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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之上的另一种景观

■

陈凤霞

1973

年， 夏日夜晚伊朗的人们都喜欢在

屋顶上睡觉，帕夏的家在那一带位置最高，视

野最好， 那年的夏天与他最要好的哥们儿一

起在屋顶上做一些小坏事、 偷偷谈论着美国

电影。邻家院落里的女孩扎莉，打动了他的心

扉，也改变了彼此的命运

这是一个涉及三位伊朗年轻人的爱情故

事，但绝非三角恋。 故事发生的

1973

年，正是

巴列维王朝摇摇欲坠之时。 主人公帕夏和邻

家女孩扎莉的初恋浪漫得让人心醉也心碎，

这对浪漫恋人最终并未能结出爱的美好硕

果，因为父母早就给扎莉指定了一位未婚夫、

同时也是帕夏好友的“博士”。故事最后，扎莉

以泼油自焚的壮烈方式， 痛斥了那个杀害未

婚夫的巴列维王朝。虽然感情颇为失落，但帕

夏终于明白“博士”的真实身份，并懂得了他

所从事事业的伟大意义。

这本书是年近五旬的美国作家马赫布·萨

拉杰的处女作，一经问世，便震撼了美国书坛，

并迅速被

10

多个国家引进翻译。 原版中并没有

帕夏这个人名，而是冠之以“我”，所以许多读

者宁可将此书看成是马赫布·萨拉杰的个人自

传。对于此点，马赫布既不否认也不承认。事实

上，很多作家的写作，都是在书写自己的过去。

本书中帕夏爬上的那个屋顶，正是现实中曾给

马赫布少年留下深刻印记的德黑兰屋顶。

帕夏是初恋的亲历者， 透过他的这一视

角， 读者可窥探上世纪

70

年代伊朗人的爱情、

友情和亲情。帕夏同时又是民众推翻巴列维王

朝的旁观者，透过这一载体，读者可以感知公

众对巴列维王朝的愤懑，可以看清黑暗的巴列

维王朝在惊恐中如何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在谈到《德黑兰的屋顶》这个书名时，马赫

布·萨拉杰称，

10

岁时他在小说所描写的那个

屋顶上， 读完了人生中的第一本小说———杰

克·伦敦的《白牙》，而这本书堪称他与文学的

初恋。但书中多处对房屋特别是屋顶意味深长

地描述，难免不让读者有更为深刻地联想。

对于朝北不能晒到阳光的房子， 帕夏的

母亲一再声称，即使白送也不要，因为“它们

总是晒不到阳光。 它们是滋生细菌的温床。 ”

母亲就像是审判那个时代的判官， 以这些看

似平淡无华的语言， 却又一次次充满双关的

韵味，道出了伊朗那个时代的社会“病灶”。

在上世纪

70

年代， 夏日夜晚伊朗的人们

都喜欢在屋顶上睡觉， 而母亲一再叮嘱帕夏，

“每年从屋顶上摔下来的人都有好几百呢。”对

充满青春气息的帕夏而言，呆在德黑兰的最高

屋顶上， 至少是自己那个时代的最大乐趣之

一。 这样爬得太高，虽然可能如母亲所说的那

样一不小心会摔得更重，但因为可以看到更多

别地方看不到的星星，可以将夜幕下的德黑兰

尽收眼底，帕夏丝毫不在意母亲的劝告。其实，

冒着被摔的危险爬得更高， 只为看得更清，这

何尝不是那个时代最为寻常的民众渴求，何尝

不是不屈民族精神的鲜活写照！

《德黑兰的屋顶》，

[

美

]

