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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写作是一场抵达
好的创作是一种抵达!

可以花哨"也可以朴素#可以

很有技巧"也可以很笨拙#可以玩

深度"也可以很简单!随便一个写

作者怎么去包装他的作品" 但好

的小说" 就是能够不失准头地穿

过那些形式的森林" 抵达你的内

心!

对应辛夷坞各个时期的作

品"就能够理解这一点!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描

写当下年轻人真实的大学生活及

爱情" 稍显青涩但足够真诚#$原

来% 将一对恋人的爱情写出了变

奏曲一样的层次感" 故事简单但

铺陈细腻动人 #$山月不知心底

事% 开始变得荡气回肠#$许我向

你看%达到一种结构的极致"错综

复杂的人物关系里" 几条爱情线

却穿插得舒缓有致& 脉络清晰#

$浮世浮城%" 作者小小地颠覆了

一下" 开始将笔触攀爬进更为现

实或冰冷的围城" 以期待制造出

一些心酸的浪漫' 无论她怎么挑

战自己的写作难度" 或变换她的

写作手法" 小说里展现的人性和

情感总是充沛的" 你甚至会有种

错觉" 自己也是小说里的一个人

物! 只不过是隐形的!

然后(蚀心者%"作者来了一

个所有人意料不到的大爆发"和

之前的作品都不一样" 又似乎都

有一点点它们的影子) 这个酝酿

五年的风格大作" 像一个历练多

年终脱胎换骨的人" 举手投足都

充满着干练和自信*

辛夷坞说" 这是我目前为止

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没有之一)

小说开始于一个破败的傅家

园子里" 这个曾经声名显赫的大

家族" 如今早已迁徙出故地" 只

剩一个
!"

多岁的老园丁和傅家

的一个被遗弃的私生子守着曾经

的记忆 ) 几房后代里 " 有的繁

华" 有的落寞" 飘散在各地" 几

无联系" 却不曾想那点血脉最终

会因为利益之争而再次 +团聚,)

然而最终的讽刺并不针对这个豪

门内斗" 辛夷坞写的还是爱情"

这一次的爱情" 不是我们熟悉或

期待的那个面孔)至少"从发生的

那一刻"就多少带了一点传奇性)

之后作者完全擦除了家族关系带

来的年代感" 反而借由男女主人

公的爱情挣扎让时下所有的人性

现实实现了一次高技术含量的井

喷) 爱情" 因此不再呈现出言情

小说里一贯的死去活来- 你侬我

侬的旧模样" 而更像是一次旱地

里的粗野作业" 不管果实是否成

熟" 那些绿莹莹的作物被一把生

拉硬拽出来 " 带着断裂的血与

土 ! 那种悲剧效果是触目惊心

的!

辛夷坞兴致勃勃地制造了这

次断裂" 无论是人性的还是爱情

的!世界是变化的"地球也在每分

每秒地自转着" 凭什么一个人不

会变. 变是永恒的" 不变是短暂

的) 她并没有把这种变化当成小

说高潮的开幕式"在这个小说里"

她放弃了很多作家喜欢的这种突

然袭击" 而是让读者带着早预想

到的结果去体验过程) 女主人公

在对男主人公产生爱的那一刹那

起" 或许已经很笃定地知道男主

人公并不爱她 ) 只不过有些时

候" 即便你的那些戏码感动不了

别人 " 感动自己也是好的 ) 至

少" 那能让你在这个残酷的世界

找得到自己的体温) 而脆弱的时

候" 没有人会挑剔一个可以相互

取暖的物种)

只要打开书的第一页" 你就

被绑架了)不过不用担心"只是一

次过山车" 但绝对是速度最快的

那种" 快到你的尖叫还来不及发

出"你已经平安降落了"不过给你

造成的那些耳鸣" 至少要绕梁三

日)

那就好好回味吧)

这本书值得一读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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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架书作为厨艺家的大仲马

!!!!!!

