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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数年，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繁
忙的国事活动中，尤其是出访他国的重
大场合，一直在有意识地推动中外文学
的交流。在重大外交场合引用文学轶
事，引用诗歌名句，或者谈及中外著名
的作家作品，已经成为中国对外交往活
动中的常态。习近平主席不仅推崇中国
传统文化典籍，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
而且也广泛涉猎外国文学。这种广博的
阅读视野，使得习近平主席几乎每一次
出访都留下了中外文学交往的佳话，为
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牵线搭桥、推波助
澜，对于构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良好
格局，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重大场合提及中外作家作品

2009 年，第 61 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
邀请中国出任主宾国。正在德国访问的
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书展开幕式
上致辞说，正是不同文化的彼此交流，
才让不同国度的人们知道了中国的孔
子、德国的歌德、英国的莎士比亚。5年
之后的 2014 年，习近平以中国国家主席
的身份重访德国，在柏林发表演讲，其
中特别提到了歌德、席勒与海涅等德国
经典作家。他告诉德国人民，这些享誉
全球的德国文学巨擘的许多作品，早已
为中国民众所熟知，“包括我本人在内的
很多中国读者都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愉
悦、感受到思想的力量、加深了对世界
和人生的认识”。

在重访德国之前的1个多月，习近平
主席出席了在索契举行的第 22 届冬季奥
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开幕式上播放的
短片《33个俄文字母》，涵盖了33个与俄
罗斯有关的词语，其中 5个代表 5位文学
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托
尔斯泰、契诃夫和普希金，他们是俄罗
斯文学的骄傲。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
访时，习近平主席一口气说出了 11 位俄
罗斯文学家的名字，“他们书中许多精彩
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2013 年，
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
间，他所表达的自己对俄罗斯文学的熟
悉，给俄罗斯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4 年 3 月 27 日，在巴黎的中法建
交 50 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在讲
话中提到了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巴
尔扎克、雨果等 12 位法国文学巨匠。他
说，阅读这些大家的作品，让他“增加了对
人类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感触”。他娓娓道
来：冉阿让、卡西莫多，以及《羊脂球》中的
艺术形象，“至今仍栩栩如生地存在于我
的脑海之中”，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在我的

“头脑充满了无尽的想象”。
又比如，2014 年 9 月 17 日，习近平

主席访问印度期间，在演讲中谈及两国
人民自古以来互联互通、互学互鉴的历
史佐证时，他说道：“泰戈尔的 《吉檀迦
利》《飞鸟集》《园丁集》《新月集》等诗集
我都读过，许多诗句让我记忆犹新。”接下
来，习近平主席还引用了泰戈尔的好些诗
句，泰戈尔“这些优美又充满哲理的诗句
给了我很深的人生启迪”。这既是对泰戈
尔的致敬，也或隐或显地寄托着他对中印
两国未来关系走向的深层思考。

在国家层面的外事交往活动中，习
近平频频提到东道国的作家、作品，同
时也有根据出访国家与我国既有文化交
往史，有意识地提到我们自己的作家、

作品在该国被译介、传播的情况，从表
面上看，这属于外交场合的雅致寒暄。
但是，从长远来看，习近平以国家元首
的身份，在这种国与国之间交往的重大
场合，有明确针对性地提及中外文学交
往盛事，这对于消除中国同众多国家的
文化隔膜、缩短两国上上下下的距离，
都具有非比寻常的影响力和冲击力。

文学互译加强中外文化交流

2014 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期间，
两国签署了互相翻译出版对方 25 部经典
作品的协议。这既是中印两国近年来不
断推进经典互译、不断加强人文交流的
最新举措，也将给中印两国在 21 世纪续
写悠久的文明交往史带来新的活力。从
名单上看，将要被翻译到印度的 25 部书
中，除 《四书》《大唐西域记校注》 和

《中印文化交流史》外，其余23部均为文
学作品，其中包含了中国古代、现代和
当代的中国文学，而侧重点又在中国当
代文学，入选的作品有 10 部，诗歌方面
只有舒婷的作品入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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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的国家领
导人非常用心地在多场重要的国外出访

活动中推动跨文化、跨地域、跨语言的文
学交流，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建
立在国家交往层面的文化交流活动，其象
征性意味远大于其审美性意味；从项目实
施与推进的情况来看，中国方面落实得要
及时、积极些，外方的相关工作则相对滞
后些，在中外互译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
现象。以中印互译为例，有专家形象地将
这种不平衡现象表述为“中译印经典一屋
子，印译中经典不满一盒子”。