萨拉杰著， 李

美华译， 译林出版社

2011

年

9

月出版

从问题出发寻找沟通智慧

■

珍珍

只有协作沟通才能解决问题

在 《陪孩子一起快乐成长》 一书中， 作

者列举了孩子成长过程中众多常见问题， 比

如孩子被欺负、 不爱劳动、 抄作业、 写说谎

作文、 单亲孩子的成长、 青春期问题 ， 等

等。 这些情况如果处理不好， 还会影响孩子

的身心健康。

孩子说谎和抄作业是比较常见的棘手问

题， 都涉及孩子的诚信教育。 在书中 《孩子

老抄作业》 一文中， 作者指出孩子抄作业有

这样几种新方式： 和同学互抄作业、 上网抄

作业、 雇人写作业等， 可谓五花八门， 防不

胜防。

具体而言， 孩子抄作业行为大部分是由

于作业量过多。 在学校， 老师布置作业时面

对的是全体学生， 有时没有考虑到每个孩子

的学习程度。 作者指出， 假如家长发现孩子

作业多， 写不完， 最好能及时与老师沟通，

建议老师按照孩子的学习程度布置作业 ，

“设计 ‘必写作业’ 和 ‘选写作业’， 让孩子

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有选择性地写作

业”。 这样既能让孩子避免抄袭作业， 又能

培养孩子独立学习的习惯。 孩子写说谎作文

也不是天生的。 何贤桂认为， 孩子说谎多半

是被迫的， 迫于某种压力。 可能此前出现过

孩子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作文， 结果被老师批

为不及格的现象， 于是他不得不模仿一些所

谓优秀作文的写法， 甚至编造一些令人感动

的故事。

孩子的快乐成长离不开家长和老师的共

同影响。 在何贤桂看来， 家长与老师之间应

当是同盟协作关系。

做一个会和老师沟通的好家长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 “父母与老师的沟通

之道”， 作者在书中通过很多实例， 总结出

一些规律， 比如 “不让情绪成为你的主宰”、

“停止争论， 学会倾听”、 “细节决定成败”

等， 在 “贴心提示” 中还对这些方法进行了

归纳总结。

在现代社会里， 沟通是必不可少的人际

交往方式。 沟通者双方都需要良好的素质，

不做穿西装的野蛮人。 何贤桂认为： “好的

沟通需要礼貌、 修养， 给人以如沐春风的感

觉。 如果出现暴力要挟的沟通， 则给人粗野

的感觉， 即便你身着西装。” 所以， 沟通最

需要相互尊重， 好的沟通还要从尊重孩子开

始， 不向孩子隐瞒教师与家长沟通的内容。

孩子上学后， 大人比较关心的是孩子的

学习问题。 尽管学习问题非常重要， 但作者

建议家长和老师应少谈孩子的学习问题， 过

多关注相关问题， 反而会增加孩子的负担，

导致孩子出现一些心理问题。 作者在后记中

写道： “假如家长和老师的沟通仅仅为了强

化孩子的学习生活， 束缚孩子的自由， 不管

多么高尚的沟通， 终究是一种失败的沟通。”

家长与老师在沟通过程中由于存在认知

偏差、 相互不了解、 偏见等因素， 容易出现

矛盾和摩擦。 书中告诉我们一些方法， 可以

避免家长与教师的冲突： 换位思考、 不对老

师进行预设、 学会倾听、 理智并管理好自己

的情绪， 等等。 在 《别让情绪成为你的主

宰》 一文中， 作者说： “要明白， 家长和老

师沟通不是发泄情绪， 而是来探讨问题， 想

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如果家长只想着以情绪

化手段压倒对方， 最终将会硝烟四起……”

学会倾听， 不仅是沟通者素质的体现， 也是

沟通的良好开端。

家长和老师因为孩子而成为朋友或协作

者， 沟通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同时是家校合

作的基础。 只有父母热情参与学校的教育，

与老师亲密合作， 才可能教育好孩子。 在书

中， 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些新的思路， 如组建

家长联合会、 巧用家长会等等。 特别是在

《家长能为老师做些什么》 一文中， 作者还

鼓励家长发挥自身的特长或工作优势， 多参

与学校的教育活动， 比如到学校开讲座、 做

义工、 搞教育捐赠等。

家长和老师都要成为有心人

教育无小事。 有这样一种现象： 孩子在

成长中， 经常被大人贴上标签， 例如 “小笨

蛋”、 “调皮鬼”、 “没出息” 等。 很多时

候， 孩子被这些角色压得喘不过气来， 并且

越来越自卑。 不论孩子的这些问题出现在家

里还是在学校里， 父母和老师都要做一个有

心人， 及时发现并解决孩子成长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 当父母或老师发现这些问题时， 应

