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箭正离弦: ?野草〉全景观》

阎晶明/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年 9 月版

“箭正离弦”是作者对《野草》

营造的环境、氛围，情感流动的起
伏、张力，以及鲁迅思想的玄妙 、

精微所做的概括。 本书从《野草》

的本事缘起，考察《野草》的成因，

也从诗性和哲学以及艺术表达的
角度，探讨鲁迅对本事的改造、升
华和艺术创造，还试图从《野草》

的发表、出版流变，观察《野草》的
传播史。

《浮世绘》

潘力/著
浦睿文化·湖南美术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版
浮世绘是流行于日本江户时

代的版画艺术，被誉为“日本民俗
的百科全书”。本书清晰地讲述了
浮世绘 300 年的兴衰史 。 鸟居
派、 歌川派等 7 大流派的来龙去
脉，喜多川歌麿 、葛饰北斋等 31

位大师的生平故事与艺术成就 ，

《歌撰恋之部》《富岳三十六景》等
200 多幅经典作品的风格解析 ，

都在书中得到了完美展现。

《郭初阳的语文课》

郭初阳/著
乐府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 年 10 月版
本书是新生代语文教师郭初

阳的课堂实录。全书共分十一册，

其中一到十册为课堂还原， 第十
一册为评述集。 各册大体依难易
程度排列，精确到秒的课堂还原，

供孩子进行互动式的、 自主式的
学习。 要不要给喊“狼来了”的孩
子戴上口罩？ 《项链》是怎样颠覆
《灰姑娘》的？……这些问题，都可
以在书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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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土有一股香甜的味道———据说有毒，因为

它们是被风从每位农民土地上的家族坟冢上吹

出来的；有些人戴上口罩以避免吸入。 茶的味道

有两种———要么非常淡，清水中漂着淡绿色的小

枝；要么有浓烈的腥味，深棕色。 由于车轮不上

油，独轮手推车发出杀猪般的尖叫，“因为嘎吱声

比较便宜”。旅馆夜间打麻将的声音。无论从哪个

角度，都可以看到点缀在风景上的蓝色身影———

蓝衣男人、蓝衣女人、蓝衣孩子。 还有笑容，你被

笑容包围———难道他们毫不费力就能一直把嘴

咧成那个样子？ 你也报以笑容，笑得脸疼。

尽管坐汽车时有过几段疯狂的旅程，我记忆

中的交通是缓慢的。 已经误点了好几天的慢速

火车，会突然停车好几个小时，然后毫无征兆地

突然重新开动；如果你离火车太远，就会被扔在

一个偏僻的地方。 沿着像花园小径一样狭窄的

鹅卵石路痛苦地缓慢行走。 骑着毛茸茸的小马

在雨中缓慢地前进。 坐在轿子上被缓慢而小心

地抬下几乎垂直的山路， 此时连你自己的恐惧

也是慢速的。 坐在轿子上被人抬着，或是坐在黄

包车里被人拉着，由此创造出的人际关系令威斯

坦和克里斯托弗都觉得不体面。 人是没有权利

这样使用人力的，他们说。 但当脚痛到一定程度
时，他们唯有放下顾虑。 在这些时候，轿夫、车夫

的强壮和热情更令他们感到羞耻，尤其是有时候

其中一个轻盈挺拔的身影转过来，你会看见一副

年轻的躯干支撑着一张布满皱纹的衰老面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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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期间，两人引发了许多好奇与欢笑。 威

