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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著名记者、作家，更

是一位骨灰级球迷， 他替心爱

的足球写出了一部编年史，记

录了百年来一个又一个巨星的

诞生和陨落， 对他们做了精妙

的评论， 并以诗意的语言讲述

了有关足球的方方面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7月17日的《如果宅》读者见面会之

前，有时右逝在公会里放话：“如果来了

超过200人，就裸奔”。

那天，来了1800人。

他裸了。

现在的他，早已离开校门，在北京

早九晚五，如果加班，可能就是晚九晚

十一，挤公交上班，披着一身疲惫下班，

和每一个走出家门闯荡江湖的北漂大

学生一样，是茫茫人海中一个微胖的男

孩，一个栖居在出租房中的“蚁族”。老

大、BO、大屈、洋子……那些一起长大，

一起上学，一起迟到，一起和别人打架

或者互相打架，一起逃课游戏，一起被

老师抓住写检查，一起无数次喝醉的兄

弟们，天各一方，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的

前程，从各自上了不同的大学开始，就只

有在游戏里，他们才能在一起……

并不是每个“蚁族”都有机会成为千

人大聚会的主角，而这也不是一场面对陌

生人的演出，而是，他最为熟悉，最为亲切

的兄弟们的聚会，一起玩着游戏走过青春

的兄弟们的聚会，一场后青春期的意外惊

喜，一次狂欢。

所以他裸奔，拦都拦不住。当然，为了不

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不冒犯来参加

的姐妹们，他保守地只露两点。裸上半身。

说《如果宅》是一本游戏小说，不如说

这是一部青春小说，一部友情小说，甚至，

这不完全是一部小说，这是一部混乱青春

的史诗，里面没有英雄，只有从迷茫走向

成熟的少年的青春， 有由荷尔蒙开始，却

收获了同甘共苦的爱情；他们不是一群老

师家长喜爱的乖孩子，他们叛逆、冲动，常

常会做些不计后果的事，但他们是这样的被

我们喜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过青春的狂

躁与迷乱，每个人都想拥有兄弟般的友情。

在网上追看《如果宅》已近三年，因为

不愿让自己的青春记录变味，作者拒绝对

书中的粗口、性话题、以及打斗行为等内

容作出修改， 这本书的出版之路并不顺

畅，也正因如此，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带着

纯正荷尔蒙气息的原汁原味的《如果宅》，

为手中的这本书， 向一路坚持的右右，和

他的出版社致敬！ ■菩鲁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北京学

生游行总指挥， 与陈寅恪在德

国柏林大学同学， 二人开创了

一个举世瞩目的学术流派。本

书叙述了两人成长、留学以及在

动荡岁月中颠沛流离，执著学术

事业的艰难历程，是一部反映20

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心路历程

与事业追求的心灵史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没有英雄的青春史诗

———关于《如果宅》

“会长， 以前你是不是也当过会长

啊？”公会里有人问老大。

老大的表情一脸的自豪， 点头说

是。

大屈和BO笑得无比诡异。“在雷子

的时代，我们玩游戏玩得很顽强。”

那个时候，确切地说是我们上高二

的时候。学业压力重，家长和老师看得

都紧， 一直教育我们说不好好读书，以

后就不能做社会的栋梁不能建设伟大

的祖国不能解放全人类了。这直接给我

树立了极其正确崇高的人生观：我要好

好读书，将来成为一个奥特曼保护这美

好的生活，万一和怪兽打架的时候不小

心摧毁了学校那更是好上加好。

雷子就是在那个时代闯进我们的

生活的。

雷子是老师，是我们高中时代的第

五个班主任，第十四个数学老师。

我们班吧，那时在洋子和老大的带

领下，逐渐风行起了石器时代。石器军

团就这么诞生了。

“老大， 你当家族的族长行不行？有

没有领导能力啊？” 大屈在建立相当于

公会的家族时咨询老大。老大气势凌人

地说，“放心，我从小就是干部。”

事后我们知道，老大在一年级的时

候是一道杠，后来因为腐败而被撤职。

这是老大带着我们玩的第一个网

游。 当我们通过不懈努力成为了广6一

霸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雷子同志正

式登基莅临我班指导。

我们当初， 老师在前面讲课我们

在后面煮方便面吃， 导致来上课的数

学老师只能向班主任求助。班主任最后

只能向校长求助。最后校长没有办法罩

着班主任，班主任没有办法罩着数学老

师， 于是我们班的数学课就像中央一

套， 经常可以看见一些熟悉而又陌生的

面孔。

雷子终结了这一切。 身为班主任加数

学老师，雷子秉承了前辈们的优良传统，用

一个回合打击了泡面党， 两个回合瓦解了

石器军团，三个回合粉碎了我们黄金后排。

老大说，他很佩服雷子，要是雷子出来

混不用几年就能风生水起了。

还记得有一次中午我们几个在网吧玩

游戏，大屈和BO开始建主玩CS。不一会儿

人多了起来， 游戏里又进来一个人，ID为

LEIZI。LEIZI，雷子。看见就有气。于是我

们围追堵截着这个让我们魂牵梦绕的警

察，大屈洋子和BO狙击枪重机枪菜刀脚丫

子都上， 等警察死了以后我再冲上去补几

枪泄愤。

舒坦。

洋子于是开心地去买饮料， 不到15

秒，捂着脸回来了。“我靠，刚才我好像看见

雷子了！LEIZI好像真是雷子玩的！”

