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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全书以他经手的阁楼改建项目为线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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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挪威做木匠
[挪]奥勒·托斯滕森

星期四的晚上，我来到托尔肖夫，站在赫

格尔曼斯门的那幢公寓大楼外。 我从马路对

面观察着这栋大楼。灰色的外墙很简朴，没有

太多人工装饰的痕迹。我很喜欢。很多人喜欢

粉刷外墙，在窗户四周采用裱花装饰，但我觉

得简朴的外观就很美。可以想象，这栋楼房和

所有建于 1890年前后的房屋一样，也有过辉

煌华丽的往昔。他们按米购买装饰材料，然后

像我安装踢脚板和门窗镶边一样， 一块一块

地装裱上去。现在房屋的外观很可能是 20世

纪 50年代翻新的结果， 和之前的外观一样，

它也构成了房屋历史的一部分。

街面很宽，我可以把车停在街面上。我的

机动式起重机和装载车都有地方停了。 大楼

的入口正对着街面，而不像通常那样，有一个

通向大楼后面， 然后从大楼后面通往公寓的

隐蔽入口。入口通往一个院落，但车辆并不能

入内。但如果街面上暂时没有停车位，这里也

能派上用场。

我一边上楼梯，一边开始进行初步考察。

到处都有重要的信息等着我去发现。 楼梯井

的可用空间非常重要， 因为这关系到运送物

料的难易程度。有搬运木板的足够空间吗？能

不能将较长的材料从楼梯中间的扶手之间递

送上去？ 墙壁是否最近粉刷过？ 如果是，那么

搬货时就得特别留心墙壁。

施工说明书中没有提到公寓入口和楼梯

中的防火设施。 为了遵守整个楼梯井区域的

安全防火规定， 在改建阁楼时必须采取一些

额外的措施。为了遵守防火规定，通往地下室

的门， 以及各个公寓的大门全都已经替换过

了。从地下室往上也都铺上了必要的石膏板。

毫无疑问， 这里的人们已经考虑到了消防问

题， 在这些地区没有任何关于防火的参考资

料，这并非因为对具体条款的忽略。

彼得森和我打招呼，把我介绍给卡里。孩

子们今天晚上被送去爷爷家了。 这是我们第

一次见面， 也许也是最后一次。 他们想见见

我，看我行不行。 我们相互打量着彼此，他俩

似乎挺和蔼的。 我们围坐在餐桌前研究规划

图，简单地讨论了一下这个项目。我不时提出

几个细节问题，以便暗示他们，我已经了解了

这个施工内容， 并且还能让他们觉得我对这

个项目很感兴趣，我的确有兴趣。充分了解这

个项目固然很重要，但这耗时太久。目前对我

来说最重要的是，取得第一印象分。这是第一

个回合，如果我想得到这个项目，那么第一次

见面必须顺利。 就凭双方隔着桌子交流得顺

畅与否就能看出，日后双方是否能顺利合作。

了解双方是否合得来，这点很重要。

我已经和彼得森聊过好几次， 现在又见

到了卡里。他俩构成了我脑海中的“彼得森一

家”。我们走上阁楼，那里光线很暗。我打开了

LED头灯以便看清那些角落。 我把苹果电脑

放在一个凳子上，然后，我把他们提供给我的

信息，以及他们的回答都写了下来。我还一一

记录下那些注意事项。

冬天并不适合进行实地考察。 很多你希

望能一目了然的特征， 被暗淡的光线和厚厚

的积雪给掩盖了。尽管如此，冬天仍然充满魅

力，你能听到各种模糊不清的声响，看到群星

在夜空中闪烁。 即便是在城市里也是一样。

我从旧天窗中探出脑袋，环顾四周，看到

了一个个烟囱、通风口和无数个屋顶。四下一

片漆黑，我恍若置身于《钟楼怪人》的场景中。

仿佛有一把巨斧将烟囱劈成了两半， 然后两

个烟囱又分别被竖了起来， 并在它们之间特

意保留着一点距离。 一钩新月就这样出现在

它们俩之间。积雪很厚，导致我无法看清防雨

板的情况， 还有防雨板和石板瓦衔接处的情

况。

屋顶在 8年前替换过， 应该没有什么问

