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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那样认识加夫列尔的。 ”她心

想。 那已经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了。 他们俩

在一条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路过时匆匆看了

彼此一眼，加夫列尔带着一股突然产生的奇

怪感停下脚步，避开人群向她靠近，眼睛眯

成一条缝， 仿佛在辨识某个模糊的东西一

般。他问他们是否认识，她做出否定的回答，

他却固执地认为他们曾经见过，摆出一副努

力回忆的模样， 他们一定在某个地方见过，

也许在上辈子，或是梦里。 路人快速地在他

们之间穿行，接下来就是那套老伎俩：让我

想想你叫什么名字，你头发上的发带儿真可

爱，你是哪里人，做什么工作，我们真的从没

见过吗？ 当天下午他们一起前往某间咖啡

馆，加夫列尔负责讲话，滔滔不绝地跟她讲

述关于他的事，他的爱好、他的癖好、他未来

的计划， 接着又跟她详细描述了他的生活。

而她则一直聆听， 一丝疲惫的迹象也没有，

露出高兴或伤心的神情，永远都那般地聚精

会神，那般地沉浸于言语和停顿之中，那般

及时地表现出惊讶，那般地温顺，那般地亲

切 。 “我从没 ， 从来没认识过这么一个人

……怎么说呢，像你这么特别、这么招人爱、

这么甜蜜的一个人。 ”加夫列尔在最后这样

说道，用来总结谈话，庆祝他们的相识，而这

番话也预示着一道爱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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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陪她回家，由于她是那般地让

人信赖，他在路上跟她谈论起幸福，他最喜

欢的话题。 因为他那个哲学老师也不是白

当的，从很小的时候起（当他还是个孩子时）

他就阅读了许多与此相关的书籍，并进行了

很多思考，非常了解人类在每个年代、每个

社会中为了得到或多或少的幸福而选择的

道路。 “真有意思。 ”奥萝拉说。 于是加夫列

尔受到鼓舞，说他认为幸福是通过学习获得

的， 那是我们在童年需要学习的第一项技

能，正如我们也需要学习跟命运带给我们的

灾难共处，每个人的第一堂课都是学习减轻

灵魂的重量，让它可以漂浮在生活之上———

说到这里时他的手指在空中弯曲，好似在模

仿水的流动———不让现实的棱角刺伤我们，

不允许任何事物将我们推进挫折的淤泥，无

论是困境或财富、岁月沉闷的流逝、对不可

能的致命的渴望、宿命论、及时行乐的警报，

还是对死亡的恐惧———他每走几步就会停

下来，回味刚说出的那番话，并观察她如何

用关注的神情将那些话语润饰得更美———

而是恰恰相反……但在那一刻，他停止了演

说，因为这么复杂的主题不是几句话就能说

清楚的，或许也是因为假如她愿意，将来会

有机会———说到这里时，他不好意思地脸红

了———慢慢谈论这些话题。由于奥萝拉表示

同意， 他们又约定在好几个下午见了面，于

是就那样，一点儿一点儿地，他提议带领她

走上幸福的道路。 她接受了，温驯地跟随着

他，两个人像走进一座魔法森林似的走进了

未来，那里潜伏着数不尽的危险。 他走在前

面，握着她的手，防止她受到任何威胁，仿佛

她是个手无寸铁的小女孩， 珍贵又脆弱，需

要十分小心地引领她。 于是就那样，一步步

地， 他们已经在那条道路上前行了二十年，

但却从未抵达过任何地方， 越来越游离，越

来越怀疑，永远迷失在了幸福的北方。 而人

们却说故事都是单纯的，话语很容易就随风

飘走。

那种天赋她从小就拥有。所有需要倾诉

的人，都会前来向她吐露心声。 也许是因为

她温和的模样，带着些许忧郁，以及她微笑

和注视的方式。“你的微笑是多么悲哀，又是

多么漂亮啊”“你的表情太温和了”“看着你

真叫人高兴”“你的眼睛闪闪发光”， 人们曾

许多次这样对她说。 “太多，太多次。 ”她心

想，于是，她微微颤了一下身子，叹了口气，

再次回到现实。 夜幕开始降临，孩子们已经

离开一阵子了。 他们整齐地走出校门，继而

尖叫着一哄而散，背着书包，穿着嘉年华的

服装，戴着面具。 他们从教室外面通过窗户

跟她说再见，冲她做鬼脸，开玩笑，她一直听

见他们的吵闹声，直到那声音变成远方的一

道海市蜃楼。此刻，已经过了好一会儿，她依

然待在那里，不太明白其中的原因。 “奥莉，

你不走吗？ ”一位女同事从半敞开的门口探

了探头，问道。 她回答说走，等一会儿就走，

她想先把一部分作业批改完。但她到现在还

没走，也没有批改任何作业。 她理了理桌子

和椅子，把绘画收起来，从中挑选出几张，把

它们钉在装饰墙壁的软木板上。空气里有一

股香草、彩泥、橡皮擦、小便和记号笔墨水的

味道。接着，她突然间再次一动不动，目光迷

失在西斜的暮光中， 仿佛沉浸在某个念头

里，那念头在她的脑袋里飞来飞去，怎么也

捉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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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刚才在思考的那个如此重要但此刻

