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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岪与木心》

陈丹青/著
理想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19 年 8 月版
张岪是木心为陈丹青起的笔名。

1982 年，陈丹青、木心先后赴美，在纽
约地铁相遇， 此后亦师亦友近三十年。

2011 年木心去世，陈丹青开始书写木
心，八年过去，乃有此集。书中以极尽写
实的笔墨，慎重恳切的文字，从终点出
发，追忆木心的文学旅程。 罕有一个人
的死亡，被如此细致地描摹；也罕有这
样的文字，如此深情地凝视死亡。

《魔术师时代》

[德]沃尔夫拉姆·艾伦伯格/著
林灵娜/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 年 8 月版

20 世纪 20 年代，一个处在多彩
生活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年代， 一个一
战刚刚结束、 纳粹主义正在酝酿的年
代，一个德国哲学的黄金年代。本书除
梳理了海德格尔、本雅明、维特根斯坦
和卡西尔在 1919-1929 年间的各异
的日常生活、情感经历和思想状况，还
力求将四位哲人的思想予以对照，展
现了他们在面临时代根本问题时各自
的回答和应对方式。

《壬辰战争》

[加] 塞缪尔·霍利/著
方宇/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 年 8 月版

1592 年， 刚统一日本的丰臣秀
吉在野心驱使下，入侵朝鲜半岛。战争
初期，日军进展顺利，在短时间内连克
朝鲜三城———汉城、平壤、开城。 关键
时刻，明朝万历皇帝决定出兵援朝。中
朝联军在一系列陆战、 海战中大败日
军，双方陷入僵持。该作综合运用多国
史料，全面、客观地描述了这场战争的
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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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丹·茂那是个特立独行的男孩。 他比一般同学来得高大，天生有领袖气质，

常有出其不意的想法并热爱冒险。 某一天，他驾着马车想到车站接客人，却因迷路而误
入一座庄园，受邀参加了一场狂欢婚礼，邂逅他梦寐以求的恋人，两人有了约定。 待他
回到学校后，却如何也找不到回庄园的路。 茂那难以忘怀这趟奇幻之旅，遇到有关失落
庄园及恋人的消息绝不放弃，甚至离开学校追踪至巴黎。 执着的追逐换来情感和意志
的考验，不晓得何时幸福才会到来……

阿兰-傅赫涅 （1886—

1914），原名亨利-阿尔邦·傅

赫涅，法国作家。他出生于法

国中部的乡村教师家庭 ，两

次报考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失

败后，入伍当了文书，退伍后

在巴黎报刊上发表文学评

论。 1913 年，他创作的小说

《大茂那》 在 《新法兰西》连

载，受到文坛好评，获龚古尔

奖提名。 1914 年，他从军参

加一战， 同年遭遇德军伏击

身亡。 《大茂那》是阿兰-傅

赫涅唯一的长篇小说， 以奇

诡的情节、 田园诗般的抒情

格调和深沉的悲悯情怀吸引

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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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把那里叫“我们家”，即使那处房子

不再属于我们了。 差不多十五年前我们离开

了那个村子，我们也肯定不会回去了。

我们住在圣阿加特公学的房子里。 我父

亲———像别的学生一样， 我叫他索海尔先生。

他在这里教中级班和高级班，高级班的课是为

获得小学初级班教师资格证书做准备的。我母

亲教初级班的课程。

一幢长长的有五扇门窗的红房子坐落在

镇子边，外墙布满了爬山虎；一个带洗衣房和

有屋顶长廊的大操场朝村子敞开大门；房子的

北面，穿过操场上的一扇小栅栏门，一条大路

通向三公里外的火车站。 房子的正面朝北。 后

面，有庄稼、花园，还有镇边的牧场……这就是

我们住的地方的简要地图。在那里我度过了一

生中最珍贵也最纠结的日子。 在那些年里，这

个地方是我们少年历险旅程的起点，也是旅程

每每中断时的归宿。

我们的历险像汹涌的波涛拍击着海岬。

那是好久以前一个偶然的变迁。督学还是

省长的一个决定，让一辆乡下马车，在假期末

尾时，把我和我母亲带到了那扇生锈的小栅栏

门前（我们的居家用具要在这辆马车后运到）。

那些正在花园里偷桃子的男孩子们，悄悄地从

篱笆的缝隙里溜走了。

我母亲———我们都叫她米莉。她是我见过

的最有条理的家庭主妇。

当她一走进那些尘土飞扬、被稻草填满的

房间，马上失望地觉察到：就像我们一次一次

搬家时遇到的那样，这些布局别扭的房间放不

下我们的家具。 她一边讲话，一边用手绢擦着

我在旅行中抹黑了的孩子的脸， 诉说她的忧

虑。 然后，她回到房子里，数清了墙上所有窟

窿，为的是把它们堵上，让这里变成能住的地

方……而我， 戴着一顶系着丝带的大草帽，一

直被留在一片陌生操场的沙地上。 我等待着，

在水井和棚子周围东张西望。

至少我能想起的刚到这里的情形就是这

个样子。 一旦重拾那些遥远的记忆，想起第一

天傍晚我们在圣阿加特院子里的等待，另一个

等待的记忆也会浮现……

我好像看到我双手把着栅栏门，正翘首等

待的那个人沿着大路走来。 如果我尝试着回

忆到圣阿加特院子的第一个夜晚，我不得不爬

到二层阁楼进入我的房间的情形，那么另一些

夜晚的情形也会联想忆起 ： 我不再是一个人

在房间里，一个不安的、似曾相识的大影子漂

移在墙壁上。 所有那些宁静的风景……学校，

老马赫丹有三棵核桃树的庄稼地，每天一到下

午四点就会挤满女客人的花园 ……仍然留在

我的记忆中， 它们被那位朋友的出现惊扰，永

远地改变着。他的出现让我们整个青春躁动不

安，他的消失也没能让我们得到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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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茂那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在这个

