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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复兴的首部长篇儿童小说《 红脸
儿》近日由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这部作品不仅很好地处理了“成人书写”
与儿童认知的分寸感，同时也在叙事结
构和表达方式上张弛有度、饶有新意。

小说以散淡而富有诗意的语言，回
顾了“我”与三个小伙伴之间的童年往
事：“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大院里突
然搬进来一个名叫大华的男孩，一场由
孩子担当主角、以家庭为背景的成长故
事剧就此在大院内悄然上演……

《红脸儿》虽说只是一部儿童小说，
但肖复兴在文学品质和艺术追求上却没
有丝毫懈怠。尤其在叙事手法上，小说
别出心裁。首先，小说中“我”的身份具
有多重复合性。“我”既是整个故事的讲
述者，又是故事的参与者，同时还具有作
者本人的影子。这些身份各异的“我”在
文本中相互融合，彼此切磋，形成了独特
的叙事景观，产生了强大的艺术张力。
一方面读者会随着作为人物的“我”，与
大华、九子等玩伴之间不断加深的友谊
而逐渐走进人物内心；另一方面，读者又
会沿着作为讲述者“我”的指
引，步入文本的另一重时空，去
感知并思考关于亲情、友情、爱
情的人生命题。这种叙事方式
不仅使文本渗透出一种氤氲朦
胧的梦幻之美，同时也带给读
者一种代入感与间离感，此消
彼长的奇妙阅读体验。

作者对于“时间”也进行
了精心设计。小说的叙事时间
远远大于故事时间——原本一

年的童年往事，在肖复兴笔下却被拓展
到半个多世纪，一如小说尾声处所言：

“很多年以后，我说的很多年，其实并没
有多少年，只不过现在想起来像是过去
了多么漫长的时光似的。”这种带有魔幻
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时间，为小说增添
了极强的历史纵深感.

肖复兴在讲故事时采用了两套叙事
笔墨，从而为读者搭建了一组彼此观照
的双层艺术空间——儿童世界和成人世
界，前者欢快明丽、天真烂漫，后者则阴
郁苍凉、神秘莫测。正是在这晦明变换、
忽暖忽寒的叙述中，同一时代中两代人
的生活经验和情感记忆被同步激活。

可以说，《红脸儿》既是作者的童年
自传，也是一代人命运的真实写照。小
读者们从中可真切地感受到友情诚挚的
力量、厚重的历史份量及广博的思想容
量。肖复兴有意识地将儿时记忆与人生
感悟融为一体，成功地实现了“纯真”与

“深刻”之间的艺术平衡，使小说的趣味
性和思想性相得益彰，从而为儿童小说
写作提供了新的表现视角和叙事策略。

“我们希望通过文学这个窗口，
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文化，让更多的
人看到中国文学的生机和活力。”日
前，由《人民文学》杂志德文版《路
灯》 主办的中国-奥地利文学交流报
告会，在奥地利驻华大使馆举行，

《人民文学》 主编施战军如此说。时
值中奥两国建交 45 周年，奥地利驻
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欧诺德表示：“今
天的活动也可以视为是中奥建交 45
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的一部分。”

去年 11 月份，以“思想”为主
题的第一期《路灯》面世，收录的韩
少功、李琦、梁晓明、林白等作家的
作品描绘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景象，以
文学为介质拓宽德语世界了解中国的
窗口。刚刚出版的第二期则以徐则
臣、晓航等年轻作家的作品为主，施
战军表示，希望通过对选材风格的控
制，丰富西方世界的读者对中国文学
的认识，了解中国文化，感受中国精

神。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任王建
斌说：“我们除了把过去的经典翻译
过来之外，也需要把这些新生代作家
介绍过去，以使德语国家的读者们，
对于中国的多样性有更多的了解。”

