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
说 輥輲訛悦 读 · X I A O S H U O ·2021.1.7

责编/?小平 技编/黄 海
E-mail:fuxp@whb.cn

《耶利哥的玫瑰》

[俄] ?宁/著
冯玉律/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 年 12 月版
俄罗斯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蒲宁的游记随笔集， 在这本书
里， 蒲宁塑造了诸多生动形象的
人物， 描写了自然景色的和谐优
美， 表现心理的深刻令人叹为观
止。在游览世界的同时，他还积极
地探索古老文明的源头和人类社
会生存、发展的规律，因此本书除
了体现蒲宁文学上的成就， 同时
还具有极高的社会人文价值。

《文学为什么重要》

[?]罗伯特·伊戈尔斯通/著
修佳明/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11 月版
几个世纪以来， 学者们一直

试图就“文学”提出有效的定义而
未果。 作者称文学是一场跨越时
空的 “活对话”，不仅是与作者和
我们自己的对话， 也是与所有曾
经和将要阅读、 讨论这部作品的
人的对话。 这种对话为我们提供
了一种宝贵的反思和批判精神 ，

提供了一种无法被科技进步淘汰
因而愈发显得宝贵的技能。

《阿拉·古勒的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阿拉·古勒/? 帕慕克/序
邓金明/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11 月版
阿拉·古勒之于伊斯坦布尔，

如海伦·莱维特之于纽约 ， 罗伯
特·杜瓦诺之于巴黎，森山大道之
于东京。酒馆里出神的客人、贫穷
但快乐的渔民、雾气迷蒙的街道、

在天空摇曳生姿的煤烟……全书
精选古勒拍摄的 153 张有关伊
斯坦布尔的黑白照片， 记录上百
万人的城市记忆， 见证半个世纪
间的日常生活和不朽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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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少年蔡骏遇到神秘同龄人张海， 蔓延出诡异的友谊与恩怨， 同为春申厂工人子
弟，秘密探索工程师遇害之谜，寻找消失的厂长，却目睹古老工厂灰飞烟灭。

时光凋零，物是人非，两人在葬礼后重逢，拾回“把厂长捉回来”的执念，蔡骏在亡魂
“托梦”指引下，带领一群退休老工人开始跨越大半个中国，乃至半个地球的惊心动魄的真
相之旅……以自小生活的城市上海为舞台，蔡骏在长篇新作中演绎一场时间距度达 20 年
的“活话剧”。

蔡骏，作家、编剧。 已出版

《无尽之夏》《镇墓兽》《谋杀似

水年华 》《最漫长的那一夜 》

《天机》等三十余部作品。 曾获

梁羽生文学奖杰出贡献奖、郁

达夫小说奖提名奖、《上海文

学》奖等奖项。 作品被翻译为

英、法、俄、德、日、韩、泰、越等

十余个语种。 数部作品被改编

为电影、电视剧、舞台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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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快要过去，老毛师傅带了外孙，到我家

里做客。 张海穿一件灰衬衫，黑裤子，白球鞋，身

上清汤寡水。是夜，我妈妈在市委党校学习。看到

师傅祖孙到访，我爸爸格外殷勤，先敬一支中华，

再介绍客厅酒柜，我妈妈的三八红旗手，优秀纪

检干部奖状。“钩子船长”参观过餐厅，两个卧室，

两个卫生间，一个储藏室，最后到书房。老头啧啧

称叹，全厂在职，下岗，退休职工，无人比得上我

家，保尔柯察金还住新客站北广场，太阳山路棚

户区，三代同堂，老小八口人，窝了九个平方米，

一个人放屁，全家门熏死。相比我家这套房子，老

厂长家也稍逊风骚，解放前，资本家也不过如此

嘛。 听到这种夸奖，我爸爸如坐针毡。

沙发上坐定， 老毛师傅喷出一句扬州话，辣

块妈妈，世道不好 ，恶人当道 ，要是老厂长还活

着，小海老早顶替我进厂了。 我爸爸说，师傅啊，

老黄历了。我爸爸跟老毛师傅，讲得有来有回，我

在旁边偷听，原来张海要捧铁饭碗，只有厂长讲

了算。 老厂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新厂长“三浦

友和”临危受命 ，生不逢时 ，接下春申厂的烂摊

子。 上个礼拜，我爸爸带了张海，提了两条中华，

登门造访。 厂长不肯收礼，还讲现在是 1998 年，

不是 1988 年，更不是 1978 年，工厂铁饭碗，早已

打碎一地，成了渣，不如搪瓷碗，不如塑料碗，厂

里九成工人下岗，发工资东拼西凑，岂有进人名

额。 我爸爸说，国有工矿企业，哪怕下岗了，再就

业了，但是劳保，医保一样不缺，党支部，工会还

关心你，逢年过节，发点年货，这便是全民所有制

的好处，要是无业游民 ，个体户 ，饿死都没得人

管。 厂长说，张海要进春申厂，只有一个办法，就

是当临时工，没身份，没劳保，没医保，等于三无

产品。我爸爸左思右想，别无他法，厂长已仁至义

尽，天都快塌了，哪里还能挑三拣四。 临时工，虽

不是铁饭碗，总赛过待业做流氓吧。 厂长批了条

子，张海捧上这份塑料饭碗，当了我爸爸的关门

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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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子船长”抬起右手，搂了张海说，外公没

