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载

冬夜饮酒，转复寒甚，推
窗试看，雪大如手，已积三四
寸矣。 不亦快哉！

金圣叹《不亦快哉三十三》
人生只似风前絮， 欢也

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
点萍。

王国维《采桑子》
文学不能重建城邦 ，但

是它安慰，甚至鼓励，用各种
方式重建自己一片天的有志
气的人。

齐邦媛《巨流河》

微书摘

《我的
母亲手记》
是日本文豪
井上靖的私
密日记，也
是热门电影
《我的母亲
手记》 的原
著。 井上靖
以长达十年
的时间，记
录了患有阿兹海默症的母亲八十到
九十岁的生活，在一步步的记录和陪
伴中，他也重拾了对母亲的爱。同时，
读者可以清晰读出他对于“活着”的
解读和生命的关照。

本书被誉为“家族爱”的最高杰
作， 唤醒人们对亲情的重新关照，唤
醒人们关注日渐衰老的父母和他们
的情感，以真正深入的爱与理性看待
衰老、失忆、死亡与亲情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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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在老家黄冈待了几个月了。
越是烦闷焦虑， 那种想去旅行的欲望就
越强烈。

无法离家，自然也无法旅行，只能在
脑中畅游一番。 畅游的方式有两种，一种
是调动曾经的旅行记忆， 另外一种方式
是读书，不论是游记、小说还是诗歌，借
助作者的笔， 你能去到从未探索过的地
方。

我现在最想去的就是海边。 就我个
人的阅读来看， 我觉得写大海写得最好

的书是皮埃尔·洛蒂的《冰岛渔夫》。 很少
看到能够把大海描写得如此细致真实的
小说了，没有在海上生活的经验，光凭想
象完全无法做到如此写实。

一看作者的生平，果不其然，再也没
有比他更适合写大海的作家：皮埃尔·洛
蒂，生于 1850 年，从小迷恋大海，早年梦
想作为水手周游世界， 后来成为了一名
海军军官，从事海上职业 42 年，走遍了
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沿海地带……
这样一位一生都在与大海打交道的作
家， 其丰富的阅历少有人能及， 他写大
海，只需用白描，就足够使人着迷，哪怕
是到了百年之后的今天， 依旧吸引我：
“低层的云像一条黑黝黝的带子环绕整
个大海，远处显得模糊和阴暗，空间似乎

是封闭的，那里是极限。 云像是幕布，遮
住了无限，又像是帷幔，遮盖了会令人想
象不到的巨大奥秘。 ”

书中像这样大段的风景描写， 俯拾
皆是，这也是我喜欢本书的主要原因。 作
者并无华丽绚烂的文笔， 他用的都是普
通常见的词语， 却能够精确细致地描绘
出大海之千变万化，着实让人惊叹，这要
归功于他直接的观察和逼真的描摹。 另
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描写并不是静物
描写，而是蕴含了观察者的主观感受，我
们得以身临其境， 感受到那时那刻光影
变幻之际内心的情绪颤动。

很多读者习惯跳过风景描写， 因为
冗长沉闷，又不推动情节，但我觉得好的
风景描写能让你体会到小说之美。 我非

常看重小说空间的营造， 如果你要知道
本书的情节，其实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
但你要体会渔夫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漂
浮时既沉迷又惧怕的心情， 感受女人等
待渔夫归来时风掠过大地上的哀痛，理
解人在庄严壮阔的大自然面前深感渺小
脆弱的心理……都得有赖于空间的构
造。 人处在这个空间里，相应的反应和行
为才能得以解释和展现。

写到这里，阳光从窗外涌进来。 忽然
想起门罗《海边旅行》 中有这样一段描
写：“天空泛白、凉爽，亮光横扫过来，照
亮了天际， 仿佛世界就在一个贝壳之
中。 ”

美好的一天， 借助阅读来一趟远行
吧。

在阅读中来一趟远行 一本书

大三寒假开始时，金智英准备去应
聘。 对于应聘，成绩比金智英优秀的同
学尹慧珍比较悲观，她认为自己可能连
个小公司都进不去：“应聘成功的都是
学长。 ”

尹慧珍告诉金智英一名学姐的故
事。 学霸学姐非常想进某公司，后来她
辗转得知，那家公司早已通过系办招募
了四名男同学。学姐向指导教授表达强
烈抗议， 询问推荐学生的标准是什么。
教授们的口径一致：“企业希望招募男
同学，将来男同学会成为一家之主。 ”

学姐认为不值得继续白费口舌，于
是在年底该公司举办公开招聘时，凭实
力顺利通过考试被录用。 某天，学姐在
公司餐厅里吃午饭时，向同事询问这家
公司是否提供育婴假，结果和她同桌吃
饭的五个人都表示从未见过请育婴假
的同事。学姐在无法预见自己未来十年
的情况下，决定递上辞呈，最后也招来
其他人的调侃，说一些“这就是为什么
最好别用女性”之类的闲言碎语，学姐
反驳道：“这社会老是让女人做不了

