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游戏一次消遣》
渊美冤詹姆斯窑索特著袁杨向荣

译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10 月版遥

这部文笔优美的长篇小说袁
故事背景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的法国袁野我冶 在巴黎邂逅了四处
游荡的耶鲁大学辍学生菲利普窑
迪安遥 野我冶和迪安驾驶着一辆德
拉奇古董跑车寻欢作乐袁 直到迪
安遇见法国女孩安-玛丽袁一个炽
热燃烧的幻梦的对象袁 由此展开
了一段充满感官魅惑的爱情故
事遥 该书是叶巴黎评论曳终身成就
奖得主詹姆斯窑索特情爱小说的
代表作遥 索特通过细致入微的窥
视与想象袁 如密探般进入到现实
与梦境之间令人目眩的欲念纠
葛袁毫不妥协地洞悉爱情的本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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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戈涅》
(法)让窑阿努伊著袁郭宏安译袁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年 8 月版遥
叶安提戈涅曳 是法国剧作家

让窑阿努伊的代表作袁根据古希腊
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同名戏剧重
写遥 故事发生在希腊城邦忒拜袁俄
狄浦斯王去世之后袁 两个儿子争
夺王位袁双双战死遥 他们的舅父克
瑞翁当王执政袁 传令厚葬守城的
外甥袁 而攻城的外甥是城邦的敌
人和罪人袁死后不准埋葬袁违者将
被处死遥 俄狄浦斯的女儿安提戈
涅决意悖逆国法袁 不顾一切埋葬
兄长袁 与舅父克瑞翁发生冲突
噎噎该剧于 1944 年在巴黎首演袁
获得巨大成功遥 多年来袁这部现代
严肃戏剧长盛不衰袁 成为现代经
典遥

在凝视故乡中审视自我
阴若水

房蒙的散文集叶结庐在人境曳
首篇是叶故乡曳遥 显而易见野故乡冶
二字之于作者尧 之于本书有着特
殊意义遥 读完全书袁我更是为他笔
下的故乡所深深感动遥 作者在书
中称他的故乡为溪坪要要要我知道
这只是一个化名要要要这个地处沂
蒙山区的静僻山村袁 是作者幼年
时期生长的地方遥 这里有着具象
的山水风景和生动的乡土人情袁
饱含着阳光和泥土的芬芳遥

作者曾在书中反复提及一顶
斗笠袁 那是在自认为已非小孩子
之际袁 斗胆向母亲申请由自己专
门在集市挑选的斗笠袁 体现着个
人自由意志的初步形成遥 作者在
叶蓝色翅膀曳中专门详细描写了斗
笠被风吹走的过程遥 这在现实生
活中本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袁但
作者却一直耿耿于怀遥 一个人在
衡量自己的物件时袁 首先看重的
应该是它们在生活中的意义袁这
才是最为珍贵尧 最为本真的生活
态度遥 这顶斗笠其实不再是斗笠
本身袁已经文学意象化了遥 这是故
乡一段已经消逝不见的美好时
光袁 也是作者个人再也回不去的
童真岁月袁 代表了他对真善美的
孜孜追寻遥

作者经常在记忆中的故乡穿
梭袁通过与现实的人和事对比袁去
体味人间真情袁 去思考人生的意
义遥 在叶肖曳一文中袁作者通过对比
儿子与自己幼年时异曲同工的种
种荒唐表现袁 展现了爱与宽容的
力量袁 让人体会到了生命传承的
意义遥 但有时袁成长却也意味着失
去遥 我们这一代人袁是典型的野过
渡人冶和野半截人冶遥 在农村长大却
又在城市定居袁 是根植于土地上
的作物袁 却又在高楼大厦的半空
中存活袁身处现代工业文明社会袁
却又饱受农业传统文化的熏陶和
浸润遥 这使得我们的思想行动呈
现出明显的矛盾和犹疑特征院讨
厌喧嚣却又害怕孤独袁 享受人间
烟火却又渴望精神家园袁 不愿随
波逐流却也不想踽踽独行袁 思想
上坚守传统袁 行为上却又放弃传
统袁 常常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却
又很少能够静下心来享受心灵沉
思的安宁遥 所以袁作者在自我介绍
时写道院野思想开放的行动保守
派袁乐观旷达的悲观主义者袁田园
既芜的心为形役人遥 冶 在作者看
来袁那顶落在悬崖半空尧被斜坡上
的荆棘勾住的斗笠袁 正是他目前
心境的写照遥 斗笠袁这个农耕文化

的象征袁 被风这个时间的具象吹
到上下无着的尴尬境地袁 不正是
作者逃离乡野尧投身城市袁却又对
乡村生活念念不忘的画像吗钥

面对这种成长和时代困惑袁
作者在以故乡为具象载体构造的
心灵空间中袁 进行了深入思考遥
叶大地曳的开头袁作者说道院野我也
曾于暮色四合时分疾行在乡野的
路上袁是的袁归家的路上遥 如今还
能真切地体会到那种归家的急
切袁仿佛脚步再慢一些袁我就会被
拦阻在外面的世界袁 从此失去走
进家门的资格遥 冶 通过这本散文
集袁 作者写出生命是从出发到回
归再认识尧再发现的历程遥 回归的
过程袁就是体味爱尧发现生活本质
的过程遥 作者笔下的心灵故乡袁让
人时时能够感受到一种难得的宁
静尧充实和满足袁我相信这源自作
者内心的真诚遥

