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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的时候我就想去巴黎，因为
那是浪漫之都，有艾菲尔铁塔还有香
榭丽舍大道，巴黎的女孩子纤瘦穿黑
色套装一头金发，她们旁若无人地在
林荫大道下抽烟，眉宇间是自成一派
的巴黎气质。还有塞纳河畔、左岸咖
啡，集结了欧洲史上绝大多数艺术
家，书画与音乐、建筑，绝对是一场
华丽的流动的盛宴。从漫画到电影到
书籍，凡是有巴黎两字的基本都看
过、翻过、买过，但绝大多数与巴黎
有关的都不太好看，《巴黎手记》却
是个例外。

这本书的偶遇也是在旅行当中，
逛到了一家有咖啡有周边的书店，这
本书就摆在某个花瓶的旁边，淡雅的
封面装帧瞬间吸引了我。翻看一看，
书中文字结合绘画与摄影，像极了我
期待看到的游记。

《巴黎手记》将巴黎的景点分成
了三十多个章节，作者对于法国文化
有着自己的描述与见解，他从建筑的
角度来审视巴黎这个城市，从塞纳河
到法国国家图书馆，从圣母院到塞纳
河畔的书报摊，从左岸到拉丁区，从
埃菲尔铁塔区到香榭丽舍大道，追寻
法国的或辉煌或惨淡的悠长过往，遥
思着法国的迷蒙缓慢的未来。还有不

少的篇幅要讲到如萨特、海明威、加
缪、毕加索等才子佳人，在著名的
Cafe aux Deux Mogots和Cafe de Flore这
两家咖啡馆的传奇。以及在蒙马特高
地上，关于阿波利奈尔、莫迪里阿
尼、朱勒。帕森、卢梭、马蒂斯等欧
洲美术史上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们
过去的灵魂好像游荡在 Lapin agile、
Chat Noi、A la Bonne Franquette 这样
的小酒吧和咖啡馆，这些地方都还散
布在巴黎的各个角落，等待我去一一
探访呢。作者在谈到法国人的傲慢与
粗鲁时，并不是一味地持批判性的意
见，而且从历史文化科学的角度解
析，他们的确有值得他们骄傲的灿烂
辉煌的历史文化与科学的里程碑。书
中说“法国人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就
是生为法国人！他们怜悯其他的人没
有生在法国。”法国人的自大可见一
斑。

《巴黎手记》中无法被别人复刻
的还有他对于巴黎建筑的理解，大概
因为王受之是位教设计与建筑的教
授，景点的介绍基本是围绕着对于建
筑的论述展开的。例如在卢浮宫章节
中，一般游记的作者通常都大同小异
地把笔墨重点放在卢浮宫收藏的绘画
上，而王受之却别出心裁地介绍起玻

璃金字塔与其庞大的地下工程，对于
建筑的介绍不仅停留在对每个景点的
建筑描绘，也系统地向我们介绍了法
国建筑的历史演变与发展。特别引人
瞩目的是书中的速写，如照片又如版
画，直观地呈现出了巴黎万象。

以前看某些有关巴黎的书，真觉
得有些千篇一律，一样的取景，一样
的观点，千人眼中应该有千面巴黎，
但其实大家的着眼点最终都落在这些
闻名已久的景点当中。或者，很多作
者的眼界、笔力不够，他们所呈现出
来的巴黎是凝固的不流动的，没有崭
新的天地也没有深度，有些更是小情
小调、无病呻吟居多，起初读一本两
本，会觉得新奇，读多了就对这些作
天作地的文字难免有些厌烦，《巴黎
手记》这本书，像一块红烧肉，肥而
不腻，虽然对作者的有些观念不敢苟
同，但依然对他为我打开巴黎另一层
面的眼界感到欣喜以及感激。在此之
前我没有读过王受之任何一本书，在
此之后我下单了他其他几本书，可以
说是对作者算路人粉了。《巴黎手
记》中的每个细节都透露出了作者的
艺术修养和个人的感情色彩、所思所
想，在巴黎生活的细小问题，以及书
中速写所用的绘画工具较为适宜也都

列了出来，初读几页就感受到了作者
的贴心，也使整个阅读过程不会显得
枯燥乏味。“拉丁区”那一章节中写
到一句——好多人就坐在那里发呆，
看广场上走来走去的格子，一杯咖啡
泡半天，刚刚出嫩叶的法国梧桐下，
温馨的阳光，真是非常非常的巴黎。
讲真，非常符合我对巴黎的印象，发
呆的巴黎男与女，抽烟、喝咖啡，盘
着腿谈笑，礼仪并不规范，可是却有
着自由的灵魂和恣意的生活态度，真
的让我很向往，很想去巴黎。

