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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糖》 《凯歌夫人的秘密》 《最后，我们自己回来了》《我出生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2021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



 金钱似乎买不来幸福，但它却能让你有机会
停下来，“想想你自己”。但这话听起来是荒谬
的，“想想你自己”，似乎这不是我们大部分人都
会做的事？

在这部讲述一对夫妇关系逐渐分裂的小说中，
范妮·布里特无情地探讨了现代人面临选择时的彷
徨与无助。故事主人公亚当和玛丽昂这对夫妇原
本过着让人羡慕的成功生活，但西莉亚的到来轻
而易举地将这美好打破，三人的生活从此交织在
一起，每个人似乎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

小说《制糖》带我们轻快地穿越繁华的蒙特
利尔，流连于美食的飘香与娱乐的光影中。从马
萨诸塞州玛莎葡萄园岛的制糖工厂、合唱团的排
练，到奥卡枫糖林的流水声，作者巧妙地将声、
色、味等感官刺激揉进了主人公复杂交错的关系
情感中，随故事发展渐渐地剥开人物的秘密内
心，严厉而温柔地将读者拉入了生活的漩涡，迷
失了自己，丢失了我们利用的，和我们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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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加）范妮·布里特（Fanny Brit）

范妮·布里特（Fanny Britt） 是一位加拿大
作家和译者。她也是多部戏剧的作者，包括 《
狂风》Hurlevents（2018 年）和 《善意款待》
Bienveillance（2013 年总督奖），戏剧作品已
在魁北克等地多个舞台上演。她的第一部小说《
房子》（Les Maisons，2015)入围了法国-魁北
克文学奖（Prix France-Québec）及《青年文
学奖》Prix littéraire des collégiens。她出版的
作品类别还包括论述作品如《战壕：孕产、歧义
和女权主义》、青少年图像小说如《简、狐狸
和我》（2012 年，多次获奖）、《光谱中的路
易斯》（2016 年）和《松露》（2021 年）等
等。最新一部小说《制糖》（Faire les sucres， 
2021 年出版）获得了加拿大文学总督奖。

作者简介

2022 春季 · 文学

亮点

 뻿 2021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

 뻿 最值得关注的加拿大法语新秀作家，多项

加拿大文学奖获奖主，作品多次入围加拿大总督

文学奖。



 “这部作品出色地描绘了现代西方社会中不
同阶级与种族间的鸿沟，公正且豪不隐晦地揭露
了当中交错复杂的差异。与伟大的北美小说相一
致，它探讨了一个直击本质的社会问题：无论一
个人的社会地位多高，有多少的特权，他都无法
不依赖任何人。在这幅精心制作的文字壁画中，
内心复杂的人物面临的危机，正是他们内在最熟
悉的矛盾与困苦。” 

—— 加拿大文学总督奖评委组评语

《制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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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尽管她有大量的戏剧和散文作品，还有一部
非常受欢迎的首部小说《房子》，范妮·布里特想
向自己证明她可以“重新开始”写一部新小说。 如
果说这是冒险进入新的写作形式，那么《制糖》
将继续探讨作者所痴迷的问题：归根结底，生活
的危机源于我们内心的矛盾。” 

—— 加拿大媒体报评语

“当我深入研究自己的不安全感和痴迷时，
我试图让他人产生共鸣”，作者范妮·布里特解释
道。这部让人期待已久小说《制糖》毫不例外，
同样是围绕着作者最痴迷的问题：一切都会改
变，无论是朝着梦想还是朝着悲剧，都发生在瞬
间的空间里。” 

—— 加拿大蒙特利尔日报



 一部根据凯歌夫人（Clicquot，1777-1866）
的真实生平而撰写的历史小说，追溯了这位著名
女商人如何一步步铤而走险，成功地将自己的名
字经营为后来享誉国际的香槟酒品牌。

一位女寡妇在十九世纪从商，不仅是挑战时
代，更是挑战自我，而她都做到了。1805年，
在丈夫去世后，年仅28岁的芭比·凯歌并没有尾
随那个时代年轻寡妇，习惯性地将产业卖掉，而
是决定接管家族在法国兰斯的香槟酒生意。革命
改变了世界，拿破仑帝国统治下的经济格局也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凯歌夫人不仅克服了所有的危
机，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路线，还将商业活动扩
展到所有的宫廷，包括大北方、德国或俄国等。

