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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向星空深处》

[美]蒂莫西·费里斯/著
迟讷/译
译林出版社
2020 年 8 月版
皇后乐队吉他手布赖恩·梅怎

样一边研究行星际尘埃，一边写歌？

彗星猎人戴维·列维用什么器材发
现 23 颗彗星？ ……自古以来，无数
观星者用毕生的热情和好奇去测
量宇宙 、了解自然 ，奠定了当代天
文学的基础。 作者在本书中讲述了
他们探索星空的故事， 并以专业、

隽永的笔触带领读者浏览从太阳
系行星到遥远深空的宇宙图景。

《名作家和他们的衣橱》

[英]特莉·纽曼/著
林燕/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年 7 月版
贝克特最爱其乐牌袋鼠靴，两

件套、衬衫式连衣裙搭配珍珠项链是
普拉斯对抗世界的盔甲……50位名
作家，80张照片，作者逐一打开作家
们的神秘衣橱，捕捉文学与时尚交汇
的惊喜瞬间。 本书不仅包括 30篇文
学与时尚的跨界侧写，还特别探讨了
作家的眼镜、西装、胡须、头发、帽子
等，如何成就其经典公众形象。

《回忆、梦、思考：荣格自传》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
于玲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 年 7 月版
1957 年春天，荣格已经 81 岁

了 。 他接受邀请来讲述自己的一
生。 在此期间，他不断地与同事兼
朋友阿妮拉·贾菲交流， 并委托她
记录、整理这些谈话。 他不停地修
改本书，直到 1961 年 6 月 6 日去
世前不久。 这些记录他思想旅程的
文字 ，描写了他的困惑 、疑虑与沮
丧，呈现出一部深具思想史意义的
独特自传。

七
个
疯
子

[

阿
根
廷]

罗
伯
特·

阿
尔
特

本书描述了男主人公在社会底层挣扎的过程。故事集中在三天时间，各色人物纷纷登
场，由一件绑架案折射出上世纪 20 年代阿根廷乃至拉美的社会现实生活。 作家对主人公
进行了大量的心理描摹，并通过其眼睛透视身边的现实和种种人物，其混乱怪诞之感，体
现了魔幻现实主义风格。

罗伯特·阿尔特（1900—

1942)，出身于阿根廷普鲁士

移民家庭， 成长于城市拥挤

的廉租房。 16 岁离开家后，

他当过书店职员、铁匠学徒、

油漆工、焊工等，直至于布宜

诺斯艾利斯 《世界报 》任职 。

作为一位记者， 阿尔特描绘

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丰富而生

动的生活；作为一位发明家，

他获得了防止女性丝袜滑落

的专利。 1942 年，阿尔特急

病去世，有《七个疯子》《喷火

器》《愤怒的玩具》 等小说和

戏剧作品数部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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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开经理办公室磨砂玻璃门的那一刻，

埃尔多萨因就想要退缩；他知道自己完蛋了，但

为时已晚。

等待着他的是经理，矮壮的身材，野猪头，

灰头发剪成“翁贝托一世”的模样，鱼一般的灰

色瞳孔发出严厉的目光、会计瓜尔迪（瘦小，舌

灿莲花，目光犀利）和副经理（野猪头经理的儿

子，三十出头的英俊单身汉，头发全白，外表看

起来愤世嫉俗，嗓音嘶哑，目光像他父亲那样咄

咄逼人）。 经理埋头在看账簿，副经理躺在安乐

椅里，腿搭在椅背上摇晃，瓜尔迪先生毕恭毕敬

地站在写字台边， 三个人谁也没有回应埃尔多

萨因的问好。 只有副经理抬起了头：

“我们接到举报，说您偷了我们六百比索。”

“六百比索零七分。 ”瓜尔迪先生一边将吸

墨纸放在账簿上经理刚签过字的地方， 一边补

充道。 于是，经理仿佛费了好大劲儿似的，转过

他牛一般的脖子，抬起头来。他的手指套在背心

的扣眼儿里， 半闭着的眼睑之间发出敏锐的目

光， 不带怨气地看着埃尔多萨因憔悴且呆板的

面庞。

“您怎么穿得这么破烂？ ”他质问埃尔多萨

因。

“收款员的工资少得可怜。 ”

“您偷走的钱呢？ ”

“我没偷钱。 那都是谣言。 ”

“那么，您愿意交出账目咯？ ”

“如果你们需要，今天中午就可以。 ”

这句回答让他暂时得以喘口气。 三个男人

交换了一下眼神，最后，副经理耸了耸肩，在他

父亲的默认下，说道：

“不用……您的时限到明天下午三点。把账

簿和收据都带来……您可以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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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定太让他惊讶了。 他悲哀地呆立在

