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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只是一切的开端""

###读松鹰推理小说新作$死亡日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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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 民

合上!死亡日记本 "#神志有些恍惚 $

这是长篇纪实还是纯属虚构%

何事何人何时何地何故何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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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全#成都的新南门 &锦江 &合
江亭 &大慈寺 &草堂寺 &武侯区 &科华北
路&天府大道&吴铭火锅&七里桥&成温邛
高速等地名 #张靓颖 &李宇春等人名 #频
频闪现#叫人无法不循着此堆真实信息 #

去找寻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但旋即映入脑际的新闻 # 又结实地
否定了前一问号( !死亡日记本"中所说
之事 # 已有权威的结论)))与作品中的
*

;

大学 +*西部传媒学院 +*同门三个考
古研究生+等#什么关系也没有(可是#若
说作者松鹰虚构了一个 *寻宝奇案 +#却
又不尽然( 因为流传成都

<="

年的童谣
*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

买尽成都府 +#以及同样流传在彭山
<""

年的童谣 *石龙对石虎 #金银万万五 #谁
人识得破 #买到成都府 +#他都进行了考
证 #甚至用脚板将两地童谣中的 *石牛 +

与*石龙+,*石鼓+与*石虎+#细密地梳理
和丈量了几遍(

作为推理小说界的知名作家 # 松鹰
有着扎实的学术功底( 大学上的是*哈军
工 +#学的是电子专业 #因此从编写科普
著作#到撰写科学家传记#再到创作系列
侦探小说#*理工男+ 松鹰都秉承着一丝
不苟&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

那么 #江湖上流传
<""

年的 *江口沉
银+处#到底是在哪儿% 是在锦江河底还
是在青城山下% 抑或是在芦山县城 % 以
及#哪怕是公认度最高的锦江河底#又是
在成都望江楼下游的对岸 # 还是在距成
都百来里远的彭山江口% 官方新闻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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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

日#来自故宫博物院考古
所与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等十余名国
内权威专家 #郑重出具 !四川彭山 *江口
沉银遗址+ 考古研讨会专家意见书 "#确
认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即为张献忠沉银
中心区域之一--好奇者只需求助电
脑#分分钟就能得到完整答案(

但必须提及的是 # 在考古专家们得
出最终答案之前# 尤其是当地政府采取
严格保护措施之前# 不知有多少境内外
文物贩子&偷挖偷采的当地村民#以及混
迹其间的黑社会成员# 长期进行试探挖
掘 #让流入到黑市上的文物 #把 *江口沉
银+的*确有+及地址所在#日渐清晰地透
露出来(

因此在翻开 !死亡日记本 "之前 #曾
猜度松鹰可能的虚构路线 $ 从文物盗采
和买卖入手 #写一部类似 !鬼吹灯 "的玄
幻作品( 或者就像他此前的*白色系列 +

那样# 写一部文物盗采和买卖的破案小
说(重心是*江口沉银的文物+#人物是文
物贩子 &黑社会 &钱迷心窍的村民 #以及
某些*懂科技+的专家#主线是发现文物#

循物找人 #由人牵出故事 #加上爱情 &学
术等作料(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 松鹰竟会以知
名大学考古教授麾下的三个同门师兄
弟#为学术正统或个人野心#为心中理想
或梦中情人 #围绕传说中的 *江口沉银 +

之谜#演绎出撼人心魄的夺命故事( 尽管
三人表面上都在认真地探寻 *江口沉
银+#实际上却让*人为财死+的千古宿命
再次显灵人间( 别看这些人平常蹲在*象
牙塔+里#其实他们那被束缚的欲望一刻
也不曾安宁#一旦面对释放的机会#就会
快速沦陷 #并且因为他们的 *高智商 +而
心思更为缜密#手段更加歹毒(