魔头橙文/摄

《自慢：如何成为一个有绝活的人》

这是一本少有的、以工作为主题却能让上班
族广泛传阅的杰作，总会有小员工如获至宝地在
网络上转发，也会有大老板交代下属大量复印，
让员工仔细阅读。

何飞鹏，循着正常的求学、工作路径，由一
个默默无闻的小职员做起，成为几十家公司的老
板， 50多种杂志的创办人……从员工到老板，从
身陷暗无天日的亏损到拨云见日，终于，他在传
媒与出版领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本书就是他
从员工做到老板的成长心得。

书中真实的职场体验、生动鲜活的案例、深
入浅出的道理，会令职场新人受益匪浅，找到安
身立命的绝活；工作多年的职场人士亦能通过这
本书自我解惑，明白为什么同样的领域、同样的
工作年限，不同的人会收获不同的成果与回报，
深刻理解获得成功必须具备的工作态度与处世准
则。

何飞鹏（Fei-Peng，Ho），城邦媒体控股集团
首席执行官。拥有30年以上的媒体工作经验，任
职于台湾地区《中国时报》《工商时报》《卓越》
等媒体，于 1997年荣获金石堂年度出版风云人
物，与资深媒体人共同创办了城邦出版集团、电
脑家庭出版集团与商周集团。

何飞鹏是著名的出版人，其创新多元化的出
版理念，为出版界开启了不同想象与崭新视野。
他所带领的出版团队时刻掌握时代潮流与社会脉
动，不断挑战自我，开创了多种不同类型与主题
的杂志与图书。

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是当代
文学独树一帜的写作者，三十多年来作
品被翻译成了四十几种文字。2006年，
早在 59岁这个稚嫩的年龄（按照这个奖
的标准来说是这样），保罗就被授予了阿
斯图里亚斯王子奖。

文学当然不是竞赛，但在这一声望
卓著的文学奖历年的获奖名单中，的确
有帕斯、君特·格拉斯、多丽丝·莱
辛、略萨、鲍勃·迪伦等后来的诺奖得
主，也有埃科、胡安·鲁尔福、桑塔
格、阿摩斯·奥兹、玛格丽特·阿特伍
德、菲利普·罗斯这些让写作者备感压
力的名字。

以任何标准来看，奥斯特都堪称文
艺圈的劳模，他是不折不扣的“斜杠先
生”：诗人/小说家/编辑/文学译者/剧作家
……从1982到2017年，以惊人的稳定产
出了十六部小说，九部文集/回忆录，五
个剧本，六部译作 （包括与前妻莉迪
亚？戴维斯合译的萨特Life/Situations）。

在他持续高产的职业生涯中，一个
不变的特征是他永远在“变形”。

以诗人和法语文学译者的身份出
道，1982年转向散文，写了一本离经叛
道的回忆录《孤独及其所创造的》成名
于文坛，而在当时这种文体远远还没有
变得今天这样时髦。

然后是小说，那些充满存在主义色
彩又烧脑的悬疑故事，被恰如其分地称
为“卡夫卡做了侦探”。还有色调阴郁、
富于哲思的反乌托邦小说和流浪冒险小
说，涉及美国政治宏大图景的现实主义
作品，也有以会飞的男孩和流浪狗为主
角的寓言故事。

奥斯特涉猎的领域还包括电影（而
且不只是玩票）。他编剧的《烟》拿下了
柏林电影节银熊奖（1995）和最佳剧本
奖，那次触电之后他又自编自导了三部
影片，过足戏瘾。

而就是这样一位劳模，在 2010年之

后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没有再出版一部小
说。直到 2017年初的 《4 3 2 1》，一本
800多页的大部头，欧美书界各大榜单

“最令人期待的新书”，长度是他以往任
何一部作品的三四倍，一头不折不扣的

“大象”，他说，但他希望是一头“奔跑
着的大象”。

关于《4 3 2 1》，著名评论家大卫·
高见称赞作者完成的是“辉煌的构想”，
德国人则评价说“奥斯特从来没有如此
的奥斯特”。这个巧妙的句式让奥斯特变
成一个形容词，一个他自身的标签。

我们从这个标签可以提取的关键词
诸如：自我身份，记忆，偶然性，存在
主义，后现代，元小说，迷宫，镜像，
文学游戏……

从《纽约三部曲》到《幻影书》，奥
斯特招牌式的带有荒诞色彩的存在主义
寓言沿袭了从卡夫卡、加缪到贝克特这
条脉络的文学传统，在他所有的作品中
都有这些欧洲人的影子。这或许解释了
为什么他在欧陆比在自己的祖国更受欢
迎，法国人是奥斯特最最热情的读者
——身为有品位的法国人，他们自然有
充分的理由。

事实上，他一次又一次将欧洲的前
卫风格嫁接到美国本土的文学传统之
上，爱伦·坡、霍桑、梅尔维尔和梭罗
也不断出现在小说里，守护着他的主人
公。

奥斯特写了很多关于孤独灵魂的故
事，他塑造的人物拥有不同程度的哲人
般的睿智，试图从生存的环境中寻找意
义（包括那只跟随主人流浪又失去主人
的小狗“骨头先生”）。