村子里已经住了十年了。

我那时 15 岁。这是 11 月里一个寒冷的星

期日———晚秋让我们感到了冬天迹象的第一

天。 整整一天，米莉都在等一辆从火车站过来

的马车，它会给她捎来一顶为这个坏季节准备

的帽子。 早上，她错过了弥撒。 而直到布道，和

唱诗班的孩子们坐在一起的我一直焦虑地看

着一侧墙上的挂钟，希望看到她戴着新帽子走

进来。

中午过后，我只好独自去作晚祷。

“另外，”为了安慰我，她抚摸了我一下，对

我说：“即便它到了———我是说那顶帽子， 我也

肯定不得不花上一整个礼拜天把它改造一遍。 ”

冬季的星期日我们经常就是这样度过的：

我父亲一大早就会出远门， 在覆盖着一层薄雾

的某个池塘边的一条小船上吊狗鱼。 我母亲则

躲在她幽暗的房间里直到夜晚， 简简单单地缝

补那些日常穿的衣物。她如此闭门不出，是怕会

无意中碰见她的女伴中的一位女士 ———和她

一样没有钱但同样很自尊。 而我总是在晚祷结

束后一边在那间有些冷的饭厅里读书， 一边等

着母亲打开房门进来，向我展示她的缝补成果。

这个星期日，晚祷之后，喧闹声把我拉了

出来。 教堂前，门廊下举行的一个洗礼仪式把

男孩子们聚集在了一起。 广场上，镇上的一群

男人穿着消防员制服，三枝枪一架，站在那里

跺着脚，冻得直发抖。 他们听着队长布佳东的

口令，执行得一团糟……

响亮悦耳的礼拜钟声突然停了下来， 像是

一个要传出节日喜庆声音的人意识到搞错了日

子和地点。 布佳东和那群男人们，斜挎着抢，带

着水泵快步小跑起来。 我看着他们消失在第一

个转弯处，四个男孩悄悄地跟随着他们。他们的

厚底鞋碾着冰冻路面上的小树枝咯吱咯吱作

响———跑在这样的路面上？ 我没敢跟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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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镇里最活跃的地方就只有达尼埃尔

咖啡馆了。我能听到喝咖啡的人在热烈地交谈

着。 吵嚷声闷闷地升起而后又恢复平静。 大操

场的矮墙把我们的家和镇子隔开了。紧贴着矮

墙，我来到小栅栏门处，由于我的晚归，我有一

点不安。

栅栏门半掩着。 我马上看到了某些异常。

实际上，在饭厅门外———面向操场的五个

门窗中最靠近栅栏门的那扇———一位灰头发

女士歪着头透过窗帘向里张望着。 她个子不

高，戴了一顶有系带的老式黑天鹅绒女帽。 她

有一张消瘦的显得精明的脸，但被焦急搞得有

些憔悴。 不知道她为什么而焦虑，看到她这个

样子，在栅栏门前第一层台阶上，我止了步。

“他跑到哪儿去了？我的上帝 ！ ”她小声地

说着。

“他刚才还和我在一起。 他已经绕着房子

转了一圈。 他可能逃跑了……”

在每句话之间， 她都轻敲三下窗玻璃，很

难让人觉察。

没有人出来为这位陌生的来访者开门。米

莉可能收到了火车站送来的帽子。她正在床前

忙着拆拆缝缝， 改制她那顶普普通通的帽子。

床上撒满了老丝带和被弄直的羽毛。在红房子

的紧里头她什么也听不到。

果然，当我进入饭厅的时候，那位来访者

马上跟在我后面。我母亲两手扶着头上的帽子

出现了。 铜丝线、丝带和羽毛乱糟糟地盘在她

头上……她朝我微笑着，蓝眼睛里充满了在日

落时做针线活的疲惫神情。 她嚷道：“看哪！

我正等着给你展示呢！ ”

可是，当米莉瞥见坐在饭厅深处大扶手椅

上的那位灰发女士时，她尴尬地停了下来。

（ 《大茂那》[法]阿兰-傅赫涅/著，张挽云/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8 月版）

精彩点评

不该遗忘的作品。

———加西亚·马尔克斯

对阿兰-傅赫涅的《大茂
那》，我有一种奇怪的投契之
感。

———杰克·凯鲁亚克

我想写一本综合了 《大
茂那》的东西。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我以为我读它的时候已
经太老了，但更可能的是，我
读它的时候还是太年轻了。

———朱利安·巴恩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