却突然忘记了的念头是什么来着？哎，对！她

记起来了。全世界向她讲述的故事，对。事实

上，她从来都不介意聆听他人的讲述，任他

们把所有的故事一并道出，让他们同逐渐将

其内心腐蚀的久远的回忆和解，因为在过去

无法弥补的痛苦面前，没有比把它们不紧不

慢地讲述给一位包容甚至富有同情心的听

众更好的灵药了———能将我们从岁月留下

的罪过、错误和众多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叙述

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从来都是那样，奥萝

拉从来都毫不犹豫地欣然接受，但最近却发

生了些奇怪的事，因为在她聆听时，在她担

任习以为常的情感知己的角色时，有时候她

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意识———就像现在一

样———已经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并非固定在

某个想法上，而是在真空里弥散开来，抵达

她的那些言语有时会变成一门外语，变成一

阵噼啪声、警笛声、口哨声、结巴声，变成断

断续续的话语，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广

播电台的干扰信号。 于是她感到有些沮丧，

感受到源自她意识深处的厌倦、分歧以及沉

闷的愤怒，时不时地让她感到难以遏制。“我

会疯掉吗？ ”她心想。

（《细雨 》[西班牙 ]路易斯·兰德罗/著 ，

欧阳石晓/译，作家出版社·S 码书房 2021 年
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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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了一个生活在谎言中的家庭，因给母亲过八十岁生日聚会而挑起的无
休止的家庭纷战。这个家庭原本有过笑声和欢乐，乐天派的父亲拥有着精湛演技，永
远在给孩子们编造着源源不断的故事。 然而，随着父亲去世，家道没落，不堪重负的
母亲需要尊严地面对生活残酷的判决， 整个家庭都被母亲宿命论的灵魂支配着，逐
渐沦为一个悲哀的场所。

路易斯·兰德罗 ，1948 年出生于

西班牙巴达霍斯的阿尔布凯克， 毕业

于康普顿斯大学西班牙文学专业，曾

在马德里戏剧艺术学院教授文学，并

任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 1989 年，

他以小说处女作 《晚年游戏》 一举成

名，接下来又出版了《幸运骑士》《魔术

师学徒》《吉他手》等多小说。 此外，他

还出版过杂文集《字里行间：故事还是

生活》，短篇集《我怎么剪你的头发，先

生？ 》。 兰德罗的作品被翻译为多种语

言，是当代西班牙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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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日本文

学、电影等艺术文化领域一片欣欣
向荣。 1975年，20岁出头的布鲁
玛来到日本。他迅速发掘出其时不
为世界所知的日本前卫文化。 离开
日本数十年后，布鲁玛基于这段经
历，结合长期的研究思考，敏锐犀
利地捕捉到日本的复杂文化气质，

从时代与民族的外部描摹出一副
迷人独特的日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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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人民出版社
2021 年 9 月版
本书是 20 世纪下半叶极负

盛名的桂冠诗人特德·休斯最重
要的文集。全书由诗人、评论家威
廉·斯卡梅尔编选，共收录休斯的
评论、随笔及序言等 40 余篇，涵
盖了休斯的整个写作生涯。 在对
莎士比亚、柯勒律治、狄金森等经
典诗人和对道格拉斯、 皮林兹基
等当代诗人的精彩评论中 ，“诗
人”休斯的普遍兴趣尽显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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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爱博/著
李梅田/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 7 月版
六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

争议的时代， 政权割据、 战争频
发、 人口迁徙让中国社会发生了
巨变。但正是在这个“黑暗时期”，

中国的艺术、技术、思想和文化都
取得了巨大发展。 作者以考古出
土实物为基础，对照传世文献，既
宏观阐述了六朝的政治与社会，

又细致描绘了六朝的日常生活，

展现了一幅全景式的六朝图卷。

精彩点评

《细雨 》以令人称道的叙事和家
庭的印记带我们进入曲折蜿蜒的迷
宫———那些由家庭关系、迫切的回忆
和悬而未决的纷争组成的迷宫。

———费尔南多·阿兰布鲁

一部叙事优美的小说，由秘密组
成的可怕螺旋层层相绕……以出色
的结尾收场。

———西班牙《国家报》

《细雨》是一部非凡的小说，它讲
述的是那些变成魔鬼、黑暗和深渊的
家庭秘密。

———曼努埃尔·比拉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