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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探险家》：
呈现探险家的激情生活

本 书 是
《发现之旅》
姊 妹 篇 ，作
者 罗 宾·汉
伯 里·特 里
森是著名探
险家。该书
讲述了世界
上最伟大的
四十余位探

险家的故事，将他们的生活一一呈
现，检视了他们的动机和激情。这些
探险家中有许多人在鲜活的第一手
资料里回顾了自己的旅程。本书按
照不同的主题组织，并以500年前的
大航海时代作为第一个主题，这也是
有记录可查的大探险时代的发端。其
他的主题包括陆地、河流、极地冰雪、
荒漠、地球上的生命以及新的前沿。

《没有女人的男人们》：
令人窒息的孤独

本书是村
上春树的最新
短篇小说集，
书中一共收录
了 7 篇作品，

《恋爱中的萨
姆莎》是村上
为简体中文版
追加的。用村
上 自 己 的 话
说，写的全是

“没有女人的
男人们——由

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女性抛弃的男
人们或即将被女性抛弃的男人
们”。本书译者之一林少华认为此
书译成《失去女人的男人们》更贴
切：“作为汉语，‘没有女人’有可能
意味一开始就没有，但书中的男人
们并非如此。有，失去了，或快要失
去了——已然失去或即将失去女人
的男人们是怎样的呢？村上在这里
把镁光灯打在这几个男人身上，以
第三人称或以旁观者的眼睛捕捉其
心态和生态。”

《童年时光》：
文坛名家童年记忆

本 书 作
者 均 为 当 代
著名作家，不
乏 诺 贝 尔 文
学 奖 获 得
者 。 儿 童 和
童 年 是 本 书
焦点，如此高
水 准 的 关 于
童 年 的 名 人
名 作 集 锦 实

属难得，也是本书最大的吸引力所
在。而且本书所收作品都是名家新
作，或是难得见到的佚作，具有独家
的文学价值。文坛名家在书中各显
身手，或尖锐、或深情、或幽默，刻画
出一个个不逊于小王子的可爱形
象，讲述了一段段意味深长的童年
记忆。本书既是成年人的读物，很
多篇目也适合儿童听读以及青少年
阅读，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世界文学
精品。

新 推介书
刚刚过去的这个冬

天，冷得敷衍，似乎有些名
不副实。

而春天不费吹灰之
力，轻易就占了上风。

此刻，早春的空气清
新又清冽，适合阅读一些
温柔风趣的文字。而马
克·李维这本小说正好可
以满足这种季要求。

影子的零碎

这是一部关于偷影子
的小说。

影子，我们每一个人都
有的。阳光下，或者月光
下，影子就会出现，或浓或
淡，或短或长，或模糊或清
晰，你跑，影子也跟着跑，你
停下，影子也跟着停下……
影子与我们形影不离。

小时候，在路灯下，我
们还常常玩一种踩影子的
游戏，追逐别人的影子，追
到了就使劲踩，仿佛踩中了
对方的影子便会疼痛一样，
而被踩中影子的人也会跳
起来，或者逃走，或者也去
踩踩影子的人的影子……

《偷影子的人》这本小
说我一口气读完一遍，又
从头细读了两遍，很久没
有读到这么舒服的小说
了。太真实的小说读来心
里添堵，太虚幻的小说读
得没趣。人到中年之后，
我一般不去读那些为难自
己的小说，但马克·李维的
这本小说令我找回读大学
时的那种亢奋、舒坦、迫不
及待的阅读状态，以及久
违了的热扑扑的感动。

小说里的影子不仅会
逃跑，会跟你撞满怀，还会
说话，会自卑，会求救，会
透露你的秘密，影子还可
以被偷走。

这个全世界读者最多
的法国作家的想象力远比
我们飞翔得更远、更优雅。

偷影子的人

偷影子的是一个瘦弱
小男孩，细腻善良，平时总
是被班上的捣蛋同学欺
负，父亲因为有了外遇还
离开了家，这些都令他感
到自卑和自责。

有一天，他突然发现
当别人的影子与自己的影
子重叠在一起的时候，他
居然能把别人的影子“偷”
走，从而能知道别人的心
事、真实想法、童年经历，
这种特殊的能力令他十分
不安，他期待出太阳的日
子，能有影子出现的时候，
他就要赶紧把无意中“偷
来”的影子还回去。

在一次又一次的“偷”
影子的过程中，他开始成
为需要帮助者的心灵伙
伴，无论是比他大两岁的
总欺负他的马格，还是比
他大几十岁的学校警卫伊
凡，……被他偷过的影子
们跟他沟通，拜托他“为每
一个偷来的影子找到点亮

生命的小小光芒，为它们
找回隐蔽的记忆拼图，这
便是我们对你的全部请
托。”

这类似一种“读心
术”，但又超越了一般意义
上的“读心术”，偷影子的
能力传递的是对生命的宽
容和体谅。

影子讲述了主人灵魂
深处最真实的情感和最隐
秘的经历，在得知了这些
人们不愿意说出来的内心
秘密之后，他原本就柔软
的心更柔软了，他学会体
谅所遇到的人和事，他在
火灾事故中救了伊凡，还
伪造了伊凡刚出世就去世
了的母亲信件安抚他，他
用心酸的眼泪宽恕了家庭
冷漠导致脾气糟糕的马
格，“即使马格是我的敌
人，我依然为他、为笼罩在
这间房间的冷漠而难过。”
他抚慰了父亲出走后的伤
心母亲和自己，他劝服了
一辈子的好朋友吕克的父
亲，让吕克到医学院去学
习做医生，让吕克实现做
医生的梦想……