    
在这本生动而迷人的小说中，作者法比安·莫

罗生动地讲述了这个女人的一生，向读者展现了
一位将胆量发挥到极致，且永远被好奇心引导着
向前的历史女性故事。   

《凯歌夫人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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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法比安·莫罗（Fabienne Moreau）

在获得文学及历史学位后，法比安·莫罗创作
了她的第一部小说。随后开始负责法国LVMH 集
团旗下三个香槟品牌 Veuve Clicquot、Krug 和 
Ruinart 的历史研究工作。2010 年 7 月，她在波
罗的海奥兰群岛附近发现的沉船中发现了 47 瓶
凯歌香槟酒，由此开始了她的品尝十九世纪遗留
至今的香槟酒工作，从中获得写下这本小说的灵
感。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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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뻿 一部聚焦法国著名香槟品牌“凯歌香槟”创始

人的历史传记及女性励志小说。

 뻿 历史细节丰富，作者真实还原了十九世纪的

商业时代背景，以及香槟酒庄经营的种种挑战。

 뻿 透过追溯凯歌香槟配方的研发历程及其成功

之路，作者试图讨享乐美酒背后的人性本质。

 뻿 网飞Netflix已有以意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



《凯歌夫人的秘密》

2022 春季 · 文学

媒体评论

 “法比安·莫罗巧妙采用几个世纪以来保存的
珍贵历史档案，向我们诉说了香槟领域最伟大的
人物故事——《凯歌夫人的秘密》。” 

—— 法国电台Francebleu报导

 “在这部微妙的小说中，作者讲述了十九世纪
第一位法国女企业家的生活，她的名字至今是美
味佳酿的代名词。” 

—— 法国《西部明报》L'Est éclair 报导

读者评论

 “这本书很吸引人，我一口气读完了。 作者
法比安·莫罗（Fabienne Moreau）文笔博学，无
论是关于酿酒、19 世纪动荡的历史背景、地理环
境还是海上运输的历史，都描述地非常细致。虽
然结尾刻意添加了更吸引读者的小说叙述元素，
但整体缺乏了点文学气息，而且故事结束得太突
然了。总体上，我都非常高兴能读到到这位令人
印象深刻、无所畏惧、精通商业的女性故事。” 

—— 法国书评网Babelio 读者seshat123

 “这本书以叙述及书信的方式向我们讲述了凯
歌夫人的生平及其崛起的重要岁月，篇幅被控制
得精简恰如其分，没有让故事陷入冗长的解释性
叙述。这本书只有一个遗憾，就是它没有结尾，
缺少了对凯歌夫人的晚年，以及这款著名香槟酒
的重要发展里程碑的交待。我还没有找到任何关
于这位伟大女士的书籍和自传，所以本书确实值
得关注。感谢凯歌家族的历史学家法比安·莫罗与
我们分享了这个人物故事。

这是一次点亮内心的阅读体验，犹如一杯香槟
般沁凉动人。” 

—— 法国书评网Babelio 读者nataly11

 “我们对“凯歌夫人”的印象还停留那幅由莱
昂·科涅特（Léon Cogniet）所绘的肖像画：
一位居住在位布尔索城堡的退休老妇人，严肃
且毫无生气。而作者法比安·莫罗（Fabienne 
Moreau）通过这部小说，让她起死回生：我们不
仅看到了年轻且充满活力的凯歌夫人，而且欣赏
到一位具有坚强的性格，心怀梦想的女企业家形
象。在波罗的海的沉船中发现的那47瓶香槟酒，
启发了这位历史学家小说家，也启发了我们。

故事除了讲述十九世纪第一批女企业家的浪漫
创业故事外，还向我们讲述了香槟酿造发展的历
史渊源。在小说交待的历史背景中，我们读到了
葡萄藤的营养周期、葡萄种植者的工作细节、酿
酒的各个阶段等信息，以及凯歌夫人偷偷尝试使
葡萄酒晶莹剔透的方法。