德文版《路灯》将受众目标定位
于整个德语区域，尤其是有着深厚文
学传统、至今仍然活跃的文学区域，
奥地利就是其中之一。它的许多现代
作家都对中国作家产生很大的影响，
如卡夫卡、里尔克等。但在文化交流
中，这种交流并不对等。奥地利维也
纳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李夏德说：“上
世纪 80 年代我邀请了中国一些作家
和诗人到奥地利参加交流活动。西方
世 界 对 中 国 文 学 的 了 解 是 非 常 少
的。”他说，中国文学中很多表述都
带有画面感，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情
感又是难以把握的，这就要求翻译者
既要对中国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又
要知晓母语人的用语习惯。

前两天收到大洋彼岸小琳的来
信。小琳是出国后认识的朋友，从法
国毕业去了美国成家。别后一直保持
着断断续续的联系。

小琳在信里说，“我昨天从北京
度假回到美国，一路上想起我妈妈的
眼神和我那个可爱的小外甥女痛哭的
情形，真是恨不能现在就再返回去。
幸好有女儿的陪伴，才让人心里平静
些。我先生现在有一个在北京的工作
等他回去，本来他是想回去的，我坚
持留在美国，所以他也同意了，可
是，如今我动摇了，实在是舍不得家
里人，我父亲又身体不大好。该怎么
办呢？留下还是回去呢？ 真是难以
定夺。我想你也对美国有一定的了
解，不知你的建议如何。我家里所有
人都希望我回去，我妈妈几乎都在恳
求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

读完来信，我捧着茶到客厅坐
下。夜色如水，月满西楼。我故意没
有开灯，在黑夜中梳理着凌乱的往事。

前年回国，父亲本来一脸喜悦地
答应我说，他计划夏天来欧洲避暑，
在瑞士过一些含饴弄孙的日子。谁知
道到了签证的重要关头，因为突发胃
出血，父亲就在电话那头说，算了，
爸爸年事已高，你又要工作又要带孩
子和照顾家庭，怕给你们增加麻烦。
我在自己的地方，万一有点什么事也
方便，在异国却是什么都不熟悉，都
要依靠你，我还是不来的好。

那一年，有3位好友的爸爸因为
重病离世，这里头包括曾经一直支持
我来瑞士留学的唐伯伯。

去年和女儿回国探亲，因为假期
有限，故分外珍惜相聚的时光，除了
其间参加过一两个必要的朋友聚会，
其余的时间都留在家里陪伴父母。

嫁得那么老远，回一趟家真不容
易，所以常常会被父母笑话我昭君出
塞，而且，无论人在哪里，两头都会有
牵挂。中国有句老话说，父母在，不远
游。说起来会让我不禁羞愧，反而是
父母倒过来安抚我，说儿女在外有出

息，父母心里高兴还来不及。你看，中
国父母是不善于表达情感的父母，但
他们却有自己的方式，让爱常在。

每次回国探亲，陪着两老在家里
做晨运吃便饭睡午觉看电视，最简单
的琐碎日子，最熟悉的平常生活，时
光定格的一霎那，常是两老看着孙
女，我看着两老。所谓生育之情，是母
亲渐渐花白的头发，所谓养育之恩，是
父亲慢慢下垂的眼角。哀哀父母，生
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那种
情景，最萦我情，最痛我心。

去年新春，喜庆的节日气氛刚刚
过去，收到彼岸家信，告知父亲急病入
院。那一宿，我心情忐忑不安，异乡的
冬夜有多长，隔岸的牵挂就有多长。
我明白，父母大抵都是很少开口恳求
子女，除非到了不得已的地步。对于
儿女，他们习惯了报喜不报忧，为的就
是让在外谋生的子女不要挂心。但每
一次，只要在他们脆弱的时候出现，我
才能从他们的眼神里明白，子女的归
来所能为他们带来的慰藉和安抚。

幸亏父亲是个硬汉子，大小病痛
总能一一挺过来。那是他的福气，更
是我的福气。所以，这些年，人漂泊
在外，不管世界如何变幻，人事怎样
变迁，嘘寒问暖以外，最爱听的一句
话就是每次父亲出院后，他在电话那
头对我说：“做了全身检查，目前一
切安好。”