他的语言风格是简练的，故事结构
却精巧甚至复杂，在看似清晰的现实叙
事中搭建错落的阅读迷宫。

对于那些乐于在故事中享受哲学思
辨的读者来说，保罗·奥斯特提供了一
种适度的知性的娱乐，与村上春树的魅

力相似——在西方，这两位小说家的读
者群高度重合。

而对于那些年轻读者来说，奥斯特
是通往贝克特、梭罗、霍桑那些遥远作
者的一个门径。

与他的好友 J · M·库切（2003年诺
奖得主） 一样，奥斯特对“第二自我”
（alter ego） 的主题充满热情。而在这部
百科全书式的超级长篇《4 3 2 1》中，他
索性采用了平行世界的故事架构，讲述
了主人公四个版本的人生。

《4 3 2 1》是一部史诗级的成长小
说，但也可以说是四部成长小说。故事
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纽约，美国
政治和文化激荡变革的中心。主人公阿
奇·弗格森的成长经历标记了当时主要
的历史事件——政治暗杀、反战、民权
运动，但奥斯特并不是一个编年史家。
弗格森的生活在作品中沿着四条不同的
轨迹展开，犹如四个声部交织的乐章，
四个版本的故事是四面镜子，互相映照
出无限的镜像。

小说始于一则久远的家族传说，
1900年元旦，新世纪的第一天，阿奇·
弗格森的祖父，一个来自东欧的犹太移
民，初登纽约埃利斯岛开启了在新大陆
的奋斗史。此后时光迅速流转数十年，
弗格森本人在1947年3月3日出生，从这
里叙事路径开始分岔。

他的父亲斯坦利经营一家家用电器
商店，这份产业在一次危机关头的不同
遭遇，导致了他们命运走向的第一次重
大转变。在两个故事版本中，父亲的店
铺被烧毁，其中一个版本中的父亲死了。

富于艺术气质的母亲露丝是一名摄
影师，在不同的版本中对摄影事业的投
入和成就也有所不同。

书中最重要的女性角色艾米·施奈
德曼，在有的版本中是弗格森的女友，
一起穷游巴黎，投身运动，另一些版本
中则没有那么走运。

小说一共7章，每一章被分为四个部
分，分别对应弗格森的四个版本，章节
名清晰地标记出了我们正在跟进哪个弗
格森的故事：1.1，1.2，1.3或 1.4。当其
中一个弗格森在夏令营意外英年早逝
时，那条故事线后面的章节变成了空白
页。

借由这个四重结构，作者对人生的
可能性展开了多层次的审视。

生命是一种巨大的特权，然而最终
要以死亡作为代价。在每一个岔路口所
做的选择，意味着其他可能性永远地失
去。但奥斯特说：“我们所在的世界只是
一部分的世界，真正的世界还包括那些
本应发生然而没有发生的一切。”

他运用了四重的镜头，创造了另一
种观看的方式，让时间回旋折叠，让我
们可以不断回到即便诸神也无法改变的
过去。

人生漂浮在偶然性之中。有没有哪
个瞬间，我们发现了自己另外四分之三
的人生？哪怕只是一眼瞥见。

《4 3 2 1》正确的打开方式，是按照
它本身的顺序耐心读下去 （1.1，1.2，
1.3……），忍住想一口气读完某个版本故
事线的冲动（1.1，2.1，3.1……），将悬
念保持到下一章的轮转开始。在并行推
进的几个故事版本中切换，感受叙事中
时间微妙的弹性，以及这种切换在想象
中创造的自由空间。

德语版《4 3 2 1》（Rowohlt出版社）
新近被选为2017年“德国最美的书”。赏
遍各个版本，感觉各语种的《4 3 2 1》都
不约而同奔着最美的书去了。

不约而同，也许因为“4 3 2 1”是个
如此引人遐想的名字，它本身极容易成
为一个符号，吸引设计师们在图文的结
合上大展拳脚。如何基于作品的内容来
处理“4 3 2 1”这个符号，理想国中文版
《4 3 2 1》邀请到著名设计师陆智昌亲自
操刀装帧设计。护封上的数字书名和小

圆点采用了超细模切镂空，精细到小于1
毫米的镂空处理，因为工艺上几乎挑战
极限的难度，在国内书籍装帧中前所未
见。有心的读者会发现，“4 3 2 1”旁边
如星辰般散布的小圆点下面露出了衬底
的内封，最上面的四颗星是明亮的橙
色，而其余的星点是空白。镂空足够纤
细，不会在日光下大声地让人去留意它
们。然而每当有光束穿透，每个小小的
星点，就像那些恒河沙数、看似微不足
道的每个人的故事，会在黑暗中放大，
投射出自己的形状。

“故事只发生在能够讲述它们的人
身上。”《4 3 2 1》是一个（四个，或者更
多）普通男孩的故事，是“我”不顾一
切要讲述的故事：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
还要大得多。

四喜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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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那么一瞬间，
你遇见了自己另外四分之三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