽·贝利终于找到一个子孙

替她回家了。

我返回旅馆，把自己重新打

扮了一番，这样可以给多伊奇的

团队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我刷了

刷我的深蓝短上衣（这在老家美

国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我花了

足足半个小时，将我那条红白蓝

三色的新围巾打成阔领带的式

样 ，如此 ，我看上去会像个英国

人。 然后我下楼去大厅，身子笔

直地坐在靠门的一张椅子上，我

不敢动， 害怕弄乱我的装束，直

到一个年轻的秘书闯入，陪我沿

着大罗素街直上三个门面到了

多伊奇公司。

我和卡门见面了———她非

常敏锐 、 精干 ， 模样惹人注

目———接受 《标准晚报 》一位名

叫瓦莱丽·詹金斯的记者采访 ，

她很年轻、富有生气。 采访结束

后，我们三人加上一名摄影师挤

进一辆出租车 ， 卡门对驾驶员

说：“查令十字街 84 号。 ”

我感到有些紧张，我知道此

刻是在去那个地址的路上。 我从

查令十字街 84 号买了二十年的

书，结交了那里一些从未见过面

的朋友。 我从马克斯与科恩书店

购买的大多数书也许在纽约也

能淘到，多年来我的朋友建议我

“去奥马利书店试试”“去多贝与

派因书店试试”， 我从来没有另

辟蹊径，我想和伦敦保持牢固的

联系 ，我无愧于此 ，我成功地坚

持下来了。

查令十字街是一条狭窄的

充塞着下等酒吧的街道，交通阻

滞不畅。 一家家旧书店沿着街道

排列，在门前敞开的摊位上堆满

了旧书和旧杂志，四下里有人漫

不经心地在蒙蒙细雨中浏览旧

书。

我们在查令十字街 84 号下

车，多伊奇公司已经用书把空着

的橱窗塞满。 橱窗后面的店堂非

常幽暗，里面荡然无物。 卡门到

隔壁的普尔书店拿来钥匙，让我

们进入这家昔日的马克斯与科

恩书店。

两个大房间已经被清空，一

目了然。 甚至沉重的橡木架子也

被扯离墙壁， 翻倒在地板上，布

满了灰尘 ， 成了无人过问的弃

儿。 我上了楼，进入另一层空旷

阴森的房间。 贴在窗上用来拼成

“马克斯与科恩书店”的字母，从

玻璃上被撕下来，有一些躺在窗

台上， 它们的白色油漆碎裂，剥

落。

我开始走回楼下，心中想着

一个人，现在已经死了。 我和他

通了这么多年的信。 楼梯下到一

半， 我把手放在橡木扶手上，默

默对他说：“怎么样，弗兰克？ 我

终于到了这里。 ”

我们走到外面———我站在

那里 ，任他们摆布拍照 ，那副顺

从的样子就像我惯于此道。 我如

此急切 ， 只为留下一个好的印

象，不给谁添任何麻烦。

当我返回酒店，服务台上有

一封信。 来自帕特·巴克利，那位

老伊顿人， 说是琼·埃利去信谈

到我。

没有称呼，单刀直入：

琼·埃利来信说你第一次到
访这里。 星期日七点三十分，你
能赏光来用个晚餐吗 ？ ———我
们会开车四处转转，领略一下老
伦敦的风采。

星期六或星期日早上九点
三十分之前给我电话。

草就
P. B.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我们在雨中穿行，去一家家

书店巡视，店里全都醒目地摆出

《查令十字街 84 号》。 所有的经

理和店员都笑容可掬地对我欠

身致意，和我握手。 等到看完第

三家书店，我就对这一切泰然自

若了，好像这种场合早就司空见

惯。 两点三十分，我们到达举行

签名派对的普尔书店———简直

不敢相信，人们排成一条长队正

等着我的重要签名？ 在这样一个

下雨的星期二？

他们在队伍前头为我放置

了一张桌子 ，我坐下来 ，要求第

一个人告诉我他的名字并稍微

介绍一下自己，以便能写一些适

合他的话，我没法打破我在书上

签名的习惯———用一小段贴切

的话来占用整个扉页。

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女

士砰的一下放下十二本书，拿出

她的列表说，第一本给她住在医

院里的兄弟阿诺德，能否给他写

一些快乐的话？ 这一本给隔壁帮

她浇花的普拉特太太。 而这一本

给她的儿媳妇帕特，能不能写上

“送给帕特，来自妈妈克劳福特·

维亚致帕特———”？ 足足十二本。

我不时地朝那长龙瞄上一眼（我

没戴眼镜，此刻我是名人），对大

家的久等表示歉意。 他们都只是

面带微笑 ，继续耐心站着 ，人有

时候真是不可思议。

差不多签到了队伍的末尾，

我没抬头，只是机械地说：“请把

你的名字告诉我，先生？ ”他说：

“帕特·巴克利。 ”语调温顺，我急

忙抬头，看见他胳膊下挟着两本

书，我告诉他我会送他一本。 我

为他的两本书签了名，他准备赠

送给朋友。

他问如果星期六他“能安排

一次小小的出游 ”的话 ，我是否

有空。 我说只要是他安排的，我

都有时间，哪一天都行。 他笑容

焕发，说会和我联络。

签名售书活动结束，我和经

理波特先生一起喝雪利酒，他交

给我一封什么人留下的信，是写

给我的。 我把它放入肩包带回旅

馆 ，直到刚刚才突然想起 ，于是

拿出拆开。

亲爱的汉芙小姐：

欢迎来英国，一位从费城来
的捐赠者把您的书送给我们，我
们都喜爱它，就像喜爱我们所有
的朋友一样。

我想知道 ，下星期一 ，即六
月二十八日，您是否有时间？ 是
否愿意和我们一起观看彼得·布
鲁克导演的《仲夏夜之梦》？ 是在
国立莎士比亚公司旗下的伦敦
剧院———奥德维奇剧院———上
演。 有两位澳大利亚朋友和我们
在一起，是两个崇拜您的书迷。

我丈夫是英国人， 我也是，

但我母亲是美国人。

如果您有空来参加，我们会
欣喜万分 。 打电话给我好吗 ？

———这样我们能够计划在哪里
碰面，我们先用餐。

真诚的，

乔伊丝·格伦菲尔

（《重返查令十字街 84 号 》

[美]海莲·汉芙/著，程应铸/译，南
海出版公司 2019 年 4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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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令十字街 84 号”可说是爱书人之间心领神会的暗号。 《查令十字街 84 号》出版后的一年，海莲终于来到伦敦，开启
了 40 天的英伦之旅，追念逝去的知音，漫谈英国古典文学与历史，戏说旖旎的伦敦风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