这句话，效力好比清凉油，药力
胜过定心丸，能隔着半个地球，帮我
提神醒脑，安心定惊。

父母恩情好比春蚕抽丝，蜡炬吐
泪。余光中说，所谓恩情，是爱加上
辛苦再乘以时间，所以是有增无减，
且因累积而变得愈发深厚。

世界上最最不能辜负的人，就是
父母。亲爱的，谢谢你心照不宣的默
契和信任。文字至此，所谓建议，你明
白，已经明明有了答案。人生有很多
必要做的大事，但是有轻重缓急之分，
记住只有一件事情不可以等，那就是，
趁着子欲养，亲还在，及时尽孝吧。

这一天是飘香的
淡淡的艾蒿香气
飘散在五月的乡间
陶醉了日子
浓郁了季节
粽子的味道
和着新麦的清香
糅合出农家独有的品位
调和出人间靓丽的光鲜

这一天是怀古的
在穿越沧桑的纤尘里
汨罗河摇动的水波记得
汨罗河吐蕾的睡莲记得
汨罗河桨声里的渔歌记得

屈大夫那纵身的一跃
成为千古绝唱
定格成历史高峰里
最惹眼凸起
于是
从那一天起
糯米因屈原有了黏度
粽子因屈原丰富了味道

端午节
一个站在收成里的节气
醺醉了五月的乡野
端午节
一个催人向上的节气
喷发着不屈与豪迈

端午节
魏益君

人生有一件事不可以等
朱颂瑜 (瑞士）

人生有一件事不可以等
朱颂瑜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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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语

丹麦语

德语

俄语

法语

韩语

荷兰语

罗马尼亚语

马来语

蒙古语

日语

瑞典语

斯洛文尼亚语

泰语

匈牙利语

意大利语

印尼语

英语

越南语

波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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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4

9

26

1

3

1

2

35

3

1

2

4

4

6

40

2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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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 在世界的传播，与
《三国演义》不同的是，它以中国英
雄形象的传播为主，其中的人物、
故事正如 1937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
版的 《水浒传》 英译本序言中，译
者杰克逊所写：“《水浒传》又一次
证明人类灵魂中有股不可征服的向
上的不朽精神，这种精神贯穿着世
界各地的人类历史。”《水浒传》 的
人物褪去了三国人物的神性，以具
备人人皆有的喜怒哀乐的英雄故
事，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笔者依据 OCLC 数据库在 2015
年 12 月检索，发现在世界各大图书
馆依然流通的 《水浒传》 各个语
种、译本情况 （如右表)。

从该表可发现，有11种语言属于
“一带一路”国家语种，依然流通的版
本有57个，分别是越南语29个版本，
印尼语 6 个版本，罗马尼亚语 3 个版
本，匈牙利语、意大利语各 4个版本，
蒙古语、泰语各 2个版本，马来语、阿
拉伯语、斯洛文尼亚语各1个版本。

《水浒传》 是亚洲
人民的骄傲

华裔曾锦文翻译的马来语 《水
浒传》译名《宋江》（又名“一百单
八条绿林好汉”），1899 年-1902 年
在马来西亚出版，1934 年在新加坡
再版，该译本在马来西亚、新加坡
等地广泛流传。

在印尼，在爪哇等华裔居住集
中地，许多租书铺经营的书目中就
有抄写的 《三国演义》《水浒传》
等，有的是用马来文改写或翻译
的，有的是汉文原著，读者对象也
是当地侨生华人群体。在19至20世
纪，译自汉文原著的马来文学作品
中就有《水浒传》。

《水浒传》汉文刻本很早就在越
南流传。学者颜保发现的 1905 年至
1954 年 316 种译自汉文的越南语书
目中，就有 4种译名为 《水浒演义》
的译本，比国家图书馆收藏的 1960
年河内出版的 《水浒传》 要早很
多。据王丽娜记录，该译本译者为
罗辰，为 70 回节译本。罗辰在序言
中评介：“《水浒》在中国古典文学
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列为四
部杰出作品之一。它歌颂了正直人
的自强自力、不甘受朝廷束缚、不
愿做昏庸君主奴仆的精神。《水浒》
就像一颗珍珠，它不仅是中国人民
的骄傲，也是亚洲人民的骄傲。”序
言表明 《水浒传》 故事在越南流传
很久了，早在 1905 年就被译为越南
语，此后不断被改写、编译。