该互相沟通， 而不是将孩子的问题扼杀在摇

篮中。

该书作者是一名普通的教师。 多年来，

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为家长解答一些教育困

惑和疑难问题， 他在书中呼吁父母和老师回

归教育常识， 在 《原来教育可以这样美丽》

一文中， 他指出： “教育应当给孩子留下美

丽的背影， 而不是恐怖的梦魇。 如果我们的

教育是建立在敌视和残忍的基础上， 留给孩

子的将是永恒的伤痛。 时间在无声无息地流

淌， 但洗刷不了教育带给人的伤害。”

好的教育是一种快乐教育， 是家长和老

师智慧的体现。 只有让家长和老师回归教育

常识， 回归 “人” 的教育， 将一切教育行为

从尊重孩子的成长开始， 把孩子身心健康放

在第一位， 才会让孩子体会到成长的乐趣。

《陪孩子一起快乐成长———父母与老师

的沟通之道》， 何贤桂著， 商务印书馆

2011

年

7

月出版

等待多年

恰逢花开

■

王宇英

该书所选取采访的对象有国民

政府前湖北省主席张知本、 国民党

第

10

集团军司令徐启明、 云南王龙

云之子龙绳武、 台湾前经济顾问美

籍华人顾应昌等人。 这些人物各有

特点， 其中不乏因意识形态原因而

反共之人， 但以他们为访谈对象的

口述历史成果能够在大陆公开出版，

充分证明两岸， 特别是大陆能够客

观正视历史、 冷静应对现实的魄力

与勇气。

台湾地区口述史和国际学界接

轨较早， 注重学术规范， 成果突出。

自

1953

年台湾第一篇口述历史作品

发表， 至

2009

年 ， 台湾共出版

5005

项口述史成果， 包括著作

614

部， 期

刊文章

709

篇， 还包括一些访谈记录

及学位论文和

4

部地方志。

2009

年至

今， 新出版的著作就有近

30

本。 在

众多的台湾口述史学著作中， 九州

出版社当前虽然仅选取了其中的

7

本， 但基本代表了台湾口述史学的

特点。

首先口述史可以补充史料 ， 例

如 《辛亥革命及国民党的分裂———

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口述历史》 （沈

云龙访问 ， 谢文孙 、 胡耀恒记录 ）

一书所重点讲述的辛亥革命成功后

国民党的分裂问题， 之前正式文献

未曾提及但它是中国现当代史中重

要的转折点。

台湾大批史学界一流人才投身

口述历史领域， 增加了该领域的研

究厚度。 从早期的沈云龙、 陈三井、

陈存恭、 张玉法、 刘风翰、 王聿均、

吕芳上等到后来的许雪姬 、 张力 、

沈怀玉、 游鉴明等， 都是史学名宿。

因为专业基础的扎实， 这些主访者

暨研究者很重视口述史料的考证工

作， 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这些史料的

真实性。 如 《辛亥革命及国民党的

分裂》 的主访者沈云龙在访问过程

中， 就常能依据自身掌握的文献史

料与受访人张知本形成讨论与回应，

充分展示了口述史访谈过程中主访

人的重要作用。

口述史还可以突破传统史学的

政治史中心传统， 让历史更加鲜活。

关于台湾经济腾飞的重要推手 “中

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 时任高级

技术人员的当事人李崇道在口述过

程中， 就不仅讲述了农复会的制度

运转、 技术推广， 还很动情地回忆

起同仁们的彼此信任与勉励， 以及

从上到下的献身精神， 还原了一个

“可爱可亲的” 的 “农复会”。 曾任

台湾经济顾问， 并参与大陆经济改

革的著名经济学家顾应昌在其口述

过程中常会讲述一些经济学之外的

轶事来阐述一些看似严肃的历史命

题。 他认为台湾经济腾飞的重要先

决条件是 “置之死地而后生” 的特

殊时代背景， 他回忆了

1968

年刘大

中 到 台 主 持 “赋 税 改 革 委 员 会 ”

后， 如何不顾台湾夏天的炎热坚持

工作时所说的一句话： “我们还是

继续工作， 早日完成， 否则再不努

力 ， 就只能退到太平洋里去了 。 ”

