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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基于大量材料，

彭慕兰考察了旧世界欧亚两洲各
个主要国家及其核心地区经济发
展， 探讨了一系列影响现代世界
经济形成的关键问题： 为什么英
格兰没有成为江南？ 为什么中国
和欧洲为什么走上了不同道路？

在彭慕兰看来， 东西方走在大体
相近的经济发展道路上， 西方并
无明显优势。

《飞鸟和池鱼》

张惠雯/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1 年 4 月版
作家短篇小说集，收录了《飞

鸟和池鱼》《良夜》《临渊》《涟漪》

《关于南京的回忆》《天使》 等共十
篇作品。该集可视为作者大洋彼岸
回望故乡的独特叙事文本，写的都
是地道的、纯粹的中国故事，而且
大多数是故乡县城的故事，基本都
包含着“还乡”的主题，贯穿始终的
是归来者面对故乡的复杂情绪。

《奇迹之年》

东来/著
99 ?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 年 4 月版
作家最新小说作品集。 在这

部小说集中， 东来展现了多种令
人惊讶又截然有别的文学样貌：

《代春日行》清雅流丽，颇具老庄
意趣；《奇迹之年》以魔幻写实，强
烈摇撼现实与非现实的界墙；《琥
珀》探讨生死伦理，惊悚处凉意顿
生……作品语言惊艳，主题大胆，

糅合古典雅致与现代锐感， 探寻
与现实格格不入的人如何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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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 晕

[德]温弗里德·塞巴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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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年 5 月中旬， 拿破仑带着三万

六千人穿过大圣伯纳德山口，这在当时几

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将近十四

天内，一支由军士、牲畜和物资组成的漫

长队伍从马蒂尼出发， 途经奥西耶尔，穿

过昂特勒蒙山谷，然后沿着一条看似永无

止境的盘道上到海拔两千五百米以上的

山口，在那里战士们不得不用挖空的树干

拖曳着沉重的炮筒， 走在半被冰雪覆盖、

半是裸露的岩架上。

在翻越阿尔卑斯山这一传奇行动的

参与者中， 亨利·贝尔是少数名字没有被

遗忘在历史长河中的人。当年十七岁的他

目送着令他深恶痛绝的童年与少年时代

的结束，怀揣着些许热情开始了———如我

们知道的———将会带他辗转于整个欧洲

大陆的军旅生涯。在奇维塔韦基亚逗留期

间，五十三岁的贝尔写下过一部试图重温

那段苦难岁月的手记，它真切地展示了记

忆的种种困难。 有时，过去在他的脑海中

只留下灰蒙的虚影；而有时，无意中想到

的图景又格外清晰，连自己都难以相信它

们是可靠的， 比如他记得自己在马蒂尼，

在辎重队前进的道路左侧，见过马尔蒙将

军穿着国务委员的皇室蓝和天蓝色长袍，

而且正如他向我们保证的，每当他闭上双

眼，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依然能看到，尽

管贝尔很清楚，马尔蒙当时穿的肯定是将

军的制服，而非国务委员的蓝色长袍。

声称因为此前接受的是一种完全本

末倒置， 只注重培养市民技能的教育，所

以当时体质与一名十四岁少女无异的贝

尔还写道，他受路旁大量的马尸以及蜿蜒

前进的部队遗留下来的其他废弃物冲击，

以至于如今已无法准确地记得当时是什

么令他吃惊。 在他看来，仿佛是那些印象

用自身之中的暴力抹消了自身的存在。因

而下面的这张素描只应被视为一种辅助

手段，贝尔尝试借此回忆起自己随着大部

队，冒着炮火来到巴德要塞及附近的村庄

时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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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为巴德村。右边高地上的三个 C ?

示要塞的大炮， 它们向陡坡 P 上方的山

路的 LLL ?开火。 谷底的 X 是在极度恐

慌中从山路上无可挽回地跌坠的马匹；H

?是亨利，叙述者本人所在的位置。当然，

当贝尔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他不会如此

看待眼前的一切，因为在现实中，我们都

知道，一切总是迥然不同。

另外，贝尔还写道，一个人记忆中的

图像即便再逼真，也只能信其几分。 恰如

登山前马尔蒙将军在马蒂尼的英姿，在克

服了旅途中最艰难的部分后紧接着的从

山口高处下山的路，以及在晨曦的映衬中

敞开胸怀的圣伯纳德山谷同样给他留下

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彼时他完全无法移开

他的视线 ， 他学会的头几个意大利单

词———这里到伊夫雷亚有多少英里以及

坏女人———反复掠过脑际，这是几天前为

他提供住宿的神父教给他的。 贝尔写道，

多年来，他一直坚信自己能记住这场旅途

中的所有细节，尤其是伊夫雷亚镇从大约

四分之三英里外，在已经开始褪色的光线

中，第一次呈现到他面前的画面。 在山谷

慢慢扩展成平原的地方，伊夫雷亚就坐卧

于略微偏右的位置，而左边，在遐远处耸

起座座高山，就是后来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的莱科雷塞贡内峰，远处背景中的大概是

