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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看点阅读看点

一辈子只写一部书

经典，一部就够了

在读

唐颖长篇小说《另一座城》

身处“围城”，用另一座城打开自我

《另一座城》，主要写的是
阿宝和龙一家的婚姻生活的不
幸遭遇。上海是阿宝母亲的城
市。年幼时移民香港，多次搬
迁，父母离异，阿宝在美国中西
部度过青春的狂飙岁月，情感和
个性有着清教徒般的单纯。和
初恋的龙结婚后，在龙的故乡闷
热的新加坡住了十年，对自己未
来居住的城市从来没有在内心
确定过。龙被派到上海工作，阿
宝带着孩子和婆婆住在新加
坡。一天，父亲老友皮特来电让
她速到上海找回丈夫。阿宝数
度往返上海，试图挽回丈夫，期
间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可是丈
夫仍旧渐行渐远。梦魇并没有
结束，真相令人绝望，一生唯一
的爱，却是一份伪爱情。爱到不
容置疑，才发现自己早已经被抛
弃。阿宝自杀过，离婚后她渐渐
找回自我，就在那条一再发生相
遇与别离的街道上，她经营的酒
吧成为异乡人的栖息地……

（王 平）

城市的情感脉动

晒书晒书

上海爱情故事。海派都市文学代表作。故事从
美国到新加坡、上海、香港、泰国……地点的游移漂泊
辗转，这是另一座城无根空间的架构；故事从阿宝的
青春时代到婚姻生活再到独立的事业打拼，这是另一
座城时间和内涵的延伸；当然还有人物的精神世界和
虚拟的网络世界以及厚重的历史文化……交错缠
绕，这些都构成了另一座城丰富的意象。

龙被新加坡公司派来上
海开展业务,阿宝陪伴丈夫到
上海安置居所,他俩都是初次
踏足上海。

对于到上海发展这件事,
阿宝比丈夫更迫切,这些年关
于上海是个 Hot Topic(热
门话题),无论媒体还是坊间,
还因为这是母亲的城市,而母
亲已过世。

阿宝在上海唯一的熟人,
父亲辈的朋友皮特邀请阿宝
和龙去他餐厅用Brunch(早午
餐)。

那天应该是周日,一个上
海的多云天,这样的天气便是
阳光时时被云团遮蔽,好容易
洞穿云层。其光线已不那么
耀眼并且转瞬即逝。

阿宝的手里拿着皮特传
真过来他自己手绘的地图,上
面浓笔渲染的两个圆点挨得
很近,“Park 97”和他的“咖喱
乡”,它们好像一双圆眸,瞠视
着读地图的阿宝,它们的四周
是横七竖八扭曲的黑线,那是
上海西区一条条小街,对于阿
宝,它们更像一条条深浅未测
的 河 流,布 满 漩 涡,潜 伏 波
涛。

那一对“圆眸”留给阿宝
强烈的视觉效果。往后,阿宝
独自走在这条百米长的路上,
一次次地惊问自己,怎么会这
样？怎么会呢？那一对“圆
眸”便在意念中瞠视着她。

其实去皮特的店不费周
折,当车子停在公园门外,阿宝

和龙便立刻看到了Park 97
的招牌。这里是公园边门,窄
小偏僻,乍然到来,难以想象这
里隐匿着都会时尚夜店。

写着Park 97的招牌随
意地甚至是潦草地挂在公园
门口墙上,远不如想象中那般
招摇,或者说,作为一间夜店好
像无法在白天展示她的魔力,
她隐没在公园的围墙内,悄无
声息,也无颜色,只等夜幕降落
灯光打开。

在那一刻,阿宝怎能预见
往后有一度,它将成为她的人
生颇富悬念的场景,她站在它
的门口,那一股浓烈的奢华光
彩令她的眼睛发花,她伸出手
挡在额前……

时近中午,公园门口却行
人稀少,通向公园名为皋兰路
的柏油马路不到一千米,几步
之外的教堂令人瞩目,这是一
座圆顶高耸沿袭拜占庭建筑
风格的东正教堂,让人联想十
月革命后逃亡的旧俄贵族。
他们穿越西伯利亚走陆路到
中国东北,或者继续前行从海
路到上海租界落户谋生。

这条路原名高乃依路,与
法国诗人同名,居于当年法租
界的中心地带,隔一条马路就
是繁华主街三十年代称“霞飞
路”的淮海路,旧俄们在霞飞
路上开了多少小铺子,珠宝店
钟表店理发店,然而时过境迁,
世俗日常难以挤进历史,却留
下教堂做见证。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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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座城》
唐颖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飘》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完成这部小说足足花去
玛格丽特�米切尔10年时间。