（《我对大陆改革开放与台湾建设的

建言———顾应昌先生口述历史 》 ）

顾应昌自称为 “第一代以知识在美

国求生存的华人”， 由于成果卓著，

在美国经济学界享有较高声誉， 已

完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但是他却

自上世纪

60

年代起就开始往来台湾

与美国， 到

80

年代又积极参与大陆

改革开放， 终生谋求用知识为社会

服务， 是一位使命感非常强烈的知

识分子。 提到这个问题， 顾应昌也

是用一则轶事来解释各中原因。 顾

应昌的叔父顾维钧还在撰写博士论

文时， 正好袁世凯需要一位英文秘

书， 要求立刻应聘上任， 他很踌躇

是否应该答应 ， 就去见指导老师 ，

老师问他： “你念完学位之后有何

打算？” 他答说： “想为国家做一点

事。” 老师就要他把撰写中的论文交

来， 看完序篇之后就说： “这样就

够了。” 立刻让他毕业， 取得博士学

位， 这就是他投身外交生涯的开始。

顾应昌认为当年他叔父身上的使命

感对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在他

的叙述中， 那些看似深沉凝重的话

题、 高深专业的学问都蕴含着最普

通的人情世故， 这就是口述历史的

魅力之所在。

近年来，大陆地区的口述历史也

呈如火如荼之势。 九州出版社此举具

有搭建两岸学术交流平台的意义。

“台湾口述历史系列丛书” （

7

本）， 九州出版社

2011

年

9

月出版

在思考中行动

■

张光茫

这本书是台湾文化名家的人生经历与思

想状态的珍贵记录。 白先勇、 余光中、 李亦

园、 郑愁予、 南方朔、 隐地……尽在书中展

现他们的智慧与洞见。

2009

年夏天， 本书作

者李怀宇赴台访问， 对台湾文化名人进行了

面对面的访谈。 访谈的内容大多涉及学术文

化、 历史人生， 本书就是访谈结集。 一个世

纪以来， 风云变幻， 许多知识人饱经沧桑，

仍然在文化领域上下求索， 使中华文明薪火

相传， 殊为可敬。

台湾当代著名作家白先勇认为， 中国需

要文艺复兴。 白先勇还提议， 如果要写华文

文学史， 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 这一段

是台湾文学最重要的时代。 而大陆缺少重要

作品， 刚好台湾文学填补了这个空。 在保留

文化传统方面， 台湾不见得做得好， 可是至

少有一种延续性， 不像大陆起伏太大。

余光中认为 ， 用纯白话可以写出好的

文章， 但是文白相济， 文白交融 ， 更多弹

性 ， 更多变化 。 台湾很多作家 ， 张晓风 、

王鼎钧、 林文月， 尤其是王鼎钧 ， 文言底

子很好， 他短短一段文字很简要 ， 但有力

量。 像梁实秋、 钱钟书的文字， 带点文言，

都是很有弹性。 梁实秋一辈子翻译莎士比

亚， 他的小品， 一点西化都看不出来 。 钱

钟书比梁实秋更西化一点， 凡是名家， 都有

古典的底子。

人类学家李亦园， 台大考古系毕业前，

曾请求考古大师李济临别赠言， 李济问了一

个问题： “假如一个网球掉在一大片深草堆

里， 而你又不知球掉入的方向， 你要怎样找

球？” 李亦园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李济随即

回答： “只有从草地的一边开始， 按部就班

地来往搜索， 绝不跳跃， 也不取巧地找到草

地的另一边， 才是最有把握而不走冤枉路的

办法。 做学问也如找网球一样， 只有这样不

取巧， 不信运气地去做一些也许被认为是笨

功夫的工作， 才会有真正成功的时候。” 李

济的思索对于现今的学人， 仍有某些启发的

意义。

上世纪

70