这部小说还让我们唤起了品尝美酒时，那流连
在舌尖的轻盈感官记忆，那美味所带来的幸福感
与生活之困苦的巨大反差。当生活出现困难时，
我们会想从香槟中的气泡获得慰籍，就像一个囚
犯恳求宽恕一样卑微：原来欲望的反射是如此接
近唇梢。” 

—— 法国费加罗日报文化版报导



二战时期，13岁的莉莉独自带着两个弟弟从死
亡集中营成功返家；战争结束多年后，莉莉每天
还在用孩子的眼睛，被迫重温那段在纳粹野蛮控
制下的漫长苦日。

 
“当我们回来时，我们无法告诉任何人这个地

狱，这种日常痛苦，这种每天被殴打的畜牲般的
生活，我们这在种不可原谅的灭绝人性的环境中
年生活了近两年。

我们受到了创伤，但我们选择了沉默……如
果碰巧我们冒着唤起残酷过去的风险，却不被人
们相信，甚至怀疑我们的话，那只会增加痛苦。
不被别人相信让我们非常烦恼，很长一段时间我
们都坚持保持沉默。再后来，我想了很多：为了
让这段不光彩的过去发生地有意义，我必须发声
作证，向世界上的每个人揭示这场独一无二的悲
剧。”

"再也不要经历了”，所有从集中营幸存下来的
人都如是说，然而……

《最后，我们自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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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莉莉·凯勒-罗森伯格

莉莉·凯勒-罗森伯格（后莉莉·莱涅尔）出
生于罗森伯格凯勒，现年 89 岁，居住在法国里
尔。作为纳粹集中营最后的幸存者之一，她的证
词也是这段历史的最后证词。 多年来，莉莉成为
了一名“记忆走私者”，并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
每年组织多场与二战相关的历史演讲，向数千名
中学生讲述她在集中营的经历。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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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뻿 二战集中营幸存者的回忆录，一段震撼人心

的残酷历史。

 뻿 一部从儿童的视角看待二战的历史小说，幼

小的无辜心灵对峙凶狠严酷的历史事件，巨大的

反差让故事更扣人心弦。

 뻿 法国亚马逊近5星高分评论！（62条好评）

 뻿 法国本土上市即售出过万册。



《最后，我们自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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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集中营之后的生活，是对事情的沉默掩盖。 
'我们当中没有谈论它，即使我们试图谈论它，
人们也不想听到，她记得。有些人甚至不相信我
们！’但到了 1990 年代，当她面对否认大屠杀的
人时，莉莉决定讲述她的故事。

20多年来，她不知疲倦地在法国各地的学
校、学院和讲座作证。她每年见大约2万五千名
学生，几乎是每天都进行作证。‘虽然累，但有收
获！’这位88岁的老太太心情激动。‘这些学生是
我的使者，我成为了记忆的传递者。当幸存者都
离开时，该轮到他们来传承这段历史了’。” 

—— 法国电台Francebleu报导

 “一段从孩子视角出发，尖刻地见证了为生命
而战斗的苦难史。” 

—— 法国《发声》Vocable 杂志报导

 “一个关于‘活着的奇迹’、‘巨大的悲伤’、‘无
法估量的爱’、以及母亲拯救生命的故事。” 

—— 法国《南方日报》Midi libre报导

 “这本书延续了莉莉几年前写的那本书。非
常凄美的故事完整地总结了她，两个弟弟和母亲
被驱逐出境的经历，以及他们非常艰难的返乡之
路。这位伟大的女士，总是非常谨慎，透露了她
后来的生活。

当我们知道她明年将 90 岁高龄时，还在继
续举办尽可能多的见证会……我们只能钦佩和爱
她。” 