玛格丽特�米切尔不喜
欢用华丽的辞藻，也鲜用复
杂隐晦的描述，文字干净、利
落，用寥寥数笔就能生动勾
勒出人物形象。小说中的一
群年轻人都不是完美的，他
们或自私，或怯懦，但是在战
乱之中，他们展现出的倔强
和勇气却令人动容。最终，
斯嘉丽伫立在庄园废墟之
中 ，对 着 夕 阳 默 念 的 那 句

“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成
为不少人的座右铭。

《麦田里的守望者》
【美】杰罗姆�大卫�塞林格 著

尽管也写了几个短篇故
事，但《麦田里的守望者》是
塞林格出版的唯一一部长篇
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塞林
格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充分
探索了一个少年的内心世
界。

塞林格凭借《麦田里的
守望者》一举成名后，却过起
了隐居生活。他没有放弃写
作，却极少公开发表作品。

《呼啸山庄》
【英】艾米莉�勃朗特 著

1847年，艾米莉以笔名
埃利斯�贝尔出版了她唯一
的一部小说《呼啸山庄》。

嫉妒与仇恨所带来的毁
灭性后果，是《呼啸山庄》一
步步深化和确认的主题。故
事的主人公希斯克利夫是一
个吉卜赛弃儿，他被呼啸山
庄收养后，与山庄的小姐凯
瑟琳互生情愫。但凯瑟琳因
为虚荣和无知，嫁给了画眉山
庄的少主人。希斯克利夫愤
然出走，数年后回来对凯瑟琳
一家进行报复。但最终，在他
努力拆散的一对年轻恋人身
上，他看到了昔日的自己与凯
瑟琳的影子，他的仇恨逐渐消
退，放弃了复仇。

《追忆似水年华》
【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

虽然有 300多万字、被
分为七大卷、在 15年中陆续
出版，但《追忆似水年华》只
是一部小说。

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
叙事者“我”是一个患有重度
失眠症、羸弱而又敏感的富
家子弟马塞尔。“我”对自己
童年、婚姻一直到战争的漫
长追忆，串联起了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社会百态。⑦4

《经典里的中国——论
语》 @梦中一曲：读《经典里
的中国——论语》。非常欣赏
杨照先生的“历史式读法”，把
伟人放回到他生活的环境和年
代，还原其本色本性。由此，孔
子变成一个有血有肉，可爱幽
默，真性情有个性的人。看到
他面对各种局面的应变、主张、
信念，我们会惊讶两千年前这
个人的智慧和强大，从而发自
内心敬佩他。当我们敞开胸怀
去了解经典里的人物，而不是
挖空心思想从他们身上获得现
世的有用信息，伟人们反而都
变得可亲可爱，经典作品都变
得有趣生动。

《夜航船上》 @卧雨轩：
《夜航船上》，王稼句著。通读
本书，既可以对《蟋蟀谱》《叶
子》《鲁迅的中文藏书》《点石
斋报》《梅花喜神谱》等书籍的
版本源流有深刻的认知，又可
以对江南木雕、苏州旧书坊、
毛边书、鸽哨等传统文化有深
入的了解，还可以体验知堂、
叶圣陶、徐志摩、周黎庵、周越
然、张兆和、杨宪益等老一代
文人的人生片段与世相掠影。

《有 种 生 活 风 格 ，叫 小
镇》 @ 刘小木 007：最幸福
的事莫过于可以安安静静地读
书做笔记。因为一本书带来的
力量与改变，发生在这个当下，
好久没做这么多页的读书笔记
了。一本书，竟能翻转没落的
小镇，这是阅读的力量。何培
钧的《有种生活风格，叫小镇》，
可以带来心底原动力。

《北京，1912》 @ 午后

的普洱茶：中国文学史上首部
关于北京的长篇白话小说，真
切细腻再现 100年前老北京
社会风貌。小说讲述了满族
青年宁伯雍留学日本六年，回
国后遇上辛亥革命，看到了一
个日益变化的北京城……作
者穆儒丐是中国现代史上最
早的白话小说家之一和享誉
一时的剧评家。

《苏珊�桑塔格谈话录》
@ 万古银桑：桑塔格在 1980
年曾谈到发达社会的多元化，
指出这种状态也包含着肤浅
和空虚，构成了对深度的消
解，并表示“我宁可舍博大而
取精深”。不过作为学霸，女
神苏在深入透彻的思考中仍
保持着广阔的视野，比如这本
《苏珊�桑塔格谈话录》，谈论
的话题就涉及了经典名著、人
文与社会、艺术与社会、名家
文学讲坛。⑦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