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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朋友说我低级趣味，他们说
得不错，我就是喜欢逛廉价商场，买
廉价东西。在美国，周末的时候总是
有些人家打开车库门，把一些不再有
用的东西搬出来卖，价格非常便宜。
我看到花花绿绿的一院子，就兴奋起
来，若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情，一定停
车逛一逛。摸一摸人家用过的家具，
翻一翻人家读旧了的书本，孩子的玩
具，男人的车船渔具，女人的厨具，
衣帽鞋子，瓷器花瓶，工艺品，小摆
设等。看中的买上一件两件。从这一
院子的东西，你就能判断这家的生活
状况，情趣爱好，经济状况。

早听说厄瓜多尔的印第安市场很
有趣，所以到达的第二天，就迫不及
待地去逛。到达集市已下午5点多钟
了，又下着小雨，几条街已经空了，
人大半都散了。我看什么都新鲜，什
么都想买，大刀阔斧地砍价，觉得印
第安人老实，时间又紧迫，砍完价就
走，没想到同行的老美在后面收摊
子，把我讲好价钱的都买了下来，他还
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我看你忙不过来，
我帮你都收下了，真的很便宜，你很会
讨价还价呀。我还能说什么？

大部分的人都在收摊子。动物市
场已经散尽了。我看到一个妇女背上
背着熟睡的孩子，左手臂弯里一只
鸡，右边臂弯里一只鸭，全都在她的
披肩下孩子式地露着小头，不知是买
来的还是卖剩的。有一个牵着绵羊的
印第安女子披着鲜红的披肩，披肩下
一左一右护着两只羊驼，羊驼的毛叫
羊驼绒，质地优良，羊驼成了厄瓜多
尔的标志性动物，到处都是。最有趣
的是一个骑驴的小女孩，五六岁的样
子，鲜红的三角披肩，碧绿的裙子，
白色的巴拿马帽下一张灿烂的笑脸。
驴子上是一只鲜艳的毛毯，毛毯上挂
满了买来的东西 ，好家伙，满载而
归。

漫无目的地终于逛到了服装和工
艺品区，一走进去我就被色彩的河流
镇住了。红黄蓝绿各种原色直接上
场，鲜艳夺目，彩虹一般。每家都用
色彩鲜艳的毯子做围幕，摊子多得像
层层帷幕，曲曲折折，迷宫一般。多
是印第安传统服饰，帽子、披肩、蹦

裘、绣花白上衣、彩色腰带、彩条的
毛衣。女式的衣服在领口都有绣花，
边缘都垂着流苏。手绣的女式挎包，
色彩鲜得可以流动，花朵随时可以跳
出来。首饰都是石头、木质和玻璃
的，有手镯、项链、耳环，摆挂得铺
天盖地。也有小巧的彩陶、木器、艳
丽的版画、羽毛画、象牙果雕刻的各
类小玩意。

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们手织的毯
子，有竖的和横的两种，横幅的我很
喜欢，尺寸大小不一，线是手工纺织
的粗线，花纹是自己设计的，他们很
会配色，虽然色彩艳丽，但有基本的
色调，有红色调的，就在红色和靠近
红的暖色彩里做文章，绿色调在冷色
里做文章，有赤橙黄绿各种色调。内
容都是描述他们的日常生活，有纺
织、打猎、孩子嬉戏、节日庆祝、田
间劳动等，背景有的是雪山、牧场，
有的是房屋庭院、田野湖泊。不管是
人物、风景，都古拙质朴，像是幼儿
园大班孩子的涂鸦，简单写意，生动
传神，又像是高明的印象派的绘画，
高深莫测。这是用彩线织出来的。看
着一块块艳丽的毯子，心里很感动，
他们花费了多少心血，这里面仿佛有
着他们的体温情感，他们的喜怒哀
乐。这些毯子不仅可以御寒，还可以
像画一样挂在墙上。

还有一种毯子是羊驼皮毛的，他
们用不同颜色的羊驼毛皮，剪成各样
的形状，再缝纫在一起做成画，一律
的原色，不加任何的染色和处理，或
纯白的底色，棕色的图像，或棕色的
底上黑白色的图案。皮毛极其的柔
软、丰厚，图画很生动、简约，自然
传神。

