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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颂》

[法]?兰·巴迪欧/著
蓝江/译
我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3 月版
本书收入作者和尼古拉·张

于 2012 年在阿维尼翁戏剧节的
一次公开对话，对话围绕“哲学戏
剧”等问题展开。 作者重新审视了
戏剧与哲学这一对共生于古希腊
的“老伙计”之间的千年对话，并赋
予其新的阐释———戏剧和哲学在
根本上共有一个问题：如何用某种
方式告诉人们，是否还有在他们日
常生活行为之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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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冰雪开始消融时， 由小学教师转行而来的养蜂人拉斯·莱纳特·维斯汀怀疑自己罹
患癌症，时日无多。他将未开封的诊断通知扔进壁炉，拒绝在医院度过余下的时光，而选择隐居
乡间，独自开始“自救之旅”。 他回忆起亦真亦幻的过往，疾病令感受越发敏锐……

小说主体由主人公留下的三本笔记构成，翻开它们，维斯汀最后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徐
徐展开。 通过敏锐而不失幽默的哲思，平凡人面对生之痛苦的倔强、勇毅得以呈现。

拉斯·古斯塔夫松，瑞典

诗人、作家。1936 ?生于韦斯

特罗斯。 他的长篇小说代表

作 《养蜂人之死 》与 《古斯塔

夫松先生本人》《羊毛》《家族

宴会》《西吉斯蒙德》 共同构

成“墙上的裂缝”系列。 其他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 《伯纳

德·福伊的第三次易位 》《砖

瓦匠的午后 》，诗集 《温暖和

寒冷的房间》《上都时光》等。

古斯塔夫松曾获 2009 ?歌

德奖章、2015 ?托马斯·曼奖

等多项重量级文学奖， 亦曾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

2016 ?于斯德哥尔摩去世。

《音乐之声》

玛丽亚·奥格斯塔·特拉普/著
周晔/译
译林出版社
2021 年 4 月版
修女玛丽亚被介绍去上校家

做家庭教师， 她收获了上校的爱
情，家庭合唱团也由此诞生。然而
随着奥地利被德国占领， 一切都
变了。 他们带着孩子们逃到了美
国。在那里，他们用音乐与歌声开
启了新的生活。 根据本书改编的
同名电影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影片
等五项大奖，片中曲目《哆来咪》

等也成为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音乐即自由》

[日] 坂本龙一/著
何启宏/译
后浪·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1 年 4 月版
日本音乐家坂本龙一唯一自

传。从他幼时接触音乐与作曲，一
直讲述至他近年的音乐思想。 他
从来没有想过将音乐当成自己人
生的使命， 但音乐伴随了他的一
生。参与 YMO 乐队，凭借《末代皇
帝》 的配乐获得电影配乐领域最
高荣誉的奥斯卡金像奖……在本
书中， 他不断回望自己的成长与
音乐创作，以期看清现在的自我。