年代， 文学书在台湾出版界一

枝独秀。 最有名的

5

个出版社的负责人全部

是写作者， 本身都会写文章， 变成文人办出

版社。 他们没有同行相忌 ， 在将近

15

年期

间， 他们每月都聚一聚， 这在台湾文坛曾经

传为美谈。

读完全书， 感觉作者在书中用真实的细

节， 详实的史料， 试图展现台湾知识人的音

容笑貌。 作者给出的一个个侧影， 虽然感性

的描述多了些， 但还是为我们了解台湾知识

人， 了解那个特殊年代的文化背景， 提供了

鲜明的例证。

《知识人： 台湾文化十六家 》， 李怀宇

著， 漓江出版社

2012

年

1

月出版

■

本期关注

【学科前沿】

【文化视野】

【西窗瞭望】

普通人的命运变化最牵情

■

蓝冰

何 伟 原 名 彼 得 · 海 斯 勒 （

Peter

Hessler

）， 是个地道的美国人。 他曾在中国

学习工作多年， 近年来他的 “中国的三部

曲” 风靡并畅销欧美， 屡获大奖。 作为三部

曲的终曲， 《寻路中国》 少了 《江城》 中初

识中国时的戒备， 也没有了 《甲骨文》 中的

时空跳跃， 该书语调平实仿佛如朋友谈心般

娓娓地把故事道来。 全书分为城墙、 村庄、

工厂

3

个部分， 仔细而透彻地描述了农村人

的挣扎和打工者的艰辛， 记录了人们在改革

开放的大潮中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时的

喜怒哀乐。

翻开本书， 这些小人物的普通生活故事

与大城市的嘈杂生活疏离， 与新闻广播中我

们熟知的中国印象不尽相同。 正如某个媒体

评价的那样： 何伟笔下的中国， 是连一些生

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

国。 从最初阅读时的尴尬、 不解和纠结， 到

质疑选材， 再到不满与疑惑， 继而理解和释

然， 最后释怀， 阅读本书的过程， 就是一个

不停刺激思维、 不断思考的全新体验 。 列

夫·托尔斯泰说过 “理想的书籍是打开智慧

的钥匙”， 《寻路中国》 不失为一把打开观

察中国之门的好钥匙。

该书清楚地描述或者暗示了工业化、 城

镇化正在以某种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方式发生

在我们身边。 因为各种原因， 比如， 贫穷、

计划生育、 拆迁， 农村人口正在自发或不自

发地向东南沿海和邻近较发达的城市转移。

书中描述到， 陕西甘肃古长城城墙一带的农

村， 那里年轻人几乎全部外出务工， 只有年

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儿童留守农村， 而同样情

况亦发生在离北京直线距离不到

80

公里的三

岔， 村中青壮年只要有能力、 有机会， 都已

外迁， 有的生活在大中城市， 有的生活在附

近的城镇， 只有能力不强、 老弱病残和儿童

才留守在农村。 这样的情况， 在中国许多地

区都很普遍。 虽然历史趋势不可逆转， 工业

化、 城镇化的进程不可更改， 但也不禁令人

深思， 长此以往， 中国将来要以何种方式来

吸引年轻人重新回到农村， 中国农村的未来

又将由谁来建设呢？

改革开放以来急剧变化的中国， 生活在

其间的国民是如何承受， 如何来应对这些变

化的？ 有些人（如书中的三岔村村民魏子淇）

如鱼得水， 在变化中努力调整自己并试图获

得利益；有些人（如魏子淇之妻曹春梅）不知

所措、不得不被动地接受这一切，被滚滚历史

洪流裹挟而下；也有一些人（如不满

15

岁就出

来打工的陶玉凤） 不甘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宿命，迫不及待地投身到工业化、城镇化的进