令人欣慰的是，中印文学交往的这
种不平衡现象正在发生积极的改变。无
论是中印两国学术界已经开始推动的

“中国印度经典翻译计划”，或者是中国
出版集团公司已陆续开展的包括“中印

文化交流百科全书”“中印经典和当代作
品互译出版项目”在内的中印文化交流项
目，都必将为深化两国的人文交流带来深
远而积极的影响。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
心主任郁龙余教授说：“中印经典互译应
成为中外关系史上的灯塔，照亮的是一片
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互鉴的和谐之境。”

可以想见，借助习近平主席 2014 年
访问印度而启动的中印两国文学作品的
互译，必将改变印度当代文学在中国

“引进的书少、读者少、研究者更少”的
状况。反过来说也大抵如此。

找到双边审美价值的契合点

2016 年，是中国外交不断创造新亮
点、不断拓展新空间的活跃一年。与这些
重大外交活动相伴相随的，是习近平主席
对于从国家层面推动中外文学交流格局
的持续性更加明显。在对沙特阿拉伯、伊
朗、捷克、塞尔维亚等国进行国事访问期
间，习主席都十分明确、十分用心地保持
了他之前每次出访时用文学交流作为促
进双边及多边交往润滑剂的一贯风格。

比如，1月18日，在对沙特阿拉伯王
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沙特 《利雅得报》 发表题为 《做共同
发展的好伙伴》 的署名文章。文章中引
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唐诗
名句，来形容中沙两国友谊与合作。习近

平同志指出，“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各
成体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有人类发展
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都重
视中道平和、忠恕宽容、自我约束等价值
观念。我们应该开展文明对话，倡导包容
互鉴，一起挖掘民族文化传统中积极处世
之道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

习近平主席的上述主张，不仅仅是
处理中、沙两国之间人文交往关系的基
本准则，而且也可以作为认识、指导中
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文交往关系的基本
准则。我们在做这样的推动工作时，既
需要肯定各交往国自身文学的独特意义
与价值，也需要明确主张中国文学自身
的体系性、传承性与独特价值，从中找

到双边、多边乃至整个世界审美价值、
审美理想的契合点。

领导人的一言一行所具有的示范、引
领效应，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魅力。从外
部环境来说，因为这些场合的受众层次
高，受教育水平高，其影响力或者说传播
效果，自是不可小觑的，其间所包含的文
化孕育能力，也是极为强大。从人类文明
史的长远发展历程来看，一旦这种具有象
征意味的文学交流活动反反复复地在跨
文化、跨地域、跨语言的文化交流格局发
生并累积，它必定会成为改变世界文学发
展轨迹、提升人类文明高度的重要推动力
量，其生产性意义将造福于人类的全体。

习近平主席在外访期间与东道主谈
诗论文，是其自身人文底蕴和丰富精神
生活的自然流露。这种谈吐，既勾画了
他自己广泛阅读古今中外名著、从中享
受阅读快乐、获得人生哲理的启迪的心
路历程，也传达了他对文学的理解与思
考。正因如此，习近平主席充满人文底
蕴和人格魅力的多次外访，才一次又一
次赢得了访问国民众的嘉许，达到了保
持沟通，增进友谊，深化合作的多重目
的。从长远来看，这对于推动国与国之
间形成文化、文学交流的良性格局，从
国家层面上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营造
良好氛围，可谓影响既巨且深。

如果我们在各自的对外交往活动
中，能够因地制宜地为中外文学的交往

牵线搭桥、添砖加瓦，那么，中国文学
走出去的格局必将不断优化，从而让中
国文学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独特而
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长远的世界格局来看，从中国作为
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所应承担的使命来看，
我们势必不能满足于仅仅让国际社会感
受到作为一个“经济巨人”的中国，我们更
要用文学和文化的交往，用中华文明的
国际传播，去精心培育与塑造一个文明
悠久、民风淳朴、人性良善、作风踏实
的中国国际形象，从而引领未来的世界
发展方向。这不仅是我们对于世界的深
远而伟大的贡献，也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这一强国梦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有人说，徐小斌的
写 作 是 “ 刀 尖 上 的 旋
舞”。而她本人更准确的
定位是“刀尖上赤足的
旋舞”。