泰国华人的潮剧、粤剧上演剧
目中就有选自 《水浒传》 的故事。
据考证，潮汕居民中流行一种始于

明代的英歌舞，取材于 《水浒传》
中梁山泊好汉的故事，气势豪壮。

《水浒传》在曼谷王朝拉玛四世
时期的1867年被翻译成泰语，第一版
是手抄本，1879年出现了刻本。此后
直到 2010 年，仅全译本就有 14 种之
多，更不用说节译本、改编本和仿写
本。《水浒传》的翻译也是先由懂中文
的人口述为泰文，再由翻译人员用文
笔优美的泰文撰写。因此，泰文版

《水浒传》在泰国拥有大批读者。
《水浒传》影视剧传入到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等地
时，由于其中的人物、精彩情节早
已被观众广泛熟知，因此掀起一阵
阵“水浒热”。港台拍摄的电影《水
浒传》，在东南亚播放时剧名译为

《梁山108好汉》。没看过全译本的青
年人，通过电视剧观看再找来译本阅

读，兴致勃勃地上网讨论其故事和人
物。《水浒传》的英雄故事成为东南亚
人民喜闻乐见、津津乐道的话题。

在西方侧重文本翻译

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水
浒传》 在西方社会的传播，文本翻
译的作用十分关键。

早在 19 世纪初期，法国著名汉
学家儒莲的学生安得罗齐就将 《水
浒传》 翻译成拉丁文，这是西方第
一个 《水浒传》 译本。目前世界上
影响较大的 《水浒传》 英译本有 5
种，最早的是赛珍珠的 70 回译本，
英语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1933
年在纽约和伦敦出版；其次是伦敦
与纽约分别出版的 《水浒传》 70 回
译本，书名英译为 《强盗与士兵：
中国小说》，由英国汉学家杰弗里·
邓洛普从德译本转译；第三是 1937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杰克逊翻
译的70回译本；第四是1947年耶鲁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詹姆斯·卜克伦
普译本；第五是 1980 年外文出版社
出版、中国籍犹太裔翻译家沙博里
的 100 回译本，英译名为 《水泊好
汉》，1981年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出版
社与外文出版社联合再版。在西方
世界影响较大的是赛珍珠和沙博里
的译本，并覆盖到广大的阿拉伯世
界。目前 《水浒传》 的阿拉伯语译
本，就是根据赛珍珠译本转译的。

《水浒传》意大利语译本根据德
国库恩译本转译，书名为 《强盗：
中国古典小说》，译者为克拉腊·罗
韦罗，1956年出版。

19 世纪俄国有几位汉学家提到
《水浒传》，但一直没将它翻译成俄
文。直到上世纪 50 年代，苏联著名
汉学家罗加乔夫所译 《水浒传》 71
回全译本，1955 年在莫斯科出版，
首印3万册。1959年再版，印发2万
册。1997 年又再版。罗加乔夫是