程中， 努力奋斗想要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

空，为自己和家人的富足努力工作和拼搏。

作为新闻记者， 何伟没有挑选特别重大

的新闻事实， 也没有深入讨论和剖析重大社

会问题， 而是另辟蹊径， 跟踪记录了北京偏

远山村的魏子淇和东南沿海金丽温地区打工

者罗师傅等人的故事。 他不满足于浮光掠

影， 仔细观察敏锐感受并往往抓住问题的关

键， 而且客观真实地加以描述。 在长达

7

年

的时间里， 他详细记录他们生活中点点滴滴

的发展和变化， 他们经济上的进步以及随即

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诸如农民和外出打工者的社会保障问题、 医

疗保险问题、 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等等， 让

人无法对其视若无睹。

所谓工业化和城镇化， 不仅仅是教科书

上的数字， 不仅仅是政府工作报告， 不仅仅

是新闻报道， 而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活生

生的人， 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普通人

的日常生活。 这个工业化、 城镇化的过程就

发生在千千万万个普通的中国人身上。 无数

老百姓渴望改变自己命运和生活的愿景， 就

是中国这几十年发生巨大变化的动力所在。

古人云居安思危， 身为炎黄子孙， 当中

国的

GDP

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 我们为之自豪的同时， 是否也该停下反

思， 经过

30

多年经济发展之后， 随着各种社

会问题日益凸显， 中国在波澜壮阔的工业

化、 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中究竟得到了什么，

又失去了什么？ 中国下一步该往何处去？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只有不逃避， 直面

现实， 才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 了解社会，

理清我们今后的发展思路。 这也正是阅读本

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寻路中国 ： 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

旅》，

[

美

]

彼得·海斯勒著， 李雪顺译， 上

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

1

月出版

【书人书事】

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先驱

兰波全集出版

兰波是法国著名的天才诗人 。

1854

年生于夏尔维勒，

1891

年卒于马赛 。 只

活了

37

岁。 其代表作是 《地狱一季》。

《兰波作品全集》 是法兰西通灵诗人

兰波的作品全集， 其中包括他的全部诗

歌、 散文诗和部分书信、 日记， 是目前

为止国内翻译出版的最完整的一部兰波

作品全集。

兰波是一位被称为 “横空出世的一

颗流星， 转瞬寂灭” 的诗人。 他一生的

诗歌创作， 全部在青少年时期完成， 此

后便放弃了文学， 投身于苦涩的流浪漂

泊， 死亡降临时， 他年仅

37

岁。

但是， 凭着通灵慧眼 ， 他 “看见了

幻觉本身”， 发现了通向诗歌的新道路，

成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先驱者； 凭着

通灵之心， 他洞穿了世纪的苍茫与黑暗。

他在诗歌中 ， 揭示了残酷的真相 ，

发现并创造了惊艳神奇的美； 在生命里，

以孤独的流浪与血肉之躯， 撞开了世纪

的黑暗大门； 在人生的苦海中， 犁出了

一道深深的血痕。

当后世的人们重新回望 ， 才惊愕地

发现， 当年那个伤心的孩子， 在欧洲这

片阴冷的水潭里， 放出了怎样 “一只脆

弱又如五月蝴蝶的轻舟……”

该书正如这一叶轻舟、醉舟 ，满载着

世纪之交法兰西光怪陆离的诗歌幻梦。 译

者王以培，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

师。 该书由作家出版社

2011

年

11

月出版。

(

陈静双

)

【文学之窗】

朱天心的“眷村”情怀

在台湾 “眷村” 通常是指

1949

年起至

1960

年前后， 在国共内战中失利的国民党

政府， 为了安排被迫自中国大陆各省迁

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人及其眷属所兴建

的房舍。 上世纪

60

年代后这里已凋零， 但

眷村走出了大量有影响力的名人， 成为

当今台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 是台湾实力派

作家朱天心的小说集， 精选其自

1973

年到

1991

年间所写的

11

个中短篇小说。

朱天心生于台湾著名的文学家庭 ，

少年即以才思敏捷和 《击壤歌》 等小说

闻名， 屡获文学奖项。 在该书中作者怀

着极大的现实关注， 对家园身世展开追

忆反思， 为内地读者了解台湾文学提供

了重要文本和背景。 其中 《想我眷村的

兄弟们》 是她享有盛誉的代表作， 曾获

第

15

届 “时报文学奖推荐奖”， “联合报

读书人最佳书奖 ”。 《方舟上的日子 》、

《绿竹引》、 《时移事往》 等， 洋溢着青

春气息和丰沛的生命力，刻画出一群不胜

乡愁和困顿的老兵以及在眷村成长、流离

的女孩和少年。 作品语言活泼，情感厚重，

带人回味青春的美好纯朴和成长的尴尬

与代价。 其中对人心和人情的描摹，对世

事和自身的反思，生动而深刻。 该书由上

海译文出版社

2012

年

1

月出版。

（晓双）

兰波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