如同小人鱼为了爱
情 喝 下 巫 师 的 毒 药 一
样。疼痛，才会使人清
醒和刺激。

她就是童话故事里
的小人鱼，痴迷于爱，痴
迷于美，更重要的，是痴
迷于真。

世界上有些内心真
纯的人，会一直拒绝长
大、到死还保留着童心。

这是高尔基写托尔
斯 泰 印 象 记 里 的 一 句
话，这话同样适合徐小
斌。

熟悉小斌的人，都
会觉得她长不大。即使
现在，在文坛驰骋了近
40 年，她才开始“试图
重 新 看 世
界”，重新看
的结果是深感
自己的无知无
能。曾以为自
己是可以独来
独往、无所畏
惧的独行侠，
现在才深知，
自己不过是一
粒尘埃——只
不过比别的尘
埃任性一点而
已。

因 为 任
性，她在插队
的时候，一声
不吭地跑去销
了户口，一副
瘦弱的肩膀承
担起黑土地上
的沉重孤苦与寂寞；因为任性，她曾躲在文学的蚌壳构
建着自己的乌托邦世界。

转插回京后徐小斌被分配到西郊粮食仓库机电科当
钳工，后来又当刨工、车工，高考制度改革的时候，她
是开着刨床复习的，居然考上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还拿
了全校数学第一。徐小斌说，如果不是文革或许会有更
多的选择，而那9年的工农兵生活，只给自己留下了写作
这一扇窄门。

真正走上文学之路，是因为她在大二时写的一篇作
文，引起了当时汉语教研室的杜黎均老师的注意。他找
到徐小斌问她有没有小说。徐小斌拿了一篇 4000字的习
作交给杜老师，没想到这篇习作后来登上了 《北京文
学》 1981 年第 2 期新人新作栏的头条，还配了精美的插
图。

1981 年末，徐小斌的第二篇小说获了 《十月》 杂志
首届文学奖，在颁奖会上认识了宗璞，并从此成为忘年
交。徐小斌的第一个中篇 《河两岸是生命之树》，便是
在宗璞的鼓励下寄给 《收获》 编辑郭卓、李小林的。此
小说题目源自《圣经》中的一句话：“河两岸均为生命之
树，月月结果，其叶可治万邦之疾”。《对一个精神病患
者的调查》 得到宗璞的高度评价，更让徐小斌下决心穿
上了“写作”这双红舞鞋。

在新作《任性的尘埃》（海峡书局） 里，她写道：任
性，就有可能得到相对的自由；任性，就是企图在有限
的生命过程中，超越自己。

岂止是简单的“超越自我”，她简直有些“自虐”：
既不愿重复别人，更不愿重复自己，希望每一次都能把
自己最新鲜最深刻的感悟带给读者。也因此，在徐小斌
的作品中基本看不到互文关系，她的每一部长篇都风格
迥异。最初的长篇小说 《海火》 因为描写的是大学，叙
事风格有点学生味；《敦煌遗梦》写宗教故事，于是便蒙
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羽蛇》 写五代女人的心灵秘史，
文字如热带森林里繁茂的植物和奇丽的花朵；历史小说

《德龄公主》则采用明清小说的手法，颇有《红楼梦》的
韵味；2012年出版的当代讽刺小说《炼狱之花》，当代年
轻人的语言颇接地气；而2013年出版的《天鹅》，一开始
就定位为白描式的朴素手法。

评论家戴锦华在长篇评论中认为 《海火》 是徐小斌
小说形式的分界线，而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则认
为变化始于《迷幻花园》。实际上徐小斌内心的变化时期
是《炼狱之花》。如摩菲定律所说“面包掉地时，黄油一
面朝下的概率与地毯的价格成正比”。那时，徐小斌深感
整个社会游戏规则的改变，很希望此书如那块涂了黄油
的面包，能在时代的昂贵地毯上留下一点痕迹。

当下写现实主义的太多，中国传统文学中 《山海
经》《搜神记》《聊斋》 等等这一脉越来越弱，以至于想
象力和原创力呈现极度匮乏之势。徐小斌不想被庞大的
现实主义挤掉，她的作品总是充溢着奇幻的神秘色彩，
大概缘自祖籍楚地的巫风。在徐小斌的印象中，姥姥和
妈妈经常会做些怪梦，每天一大早，她们的第一件事就
是互相说梦，回忆她们经历的怪事。这些经历对她影响
很大，又有一种原始的恐惧感。她又比较早地读了 《聊
斋》《红楼梦》，这使她的作品总能展示出独特的风云谲
秘又奇幻瑰丽的世界。

徐小斌的每一部小说都有着故事背后的象征或隐
喻。她希望表层的故事抓住更多的读者，更希望她的知
音能读懂她内在的表达。比如在 《天鹅》 的写作中，徐
小斌弃绝了惯用的华丽句式，尝试“仿真”式的写法，
用一种现代性来诠释带有古典色彩的爱情故事。她甚至
尝试将当时最新的当代科学研究成果运用到小说中，即