题。 烟囱也检修过，保养得也不错。 从建筑角

度来看，阁楼与奥斯陆 19世纪末的其他顶层

空间相似。 这里很大、很宽敞，从地面到屋脊

有五六米高，有各种系梁、连系材和支柱。 它

们占据了大量空间，而且非常挡道，但不少人

觉得这些东西很美观。 也许这是乡村浪漫主

义的城市变体。这个阁楼的屋面坡度很陡，支

撑墙很高，因此非常适合改建。 改建之后，天

花板下将有非常宽敞的空间。 楼梯井就像阁

楼中一个竖立着的立方体，翻新后仍将保留，

并将在上面建个夹层。 在这个立方体周围还

要搭建防火墙。

那些木结构的储藏室简朴、通风。它们的

历史可以追溯到整座大楼刚刚落成的时候。

未来，有的储藏室将从阁楼生活区移出，移到

仍然是干燥室的区域。 尽管这个区域被保留

下来的部分会很少， 但仍然有足够的空间做

储藏室。

电线、电话线和电视线乱成了一团，需要

重新布线。该重装的重装，该移到别处的就移

到别处，而且有很多线可以拆掉。 一般来说，

电视和电话问题需要尽早处理， 因为我们很

难控制这些问题，并且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切

断人们和外部世界的所有联系可不是小事一

桩，不能掉以轻心。谁都不想给邻居带来这样

的不便，惹恼他们。那样他们很快就会把你当

成甲壳虫，或诸如此类的害虫，因为你已经制

造了大量的噪声和烟尘。而且，说不定这栋大

楼已经经历了多次改建和翻新， 现在又有工

匠要来改建阁楼， 其他住户一定非常厌恶这

样乱哄哄的吵闹环境。 任凭是谁都难以忍受

看着自己生活的家园，一次次沦为建筑工地。

我将那些还没有和彼得森一家商议的事

项也都做了笔记。 尽管让他们早点儿注意到

这些问题是好的，但现在说这些还为时过早。

比如：两段用石棉隔离的通风管需要处理；需

要用新管重修通风管道， 而新的通风管道需

要穿过屋顶，然后封上盖子；另外，有一根污水

管需要更换，或移到其他更适合的位置；两个

油烟顶盖需要移位；屋顶下方的一个砖砌的通

风管道部分已被拆毁，但顶部却没有密封。 我

不知道当时施工的人是怎么想的，这样做极易

走火，因为火势会顺着砖砌的通风井一路蔓延

到阁楼中，浓烟也会一路通到公寓里。 通风井

需要通过绝缘的通风管道通过屋顶。

彼得森夫妇说过， 他们希望能在保证质

量的同时避免产生额外的支出， 并且希望能

够尽早地了解各项支出。目前，我所列的物料

清单并不长，跟高昂的项目总费用相比，额外

项目所需的费用简直不值一提。有几处开销工

程师并没有在施工说明书中详细列出。他为什

么没有这么做呢？也许是因为列出额外开销的

做法并不常见， 好像这些开销和你有关似的，

所以他们还不如假装不知道， 把这事丢给别

人。 这俨然已经成为工作方式，甚至是一种文

化：坏事不看，坏事不听。如果无法做到不看或

不听，那么只有最后一种可能性：坏事不说。

本来在施工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和难点

是很正常的，但由于他们这样的做法，那些本

身就存在的问题就会被搁置一旁， 直到避无

可避之时才浮出水面。 通常只有在施工开始

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些问题和难点

就落到工匠们的身上， 于是工匠们不得不去

通知顾客。如此一来，客户就很容易把工匠当

成制造麻烦的人。

我情愿坦率一点、真诚一点，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我

希望能让他们尽早了解这些事情， 但我现在

没法告诉他们， 因为那样会降低我中标的成

功率，所以我得再等等。

我应该克制一下自己的工作热情， 但仍

旧抑制不住地仔细琢磨着， 脑海中一遍遍地

“过电影”，很快，整个工程变得明朗起来。 我

想通过新旧结合的方式将椽子和天花板横梁

安装到位，然后再用石膏板覆盖它们。在今后

的 50年或 100年中，再也没人会看到这些椽

子和天花板了。 跟我类似的人说不定也是一

天到晚头脑中都在“过电影”。 我未来的同事