譬如张献忠的膜拜者屠国强 # 先后
杀了三个人 $师兄康鹏 &石天柱 #以及一
名流浪汉# 就至少在隐藏作案痕迹这点
上#远超一般凶嫌的智商( 用银锭砸死师
兄康鹏及不幸目睹的流浪汉后 # 他知道
怎样利用 *江口沉银+ 尚在传说中的良
机#让二人的突然死亡变成突然失踪 #直
到八年后才被神探似的记者聂风渐渐弄
了个水落石出( 换言之#犯下那么大桩血
案# 这个杀猪匠的后代竟能逍遥法外八
年整 #还鸠占鹊巢 #抱得美人归 #实乃坏
人中的极品( 尤其他谋杀另一位师兄石
天柱的手法# 更是既匪夷所思又合情合
理$在得知石天柱有开车戴手套#接电话
时会用牙咬掉手套的习惯后 # 为其量身

定制了在手套上涂抹氰化钾 & 以警方所
称 *延时随机杀人 +的方式 #结束了这位
知晓八年前真相的同窗的性命 ( 可以说
这个 *白手套杀人计谋 +#为推理小说界
增添了一个精彩案例(

另外 # 作品中多次引用的汪峰歌曲
*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 也很好地勾勒
出三个勾心斗角的弟子各自的行为逻
辑# 以及南教授美丽女儿天赐的红颜薄
命( 作品中#几乎所有或名正言顺或包藏
祸心的行为 #都是在 *爱 +的名义下进行
的( 而迪伦.鲍勃的名句*答案在风中飘
荡+#则暗喻这个故事的旨归(

另据媒体报道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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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四川文物考古机构对*江口
沉银遗址+/合江亭之下0进行了发掘#历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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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发掘面积两万余平方米 #初步
发现与张献忠大西国相关的文物上千
件#证实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但
遗憾的是没有找到沉船# 因此并不能确
定发掘地就是沉银遗址的核心区 ( 这就
给小说中的芦花洲完全可能是沉银真正
的核心区提供了遐想的空间--

$使女的故事%

!

加拿大
"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

陈小慰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当讲述成为抵抗遗忘的方式
'##读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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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小说会让它的读者感到
战栗# 还有些则连作者本人都无
法摆脱自己笔下世界的阴影)))

!使女的故事" 便是这样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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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天#当奥威尔预言过的
时刻到来时# 身处西柏林的阿特
伍德开始写作这部在她看来 *无
异于一个冒险之举+ 的小说)))

读者是否能够相信# 美国的自由
民主政权在一夜之间被推翻#变
成了一个神权至上的独裁政体%

过去的三十多年里 #*使女的故
事+ 已经成了 *女性反乌托邦文
学+的代名词#甚至变为英语中一
个常用的短语# 用来指涉对女性
极尽压迫的社会# 尤其是强行控
制女性生育自由的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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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随着同名电视剧集的热映#以
及美国大选后特朗普政府对女性
及其权益的一再贬抑# 这部小说
又再度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除了奥威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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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西
方反乌托邦文学传统的读者还会
从中读到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
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布拉德伯里
的!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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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子#阿特伍德也
曾在采访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过类
似的启发( 在使女生活的国度里#

!=

世纪末的美国面临着环境恶化
导致的人口危机#健康出生的婴儿
成了宝贵的国有资产(在一场没有
明确定义的*大劫难+之后#美国发
生了一场政变# 建立了一个名为
*基列国+的神权独裁统治( 与任何
等级制度分明的社会一样#具备生
育能力的女性成了统治阶级独占
的宝贵资产# 被分配到没有后代
的指挥官家庭#以*使女+的身份
为指挥官和他们的妻子繁衍子

嗣)))但是她们不能拥有自己的
孩子( 使女们被剥夺了名字,身
份,财产#沦为纯粹的生育机器#

如果能够侥幸生下一个健康的孩
子# 则能够免于被送往隔离营或
到殖民地清理核废料的下场)))