—— 法国亚马逊读者Belly

 “昨天，我阅读了莉莉·凯勒-罗森伯格的证
词，我相信它是最让人接受的证词之一。 也许
是因为这是以她11岁孩子的视角讲述了集中营的
经历。她描述了她所看到和感受到的、她所不理
解事情、她的恐惧、以及她在 88 岁时仍然感受
到的创伤。她毫无保留，毫无过滤地写下这本
书，仿佛她再也不是那个孩子：她解释了屈辱、
恐惧、饥饿、寒冷、无聊、仇恨、残忍、泯灭人
性……但在这一切之中，最重要的，是她为我们
展现了其母亲如何在苦难中担起成为孩子避难所
的责任，以及不顾一切教给孩子们，做人的尊
严。” 

—— 法国书评网Babelio读者chouette_
maman_bouquine



本书出版在德国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75 
年之际，汇集了两篇鼓舞人心的幸存者见证：法
国抵抗战士埃莱娜（Hélène）被纳粹分子拘捕，
遭受酷刑后被关到集中营，而他的女儿伊冯娜也
在那里出生。

如今埃莱娜已经离开，却为现年75岁的伊冯
娜留下大量的手稿。后者通过质疑历史、质疑自
己的身份、探究性格形成、以及揭露令人难以置
信的家庭秘密来回应这一强有力的二战证词。从
一章到另一章，通过时间、痛苦、希望、恐惧，
在几代人之间建立了激烈的对话。

诚然，本书唤起了纳粹集中营的恐怖历史。但
更重要的是，它试图通过历史事件给读者带来一
丝启发：是什么样的奇迹，能让非人道的营地生
活流露出一丝人性？什么样的价值观能够促使另
一对在营地的母女——在埃莱娜已经没有力气，
即将秘密生产时，将他们的宝贝——一块巧克力
献给埃莱娜？为什么婴儿伊冯娜隐匿在营房的六
个月里从不哭泣，只有在她获释后才发出第一道
哭声？生存本能能解释一切吗？

《我出生在贝尔根 - 贝尔森集中营》揭示了人
类最可怕的，也是反差最强烈的两面性：野蛮与
人性。

《我出生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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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伊冯娜·萨拉蒙

伊冯娜·萨拉蒙(Yvonne Salomon) 是一位法
国精神分析师。 《我出生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
营》是她出版的第一本书。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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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뻿 一位出生在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回忆，重审

从地狱到人间的生命历炼史。

 뻿 一部个人历史回忆录，一曲苦难中微露出的

人性与母性光辉的赞歌。

 뻿 法国亚马逊近5星高分评论！（愈260条好

评）

 뻿 法国出版上市即售出过万册。

 뻿 版权输出至德国。



《我出生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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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导

 “伊冯娜·萨拉蒙（Yvonne Salamon）的证
词是为了让我们不忘历史，让年轻一代知道在贝
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发生的事情。她这辈子都无
法原谅，并解释说：‘这不是我说的，是哲学家
保罗·里科尔说的：‘难以忘怀的事情是不可原谅
的，对我来说，它是难以忘怀的，因此是不可原
谅的。’” 

—— 法国电台France inter报导

 “一本非凡的书，本应受到与《安妮·弗兰克
的日记》相当的认识度，而海伦在贝尔根-贝尔森
与安妮曾有过短暂而悲情的相遇。

几十年来，抵抗运动的记忆、符号、价值观不
断滚动，在该时代下，这本书尤其珍贵。” 

—— 法国书评网Babelio读者Zenzibar

读者评论

 “这本书文笔优美，故事感人，只要开始了阅
读就会一直读到最后。故事中的奇迹促使我们有
了捍卫尊严的勇气。感谢作者以如此强大的力量
让我们了解这些历史时刻以及纳粹的恐怖。这本
书的作者值得我们尊重。” 

—— 法国书评网Babelio读者Zenzibar

 “我妈妈并没有真正喂我，因为没有什么可
吃的。她用营地里的汤喂我，她还有一小罐奶
粉，那是她用了不知道有多少份黑面包换来的。
这小罐奶救了我。我们挽救了彼此的生命，因为
她非常想生下我。我相信这就是让她留在营地的
原因。” 

—— 伊冯娜·萨拉蒙



笔墨文化

联系我们
contact@bimotculture.com

www.bimotculture.com
Instagram : bimotculture

微信： bi-mot
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mailto:contact%40bimotculture.com?subject=
http://www.bimotcultur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