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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果麦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7 月版
文学泰斗托尔斯泰从 1874

年开始写日记，止于 1910 年，写
了 64 年， 这本书选取了他在世
最后一年、 也就是 82 岁那年写
下的日记。 这些日记呈现了托翁
的生活：每天散步、玩牌、骑马兜
圈子的日常， 开心或者不开心的
情绪，每天发生的有趣的事情，以
及修正书稿、 回复读者来信等事
项， 日记中可见老人依旧旺盛的
精力和清晰的头脑。

《骑士的献祭》

那多/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6 月版
作家长篇悬疑新作。 一桩残

忍的杀人案， 背后是一出尘封多
年的家庭悲剧。 世情的荒原中有
一道闷雷贴着地黯然远去， 一位
父亲走到了决死时刻……案犯早
已揭晓，但作案的背后动机、案件
之后萦绕不去的 “续篇 ”，以及一
场终极意义的 “献祭 ”，使得作品
在紧凑精彩的故事情节之外 ，更
添一层人性的悲凉。

《风中的旗帜》

贾兴安/著
花山文艺出版
2020 年 7 月版
一部表现我国当代农村现实

题材的长篇小说，讲述一个基层乡
党委书记为改变农民现状和命运
的奋斗故事。作品高度介入当下农
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

描绘和再现了皇迷乡党委书记王
金亮带领乡干部和父老乡亲“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的创业征程，描绘
出一幅乡村振兴战略在深山区落
地生花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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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气味一股股涌来，苦，腥涩，麻辣，要是耐

下心来细细地闻， 却又有种植物的清新之气在其

中浮动， 那股清新之气好像从万重苦难中挣扎出

来的一线不绝于缕的希望一样， 令张洁不由得抽

动鼻子，小心翼翼地捉住它不放。这时她就不由想

起“命悬一线”这个词，她的命，似乎就悬在这虎狼

药中若隐若现的一缕清新苦气上。

这是萦绕在她少年时代整整两年里的气味，

张洁本以为此生再也不会闻到它了。 她还记得从

医院回家来的那个清晨， 家里其他人都扑到床上

就睡了， 只有她独自从厨房里拿起浸透了乌黑的

药汁、变得又黑又脆的药钵头，扔到弄堂底的那只

公共垃圾箱里去。她还记得它“夸嗒”一声脆响，在

清晨空无一物的垃圾箱里干净利落地碎掉。 生命

真是短促， 张洁还清晰地记得在那个五月清爽的

早晨，垃圾箱底部传来的那一声脆响，那曾是她一

生中听到的最令人愉快的声音。

自从张洁决定回国来尝试中药， 她就时时能

突然在什么地方听到陶罐摔碎的声音。是的，生命

真短促 ， 而遗传又是如此缺乏想象力 ， 如此的

GPS。 张洁在那一团沉重的苦气中很快就分辨出

主泄的药沸腾时强烈的苦与酸涩， 和主扶的药在

沸水中散发的苦与微甘， 还有用来以毒攻毒的虎

狼药压倒一切的、充满腐蚀性的臭气。她想起那些

又凉又黏糊、在手里很难抓住的癞蛤蟆，那些突出

在眼皮下滴溜溜乱转的眼睛， 在被她活剥的过程

中，有时会突然流出一滴冰凉的血来。癞蛤蟆的皮

用文火烤干，用石磨碾成粉，装在白纱布的小袋袋

里，投入煮沸的药汁里，渐渐，药汁就发绿了，变得

有些腥臭。

然后端去给母亲。

母亲最喜欢在露台上躺着， 原来那里离中药

味道最远。 吃只芦柑，将中药味道压压。 青青毫不

犹豫地推荐自己买来的芦柑。 说着，就剥开一只。

新鲜的橘黄色的皮， 在被剥开时被挤压出的

水汽，形成一股股小小的雾气，那是散发着清冽香

气的雾气。 青青特地跑到久光百货地下的日本超

市去买，就是图它的新鲜。 张洁从小喜欢吃橘子，

但癌症病人不能吃热性的水果， 所以她特地买了

芦柑，它是温性的。 还记得你小时候吗？ 青青一边

剥芦柑一边说，你恶作剧时，就拿两个指头捏碎新

鲜橘子皮，让皮里飙出来的辣水飙到别人眼睛里。

张洁摸着自己手背上的痂， 节节疤疤隆起的

血管边，密密麻麻排列着十几个尚未消失的针眼。

这些沿着血管而去的细小的痂， 摸上去就像一小

撮细砂。化疗结束后，她一直难以完全睁开浮肿的

眼皮，下眼帘却紧绷绷地往上顶来。她一直觉得自

己好像只有原来一半的视野了， 好像从一个万花

筒里看出去，世界万物都变得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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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妈妈生病后， 青青妈妈搬了一箩好不容

