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往查济的路上》

刘琼/著
红旗出版社
2020 年 1 月版
本书辑录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

散文 50篇，呈现出江南出生女子的
秀气和在京城生活的知性， 语言风
格优雅， 为读者带去灵性的思考和
审美的愉悦。 作品通过对徽州文化
进行精准的解读， 将大视野置于细
节之中，微观却不流于琐碎，品味历
史人文，探讨社会世事，追寻精神世
界， 无不反映出作者对这个世界的
温情和敬意。

《黑狗曾来过》

朱朝敏/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3 月版
作品以生命为立足点， 挖掘

了记忆深处强烈的生命体验 ，从
身体的疼痛记忆中思考人生 ，具
有独特的心理和文化意义。 作家
摄取生活之种种微物与具象 ，捕
捉物与物、人与物 、自然与心灵 、

时代与生命、现实与虚构的关系，

书写山野之情味与根脉， 心灵之
悸动与本源，生活之芜杂与具象，

建立起精神层面的灵魂版图。

《灿途》

倪辉祥/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4 月版
一部反映上海改革开放进程中

浦东电力事业发展的长篇小说。 作
品以倒叙的方式书写了主人公姚明
光弃文从商， 开始创建欣荣电力公
司的创业经历，故事情节跌宕、人物
形象鲜活。 对于人物成长及创立事
业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均有详细呈
现， 反映了个人在大时代中奋斗的
经历， 也是浦东大开发进程中电力
事业的礼赞之歌。

译后记
近年来， 有多位葡语作家的文字得到引进，从

而与中国读者见面。 他们风格各异，如萨拉马戈和
安图内斯善用长句搭建框架，米亚·科托通过重构
语词推陈出新， 克拉丽丝则借助女性哲思发人深
省。 相比之下，阿瓜卢萨的作品行文平实，主旨鲜
明，故事性强，阅读难度并不高。 但是，如果仅仅读
过阿瓜卢萨的单部作品，就容易忽略这位安哥拉作
家的一大特质，那就是其创作宇宙中的互文性。 在
旅行小说《果阿陌客》当中，面对记者“为何写作”的
提问，叙述者回答说是因为他想知道结局。 对于好
奇心旺盛的阿瓜卢萨来说，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结尾
并不代表人物和故事真正的结局，发生在“全书完”

之后的精彩需要借助其他文本进行补完。

在 1997 年的小说《克里奥尔国度》当中，作家
就续写了弗拉迪克·门德斯的故事。 弗拉迪克是个
花花公子旅行者的形象，最初由葡萄牙现实主义大
师埃萨·德·奎罗斯创造。 在自己的小说中，阿瓜卢
萨填补了原著一笔带过的情节，详细描述了他在安
哥拉和巴西之间寻找真爱和心安之处的旅程。在此
之后，随着阿瓜卢萨本人作品不断增多，其内部的
互文愈发明显， 用葡萄牙书评人托尔卡托·塞普尔
维达的话说，阿瓜卢萨“正在创造一个独立的虚构
世界”。 不同作品之间共享的宇宙， 就此成为这位
多产的旅人在遗忘幽谷里孜孜以求的一点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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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泽·爱德华多·阿

瓜卢萨，1960 年出生于

安哥拉 ，曾在葡萄牙学

习农学和林学 ， 作家 、

记者 ，著作颇丰 ，其作

品已被翻译成 25 种语

言出版 。 近年来 ，阿瓜

卢萨在英语世界声名

鹊起，成为当代葡语作

家中重要的声音。 2007

年 ，他凭借 《贩卖过去

的人》获英国《独立报 》

外国小说奖 ，是该奖设

立以来首位获奖的非

洲作家 。 近作 《遗忘通

论》入围 2016 年布克国

际奖决选名单并获得

2017 年国际都柏林文

学奖。

作品可被视作一部现代城市中的“鲁滨孙漂流记”，也是一段国家内战与身份建构的多
舛命运。 内战开始后，一个女人出于恐惧，将自己关在家里 28 年，枪声、旗帜、街上的人群，她
试图遗忘一切汹涌的怪物；雇佣兵、秘密警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都带有被遗忘
的烙印。 在对于动荡历史的追溯中，人和人的命运在此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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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之后，时间放慢了速度。至少卢多的感觉是