大仲马曾为一家名为(新潮%的

期刊开设专栏(美食漫谈%"这是一

个类似聊天的栏目" 话题经常会转

到厨艺方面) 小说家在他人生的最

后几年把精力几乎全投到这个专栏

上了) 从专栏中以下一段话可以看

出"(三个火枪手% 的作者对此有多

么自豪/

+我很开心地看到"我在烹饪艺

术上如此之快就出名了" 甚至盖过

了我在文学方面的名气)感谢上帝*

我能在一个新的领域有所成就"我

遗赠给子女的不仅仅是书000那些

书他们可以受用
&5

年到
%"

年"还

有锅瓢碗盏" 这才是他们受用不尽

的"而且还可以遗赠给他们的后代)

我迟早会为了掌勺而封笔" 这是在

为我一座新的丰碑奠基" 所以我一

点也不觉得遗憾) 谁敢说一个全新

的大仲马不会英名长存) 全国各地

已经不断有人给我来信" 问我玉米

粥怎么做-鱼子酱怎么做-燕窝汤怎

么做) ,

+说到这儿你大概会问我"我是

怎么喜欢上烹饪的"师从哪位大师)

我爱上烹饪"一如我爱上诗歌一样"

乃是天赋) 其中一样000我指的是

对诗歌的爱好000注定会让我破

产" 而另一样能给我带来财富" 我

至今仍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发财呢)

至于说师从哪位大师" 你以为我会

怎样作答" 我" 一个绝对兼收并蓄

的人* 我师从所有大师" 尤其是有

一位大师" 它的名字叫需求) 去问

问那些伴我遍游西班牙的人" 三个

月里" 我想方设法说服了他们吃色

拉不加油和醋" 他们感觉是如此之

好" 乃至于回法国后他们对油和醋

简直没胃口了)去问问吧"他们会告

诉你答案* ,

+除此之外"我还认识好些烹饪

高手/ 格里莫德1德2拉2雷尼尔"我

好友多赛特的叔叔# 布里亚2萨瓦

兰" 人们忘不了他" 不仅因为他是

一位杰出的地方法官" 还因为他是

鲤鱼子蛋卷的发明者# 科尔尚" 为

我们留下了最出色的烹饪专著33

我还四处旅行"所到之处"我都会主

动去结识当地著名的厨师和美食

家' ,

一天" 大仲马收到一位朋友的

来信" 问他地道的那不勒斯通心粉

怎么做'真是难得"我们的小说家居

然被难住了'因为他讨厌通心粉'没

什么理由"就是不喜欢'他曾在意大

利生活过五年" 压根就没尝过通心

粉" 当然也就没问过通心粉该怎么

做'

为免除尴尬" 也是为了满足朋

友的要求" 他给作曲家罗西尼写了

封信'他听人说"这位(威廉2退尔序

曲% 的作者吃的通心粉是全那不勒

斯最好的'

罗西尼友好地回了信" 邀请大

仲马去他家吃美味通心粉" 并许诺

吃完后就把食谱给他' 大仲马如约

赴宴"但罗西尼注意到"自己为客人

精心准备的通心粉对方却几乎没

动'一气之下"罗西尼决定食谱也不

给了'

大仲马一再央求" 主人却不为

所动" 以至于他开始怀疑罗西尼是

在吹牛"通心粉是他的厨师做的"他

只知道张嘴享用'大仲马觉得"他已

经可以去告诉别人" 这位著名作曲

家自称是做通心粉的专家" 但这完

全是骗人的鬼话'

食谱没得到" 他的心病未除'

一天早上" 门铃响了" 仆人通报说

德尔2格里罗侯爵来访' 侯爵是著

名的意大利悲剧女明星里斯托利夫

人的丈夫" 巴黎人个个以能够一睹

他夫人的芳容为荣' 侯爵一进门"

大仲马感觉救星来了" 热情地伸出

双手/ 4你知道通心粉怎么做吗.,

他问' 4我. 不知道", 侯爵答道"

4但里斯托利夫人听说了你的难处"

我亲爱的朋友' 星期一来跟她共进

晚餐吧" 尽管那天她有一场慈善义

演' 我们早点开饭就是了" 我向你

保证" 你将结识一位跟罗西尼全然

不同的真正美食艺术家" 他会手把

手地教你', 4好极了* 我三点钟

到',

星期一三点" 大仲马准时赶到

侯爵家"被直接领进了厨房"见到了

侯爵所说的那位厨艺家' 厨艺家知

道自己接待的是一位大名人" 感觉

万分荣幸"已经开始忙乎了"他刚刚

把通心粉下到开水里'