那儿，看着他们三人。是的，看着他们三人。他看

着自称社会主义者但却对他无尽羞辱的瓜尔迪

先生，看着傲慢地盯着他褴褛的领带的副经理，

也看着僵硬野猪头的经理从半闭着的眼睑之间

向他发出愤世嫉俗且猥亵的灰色目光。

然而 ， 埃尔多萨因站在那里 ， 一动不动

……他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 但不知道该怎么

说 ， 他想让他们明白压在他生活上的巨大不

幸；他呆在那里，悲哀地立着，黑色的保险箱在

他眼前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 ，他感到自己的

背越来越弯曲，同时手指紧张地卷起黑色遮阳

帽的帽檐，目光愈发鬼祟，愈发哀伤。 接着，他

突然问道：

“那么，我可以走了吗？ ”

“可以……”

“我的意思是，我今天可以领工资吗……”

“不可以……把所有的收据都交给苏亚雷

斯 ，明天下午三点带着所有东西来这里 ，不要

忘了。 ”

“好的……所有的……”然后他转身，没有

告辞就走了出去。

他从智利街一直走到科隆大道。 他感到被

逼入无形的绝境。 阳光将倾斜街道内部的污秽

暴露无遗。各种各样的念头在他的脑袋里翻腾，

要想把这些念头理清楚也许要花上好几个钟头

的时间。

后来，他想起自己竟然没问问他们，究竟是

谁告发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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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自己是个小偷。 但他不太在意自己

被贴上什么标签。 也许“小偷”这个词并不能体

现他的内心状态。是另一种感受，是一个形成了

回路的沉默，像一根钢柱般插入他的脑颅，让他

对与自己的苦难无关的事物毫无知觉。

这个沉默且黑暗的回路打断了埃尔多萨因

思维的连贯性，在推理能力退化的情况下，他无

法将叫作家的地方与那个被称为监狱的机构联

系起来。

他像发电报那样思考 ，省去介词 ，这让他

精疲力竭。 在那些死气沉沉的时光里，他完全

可以不露痕迹地犯下任何一种罪行。 当然，法

官是无法理解这个现象的 。 但他的内心已被

掏空 ，他不过是一具空壳 ，在惯性的作用下机

械地移动。

他继续去糖厂上班并不是为了偷更多的

钱， 而是因为他在等待着某件不寻常的———非

常不寻常的———事情的发生， 让他的生活发生

意料之外的大转变， 把他从即将来临的灾难中

解救出来。

他日复一日地像梦行者一样游走在这梦境

般让人忧虑的氛围中。 埃尔多萨因将它称之为

“痛苦区”。

在埃尔多萨因的想象中， 这个区域位于城

市上空两米的地方， 其图示类似于地图上的盐

田或沙漠，是由许多黑点形成的椭圆，黑点如鲱

鱼鱼子般密密麻麻。

这个痛苦区是人们受苦受难的结果。 它像

一朵有毒的云，缓缓地从一点滑到另一点，穿过

墙壁， 越过建筑， 却能保持它扁薄且水平的形

状； 二维的苦痛将喉咙割断后， 留下抽噎的余

味。

当埃尔多萨因第一次因绝望而感到恶心

时，他就是这样向自己解释的。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他问自己，也许

是想要弄清自己焦虑的源头 ， 那焦虑让他渴

望明天不再只是今天在时间上的延续 ， 而是

某种完全不同 、出乎意料的东西 ，就如同北美

电影的情节发展一样———在那里 ， 昨天的乞

丐在今天突然变成某个秘密社会的老大 ，而

昨天普通的打字女孩在今天则是隐姓埋名的

百万富翁。

这种无法被满足的对奇迹的需求———因为

他是一个失败的发明者， 一个即将被关进监狱

的罪犯———为他随后的担忧带来一丝挫败的酸

楚，像嚼过柠檬的牙齿一般刺涩。

在这种情况下，荒诞的想法也随之而来。他

甚至想象到，有钱人在厌倦了不幸者的诉苦后，

建起由马车拉着的大铁笼。 精心挑选的强壮的

刽子手用捕狗的绳套套住不幸的人， 埃尔多萨

因清晰看见这一幕场景：一位身材高大、披头散

发的母亲，追着笼子奔跑，她独眼的儿子在铁栏

后面冲她大喊，直到“看狗人”听烦了叫声，用套

头狠狠打她的头，将她打昏过去。

（《七个疯子》[阿根廷]罗伯特·阿尔特/著，欧
阳石晓/译，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8 月版 ）

精彩点评

他的视野与布宜诺斯艾
利斯那一帮家伙昏暗而偏缘
的视野从不可同日而语。

———胡里奥·科塔萨尔

阿尔特无疑是一位伟大
的作家……他是拉美第一位
真正的都市小说家……这就
是激发文学创作的力量。

———《卫报》

如果这些海岸上有人能
被称为文学天才的话， 那一
定是罗伯特·阿尔特……我
在谈论一个将在时间长河中
留下名字的小说家……难以
置信， 他还不为当今大众所
熟知。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