应该在很多方面都和我颇为相似， 但在这一

点上定和我不一样。既然与我素不相识，他们

肯定会担心我的施工质量。要知道，在进行拆

除工作时，原来工程的质量是显而易见的。 我

的手艺非常细致，在将来的某个时刻，能够发

现并愿意看到这点的人一定能看到。目前我也

是这样看待这间阁楼和它当初的施工者的。我

本来想告诉彼得森夫妇， 如果他们能够信任

我，允许我帮他们改建阁楼的话，我一定不会

让他们失望。但这样行不通。得等建筑师、工程

师、规划署的办事员忙完后，才能轮到我上场，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级别都比我高。

我可以为自己代言，但我得谨慎、谦虚，

选择一种近乎谦卑的态度。 因为无论从实际

情况来看， 还是从人们的心理预期和社会办

事方式来说，这才是正常的秩序。在我按照图

纸施工、改建阁楼的那段时间内，建筑师也许

已经完成了二三十份这样的图纸， 而结构工

程师也许已经完成了对百余间阁楼的核算。

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个项目，我付出的心

力远远超过他们。 我会这样想并非纯粹基于

我所消耗的时间，也包括用心程度。因为我和

不少建筑师、工程师合作过许多类似的项目，

这是我的切身体会。

对我而言， 这份工作的报酬几乎等于我

半年的收入。在此期间，我会因努力工作而大

汗淋漓、满身泥水，也有可能会割伤手指或冻

坏自己。如果我中标，那么这份工作将成为我

那段特定的岁月中最重要的人生印记。

我希望别人能根据我的职业来评价我，

就好像这个职业本身就是一个人一样。因此，

我认为有能力的工匠在未来的某一天评价我

的作品质量， 是非常个人的想法。 我想，100

多年前的许多建筑者也有同样的想法。 在我

心中，他们都是我的同事，甚至朋友。

（《我在挪威做木匠》[挪]奥勒·托斯滕森/著，

王敏/译，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 年 5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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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林旧事》

郑逸梅/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9 年 9 月版
本书精选了郑逸梅记述艺坛

往事的笔记小品上百篇， 并收入
作者生前未曾发表的部分篇章 。

所选皆为郑文精粹，撷英采华，其
作品涉笔成趣，文风简练含蓄，其
文言与白话文字均至炉火纯青 ，

笔墨舒卷之中尽显知识性与趣味
性，雅俗共赏，一编在手，读者可
尽享快乐阅读的陶然之感。

《岁华一枝：京都读书散记》

苏枕书/著
中华书局
2019 年 8 月版
苏枕书客居京都十年之际推

出新作, 记录日本风物古迹，讲
述汉籍东传故实。 作品里收录的
文章， 既有一如既往的对日本风
物、古迹和日本文化的关注，也显
露了作者一路走来读书问学的痕
迹和学术志趣的延伸、变化。从博
物学到书籍史， 从宫崎市定的中
国史研究到大藏书家傅增湘的旧
藏踪迹，令人不忍释卷。

《中国寓言研究》（第一辑）

孙建江/主编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 年 5 月版
中国现当代寓言由鲁迅 、茅

盾等开拓，传承接力，继往开来，

迄今已走过了百年历程。《中国寓
言研究》 致力于寓言文体的研究
和弘扬，开设有“基础理论”“评论
空间”“史料钩沉”“书评天地”等
栏目， 一年出版一辑。 辑刊的问
世， 为寓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
术展示平台， 将有力地推动中国
寓言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