一个毯子要花多少工夫，剪羊
毛、纺毛线、染色、设计花样，一根
根花色不同的线均匀地排在手工的织
布机上，精心地纺织每一片花纹，每
一个图案。这个过程要经过寒暑春
夏，多少日落月升，期间多少曲折的
故事、多少鲜活的情感都织进了这些
毯子里，藏在那纹理里永远也不会消
失。据说织毯子的大多是年轻的女
子，这里面有她们的青春爱情和对生
活的憧憬。我手摸它们似有心跳的声
音，情感的波动。这些都有着不可估
量的价值。

直到所有的棚子都拆尽了，所有
的人都走散了，天色也黑了下来，我
还舍不得离开，我觉得这块空地上仍
然有不散的灵魂，到处流淌着鲜活的
生命。

□散文

印第安集市
苏 菲（美国）

文学新观察

2014 年 9 月 17
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

期间，两国领导人谈到了中印两
国互相翻译出版对方 25 部经典作品的

协议。将要被翻译到印度的 25部书中，23部
为文学作品，包含了古代、现代和当代的中
国文学，侧重点在当代文学，入选作品有 10
部，这 10 部除了舒婷的诗，其余均为长篇小
说，包括莫言的 《生死疲劳》、王蒙的 《活动
变人形》、贾平凹的 《秦腔》、陈忠实的 《白
鹿原》、余华的 《活着》、阿来的 《尘埃落
定》等。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文学海外传
播节奏的加快，无论是在国家领导人的出访
活动中，还是在中外作家之间、作家与翻译
家之间、作家与文学经纪人之间，都逐渐呈
现出中外文学交流的良性互动格局。

中外作家在面对面互动中增进了解

近年来，中国作家与域外作家之间的交
流日渐活跃，大家就像走亲戚一样，你家到
我家，我家到你家，中外文学交流呈现出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2009 年，在第 61 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
上，中国第一次受邀担任主宾国，中国作协
派出了由铁凝、莫言、余华、苏童、毕飞宇
等100余位作家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展开了包
括“中国当代小说在德国”、“德语小说在当
代中国”等演讲、对话、论坛、朗诵会。
2012 年，在第 42 届伦敦国际书展上，中国担
任主宾国，中国作协组织 30 多位中国作家和
海外华人作家前往助阵。

此外，国内外大学、文学团体和研究机
构之间所展开的中外作家之间的互访、交流
等等，也日显活跃。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
中心自 2012年 11月成立以来，主办了多场高
端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外文学互动格局的
形成。埃及著名女作家纳娃勒·赛阿达维在来
访中说：“你们谈到的恰恰是我想要表达的。
在中国、在这里，我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文
学家存在。”

与此同时，中国作家在域外相继斩获诺
贝尔文学奖、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纽曼华
语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等文学大奖，也进
一步彰显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分量，激
发了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兴趣，是中外文学
交流、对话形成良性格局的最好明证。尽管

作家不是为了在国外获奖而写
作，然而他们的创作成就，他们作品的艺术
魅力，他们书写人类共通主题的本领，是可
以联通世界的。

通过丰富多样的文学交流活动，域外作
家、读者、翻译家、评论家、汉学家乃至出
版商，可以面对面地与中国作家交流、沟通
与对话，在零距离的互动中增进对中国文学
的了解和认识。中外作家的良性互动，不仅
可以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有效渠道和
宝贵契机，而且可以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营
造富有品位的接受氛围。

翻译是文学海外传播的瓶颈

与我们本土极为活跃的文学创作、极为
丰富的文学作品相比，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
的传播总体上并不尽如人意。文学认知的差
异、审美好尚的分野、意识形态的不同、价
值观念的冲突等等，都有可能成为制约中国
文学海外传播的因素，翻译或许是制约中国
文学海外传播的最大瓶颈之一。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域外世
界了解中国的兴趣日益浓厚，对中国的了解

也愈加广泛和深入，域外的翻译家已经与中
国作家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局面。他们可
以通过中外文学交流活动，或者私人交往的
方式，与他们有意翻译的中国作家之间建立
起良好的私人关系，进行深层次的沟通与交
流。

“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葛浩文已经
将莫言的 11 部作品翻译成了英语，评论界将
其视为把莫言介绍给世界的重要功臣。葛浩
文公开称赞莫言对译者很体贴：“他很清楚汉

语和英语之间是不可
能 逐 字 逐 句 对 应 的 ，
他会很体贴地解释作
品中的一些晦涩的文
化和历史背景，他明
白翻译是对原文的补
充而非替代。”莫言对
葛浩文的翻译水准充
分信任，总是十分放
心地把自己的作品交
给他。