那里是上了年纪, 无法生育或违
背教义的*坏女人+的终点(

在使女以外# 所有女性的生
活都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按各自
的功能被分门别类为夫人, 马大
/女仆0,经济太太,荡妇等#各自
穿着的衣服颜色也凭身份而有所
不同( 尽管基列国的统治是一个
父权制的建构# 但男性也一样没
能逃脱受害者的命运# 他们的行
动受到严格限制# 唯有特许阶层
或立下战功的男人才有成婚的资
格( 无处不在的*眼目+监视着所
有人的一举一动# 曾经的学校沦
为*改造+使女的感化中心#充当
教化工具的嬷嬷们不遗余力地向
使女们灌输*新的正常+#而曾经
的哈佛大学的围墙上挂满了违背
基列国法律的死者的尸体(

刚开始写作这本书时# 阿特
伍德选择了主人公的名字作为小
说的书名 # *奥芙弗雷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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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即*弗雷德的+#意为她是那
家大主教的私人财产1此外#这个
名字也隐含了一个宗教献祭的受

害者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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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与剧集里
不同# 我们从始至终都不知道女
主人公的真实姓名( 按照阿特伍
德的说法# 那是因为历史上的许
多人都曾这样隐匿在了时间的褶
皱里#沦为历史的注脚(

写作这本书时# 阿特伍德谨
慎地选择着自己的材料# 留意不
要将任何没有历史比照或现实影
射的情节引入其中(除了提出*同
样的情况有可能发生在此时此地
吗+ 这个反乌托邦小说的经典问
题#她还试图通过这部作品#指出

这样的情况是如何已经在此地或
他处成为现实的( 如果说奥威尔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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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未来社会的推测 #

使女的世界则是对 *我们正在经
历的生活的轻微的反转+(我们很
难不对电视剧里呈现的世界感同
身受$迟迟不来的网约车,突然被
冻结的信用卡, 植入在使女耳后
的电子定位器--没有一样不存
在的科技# 没有一个无法在现实
中找到对应的细节#同样#没有想
象的法律#也没有虚构的暴行(

电视剧上映初期# 观众们都
津津乐道于阿特伍德在其中客串
的一个小配角(在那一幕里#她成
了感化中心里的一个嬷嬷# 毫不
留情地给了女主角一巴掌# 因为
她迟疑着没有加入辱骂另一个叫
珍妮的成员# 后者被迫一再讲述
她青少年时期被轮奸的经历#其
他使女则齐声指控*是她的错#是
她勾引了那些男人+( 尽管这*只
是一部电视剧+#作者本人也承认
自己*只是在装装样子+#但其在
现实中的投影却让人不寒而栗(

在女性集体沦为弱势群体的社会
里#为了获得相对的权力#女性会
欣然接受对其他女性的指责甚至
压迫)))在社交媒体的时代 #这
种群体性的暴力对我们来说并不
陌生(

出版三十多年后#!使女的故
事"已经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

还被改编为电影,戏剧,歌剧甚至
芭蕾舞的形式(耐人寻味的是#影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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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和歌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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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在
北美的首映时间分别对应了老布
什和小布什的总统任期# 无论有
意或无意# 这部初版于里根执政
中期的小说每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的时刻都似乎恰好对应了美国右
翼势力的复苏(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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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美国并非阿特伍德笔下的基列
国# 让我们感到熟悉的是那个对
女性极尽压迫的社会(所幸#无论
她的小说呈现了一幅怎样压抑的
末世图景# 最后却总是保留了些
许希望(

在小说结尾处# 我们发现自
己置身于一个距离基列国两百多
年后的学术会议上# 通过学者们
的演讲# 我们得知奥芙弗雷德或
许逃离了基列国# 并设法用磁带
录下了自己见证的一切( 这也是
为什么小说最终定名为 !使女的
故事"#除了向!坎特伯雷故事"致
敬外# 它也暗示了这个故事的文
体特征$ 这是一段由主人公讲给
未来的潜在读者的回忆# 它同时
具备了童话和民间故事的奇幻色
彩# 也像是那些亲历过重大变革
的人留下的*口述历史+( 基列国
从历史上消失了# 而奥芙弗雷德
的回忆却作为文明的一部分留存
了下来( 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

*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
那样完美之事# 只不过世界上有
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 最后
总会有一个活下来# 讲述发生过
的一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