Ⅰ. 那封信

……风起，是的，一股真正的暖风正吹。是去

年的八月底，狗跑开了，它正跑开，我在晚上十一

点光景出去找它。天空满布着云，那么暗，没法看

见树冠了， 不过听得见风如何在持续地走入树

冠。 始终如一，强健而奇特的暖风。 我记得以前

有过类似体验，可我记不起到底是何时了。

当我走下通往松德布拉德家的小路时———

那当然是一条沿湖路———我闻到水的气息，听到

波浪如何撞击，虽说在黑暗里看不见它们，我清

楚地感觉到，一只挺小的青蛙如何跳过我的一只

鞋。

我做了一件自五十年代以来其实不曾做过

的事。我快速弯下腰去，将扣起的双手拢成杯形，

摆在自己跟前潮湿的草上，就在青蛙想必会在的

地方。

这个老把戏总是奏效。 它直接跳到了我手

上， 我可以把它握在右手里， 像关在一只笼子

里———它是那么的小。

它麻痹了一般，在里头呆坐了一刻，我把两

只手拢成大一点的笼子。

就这样，我站在那儿听风，有一只青蛙锁在

我手里，仿佛锁在笼中；同样的温暖而固执的风

依然一刻不停地穿过树木；还有来自湖岸森林里

所有沼泽的酸味。我明显感到青蛙如何在我手里

颤动。

接着，它突然撒了尿，直接撒在我手上。

我想，某种程度上，这是不会有多少人能有

的经历。

青蛙的尿可是十足的冰凉。 我太吃惊了，不

由得张开手，让它跳了出去。 然后，我站在那里，

相当感动，风在我头顶上，走进树冠里，而我的手

因为一只青蛙的尿冰凉。

我们重新开始，我们绝不放弃。

黄色笔记本Ⅰ：1

那条狗让我在松德布拉德家找到了。它在那

儿逗留了一下午，给喂了煎饼、喂了水。真正丢人

的是，我想拉它跟我走，它一点也不情愿。 它抗

拒，把爪子牢牢地抵在厨房地毯上。

这很没面子。 他们自然能得到一个印象，我

一定是对它太糟了， 以至它都不敢跟我回家去。

可这当然不是事实。

是另一回事，而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 看似

以一种古怪方式，事实上，狗让什么给吓住了；不

过几周以内，却已是第三次。 我对待它和过去十

一年自然没有两样。 有时我会显得有点不容分

说，但我绝不会让它害怕。 这条狗对我里里外外

都了解，它还是条小崽子时就已认识我了。

只有一条合理解释，狗开始苍老，衰老导致

大脑中气味记忆的细微变化。 因此， 很简单，它

认不出我了。

一方面，我估计它的视力已糟糕透顶，另一

方面，视力对它来说并非特别重要。

六十年代早期的一个冬天，我在山坡滑雪道

上，朝着魅尔湖挺进。 那时我还是那所位于恩诺

拉的小学里的教师， 学校还没迁往法格什塔，而

我只能在周六及周日滑雪。那是一个美丽的二月

周日，滑雪道上的人可真不少。 就在我爬上一道

坡顶时， 看见一个穿蓝色连帽防寒滑雪衣的男

人，在距我不过三十米的前方。

狗儿一直在我前方几米外奔跑，它一定清楚

地知道男人在那儿。 早在几公里外，这男人已作

为气味图像、作为一种气息，在狗的大脑的气味

中心注册完毕。

这时， 那个略微有些年纪的男人朝旁边移

动，以便做些调整，也可能只是要让我通过，因为

我已迫近。

该死！ 假如狗儿没有径直奔向他，他不至于

差点跌坐在滑道上！

对狗儿来说，蓝衣男人并不存在，却存在一

种它跟随着的有趣气味，气味越发浓厚，浓厚到

它可以依赖这气味的程度，径直跑，根本不用抬

头看，差点撞翻那个男人。

肯定和气味的感觉有关。 而人对此无能为

力。 它一直是一只令人愉悦的狗。 我希望它能坚

持得更久。

我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攫住了它。看来确实是

狗不再认得出我了。 或更准确地说： 它认得出

我，只不过是在非常靠近，我能让它真正看见我

和听见我，而不仅仅通过气味来辨别之时。

自然也有另一种解释，不过，那太荒唐了，我

都不能相信。

就是说，完全在突然之间，我开始散发出根

本不同的气息，以某种可恶的、只有那条狗才能

知觉的轻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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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蜂箱有好多事得处理，有些得加

新的木隔板、 新的巢门档，巢框和绝缘材料也要

修整，然而，出于某个无法理解的原因，我一直没

动。 我不大明白到底是为什么。 一定是因为某个

不清楚的理由，去年秋天，我才特别昏沉而被动。

谢天谢地，现在看来，这是一月底破纪录的暖冬。

一日复一日，天在下雨，而我一动不动地躺着，比

我往常在冬天的幽暗中赖床的时间更长些，只为

享受雨水打在屋顶的声响。

可要是雨水一直这么击打而二月里变冷呢？

我他妈那时怎么办？ 蜂箱木盖已浸足了水，箱顶

的焦油纸好几处都破了。很简单，它们会冻死。作

为对我去年秋天的懒散的惩罚，我会失去三四个

蜜蜂社群。

经济上不会有多大影响，因为我终于收到提

高了的政府住宅辅助金， 然而活着的生物死去，

这总让我心痛。

上星期，我在电话里和拉姆奈斯的伊萨克松

讨论了一件古怪事：

一个蜜蜂社群死去时，感觉差不多是一头动

物死了。 那是人会思念的有个性的存在，几乎像

思念一只狗，或至少是一只猫。

人对一只死去的蜜蜂完全无动于衷，人不过

将它扫开。

奇异的是，蜜蜂们完全采取同样的态度。 像

这样对他者的死亡完全缺乏兴趣的动物实不多

见。 假如我换巢框时过于粗心地压扁了几只蜜

蜂，其他蜜蜂会将它们拖出去，和处理出故障的

机器相仿。不过，假如碰巧有一些被压扁，它们总

会首先取下花粉。

试想，它们也以同样方式体验这一切吗？ 个

性和智慧在分群里才存在。

有个性强大的社群。 有懒惰和勤劳、攻击性

和温和的蜜蜂社群。还有反复无常的和波希米亚

的，天知道是否就有具备及缺乏幽默感的。

比如说，分群热！那正如一个紧张、反复无常

又急躁的人。 一个差劲的情人，毫无耐心。

而那单独的一只蜜蜂如同发条上的一只螺

母或螺丝一样没有个性。

（《养蜂人之死》 [瑞典]拉斯·古斯塔夫松/著，

王晔/译，可以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1年 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