同样，葛浩文与
贾平凹、刘震云、李

锐 、 姜 戎 、

苏童和毕飞宇等其他中国当代作
家也保持着顺畅的沟通。这种良好的互动格
局，要做到“疑义相与析”，甚至要彼此成为
诤友，在目的语和源语的审美习惯、价值观
念之间实现平衡。在葛浩文着手翻译刘震云
的 《手机》 之前，就注意到：小说场景始于
30年前，然后闪回到现代，接着又回到 30年
前。葛浩文坦率地对刘震云说：“如果照这种
顺序翻译，看过 40 页后，美国读者就会说

‘真没劲’，然后把它扔到一边。”他建议作家
把开场设在现代，然后再展开回忆。这个建
议得到了作者的同意。这一改变，提高了

《手机》英译本的销量。
除了个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国家也在行

动。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共
同实施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2011年
至 2014 年中国作协连续主办三届“汉学家文
学翻译国际研讨会”，还有“首届中外出版翻
译恳谈会”、“世界汉学大会”、“青年汉学家
研修计划”、“国际汉学翻译家大会”等诸多
活动，在客观上也向海外的汉学家、翻译家
传递了十分积极的信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
确已成为中国的国家文化战略。这对于营造
中国文学与海外文学沟通的良好氛围，激发

海外翻译家翻译
中 国 文 学 的 热
情，具有极为现
实而深远的意义。

但 总 体 而
言，海外世界依
旧严重缺乏翻译
汉语文学作品的
专门人才，即便
是有翻译中国文
学 经 验 的 汉 学
家，也并不一定
能够准确把握中
国 文 学 的 特 质 ，
对中国文学发展
演变规律的了解
也 很 难 切 近 本

真。此外，海外的翻译家往往会根据自己的
兴趣和爱好来选择要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
而不大乐意接受被指派的任务。所以，我们
在积极推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时，也要多
抱一点平常心，不必那么急切地要争着抢着
走出去。我们不仅要给作家与翻译家留更多
沟通、交流的时间，而且要给世界更多的时
间。对中国文学而言，首要的是创作出不辜
负这个伟大时代、不辜负我们伟大民族和悠
久文明传统的文学作品。没有扎实的内功，
没有中国本土文学的做大做强，中国文学海
外传播的其他问题都是空谈。皮之不存，毛
将焉附？！

经纪人助力作家作品海外传播

作家身边出现经纪人，是非常晚近的事
情。2013 年 2 月 15 日，莫言在自己的微博上
发文，授权女儿管笑笑出任其经纪人，使文学
界对于作家经纪人这个话题表现出了较以往
更加浓厚的兴趣。但国内大部分当红的或大
牌的作家，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纪人。对
大多数作家来说，让他们把自己的作品
交给经纪人，无

异于直接交给市场来检验。在他们看来，文学
的价值不能由市场和利润来决定，他们更看重
的是由专家所构成的文学批评体系对其文学
价值的评判。另外中国作家的版税收入普遍
不高，让他们难以雇佣经纪人。再有我国的出
版市场发育尚不够充分，文学作品出版领域还
缺乏成熟而专业的经纪人。也正是由于专业
经纪人的缺位，才使得中国作家潜在的市场号
召力及其作品的附加值没有得到有效挖掘，这
反过来也影响了作家收入的增加，他们自然也
就请不起专业的经纪人了。

以往，中国作家在处理自己的海外版权
过程中，受骗上当、遭遇霸王条款的情况并
非个例。

麦家的小说 《解密》 在 2014 年的海外图
书市场所刮起的“麦旋风”，就与其经纪人的
成功运作密不可分。如果没有版权经纪人谭
光磊对麦家小说的文学特质的敏锐判断，如
果没有他锲而不舍地坚持和拼命三郎式的专
业推介，“麦家年”或许很难以我们已经看到
的方式出现。最近几年来，谭光磊在助推华
语文学走向世界方面可谓成绩斐然，迟子
建、吴明益、张翎等多位华语作家也是由他
经纪而卖出了多国版权。

迄今已有近 30 个国家购买了阿来 《尘埃
落定》 一书的版权，所有洽谈和签约事宜也
完全是由经纪人来运作的。阿来表示：“对于
作家来说，应付商业其实比较困难，所以经
纪人可以帮到一些，这样便于让作家去安心
专注于文学创作。”

与此同时，国外的版权代理人正在积极
发掘中国市场，2014年8月，中国出版集团主
办的“首届中外出版翻译恳谈会”上，就出
现了前来中国主动寻找代理机会的国外出版
机构及其经纪人。