这样。 1976年 2月 23日她在第一本日记上写道：

今天无事。 我睡了觉。 睡觉时我梦见了我在睡
觉。 树木、野兽，一大堆昆虫，它们和我分享了我的
梦。 我们大伙儿都在那儿，一起做梦，人很多，房间
极小，大家交换着想法、体味和爱抚。 我记得自己
是只朝着猎物前进的蜘蛛， 同时也是这只蜘蛛织
的网上面的苍蝇。 我感到自己是在阳光中绽放的
花朵，也是吹起花粉的微风。 我醒了，发现我是孤
身一人。 如果睡梦中我们可以梦见自己在睡觉，那
么醒时我们能不能从更清醒的现实中苏醒呢？

一天早上，她起床以后打开龙头，却没有水流

出。 她吓坏了。 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关在

公寓里很多年。 她把贮藏室里的东西列了个清单。

她无须担心会没有盐。 她还找到了可以吃很多个

月的面粉，还有整袋整袋的豆子，许多袋糖 ，堆满

很多架子的葡萄酒和软饮料，数十罐沙丁鱼、金枪

鱼和细香肠。

这天晚上下雨了。 卢多撑起伞上到露台，一并

带上去很多水桶、脸盆和空瓶子。 第二天一大早她

就剪掉了九重葛和装饰用的花。她把一整把柠檬核

放到埋葬瘦小袭击者的花坛里。 在其他四个花坛，

她播撒了玉米和豆子。在另外五个花坛，她种下了仅

剩的几个土豆。一棵香蕉树结了好大一串果实。她掰

了几根香蕉下来并拿回了厨房。 她展示给幽灵：

“看到了吗？奥兰多种香蕉树是为了制造回忆。

对我们来说这却能让我们不挨饿。 不对，会让我不

挨饿，我感觉你不喜欢香蕉。 ”

第二天，龙头里又有了水。从这时候起，自来水

就时有时无， 电也是一样， 一直到最后完全没电

了。 起初的几个星期， 停电比停水更让她感到不

便。 她很需要收音机。 她喜欢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国

际新闻和葡萄牙广播电台。 她也会听安哥拉的台，

即便她很厌烦总是重复的反殖民主义、 反新殖民

主义和反对反动派势力的宣传。 收音机很华丽，木

质的架子，装饰艺术风格，还有象牙按钮。 按下其

中一个钮，它就会像城市一样亮起来。 卢多总是在

旋转按钮寻找声音。 她会听到不成句的法语、英语

或是其他难懂的非洲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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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多目睹了潟湖的复苏。她甚至见证了河马群