罗莎峰。

贝尔写道， 几年前翻阅旧报纸时，他

偶然发现一幅名为《伊夫雷亚概貌》的版

画。这让他失望不已，且不得不承认，他记

忆里沐浴在暮光中的小镇不过是这幅版

画的复制品。 所以贝尔建议，千万不要购

买刻有旅途中领略过的风光或远景的版

画，因为不需多久，它们就将取代我们曾

有的记忆，是的，你甚至可以说，它们会将

之摧毁。 比如就算绞尽脑汁，他依然想不

起在德累斯顿见过的美妙绝伦的《西斯廷

圣母》， 因为米勒为它所作的铜版画早已

将其遮蔽。 然而，同一画廊中门斯的那些

蹩脚的色粉画却一直教他记忆犹新，他在

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们的临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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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夫雷亚，宿营的部队占据了所有

的房屋和公共场所，贝尔设法将自己和与

他一起进城的比雷尔维莱尔上尉安顿在

一家印染厂的仓库，那里堆满各种各样的

圆桶与铜罐， 空气中弥漫着奇特的酸味。

贝尔刚下马，就得先抵御一群掠夺者的进

犯，他们正企图把门和百叶窗从铰链上卸

下， 扔进他们在院子中央生起的篝火中。

不单单因为这一抵御行为，再加上近日来

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贝尔感觉自己已然

是个成年人了。 在冒险精神的驱使下，他

不顾饥饿与劳累， 也不顾上尉的劝阻，动

身前往剧院， 因为他从好几份公告中得

知，当晚奇马罗萨的歌剧《秘婚记》将在那

儿上演。

贝尔的幻想早已因无处不在的异象

而激动不已，现在又被奇马罗萨的音乐翻

搅。 单是第一幕，秘密结婚的保利诺和卡

罗琳娜充满忧惧的二重唱———亲爱的，不

要怀疑 ： 若天非不仁 ， 我们会得到怜

悯———响起的时候，他已经相信自己不仅

是在简陋的木板戏台上，更来到了那个听

觉迟钝的博洛尼亚商人家中，怀里抱着他

最年幼的女儿。 他的心弦被拉得如此紧，

以至于随着演出的进行，泪水好几次模糊

了他的双眼。 离开剧院时，他坚信扮演卡

罗琳娜的女演员———他确定自己察觉到

她不止一次特意把目光停留在他 身

上———能够给予他这部歌剧所许诺的幸

福。无论这位女高音歌手在与花腔中更难

的部分搏斗时略微向外翻转的左眼，还是

她右上方缺掉的犬齿， 都无法干扰他；相

反，正是这些瑕疵使他欣喜若狂。 他现在

知道该去何处寻找幸福了： 不是在巴黎，

他在格勒诺布尔的时候一度以为幸福就

在那里； 也不是在多菲内的群山之间，他

在巴黎的时候好几次渴望去那里；而是在

这里，在意大利，在音乐声中，在这样一名

女演员的面前。 即便第二天早上，当他们

动身离开伊夫雷亚，策马前往米兰，上尉

拿剧院女演员们可疑的德行开了不少淫

亵的玩笑， 他的这份信念都没有减少半

分。他感到激动正从内心漫溢至初夏辽阔

的风景中，而无数树木新鲜的绿叶从四面

八方向他致意。

（《眩晕》[德]温弗里德·塞巴尔德/著，

徐迟/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4

月版）

塞巴尔德的小说处女作，由四章组成。

四个部分都围绕着一个孤独的叙述者，他
们都踏上了古怪而令人不安的旅程 ，而
“我”在旅行中撞见了各种分身、尾随者、历
史鬼魂，不断与神秘的猎人格拉胡斯相遇，

还隐约与不同时空的司汤达和卡夫卡共享
了相似的惊恐和困顿。 这个作品被认为是
最贴近塞巴尔德本人的“存在之书”，以卡
夫卡笔下的神秘人物贯穿全书， 同时从具
体的历史主题抽身， 关注个体与记忆的对
峙，通过一贯的虚实结合、图文并置，书写
存在的冷峻本质。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 ，1944 年生于德
国，1970 年起任教于英国东英吉利大学 ，

2001 年因车祸去世。 在塞巴尔德的故乡，

他是比肩托马斯·曼和博尔赫斯的大师，是
被公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级别的作家。

作品曾获柏林文学奖、不莱梅文学奖、海涅
奖、海因里希·伯尔文学奖等。 他开创性的
写作风格， 一直深刻影响着同时代以及后
来的写作者们。 其代表作有《奥斯特利茨》

《移民》《土星之环》《眩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