4都开始啦* ,小说家道"4可是

我的朋友"我不得不请求你"让我看

到全过程"任何细节都不要遗漏' ,

厨艺家端起一个盘子" 上面是

一团棕色的肉冻'4看看这肉冻怎么

样.,4看着就让人流口水',4这是拌

通心粉必不可少的佐料' ,

大仲马打开笔记本" 掏出铅笔

准备记录'4告诉我"我的朋友"这让

人垂涎欲滴的肉冻需用些什么配

料. ,

4四磅牛臀肉"一磅熏火腿"四

磅番茄"四个大白洋葱"加百里香-

一片月桂叶-欧芹-一头大蒜' 煮三

个小时收浓' ,厨艺家回到炉前"通

心粉还在锅里煮着'沉默片刻"他继

续说道/4记住"大仲马先生"通心粉

煮过头就毫无价值了' 它会变成一

团面浆"没滋没味'但又必须将它煮

胀' 到底煮多长时间"得凭感觉' 你

失败两次" 第三次肯定就拿捏得准

了' 你瞧锅里" 煮成这样就恰到好

处'看仔细啦"看我是怎样让它不再

沸腾的' , 大仲马瞪大眼睛竖起耳

朵'

厨艺家把锅端下炉子" 把一整

块冰倒进锅里'一团雾气升腾"旋即

消失'他把通心粉倒进滤网滤干"拿

过一个盛汤的砂锅" 锅底铺了一层

帕尔马干酪' 他往上面放一些通心

粉"然后是肉冻"再一层干酪-一层

通心粉- 一层肉冻" 直至把砂锅装

满"用盖子盖严' 4好啦"大仲马先

生"我知道的你也全知道了',他说"

4

&"

分钟后上桌' ,

小说家回到客厅" 他终于弄懂

了那不勒斯通心粉的做法'

!费雷"

流沙河的
!白鱼解字"

!!!!!!

流沙河" 蒙古裔汉族" 原名余勋

坦"生于
&6/&

年 "幼习古文 "

&!

岁发

表新文学作品' 毕业于四川大学农业

化学系"在
&65!

年的4反右,运动中"

因(草木篇%被毛泽东点名而落草"4劳

动改造,

%"

年'

&6!6

年调回四川省文

联"任(星星%诗刊编辑'

&675

年起专

职写作"出版有(文字侦探%(

8

语录%

(流沙河诗话%(画火御寒%等著作'

(白鱼解字%为流沙河老先生几十

年对古汉字的研究心法与见解" 全书

展示古中国在文字方面对世界贡献的

同时"也将(说文解字%的作者000东

汉的经学家- 文字学家许慎在书中出

现的错误在千年后予以纠正" 这是这

本书真正的价值所在'本书原名(流沙

河认字%"曾先后由香港中华书局等出

版'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本书都

未将老先生对于古文字的想法原汁原

味地表现出来' 这次出版的书稿将采

用四色印刷老先生的手稿" 完整而准

确地表达了老先生的文字世界' 在老

先生流畅的书法间" 可见他对传统文

化的痴迷"同时其信手拈来的典故中"

也呈现着他的人格与魅力' !西晚"

!

#剩者为王
!!

$

落落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女主角盛如羲#

&67"

年出生#

女#未婚#一个典型的现代剩女$同

样情况还有盛如羲的好友汪岚和

章聿#三个精英职业女性面对事业

和爱情的天平#面对年龄的增加而

带来的身价下跌# 面对催婚的父

母# 面对各种迥异的相亲对象#展

现出了当下女性多彩的人物性格

和他们处在这样一个剩女境地的

独特爱情观$

!

%自私的猫咪&

'韩(李周禧 著

新星出版社

每年有数以十万只的猫咪流

离失所#频繁发生的虐待动物事件

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观者的承受

底线$ 一本包含着作者%希望唤回

日益冷漠的人性&温暖心意的%猫

咪情书&感动了亿万读者$带着%不

仅珍爱自己的猫咪#也善待身边流

浪的猫咪&美好期待#书中介绍了

各种关于猫咪的有趣故事#包括猫

咪经常向我们展现的懒惰美学#猫

咪的独特习性#还有包括猫咪的各

种用途和利用法等内容$

!

%

"

之罪$

何家弘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在一个偏僻宁静的山村里发

生了一连串诡异怪诞的事情$一个

村民突然死亡#被法医鉴定为过量

服用了巴豆水$ 他的妻子被指控

%通奸毒害亲夫&$这似乎是一个被

前人重复过无数次的故事$ 但是#

故事的主人公究竟是%西门庆和潘

金莲&#还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洪

律师和宋佳历经艰险#终于查明真

相$这个案件背后折射出来的渎职

犯罪和司法权威被忽视等社会问

题#更发人深省$

!!!!!!

!蚀心者"#辛夷坞著 #江

苏文艺出版社
%"&%

年
&%

月

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