“麦旋风”出现以后，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面对中国的海外传播时，将会有更多的作
家选择与文学经纪人合作，作家与文学经纪
人之间的良好互动格局也有望逐步提升。

除了上述互动格局外，我们也期待中国
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界、出版界等方面也出
现中外良性互动的格局，从而形成助推中国
文学海外传播的合力，在彰显我们的文化自
觉和自信的同时，为丰富并发展世界文
学，作出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

呈现中外互动良好格局
姚建彬

若说中国红是从太阳上采撷
的，那么，青花蓝就是在泥土中绽
放的。若说中国红是中国的“动”
色， 则青花蓝是中国的“静”色。
一动一静，中国有味。

她兼具儒家的温度、道家的洒
脱和墨家的勤朴。她是素与雅最完
美的结合，是中国最有广泛群众基
础的颜色。中国的士，“居庙堂之
高”时，往往喜欢黄金黄；“处江湖
之远”时，往往喜欢水墨黑；但他
们内心深处喜爱青花蓝。

青花蓝，尽在青花瓷上。农业
中国，以“土”为其“五方”之中
心。 青花瓷，脱胎于土，成型于
火，获生命于青花蓝。因此说，青
花蓝是泥土中绽放出来的。

瓷，或者说青花瓷，是另一个
中国。瓷的本性是刚的 （虽然她不
像刀，不具侵略性） ——一旦“玉
碎”，却化为片片刀锋，虽千百载也
不腐。而铁枪、钢刀，几十年风雨

就腐烂了。
周杰伦的歌 《青花瓷》 留恋、

咏叹青花瓷。 “雨过天青云破开，
鬼谷下山入梦来。远尘淡墨调烟
雨，一见倾心镌画台。”（《七绝·青
花》）。“色流香，青胎素描慢拂
弦。慢拂弦，岁月浮华，一梦千
年。 可参造化天地妙，无极由
来太极添。太极添，业火凝炼，玲
珑惊艳。”（《忆秦娥· 青花瓷》）
两位无名者的青花瓷诗词，甚合吾
意。

青花蓝，尽在蓝印花布里。农

业中国男耕女织，织的就是蓝印花
布。她也是从花儿——棉花中走
来。青花瓷予国人以刚、以饱 （蓝
边碗是华人的共同记忆），蓝印花布
予国人以柔、以温。

现在，蓝印花布在云贵一带的
少数民族才较常见，并且是珍稀旅
游纪念品了。

昔日千百年，蓝印花布做衣
裳、被套、蚊帐、婴儿的襁褓、行
者的包袱……她比粗陋的麻布细
暖，她无绸缎、毛皮的高贵，但她
予千千万万布衣以尊严。

对 ， 蓝 印 花 布—— 布 衣 的 尊
严，还有欢和爱。

“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
（《荀子·劝学》） 战国时国人已从
蓼蓝草中提取“靛青”染色。解放
后不写小说写服装史的沈从文考
证：“……后来逐渐发展成蓝底白印
花布的一种，以布抹灰而染青，候
干，去灰药，则青白相间，有人

物、花鸟、诗词各色。”蓝印花布为
世所重在宋，盛行于明、清。

蓝底白花，以斑点的粗细、疏
朗组合而成，如星空闪烁，一种悠
远、宁静的气息袅袅而来。她兼有
少妇的端庄和少女的俏皮。她天性

属于山清水秀的江南：温婉白美的
女子，“缓缓地”穿上这种蓝得清
纯，白得朴实的布衣，秀气不落凡
俗，典雅不失明快，款款地走来
……那才是个美不胜收的南中国！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
蓝。”好一个如茵绿草与蓝印花布作
大背景的红火江南。

蓝印花布，还有团扇、青瓷、
宣纸、毛笔、线装书、油灯、油纸
伞、秦砖汉瓦、儒家礼仪等绘就的
岁月，一步三回首，远去了……

青花蓝，民间中国的容颜，也
是蓝天和大海的容颜，是中华的

“基准色”与活力源泉。

第二届全球华文散文征文大赛启动

以汉语汉字为载体，数千年来代代赓续的是炎黄子孙的血脉。由中
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和世界华文文学联盟主办的“文化中国·四海文馨”
全球华文散文征文大赛日前启动。征文以“梦想照进心灵”为主题。旨
在灵根自植，鼓励华文创作，弘扬中华文化。征文对象为中国大陆以外
应用汉字写作者。

□散文

青 花 蓝
刘英敏

□散文

青 花 蓝
刘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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