“当生命走到尽头，身体机能尽失时，还会在另一个世界
重新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看来，徐小
斌的情趣，不是哲学层面，她是敞开生命的一种实验。
她提供的经验是，日常的逻辑已经死亡，唯有在非逻辑
的另类表达里，大概才有一种突围的可能。

她并非朋友所说的那么“坚强”，相反，她敏感、脆
弱，而且经常莫名恐惧。徐小斌之所以能够坚持的勇气
和动力，来自父亲和她很小的时候遇见的一个人。“他们
对我的一生都有巨大的影响，换句话说，是他们的精神
力量和爱滋养了我的一生，让我即使面对黑暗也永不坠
落。”

先请看一则新潮微博：
昨晚，偶的JJ带着TA的青蛙BF来偶

家吃饭，饭桌上，JJ 的 BF 一个劲地对偶
妈妈 PMP，说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
PLMM，真是好BT啊，7456

看得懂吗？不懂？请听我翻译给你
听：昨晚，我的姐姐带着她的丑陋的男
朋友来我家吃晚饭，姐姐的男朋友一个
劲地对我妈妈拍马屁，说她年轻的时候
一定是个漂亮妹妹，真是好病态啊，气
死我了

这则新潮微博见于 2012 年春 《广州

日报》 一篇题为 《语言涂成了大花脸》
的短文。作者在文中引用这则新潮微博
后指出：“语言的生态就这样遭到了前所
未有的破坏；语言的生活，就这样变得

越来越粗俗。语言
的家世、血统、气
质、风度……正在
悄悄改变”。此文以

《语 言 涂 成 了 大 花
脸》 为题，是为了
表达作者如下的忧
虑：“汉语本来就复
杂，是世界上最复
杂的一种语言，有
些无事生非者却惟
恐 复 杂 得 还 不 够 ，
极 尽 恶 搞 之 能 事 。
媚俗显然是要付出
代价的，甚至是巨
大的代价”！

我对这位作者

的敏锐观察和深刻剖析非常赞同。进入
网络时代后，特别是进入人手一机可以
随意通过微信、微博发表自己的看法
后，就语言表达来说，许多闻所未闻、
古怪离奇、匪夷所思的说法出现了，这
些说法不依规范、花样翻新、率意而
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些年轻人的
活泼调皮、追新逐奇、挑战传统、张扬
个性等特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
事，我们甚至还应保护其中的积极因
素，比如，多思、善思、敢想、敢说
等，但对混杂其中的粗俗、媚俗、恶搞
等等可能破坏汉语语言生态的行为，则
应予及时的提醒、直至批评，决不可哈
哈一笑听之任之，更不应持欣赏态度，
有意无意参予其中。长此以往，说将来

“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巨大的代价”
该不是危言耸听！

我第一次读到 《语言涂成了大花
脸》是将近5年前的事，当时就留下深刻
的印象。今天重提此文，则是因为看到

《咬文嚼字》 公布的 2016 年十大流行语，
其中流行语之十是“蓝瘦，香菇”。编者
向我们解释：“其实是‘难受，想哭’的
谐音”，编者还借一位没有显身露形的

“语言学者”指出：“‘蓝瘦，香菇’的
盛行，迎合了年轻人在表达上的游戏化
心理，即词语要有意思，又要视觉化。”

说实在的，《咬文嚼字》 编者煞有介
事的解释，我怎么也听不进去，满耳轰
鸣着的却是“真是好病态啊，7456”声
音，两者不都是玩谐音游戏化么？近几
年来，《咬文嚼字》 为保卫汉语的纯洁
性，敢于向名人名作亮剑，每年公布十
大语文差错，在社会上产生深广的影
响，人们也因此称赞 《咬文嚼字》 是捍
卫古老中国汉语纯洁健康的啄木鸟！如
今，“啄木鸟”怎么也赶时髦、居然干起
客观上把汉语涂成大花脸的活儿来了？

流行语的频繁出现，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作为 《咬文
嚼字》 这样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语文杂
志，每年选择一些饱含正能量的流行语
予以公布，有助于开拓人们视野，丰富
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可以促进古老汉语
的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中国汉语的词
库。但在选择流行语予以公布时，一定
要慎之又慎。不是流行得广而多的流行
语就可入选，就如同感冒也流行并不值
得提倡，其道理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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