得用，这只手啊 ，连只螺蛳壳都捏不牢 ，从今往

后，你跟着师傅，听师傅话，学好手艺，有口饭吃，

还能讨媳妇。我爸爸说，哪有奈么大规矩。老毛师

傅一本正经说，老规矩是要讲的，旧社会啊，进厂

做学徒，必定要给师傅下跪磕头，拜师礼，上三支

香，杀一只鸡，指天发誓，背叛师门，天诛地灭，白

刀子进，红刀子出，全家杀光。 老头讲得吃力，气

喘吁吁，抽一支烟说，小海初中毕业，刚从江西回

到上海，不进春申厂，必在外头鬼混，挨杀千刀，

只有他当上工人，我才能安心翘辫子，要不然，进

棺材都不安宁，到了阴间，还得拆了阎罗殿，继续

革命。说罢，老毛师傅跟我爸爸回客厅，吃烟吃茶

去了。

中国象棋规则，老帅跟老将不能碰头，我跟

张海单独相处，红中对白板，反而尴尬。我便介绍

起书架，其中一百多本，是我妈妈藏书，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 八十年代 《收获》《当代》《人民文

学》，中文本科自学考试教科书。我自己大约有两

百本书，《中国通史》《欧洲中世纪史》《第三帝国

的兴亡》《中国抗美援越秘闻》。最近几年全套《军

事世界》《舰船知识》杂志。我问张海，你平常看啥

书？张海说，卫斯理算吗？我说，算。张海说，卧龙

生，云中岳算吗？我说，读过金庸吧？张海点头，报

了一长串书名 ，闻所未闻 ，不在 “飞雪连天射白

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之列 ，大概是 “金庸新 ”或

“全庸”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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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写字台上 ，摆了一组线圈 ，两只电容 ，

一只小喇叭，一根电子两极管。 张海说，这是什

么？ 我说，矿石收音机，小时候自己做的。 张海

说，阿哥真有本事。 我说，我爸爸教我的，两极管

就是半导体。张海说，用电池吗？我说，不需要电

源。张海惊说，不用电就能听广播？我说，试验给

你看。 这只矿石收音机，台子上积灰老多年，我

妈妈想当垃圾丢掉，都被我爸爸抢救回来。 我拉

出天线，打开窗门，收着信号，小喇叭终归响了，

咿咿呀呀，滋啦滋啦，像两只蚊子，一雌一雄，双

宿双飞，交配产卵，听得人汗毛凛凛。 张海探头

过来，要看清两极管里秘密，藏了啥的乾坤。 我

调整可变电容 ，像十几把折扇 ，打开叠了一道 ，

便能调出不同电台。 两只蚊子飞的声音，渐渐变

成一只男人， 抑扬顿挫的上海话：“上海人民广

播电台，中波 1197，调频 92.4，为你播出苏州评

弹开篇《宝玉夜探》。 ”三弦跟琵琶前奏，好像五

根手指头，贴了你后背摸过来，一只老头子唱苏

州话：“隆冬寒露结成冰，月色迷朦欲断魂，一阵

阵朔风透入骨，乌洞洞的大观园里冷清清，贾宝

玉一路花街步，脚步轻移缓缓行，他是一盏灯一

个人。 ”我已吓煞，马上转动可变电容，调到隔壁

音乐台。 评弹消失，两只女人唱歌：“来吧，来吧，

相约九八，来吧，来吧，相约一九九八，相约在甜

美的春风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声音

终归古怪，像吊了绳子上，马上要断气。 我关了

收音机说，不听啦，有电磁干扰。 张海说，阿哥，

可以收听国外广播吧？ 我说，就是短波吧，我妈

妈不准我听 ，不过间谍小说里写 ，矿石收音机 ，

蛮适合搞间谍活动，当作无线电接收器，可以窃

听信号。

张海问我，阿哥，你是学电报密码的吗？我神

秘兮兮说，猜对了一半。 张海说，你要做间谍？ 我

笑笑，翻出一本小册子 ，绿颜色封面 《标准电码

本》，打开俱是方格子，每一格，皆有数字与汉字，

0001 是“一”，0002 是“丁”，0003 是“七”，0004 是

“丈”，0005 ?成了“三”。张海说，摩尔斯密码？我

说，不是密码，是明码，我在读电报专业。 慈禧太

后时光，有个法国人按照 《康熙字典 》部首排列

法，每个汉字对应四位数字，编出中文电码本，香

港身份证，美国签证，直到今日，还在用电码标记

汉字姓名。我拿出纸笔说，你随便写几个字，我翻

译给你看。张海拿起笔，悬在半空，落下变成三个

字： 春申厂。 我是不假思索， 写出三组数字，春

2504，申 3947，厂 0617。 张海说，有什么规律？ 我

摇头说，中文电码，便是“无理码”，没规律可循，

考试超级严格，错一两字，便不及格，这本《标准

电码本》， 两千多个常用汉字， 我死记硬背了三

年，这才烂熟于胸，脑子里全是四位数字，简直是

哥德巴赫猜想。 张海问，阿哥，你要做电报员？ 我

说，嗯，明年就上班了。我又闷掉，不想为妙。这时

光，隔壁传来老毛师傅的扬州话，声若洪钟，小海

呀，家去。

（《春夜》 蔡骏/著， 作家出版社 2020 年 12

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