易买到的黄岩蜜橘来探病，就和青青现在一样。青

青妈妈当场就剥开一只， 赶着要将水果喂进病人

口中。 好像这样，她才能完成一个探病者的任务，

良心也就因此得到了安慰。

母亲当年也没说话，只是不张开嘴。现在想起

来，母亲心里是恼了。 青青和她妈妈，她们凭什么

以为自己送来了东西，别人就该翘首以盼。

你现在这样子，真像你妈。 张洁侧过脸来，看

着青青。

青青断然否认。瞎讲，所有的人都说我长得一

点也不像我妈。连我妈自己也这么说，她说我长得

丑，一点也不像她。 你忘记了？ 她从小就这么说。

青青还想说，其实你才像足了你妈妈，里里外

外都像足了你妈妈。 但这句话在青青心里打了个

转，又放回肚里去。

但张洁不肯放过青青。 你刚刚从门口暗处进

来，真好像是你妈妈当年走进我家来看我妈。张洁

继续打量着青青，你的面孔变得好白呀，真像个享

清福的太太。 她点评着。 而且，你也有个与你妈当

时一模一样软乎乎的肚子。 你妈总穿一件秋香绿

的旧绸衫，整个人像青团那么软。小时候你真的不

像你妈，不过现在你们长得越来越像。

你觉得像，只是因为我们现在都到了那时候我

们妈妈的年龄。 我妈那时脾气多坏，一动就暴跳如

雷。 现在我就不这样。 那时候你几岁？ 十六岁吧，你

被你妈赶到厨房里罚站， 我记得你咬牙切齿跟我

说，这辈子你当不当名人无所谓，去不去美国上学

也无所谓，有没有钱更无所谓，你拼命也得实现的

愿望，就是永远都不要像你妈。 张洁浮肿的脸上，

鼓出半个笑容，好像讽刺，又好像赞叹。

你还记得这些？ 青青说，我一直都这么想，这

是我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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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母亲那暄软雪白的下腹部上有一长道

微微发亮的刀疤 ，要是细看 ，刀疤两边有小钉子

似的圆疤，那是羊肠线留下的疤。 当年，母亲生青

青时难产，要不剖腹取子，她们母女就会死。 那时

剖宫产的刀疤都是竖着的，沿着小腹中间的那条

淡褐色的腹肌连接线剖开 。 刀疤靠近肚脐那一

端，深深凹进去，好像另一个肚脐似的。 那里曾是

羊肠线打结处，拆线后，那里又裂开了一个小洞，

母亲说 ，当时从那个洞里 ，都看得到淡黄色的皮

下脂肪。 靠着自己酒精消毒，伤疤慢慢长好了，长

成一只下陷的洞。

到青青生育时，产妇们都想剖宫产，以为自然

生育会撑松骨架，以后影响身材。但青青斩钉截铁
地说，就是从此变成一只柏油桶，也要自己生。

到我自己有了孩子，我才知道，我实际上就是

跟我妈不一样，我知道我妈对我说的那些刻薄话，

我是绝不会对我的孩子说的。我跟她根本不一样。

你那时与你妈妈斗法，真像有阶级仇、民族恨

一样啊。 张洁说。

你知道我家虹虹对我抱怨什么？ 她说她过青

春期时，谈恋爱，打耳洞，不论做什么，我都不肯反

对。 所以，她没有反抗对象，就好像没过青春期一

样，太遗憾。

我只能说，虹虹啊，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张洁笑嘻嘻地看着激动的青青， 等青青说完

了，她才轻轻说了句，你采用的手法，不过是凡你

妈当年做过的事，你都只做它们的反面。每个硬币

不是都由两面组成的么？

我生病后， 老是忍不住想起当年我妈的所作

所为。 我们实在是太像了，对吧。 我有些当时不理

解的，现在多少能理解了。我常在心里说，哦，原来

妈妈会这样想。 张洁说。 当年我妈从来不问病情，

医生叫我出去说病情，妈都在枕头上将脸转过去，

不看我们。

我开完刀，医生马上就来告诉我，他说，我很

遗憾，癌症已通过淋巴系统转移了。 他说，让我来

解释给你听，一，二，三，四，好像上解剖课，不听都

不行。 听完以后，我都不敢碰自己的身体，好像那

根本就不是自己原来的身体。躺在墨尔本家里，我

倒一下子就找到了我妈当年放任的理由。 你知道

这是什么？ 就是这个身体已经不是我的了， 我自

己，张洁说着咚咚地拍着自己的胸脯，与我的身体

不是一码事。

你不要这样看我，我又没疯。 张洁伸手在青

青面前晃了晃。 其实这挺好的，想到我妈当年，我

就不觉得这种分裂的想法这么奇怪，也不会那么

孤独。

张洁一边说，一边在心里吃惊地想，咦，自己

突然就想开了。

张洁能感到， 自己心里有只气球一样浮沉难

宁的东西，此刻噗一下软下来，变成碎片，沉入心

底。 这就是所谓的想开了。

青青打量着张洁，不知如何接她的话头才算

妥当 。 是的 ，张洁不再反抗了 ，实际上她也反抗

不了。

（《白雪公主的简历》陈丹燕 /著 ，浙江文艺出
版社 2020 年 8 月版）

陈丹燕，上海作家，创

作领域覆盖儿童文学 、都

市文学、 非虚构纪实创作

以及漫游世界的行旅文

学，以及参与电影制作。 近

年来主要作品有 “陈丹燕

旅行汇系列” 和 “上海系

列 ” （《上海的风花雪月 》

《上海的金枝玉叶 》《上海

的红颜遗事》）。2016 年，陈

丹燕被塞尔维亚旅游局任

命为 “塞尔维亚旅游形象

大使”。 她拍摄的作家旅行

电影《萨瓦流淌的方向》也

是中国与塞尔维亚两国初

次合拍的电影。

陈丹燕长篇小说新作。 在关于“悬丝”“镜子”“蛇果”的故事里，生活的形态是一只中国套
盒，一个故事套着一个故事，一个人物的出现牵扯出另一个人的故事的发端。 一个木偶表演
者，一个云爱好者，一个月季培植家，在三段如洋葱般层层剥开的故事中，作者采用主叙述与
分镜头叙述结合的讲述路径，在分镜头的叙述中用自己真实拍摄的照片串联起一段段关于亲
情、爱情的人间故事。 文字和图像给予的想象空间彼此限制又彼此启发，打开了小说的另一种
叙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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