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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具店的马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这部回忆录是不连贯的，有时甚至有所

遗忘，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如此。 断断续续的

梦使我们禁受得了劳累的白天。我的许多往

事在追忆中显得模糊不清，仿佛已然破碎无

法复原的玻璃那样化作齑粉。

传记作家的回忆录与诗人的回忆录绝

不相同。 前者也许阅历有限，但着力如实记

述，为我们精确再现许多细节。 后者则为我

们提供一座画廊，里边陈列着受他那个时代

的烈火和黑暗撼动的众多幻影。

也许我没有全身心地去体验自己的经

历；也许我体验的是别人的生活。

我写的这些篇章，将像金秋时节的树林

和收获季节的葡萄园那样，从中必定会落下

正在枯萎的黄叶，也会结出将在祭神的酒中

获得新生的葡萄。

我的生活丰富多彩———这是诗人的

生活 。

一

现在，我又见到了特木科，这个位于祖

国南部的城市。 在我漫长的童年时代，它意

味着世间所有现实和所有奥秘。之所以说是

漫长的童年时代，是因为在那些阴雨绵绵的

寒冷地区，年龄是静止不变的。

智利南部的树木得等上几百年才会长

大。于是，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几乎所有的

景致都已被破坏。庄园的主人毫不留情地烧

毁了美妙的古老森林。人类的贪欲推动了这

场规模浩大的破坏活动。他们需要能够迅速

长大的树木。 这是做木材生意的需要。

我童年记忆中的城市留下的东西所剩

无几。 当然了，熟悉的面孔更是几乎一个也

没有。另一群孩子，另一群老人，另一群拥有

陌生眼睛的人。

我只找到了一副熟悉的面孔，我立刻认

出了它，它似乎也认出了我。 那是一匹大木

马的脑袋，摆在村里的老皮具店里。 它的周

围摆满了一成不变的商品：马鞍，拴牛的皮

绳，刺激马儿飞奔的巨大马刺，粗鲁骑士用

的宽腰带。

但是，在那堆迷人的农具里，只有那匹

大木马的玻璃眼珠再次让我着迷。它带着无

尽的悲伤看着我，它认出了那个孩子，他不

止一次环游世界，现在又回来问候它了。 它

和我都已经老了。我们当然有很多话要向彼

此诉说。

二

在五十年前的特木科，生意人会在门前

挂上巨幅图案，以此宣传自己的商品。 从偏

僻神秘的藏身处远道而来的阿劳科人远远

地就能看清楚在哪里可以买到油、 钉子、鞋

子。街角的那把大榔头告诉他们那里有工具

卖。 他们也可以在“锁具”五金店里买到工

具，那家店的标识是一把蓝色的大锁。 鞋匠

把大靴子高高地挂在店里，以便招揽阿劳科

人。三米高的木制调羹和钥匙明白无误地指

点他们在哪里可以买到米、咖啡和糖。

我曾经穿着短裤， 怀着极大的敬意从这

些庞大的标识下走过。 我觉得它们来自一个

大而无当、怪诞而危险的世界，就像邻近丛林

里挂在高耸入云的大树上的硕大蕨类植物和

藤蔓。它们属于让简陋的木屋颤动的狂风，属

于突然开始用烈火的语言歌唱的火山。

而皮具店的那匹马可不是这样。我每天

在上学的路上都会在窗户前停留一会儿，看

看它是否还在。因为它从来不曾被高挂在门

上。它披着货真价实的皮革，马蹄、鬃毛和尾

巴都栩栩如生，它太珍贵了，不能让它暴露

在世界之南的狂风和冷雨之中。 不，它非常

安静地待在那里，为它锃亮的皮毛、一流的

马具而自豪不已。等到我确定它会一直待在

那里，确定它并没有向群山深处飞驰而去的

时候，我终于走进店里，伸出我的小手，抚摸

它温和的脸。 那匹大木马明白，不管是晴天

还是雨天，这个小学生都会来抚摸它。 我常

常在它玻璃眼珠的目光里感受到这一点。

三

这座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仿

佛过去的它已经远去。 拥有冬天色彩的木

屋变成了悲哀至极的水泥大房子。 街上的

人变多了。 停留在五金店门前的马匹和马

车却变少了。 这是智利唯一一座能在街上

见到阿劳科人的城市。 我很高兴现在依然

如此。 印第安女人穿着紫色的斗篷，印第安

男人穿着黑色的彭丘， 那上面有一种奇怪

的白色回纹图案循环往复，如同一道闪电。

过去， 他们只是来买卖一些小商品: 织物、

鸡蛋、母鸡。 现在却有了新的变化。 我要讲

一件让我吃惊的事。

全村人都去了体育馆听我读诗。 那是

个星期天的早晨，大厅里挤满了人，他们的

叫声和笑声此起彼伏。 孩子们都是些了不

得的打断者， 没有哪首诗能经受得住突然

想吃早饭的孩子的叫声。 我走上讲台，观众

跟我问好， 我隐约地感觉到自己竟与那位

攻击了至亲的大希律王有几分相似。 于是，

我听见四周安静了下来。 在这种寂静里，我

听见地球上最原始、最古老、最粗犷的音乐

变得越来越高昂， 那是由大厅深处的一支

乐队演奏的。

为我弹奏、演唱痛苦旋律的是几个阿劳

科人。 历史上谁也不曾目睹过这样的事：我

那些独来独往的同胞竟然参加了一场诗歌、

政治活动，贡献了富有仪式感和艺术感的表

演。 我从没想过我能目睹这样的事，他们竟