事。 ”
金智英最想进食品公司工作，但她

应聘的 43 家公司， 竟然没有一家和她
联系。 自此之后，只要有任何公司发布
招聘公告，她都会先投简历再说。 数次
失败后， 她收到了一家公司的面试通
知。

抵达面试地点后，所有人被分成三
人一组进行团体面试。面试官看完她们
的简历和自我介绍后，开始一一询问她
们关于公司、业界展望、营销方向等意
见。 由于都是可预料的问题，三个人的
回答听起来都没有失分。 最后，坐在最
旁边一直只点头聆听的中年男理事开
口问：“今天各位去拜访客户，但与客户
主管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比如说按你
们的肩膀，你们会怎么做？来，从金智英
小姐开始回答。 ”

金智英选择了最安全的回答：“我
会临时说要去厕所或去拿资料，自然地
离开那个场合。 ”

第二位面试者则用强烈的口吻回
答，说这明显是职场性骚扰，会当场叫

该名主管注意自己的行为，要是继续不
听告诫，就会走法律途径。

最后一位面试者说出了“标准”答
案：“我会先检视自己的穿着、态度是否
有问题，如果有什么行为促使主管做出
这种不当举动，我会反省改进。 ”

金智英默默觉得真的有必要这样
忍受屈辱吗？但又觉得第三位面试者的
回答应该会拿最高分，所以不免也有点
懊悔自己怎么没这样回答。

几天后， 金智英接到面试落榜通
知，她不禁感到遗憾和困惑，难道是因
为最后那道题没回答好？ 她打电话询问
了另外两位和她一起面试的女生是否
有人通过面试，对方回答：“另外两个人
也没有通过面试。 ”

“原来如此。 ”金智英不知为何觉得
心情有点低落，也懊悔着当初要是早知
道会落榜，就应该把内心想讲的话如实
说出：“要是面试者是男性，我想你就不
会问他这种题目了，对吧？”（《82 年生的
金智英》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 年出版
【韩】赵南柱·尹嘉玄/译）

82年生的金智英·（四）应聘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大概是地
球上仅有的，对每天穿什么衣服极其在
意的老太太，这一点连她的同龄人电影
明星伊丽莎白都自愧不如。 女王有多少
衣服、鞋帽、手袋，是秘密。 平时在英国
国内， 一天之内她会有数次公开的露
面，每次的穿戴皆不同。 出国访问，即便
只三五天， 也要带至少 50 套衣服和配
饰。 她坚持穿同一种风格的服装，在公
共场合永远戴着帽子和手套，丝毫不为
各种风潮所动。 在她还是公主的时候，
美国媒体就批评她“守旧”，法国媒体则
称英式淑女很可爱，但从来不懂时髦。

女王的御用设计师哈迪·雅曼说：
“如果女王不是女王， 她是不会为衣服
问题所困的。 她极富智慧。 我认为她对
时髦衣服并不那么感兴趣。 ”其实，她从
小就被教导， 穿衣戴帽要符合职责、道
德、文化、外交的标准，要配合拍照和公
众的需要，不能有个人趣味和倾向。 以

“君主”为职业，女王的穿衣打扮比普通

职业女性更受到工作环境、活动现场的
束缚。 比如，设计师为她做衣服首要考
虑的因素是怎么能让这位身高 163 厘
米的女士在很远的距离就被大家看到，
让她的形象在人群中突现出来。 所以，
她的服装、帽子颜色都特别鲜艳，辨识
度极高。关于道德因素，20 世纪 40 年代
末、50 年代初，英国实行物资配给制，女
王的很多衣服是用母亲的衣服改制的，
以至于她像从妈妈的模子里抠出来的。
2003 年， 英国参加伊拉克战争期间，女
王没有做新帽子和新衣服，因为她认为
这是不恰当的行为。 女王的服装必须符
合文化、道德的标准，而不是凸显个人
偏好。 这种穿衣策略解释了女王在服装
上的趣味和倾向。 1965 年埃塞俄比亚皇
帝海尔·塞拉西设宴款待女王， 她礼服

用的绿色是埃塞俄比亚国旗上的一种
颜色。 1983 年，她访问美国，雅曼就在女
王裙子上绣了加利福尼亚花菱草图案。

王室官方传记作家彭妮·朱诺说：
“我认为，女王总能认识到，她做的工作
不仅仅事关她个人，不是件私事。 她把
女人和工作之间的差别看得很透彻。 她
是为了工作而穿衣戴帽。 ”因此，女王的
服装展名为“为责任穿衣”，似乎要提醒
那些自以为是的时尚圈人士，女王在服
装问题上要考虑的事情很多， 比如首
饰、颜色是否带有政治含义，会不会冒
犯对方？ 衣服上的花边是不是太华丽，
以至于外交上有失礼的嫌疑？ 如果刮起
一阵风，裙子会被吹起来，女王就绝对
不可以穿这样的裙子。 帽子不能挡住
脸，因为她的脸是必须要被别人看到的
……时尚和责任往往有冲突———时尚
圈鼓吹的款式、颜色、性感，那是普通人
关心的。

（金城出版社《伦敦 AB 面》）

女王的穿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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