斯坦戴着一顶羊毛帽， 穿着一件大到看不出形

状的大衣，脚上穿着一双绒毡拖鞋，以安抚他的

鸡眼。 克里斯托弗戴着一顶贝雷帽，穿着高领毛

衣，蹬一双超大号的马靴，这鞋让他的脚起了水

泡。 威斯坦的穿着很自然。 克里斯托弗则有意装

扮成一位战地记者。

他或许看起来像那么回事———记者也可以

有点儿荒唐可笑， 但他一定经常因为紧张而暴

露了自己业余者的身份。 空袭的威胁让他不敢

合眼，尤其是在火车上。 如果他们接到通知需要

离开火车寻找掩护， 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慌张起

来。 威斯坦从不慌张。 在潼关，火车必经之处的

黄河对岸就有日本人的大炮，克里斯托弗为此采

取了预防措施，他坚持把车窗打开，以防爆炸时

碎玻璃溅射。

克里斯托弗总是更容易被危险的预兆而不

是危险本身所困扰。 他第一次看到空袭时，感到

的是敬畏而不是恐惧———伴随着敬畏而来的是

兴奋。 他敬畏的是绝对的、 没有人情味儿的敌

意。 这些飞机过来只是为了毁灭。

探照灯的光束纵横交错；突然间，它们出现

了，在高空贴得紧紧地飞着。 仿佛一台显微镜将

一个致命病菌捕捉于其焦点之上。

接着，随着高射炮的轰鸣，曳光弹升上天空，

建筑燃起熊熊烈火，轰炸产生的冲击震荡使克里

斯托弗喘不过气来，他只感到一种剧烈的生理兴

奋；“我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像鱼在扑腾”。 他描述

这壮观场面时称它是“错误的，对自然的一种侮

辱”， 但他也承认， 它 “像贝多芬的乐曲一样精

彩”。

遇到这种情况，威斯坦就会说：“什么都不会

发生，我知道，这种事从来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

他那平淡的、 毫无道理的保证激怒了克里斯托

弗。 然而他们在一起时，克里斯托弗确实找到了

一种同样毫无道理的安全感。两人的友谊似乎比

这个国家和这场战争更真实，比他们周围的一切

都更加真实。 他们几乎可以想象自己坚不可摧，

就像火星人一样———在那些火星人造访地球的

故事里，他们有时候就是坚不可摧的。

他们遇到过真正可能致命的险境吗？也许有

两三次吧。 火车经过潼关时，他们的车厢确实有

可能被炮弹击中；日军经常朝火车开炮，虽然他

们很少造成太大的破坏。还有一场发生在汉口的

日间空战，威斯坦和克里斯托弗就仰面躺在英国

领事馆的草坪上观看。（这是威斯坦的主意，这样

可以避免脖子僵硬。）在战斗中，某种炸弹确实击

中了离他们很近的地面。然后就是他们去韩庄前

线的经历。 中国军队开始轰炸日军，日本人开火

还击。 接待方要求威斯坦和克里斯托弗撤离。 当

他们穿过战壕后方的大片空地时，几架日本飞机

出现了，在低空盘旋。 护送威斯坦和克里斯托弗

的士兵要求他们卧倒，尽管那里根本没有任何掩

护。 他们的生命现在完全取决于日军飞行员，如

果日本人心血来潮， 他们就很可能被机关枪打

死。不过什么都没发生，只有威斯坦在拍照，还对

克里斯托弗说：“你看上去棒极了，你的大鼻子在

夏日天空映衬下棱角分明。”说完，他穿着绒毡拖

鞋的双脚就不耐烦地蠕动起来， 他想无视敌机，

赶快去前面那个村庄，午饭正在那里等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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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中国之行是威斯坦和克里斯托弗人生

中最长一次的持续相处。 日复一日，他们赤裸裸

地暴露在彼此面前。 但只有在两人发生摩擦时，

他们才意识到这一点。

威斯坦指责克里斯托弗在事情不如意时总

要生闷气。克里斯托弗的专制和愠怒有时会惹恼

威斯坦， 但更多时候他温厚而幽默地忍受着，他

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忍受的：

谁是那个长相滑稽的青年，矮墩墩还有颗沉
重的大脑袋，

像骑兵少校和一本正经女房东的结合体，

坐在那儿抽着烟？

如果整个宇宙都不服从你的命令，

你就跺你闪亮的小皮鞋，

你就噘起嘴来，

以家为傲的房东老太太。

偶尔我能把你摇醒。

（这是一首诗的节选， 基本上是很亲热的调

子。 前一年威斯坦送给克里斯托弗一本书，把这

首诗题在了上面。书是戴·赫·劳伦斯的诗集《鸟，

兽，花》，因此威斯坦模仿了劳伦斯的风格。 ）

威斯坦很清楚克里斯托弗性格中阴暗的一

面，他承认这令他对克里斯托弗更着迷，而不是

更排斥。克里斯托弗写道：“威斯坦有一次几乎以

钦佩的语气对我说，我是他见过的最残酷、最无

耻的人。”我觉得威斯坦残酷不起来，但他有一种

受虐倾向，可能会招来他人的残酷。

（《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同类》 克里斯托弗·伊
舍伍德/著，陶凌寅/译 ,?海译文出版社 2020 年
11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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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裔美籍作家伊舍伍德的自传体代表作。小说记录了伊舍伍德在一九三〇年代游历
欧洲的见闻。主人公以“外乡人”“少数派”的冷静边缘视角，记录下二战自酝酿到爆发期间
的种种乱象。 包括纳粹阴影笼罩下沸腾着各种罪恶、混乱、暴力，一派末世景象的柏林城；

与工人男孩海因茨的一段甜蜜而无望的感情；与奥登同行，在中国生死悬于一线的战地见
闻；以及浪迹欧洲期间在文学圈、电影圈的趣闻轶事，与毛姆、福斯特、伍尔夫、托马斯·曼
一家、布莱希特等名人的交游。 伊舍伍德极为擅长精确地捕捉人格特质，这一切构成了专
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人物图谱。 其作品带有浓郁的自传色彩，构成绝妙的社会讽刺寓言。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

（1904—1986）英裔美国作家。

1924年入剑桥大学，一年后辍

学。 1930—1933年侨居柏林。

1938 年与诗人奥登一起游历

中国， 并合著 《战地行纪》。

1939年与奥登一起移居美国。

代表作《别了，柏林》和《诺里

斯先生换火车》合称为《柏林

故事集》， 被美国国家图书馆

与《时代》杂志评入“二十世纪

一百部最佳英语小说”。 另有

小说《单身男子》等。 多部作品

被改编为电影并获多项国际

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