我们几个听了以后落荒而逃。上网吧，

保密工作很重要，只要没有被抓住现行，死

不认罪也有生还的希望。BO慌乱中给老大

一个眼色示意老大不要声张。 老大不明所

以地喊道，BO你怕啥？ 有人寻仇？BO痛苦

地捂着脸离开。

之后老大帮我们结账下机， 然后又在

网吧大喊，洋子！咱们是几号机？洋子痛苦

地捂着脸离开。

大屈正在暗暗庆幸没有被老大喊出

名字， 老大再次以网吧广播的音量叫道，

大屈！你的烟忘带了！大屈痛苦地捂着脸

离开。

以上就是老大一次性出卖了3个社会

大好青年的光辉事迹。我是唯一的幸免者。

下午上课， 雷子已经一脸似笑非笑地

等我们了。

最后的处理是， 洋子大屈和BO一人

3000字的检查，我6000字的检查。

我们不明所以地看着处罚结果， 用眼

神询问雷子这是为什么。

“让你鞭尸！” 雷子看着我， 恶狠狠地

说。

(摘自《如果宅》云南人民出版社 )

《陈寅恪与傅斯年(插图修订版)》

岳南 著

《足球往事———那些阳光与印

象下的美丽和忧伤》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

圣严法师是一位大学者、

作家及国际知名禅师， 声望极

高，著作丰富，本书是其最后一

部作品， 由他口述记载了从

2005年到2009年去世前的生活

点滴，对政界、文化至宗教、民

生均有清新的记述。读此书，能

拂去焦虑的尘埃，让心灵沉静，

长葆生机。

广西师大出版社

《美好的晚年》

圣严法师 著

“知道自己买回了假货，

为什么还要送人？”

燕小姐现担任山西某集团公司

驻京办事处主任，燕小姐住在天安门

前门附近的一处豪宅里， 楼下办公，

楼上住人。来到燕小姐家，燕小姐打

开室内所有灯光， 我眼前唰地一亮：

“全是官窑呵！”房间沿墙一圈儿全都

摆着明清两代景德镇官窑瓷器。另外

还挂了几幅清代的字画。

“这一屋子瓷器和几幅字画，就

花了两三个亿。” 燕小姐说道：“这两

只乾隆粉彩仕女瓶是从纽约拍回来

的，成交价折合人民币1800万。这只

康熙青花尊成交价860万……”“这

里面最值钱的是这一只雍正朝人物

故事纹珐琅彩笔筒，老板差不多花了

85万英镑从伦敦将它买回， 按当时

汇率折合人民币1200万。 现在这只

笔筒怎么也得值一个多亿吧？这些东

西摆在北京由我这个‘驻京办事处’

主任代为管理、寻找新主人！那对乾

隆粉彩瓶，过几天就会失踪，为老板

‘攻关’……”

两个月后，我接到燕小姐的电话：

就在和燕小姐见面后不久， 燕小姐将

那一对“乾隆粉彩仕女瓶”送给了一

位身居要职的领导。瓶子送出去后的

第3天， 有一个江西人找上门来告诉

燕小姐，说他昨天受朋友之托，帮某

领导鉴定了一对“乾隆粉彩仕女瓶”，

他鉴定的结果，那一对瓶子都是高仿

品。燕小姐说：“那不可能，我们是花

了大价钱从美国拍回来的！” 那人也

不与燕小姐争辩，只是从自己的手提

包里拿出一只花瓶，“实话跟你讲吧，

你们送给领导的那一对乾隆粉彩瓶，

就是我们公司烧制的。 不过这些情况

我暂时还没告诉那位领导……”

燕小姐干脆把那个人带进楼上

储藏室，让他过目里面摆放的所有官

窑瓷器。结果，那人只认了那只笔筒，

其它的东西全部是高仿品。 他还说，

那些“官窑”瓷器，有一半以上是自己

公司烧制的。

燕小姐给在太原的老板通了电

话，老板的回答更让她吃惊。老板说：

“那个江西人所说的情况属实， 你就

打发他两万块钱‘封口费’算了！”燕

小姐问老板：“你早就知道自己买回

了假货，为什么还要送人？”老板回答

她：“东西买错了放在家里也卖不出

去，送给那些当官的也是物尽其用！”

结果， 那个江西人没有收燕小姐的

“封口费”，并保证不会将真相告诉那

位领导，但是希望燕小姐他们公司以

后再要送礼就别去国外买了，照顾他

的生意，价格优惠，每件高仿品的平

均价格只在20万元左右。 （5）

《谁在拍卖中国》

吴树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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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宅》 是一部讲述青

年网民普普通通的生活小说。

故事以网络游戏《魔兽世界》

为主线， 绘声绘色地描绘了

2005-2007那个年代的网络上

的一些事情，还有四个人之间

的友谊。本报送出5本签名本。

读者可通过移动手机用户编

辑短信：“CS+姓名” 发送到

1065800078462，或者登录华

声娱乐 http://ent.voc.com.cn/

参与活动。

抢 书

有时右逝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