然为我做了这样的事，竟然想向我传达某种

信息，这让我更加感动了。 他们用旧皮鼓和

硕大的笛子奏响了比一切音乐更古老的音

阶，我的眼眶湿润了。那乐音既低沉又尖锐，

既单调又令人心碎，仿佛是雨声、狂风或是

在地下殉难的古老野兽的哀鸣。

阿 劳 卡 尼 亚 ———或 是 它 残 留 的 部

分———被深深地打动了，它仿佛正从太古的

梦境中走出，想要融入那个被它拒绝至今的

世界。

田野改变了模样。被残忍烧毁的大片山

峦消失了。 一座座高山只剩下光秃秃的山

顶，尸骨遍地。侵蚀的脚步冷酷无情。另一方

面，南方村镇的许多房子和各式建筑物都被

地震震毁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村镇没有重

建，城市中心、行政中心、高档街区却拔地而

起。在一些新建的、油漆鲜亮的村镇里，白底

上的黑字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本村由美国

人民资助重建。 ”

许多国家的人员抵达智利，无数的救援

物资不断输入，帮助智利熬过最近发生的那

场恐怖的灾难。 但是，只有美国人为那寥寥

几座油漆鲜亮的房屋而洋洋自得。他们当然

不会说出真相了。 仅仅通过开采铜矿，他们

就卷走了一大笔钱，用这笔钱可以重建所有

的城市、所有的马路和铁路、所有的桥梁和

工厂，也就是说，我国历史上的所有建筑。

四

那匹一动不动的老马见证了如此多的

变故 ，我看着它 ，不得不告诉它 ，我也变了

很多。

我的老朋友：我离开这座城市时，写的

是关于爱情、关于夜晚的诗句，写的是关注

自身的诗歌，它们像谷物缓慢生长的种子那

样， 或是像群山底下奔腾的秘密之水那样，

在我内心深处生长。我会告诉你，马儿，我的

诗歌改变过许多回。 它沾染了城市的烟雾，

说出了人们的心声，还被用作武器与旗帜。

我心满意足了，老朋友。

但是，我不想被彻底定性，不想被塞进

我们这个时代教条的匣子里。我想不断地改

变，不断地出生，不断地成长。我想和我有过

的心事一起歌唱 ，和雨露 ，和大地 ，一起歌

唱。 我回到你身边了，老朋友，我想让你知

道，我比所有人改变得都多，可我依然是我。

我用我的眼睛诉说了这些话语，因为我

的嘴已经说不出来了，我想再次抚摸它木制

的脸庞，跟它告别。我发现，在我手触碰的地

方，它脸上的皮肤，它那张裹着皮革的美丽

脸庞上的皮肤，已经老化了，摸上去已经是

木头的质感了。我仿佛是在触碰那匹老马的

灵魂。

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幼年时只有我

会去摸皮具店里的那匹马，但那老化的痕迹

向我证明， 许许多多孩子都曾做过同样的

事。我明白了，许多孩子，许许多多孩子仍会

经过家和学校之间的那条街道。

我明白了，虽然它是一匹旧木马，遗落

在广袤世界的一座偏远村庄里，但它拥有了

温柔，那是孩子们的温柔，他们时常经过那

条引领我们长大成人的长路。

（《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修订版，[智利]

巴勃罗·聂鲁达/著，林光 林叶青/译，南海出
版公司 2020 年 5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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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读闲记》

朱小棣/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0 年 1 月版
在《闲书闲话》《域外闲读》等

作品之后，本书继续秉持“闲”字
系列一贯的风趣幽默， 作者随性
阅读，随笔摘记，以独特的文笔和
感悟，在文学、历史、传记、散文等
类型的经典作品中发掘人生际
遇、 文艺体验、 生活琐事等有意
味、有趣味的片断。

《味蕾深处是故乡》

沈燕妮/主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1 月版
本书是“网易人间”非虚构写

作平台关于美食记忆的征文精选，

诠释了从“30 后”至“00 后”的味
觉记忆，呈现出过去几十年来民间
美食的多元化和丰富性。带着南北
迥异的方言和油烟注入饭菜里的
情感，足以让人们在奔向星辰大海
的途中，深深眷恋。

《简·奥斯丁传》

[英]克莱尔·托马林/著
周春塘/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5 月版
简·奥斯丁一生创作了六部

为世人所钟爱的小说， 却没有留
下日记或其他传记材料， 仅有一
些与家人间的通信也大多被损
毁。作家采用烘云托月的方式，以
迂回的笔法不断接近真实的奥斯
丁， 勾勒出作家所生活的年代的
诸多细节以及对其作品的意义。

诗人真诚而自然地把一个个生活片段，缓缓铺陈拼合成自己丰富多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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