这种超能力一直陪伴
到男孩长大，他在帮助其他
人的同时，也逐渐认同了自
己的身份，明确了自己的人
生价值，他一天一天长大，
他与同事恋爱又分开，他与
逐渐年老的母亲相亲相爱
到永别，他在医学院里日夜
工作，他去寻找小时候邂逅
的会用风筝写字的女孩，情
节清晰简约，可是温情治
愈，读得很舒服。

像是潮湿阴冷的天气
里换上一件刚熨烫好的、还
温暖着的衣裳那么舒服。

马克·李维的技巧

大诗人李白曾经写过
一首明白如话的短诗《静
夜思》，千百年来为世人代
代传诵。明人胡应麟为此
曾说：“太白诸绝句，信口
而成，所谓无意于工而无
不工者”。

中国武侠小说里也常
讲的，无招胜有招才是武
学最高境界的求索，往往
越简单的招式威力越强。

马克·李维的《偷影子
的人》也是，无招胜有招，
无意于工而无不工。整部
小说结构简单至极，语言
平实，但无论是温暖一世
的亲情，还是稳稳当当的
友情，或是浪漫无边的爱
情，马克·李维都有本事叫
你读得又哭又笑，他运用
的是那种少见的温柔风趣
的白描技巧，许多精彩的
带着体温的句子就这样轻
易打动我们：

“青少年时期，我们总
梦想着离开父母的一天。
而改天，却换成父母离开
我们了。于是我们就只能
梦想着，能否有一时片刻，
重新变回寄居父母屋檐下
的孩子，能抱抱他们，不害
羞地告诉他们，我们爱他
们，为了让自己安心而紧
紧依偎在他们身边。”

“大城市让人抓狂，它
榨干你的灵魂，又像吐口
香糖般把它吐出来。”

“人一旦开始撒了一
个谎，就再也不知道如何
停止。”

“人们连他人都不关
心了，更何况他人的影
子。能看穿对方跟你说违
心话，这才是朋友。”

“我一直想挥别童年，
成为大人，童年却紧贴着
我的皮肉，钻入这具对我
而言太挤太小的身躯。”

马克·李维很擅长用比
喻，他更擅长风趣中添加温
情、添加自嘲，他一点都不
像某些聪明作家那样刻
薄，他对生活充满了智者
的体谅和宽容。他的文字
也很有画面感，读他的小
说，仿佛在看电影蒙太奇，
这使得阅读成为一件乐事。

这是影子现身，“一开
始的身形很淡，大概只比用
铅笔在阁楼木板上画出的
印子稍深一点儿，然后越来
越清楚。……影子歪了歪
头，向左，向右，再转向侧
面，它朝我吐了吐舌头，在
我面前伸展四肢，又在纸箱
上变形，钻进行李箱间，一
手往上搭在一个盒子上，完
全像靠在盒子上一样。”

这是小男孩的妈妈，
“有一天她小心翼翼地擦

拭茶壶，一边对着它说话，
最后把茶壶放回阳台时，
不但祝它有愉快的一天，
还把壶嘴转向外，让它欣
赏风景……”

这是勇救伊凡的雪佛
太太，“雪佛太太是瘦小型
女生，她却提起脚朝门踹
了过去，门锁在她腿骨的
魅力下毫无招架之力。”

这是小男孩“人生第
一条领带”，“我不会打领
带，所以就像裹围巾一样
缠了几圈，反正心意最重
要，而且这让我看起来有
诗人的味道。”

这是小男孩心仪的女
孩伊丽莎白，“她的笑容足
以照亮秋季最阴郁最悲伤
的日子：就是那种阴雨绵
绵，你泡水湿透的鞋子在
碎石子路上啪啪作响，街
灯不眠不休照在通往上学
之路的那种日子。”

这是小男孩一世的兄
弟吕克说的，“我爸的头顶
已经秃得像专给蚊子降落
用的飞机场一样，我想我
的头顶很快也会继承到秃
出一条飞机跑道，……”

这是长大后的小男孩
看着老去的妈妈，“她添了
皱纹，但眼中闪耀着永不
老去的温柔。父母到了某
个年纪总会变老，但他们
的容颜会深深烙印在你的
脑海里，只要闭上眼睛，想
着他们，就能浮现他们昔
日的脸庞，仿佛我们对他
们的爱，能让时光停顿。”

学校的煤气炉爆炸的
时候，黑烟升起，老师们尖
叫“我的上帝啊！”但是小男
孩想：“我是看不出这能跟
上帝扯上什么关系啦，除非
当时它正好需要一只大打
火机，然后使用的时候出了
差错。……但的确，黑烟确
实往它那边飞去，不过这应
该只是个巧合。”

小说末尾，倒数第三
段，“太阳升起，我们的影
子肩并肩拖长在人行道
上。突然，我看到我的影
子倾身，亲吻了克蕾儿的
影子。于是，无视于我的
羞怯，我摘下眼镜，模仿影
子的动作。”

很舒服的结尾。
马克·李维跨越了地

域、文化、宗教隔阂，把人
们成长的体验还原，把人
性中人人皆有的情感还
原。读完小说，我想我知
道这本小说为什么风靡全
世界了，为什么能在中国
掀起温情疗愈的阅读风潮
了，为什么能成功抚慰上
百万读者的心灵了，因为
每一个读者都从小说中阅
读到了自己的影子。

或许从某种程度上，
我们也有这种感知他人内
心的能力，只是我们还不
够细心，还不够耐心，倘若
我们强烈地愿意去帮助他
人，说不定也可以听得到
对方的影子在倾述。

春天，正是晒晒太阳，

踩踩影子的好时光。

你
的
影
子
在
这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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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影子的小男孩

马克·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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