的归来（我们还是客观点吧，其实是一头河马）。 这

发生在多年以后。 我们会讲到那里的。 独立之后的

几个月，女人和狗分食着金枪鱼、沙丁鱼 、细香肠

和灌肠。 罐头都吃完了，就开始吃豆子汤和米饭。

到了这时候，停电已经是常态。 卢多开始在厨房燃

起小火堆。 首先，她烧木箱子、没用的纸，还有九重

葛的干枝。 接着是无用的家具。 她把双人床下面的

床架拿出来时，在床垫下面发现了一个皮革袋子。

她将其打开， 见怪不怪地看见十来颗小宝石在地

上滚动。 把床和椅子都烧了以后， 她开始撬开地

板。 厚实的木头烧得很慢，能燃起不小的火焰。 一

开始她用火柴。 火柴耗尽之后， 她就开始用放大

镜，奥兰多以前用它来研究他的海外邮票收藏。 她

要等到太阳在早上十点左右洒满厨房地面。 显然，

只有晴天她才能开伙。

饥饿来袭。 几个星期像好几个月一样漫长。 这

期间卢多吃得极少。 她用小麦面粉糊糊喂幽灵。 夜

晚和白日融为了一体。醒来时她会看见小狗在凶猛

而焦虑地守护着她。睡觉时她总能感受到它炽热的

呼吸。她去厨房找了把刀，刀刃最长最快的一把，开

始像佩剑一样把它挂在腰部。小狗睡觉时她也会趴

在它身上。 有好几次她都把刀抵住了它的喉咙。

天黑了，天亮了，空虚依旧，没有开始也没有结

束。 在某个时间她听到从露台传来嘈杂的声音。 她

匆忙上去，发现是幽灵在吞食一只鸽子。 她往前走

了几步，决心要从它嘴里抢下一点。 小狗的爪子钉

在地面，对着她龇牙。它的口鼻处布满了浓稠、阴森

的鲜血，上面还粘着残留的羽毛和肉。女人退后了。

但这也提醒她去准备一套简易陷阱。箱子反过来朝

下，斜搭在一块柴火上。柴火上系着一根线。在阴影

处，有两三颗钻石。她蜷缩着躲在雨伞后面，等候了

超过两个小时，才有一只鸽子停在露台上。 鸟儿像

个醉汉，迈着小步摇摇晃晃地靠近，又退了回去。它

扇起翅膀离开，消失在无尽的天空中。 过了一会儿

它又回来了。 这回它围着陷阱转了一圈，怀疑地啄

了啄线，这时被宝石的光亮所吸引，走到盒子的阴

影里。卢多收了线。这天下午她又捕猎了两只鸽子。

把它们都烧着吃了以后，她恢复了气力。 接下来的

几个月内她还抓到许多只。

很久没有下雨。卢多用积在泳池里的水给花盆

灌溉。终于，低沉的乌云组成的冰冷幕帘撕破了，罗

安达人把这幕帘叫作“露水”，雨又开始下了。 玉米

长了起来。 菜豆开了花也长出了嫩荚。 番石榴树上

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 到了这时候，城市的天空中

鸽子渐渐稀疏起来。 最后几只栽在陷阱里的鸽子

中，有一只的右爪上缠着一个指环。卢多发现，那个

指环上绑着一个塑料小圆瓶。 她将其打开，从里面

拿出一小张卷起来的纸，就像抽彩票一样。 她读着

用淡紫色、幼稚但稳定的字体写下的句子：

“明天。 六点，老地方。 小心。 我爱你。 ”

她把小纸条重新卷好，放回小圆瓶里。 她犹豫

了。饥饿在撕咬着她的肠胃。此外，这只鸽子还吞下

了一两颗宝石。 她剩的钻石不多了，而且有的做诱

饵的话太大。但另一方面，纸条引起了她的好奇。她

突然觉得自己有了权力。 一对恋人的命运就在这

里，在她的手上，因为纯粹的恐惧而跳动。她坚定地

抓住了它，抓着这长着翅膀的命运，把它抛回了无

垠的天空。 她在日记中写道：

我在想着那个等待鸽子的女人。 她不信任邮

局———还是说现在已经没有邮局了？ 她不信任电

话———还是说电话也已经停止运转了？ 她不相信

人，这点是肯定的。人性从来没有很好地运转过。我

仿佛能看见她握住鸽子，她不知道的是，在她之前，

它曾经在我的双手里颤抖。 那个女人想要逃离。 我

不知道她要逃离什么。 是这个土崩瓦解的国家，是

让人窒息的婚姻，还是像别人的鞋子一样束缚住她

双脚的未来？我想过要在便条上加上一小句话：“把

信使杀了。 ”

（《遗忘通论》[安哥拉] 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
萨/著，王渊/译，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 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