“中国通”，《水浒传》在俄罗斯的传
播，依靠的是优秀的译者。

俄罗斯还有一个 《水浒传》 儿
童读本，谢列布良科夫和里西查翻
译，1968年出版。

在匈牙利，著名汉学家陈国历时
7 年翻译的《水浒全传》，1961 年出
版。匈牙利语还有一个转译自库恩
德文的《水浒传》译本，1950年出版。

在捷克斯洛伐克，有奥古斯汀·
巴拉特所译捷克文《水浒传》，加勃
里尔·拉波什的斯洛伐克文 《水浒
传》，1964年出版，均为节译本。

波兰文 《水浒传》 于 1952 年翻
译出版，也是节译本。

罗马尼亚语译本由著名汉学家
鲁博安夫妇翻译，1989 年出版，其
翻译质量是俄文、英文、德文译本
之外一个较好的译本。

从上述译本的翻译、出版时间
来看，大都是在中国与这些中东欧
国家建立良好政治关系的 20 世纪五
六十年代。

自 20 世纪中叶至今，由中国大
陆、香港、台湾三地改编自《水浒传》
的电影、电视多达数十部，其中以中
央电视台拍摄的 1980 版、1998 版和
2011版电视剧影响最大，但在西方社
会的影响仍局限在西方生活的华裔
圈子内，对主流世界的影响不大。

《水浒传》 在世界的翻译、传
播，难免出现误读，比如 《水浒
传》 德文的译名是 《强盗与士兵》，
法文的译名是《中国的勇士们》，而
最蛊惑人心的译名则是 《一百零五
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仅从这
些“雷人”的译名看，《水浒传》中
那些寓意双关的英雄们的绰号、画
龙点睛的诗词有多少被准确地传达
到西方社会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中
国文学经典在亚洲地区面临的是如
何提高与创新的问题，在西方社
会，特别是在西亚、中亚以及广大的
阿拉伯世界，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利用
翻译、影像传播等多种新媒介、新手
段，减少误读，跨越障碍，准确传达
中国文学经典的世界意义。

《水浒传》英雄形象传世界
何明星 何抒扬

□文学新观察·四大名著在“一带一路”□文学新观察·四大名著在“一带一路”

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

“天门山”，即今安徽芜湖
市东梁山与安徽和县西梁山的
合称。两山夹长江对峙如门，
故名。此地战国时属楚国，故
这一段长江称“楚江”。

李白曾多次在今安徽境内
漫游，有学者认为，此诗当作
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 （725），
是年李白 24 岁，出蜀漫游，
初到江东。这也符合情理，第
一次见到的新鲜景观最能引发
诗人创作欲望。

芜湖段长江的走向是由西
南向东北，近似于由南向北。
而中国处于北半球，观察太阳
的运行轨迹，只能看到它从东
南方升起，向西南方沉没，不可
能看到它在北方。因此，有学
者认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

“孤帆”便是李白所乘坐的那条
船；而所谓“日边”，是西南方，
即太阳沉没的方向，也就是长
江上游方向。换言之，此句并
非诗人实写眼前景物，而只是
对自己航程的交代。

然而，一般读者不会去考

证这段长江的特殊走向，在他
们的地理学知识库存里，长江
总是由西往东流。于是，他们
会想当然地对此诗作出如下解
读：长江冲决了拦路的梁山，造
成了“天门中断”的奇观。碧水
东流至此，为“天门”所约束，
波浪回旋。诗人所乘的船只在
向下游行驶。人在船上，浑然
不觉船行，只见构成“天门”
的两岸青山相对而出，迎面而
前。“天门”之外，远处江面
上，有孤帆一片，从初升的太
阳那边缓缓飘来……

这种“读者本位”的解读，
与“作者本位”的解读相比，地
理的方向轴向右发生了近 90
度的偏移，使得“孤帆一片日边
来”由作者对航程的自述，错位
而成为诗中画境的一项有机构
成。它很可能是不符合诗人创
作实际情况的，但我们不得不
承认：蚌病成珠。它确是此诗
最精彩的一种艺术呈现！

李白的山水诗，往往精力
饱满，境界开阔，气象博大。
这些特点，在此诗中得到了充
分的体现。这是盛唐磅礴的时
代精神与其个人积极的生活态
度、豪放的审美追求共同作用
的结果。

《水浒传》的翻译语种、版本

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
李白《望天门山》诗赏析

钟振振

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
李白《望天门山》诗赏析

钟振振

□诗词赏鉴·大好河山□诗词赏鉴·大好河山

传播中国声音 搭建沟通桥梁
张迪

《人民文学》杂志德文版引起关注

一代人命运的真实写照
——评肖复兴长篇儿童小说《红脸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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