一本好书袁 总能让读者从中
看到自己或生活的影子遥 品读叶结
庐在人境曳袁我似乎总能在恍惚中
看到自己袁 也总感觉它是能够安
神静气的一杯清茶袁 含有能够帮
助我们苏醒记忆的神奇配方袁借
助这些记忆密码袁 也许就能够找
到回归心灵故乡的路遥

野如果春天是珠圆玉润的小
诗袁夏日是管弦嘈切的歌剧袁而秋
天则是一篇优美的神话袁 富于想
象袁更富于色彩遥 冶渊张秀亚冤野夏是
伧夫袁春是艳姝袁冬是嫠妇袁只有
秋天才是一位宜浓宜淡袁 亦庄亦
喜袁不带俗气袁有伟大的心情袁文
学的趣味袁 能领略你的一位少
女冶遥 渊叶灵凤冤作家们带着野伟大
的心情袁文学的趣味冶为我们呈现
出多彩的秋天遥

野秋天袁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
天袁总是好的冶袁虽然南国之秋有
它特异的地方袁 但是郁达夫还是
更偏爱北国的秋袁 故都的秋袁野北
方的秋雨袁 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
奇袁下得有味袁下得更像样冶袁野北
方的果树袁 到秋天袁 也是一种奇
景遥 第一是枣子树曰屋角袁墙头袁茅
房边上袁灶房门口袁它都会一株株
地长大起来遥 像橄榄又像鸽蛋似
的这枣子颗儿袁 在小椭圆形的细

叶中间袁 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
时候袁正是秋的全盛时期曰等枣树
叶落袁枣子红完袁西北风就要起来
了袁北方便是尘沙灰土的世界袁只
有这枣子尧柿子尧葡萄袁成熟到八
九分的七八月之交袁 是北国的清
秋的佳日遥 冶郁达夫是江南才子袁
不知为何却独爱北国的秋袁 甚至
说出这样的野傻话冶袁野这北国的秋
天袁若留得住的话袁我愿把寿命的
三分之二折去袁 换得一个三分之
一的零头冶遥

老舍最爱的是济南的秋天袁
野这个诗意秋光秋色是济南独有
的遥 上帝把夏天的艺术赐给瑞士袁
把春天的赐给西湖袁 秋和冬的全
赐给了济南冶袁野在秋天袁水和蓝天
一样的清凉遥 天上微微有些白云袁
水上微微有些波皱遥 天水之间袁全
是清明袁温暖的空气袁带着一点桂
花的香味遥 山影儿也更真了遥 秋山
秋水虚幻地吻着遥 山儿不动袁水儿

微响遥 那中古的老城袁带着这片秋
色秋声袁是济南袁是诗冶遥

秋天除了有地域之分袁还有时
间之分要要要初秋尧中秋尧晚秋遥林语
堂最爱的是初秋袁野那时暄气初消袁
月正圆袁蟹正肥袁桂花皎洁袁也未陷
入凛冽萧瑟气态袁这是最值得赏乐
的遥那时的温和袁如我烟上的红灰袁
只是一股熏熟的温香罢了冶遥

当然秋天带给人的并不都是
欢喜袁也有悲愁遥野轻裹在云锦之中
的秋月袁 像要个遍体蒙纱的女郎袁
她那团圆清朗的外貌像新娘袁但同
时她幂弦的颜色袁那是藕灰遥 她踟
蹰的行踵袁掩泣的痕迹袁又使人疑
是送丧的丽姝冶袁在徐志摩看来袁秋
月的特色是野不论她是悬在落日残
照边的新镰袁与耶黄昏晓爷竞艳的眉
钩袁中宵斗没西陲的金碗袁星云参
差间的银床袁 以至一轮腴满的中
秋袁不论盈昃高下袁总在原来澄爽
明秋之中袁遍洒着一种我只能称之
为 耶悲哀的轻霭爷 和 耶传愁的以
太爷冶袁使得我们野即使你原来无愁袁
见此也禁不得沾染那 耶灰色的音
调爷袁渐渐兴感起来浴 冶

有的人独爱秋天的感觉袁有
的人惆怅于秋天的悲凉遥 说到底袁
秋天自身并无好坏之分袁 只是人
心境的不同而已袁 正如李国文所
言袁野秋天来临袁天高气爽袁万里无
云袁心情好的人袁自然觉得非常痛
快冶袁野可是袁 假如这个人十分懊
丧袁碰上了倒霉的事袁连喝凉水都
塞牙的时候袁 就会感到秋天不那
么快活了遥 触目荒凉袁冷风飕飕袁
落叶飘零袁枯草萋萋冶遥

秋天的记忆
阴宫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