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

22 文学翻译：沟通世界文化

文化深圳
责编：赵鹏飞 邮箱：hwbjjb@163.com

2017年5月11日 星期四

◎戏剧可以这样“走出去”

问：戏剧也是文学，贝克特、奥尼尔和品特等作家
均是以戏剧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今中国戏剧演出市场
正在升温，但戏剧的文学性缺失成了一个大问题。您的
话剧 《庄先生》 曾以其文学性品质斩获第 10届华文戏剧
节最佳编剧奖。作为深圳原创戏剧作品，《庄先生》首演
一年多时间便在国内外演满百场，继去年在法国阿维尼
翁戏剧节演了 25 场，今年 7 月将再赴阿维尼翁献演，这
是深圳原创戏剧前所未有的成绩。对此，想请您谈谈这
部戏剧的成长过程。

庞贝：戏剧作品要有一剧之本，而剧本要呈现在舞
台上，就得有一定的资金做支撑。得益于广东省文艺精
品基金和深圳市文创产业资金的扶持，虽然资金有限，
这却是 《庄先生》 从文本走向舞台的必要条件。我们将
好钢用在刀刃上，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制作，在舞台上呈
现后，专家和观众都喜爱，这才有了此后大规模商演的
可能。先让它成活，然后就看其自身的生命力了。事实
证明，这个作品长势良好。

问：深圳正在积极实施“文化创新发展 2020”战
略，《庄先生》让我们看到政府宣传文化部门的基金也在
向各类有望成为精品力作的创作项目开放。这种基于经
济的开放文化理念，即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庄先生》的
出现是否可以放到这个大背景中来解读？

庞贝：我们要正确理解主旋律这个概念。《庄先生》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当然也是主旋律，或者说是属于
广义的主旋律。我们要在当今世界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
力，就不应忽略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春秋战国是中
华文明的原生时代，中国文化的内核是儒道互补，而在
独尊儒术的漫长历史中，道家文化是被长久遮蔽了。从
某种意义上说，道家文化是我们现代人可资利用的一种

稀有资源。文化创新首先应该是一种观念的创新，我觉
得《庄先生》在深圳出现可谓生逢其时。

问：《庄先生》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激活和运用，然
而，将哲学家形象以戏剧的形式呈现给观众，则是一大
艰辛的探索。就这部作品而言，推动阳春白雪走进市井
里弄的秘诀是什么？

庞贝：《庄先生》 是一种回望，回望我们精神的原
乡。而今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我们便会发现，在先秦
诸子百家中，最能契合现代人的心灵的，便是庄子一路
道家人物。基于这种社会心理，以庄子为主角的这部戏
剧就不再是阳春白雪的哲学，而是走进市井里弄的某种
时尚，很接地气。

问：《庄先生》曾获邀参加韩国戏剧节，去年和今年
又两度获邀参加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在当今顶级国际
戏剧节中，阿维尼翁戏剧节以探索性和艺术性著称，究
竟是何因素能让这部戏不断“走出去”？欧洲观众能够理
解这个东方故事么？

庞贝：《庄先生》今年再赴法国阿维尼翁，是因为获
得了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它的成长是跟中国文化“走出
去”以及“讲好中国故事”的大背景相关连的。这部戏
虽是中国古代题材，其叙事策略却与当今国际语境的戏
剧语言接轨，所呈现的人生价值和情怀也足可引发欧洲
观众的共鸣。《庄先生》 由“庄周梦蝶”的经典传说生
发，旨在呈现中国道家哲学的现代启示：不为物役，回
归自然，极简生活，精神自由。这不很像是当今北欧人
的生活态度吗？也有欧洲观众说，中国哲学家庄子与法
国哲学家加缪有相似之处。

问：大视野和想象力将古今中外多种元素融合进一
个独特的作品。您这部作品的创作地是深圳，深圳的别
称是“鹏城”，而在《庄子》这部经典中，也有大鹏的形
象，这二者是否具有某种关联？

庞贝：这两者有很深的渊源。《庄子》开篇即是“逍

遥游”，起笔便是说这事：“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
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
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
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在古代“神州大
地”的版图中，“南冥”是指大陆南方边陲的海域，这不
就是深圳大鹏湾么？大鹏湾有大鹏展翅的地形，“鹏城”
即是因此而得名。

◎岭南题材的“国际表达”

问：《庄先生》使更多欧洲人了解了庄子的智慧。著
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教授曾说，惟有越来越多像 《庄先
生》 和 《无尽藏》 这样的作品出现，才能使中国文化真
正有效地“走出去”。您的长篇小说《无尽藏》也是中国
古代题材，并入选“中国图书世界馆藏影响力”年度前
10榜单，请问它为外国读者所接受的原因是什么？

庞贝：确切来说，《无尽藏》 也有岭南文化的背景。
广东韶关的南华寺，以六祖惠能和 《坛经》 成为世界佛
教文化的圣地。那里也有一座“无尽藏庵”。“无尽藏”
是一位女尼的法号，她是六祖惠能最初的护法。《无尽
藏》 这个小说的主体故事发生在一座迷宫般的中国古典
园林里，叙事方式却是走西方悬疑小说的路数。

问：《无尽藏》 基于岭南题材的“国际表达”，具有
特别的原创意义。这也使我想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
晓明教授的评价，他说“中国小说到底应该怎么写，今
天的中国小说还有多少发展的可能性，《无尽藏》恰恰提
出了这个问题”。这能否看作与世界文学的某种“自觉的
接轨”？

庞贝：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我们理应在世界文
学的大视野中审视自己的创作，文学高峰出现的内在和
外在要素同样值得我们探寻。西班牙、意大利、阿根廷
等国家近年出现了不少文学杰作，中国小说不论从文学
意义上，还是艺术成色上，都还有相互借鉴和提升发展
的空间。

问：深圳对作家的创作很重视，广东文学界也在积
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讲话精神，不满足于有“高
原”，还要攀“高峰”。这样的氛围对您的创作将产生哪
些影响？

庞贝：我过去以写历史题材为主，目前正在创作一
部以深圳科技创新为题材的小说，这也是中国作家协会
的重大现实题材选题。从历史回到现实，即便是写现实
题材，也将有一种历史的视角。在世界文学的大视野
下，我尽量使自己的作品达到某种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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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翻译对话世界文明
林坤城 赵鹏飞

文化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条件。翻译尤其是学术翻译与文学翻译，是推进文化交流、促进文

明对话的重要途径之一。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深圳逐渐培育了一支业务能力较强、综合素质突出

的翻译队伍，特别是在外事翻译、编务翻译、商业翻译等领域。但由于深圳文化建设起步较晚，学术根基较

浅，从事学术翻译和文学翻译的人才相对较少。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深圳译者以甘于寂寞、一心向学

的精神笔耕不辍，近年来在学术翻译、文学翻译领域取得了可喜成绩，甚至在学术界、文学界相关领域形成

了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没有学术翻译，就没有人类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传承；没
有学术翻译，也就没有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交流与碰撞。

“宣传中国文化是我的首要关怀，沟通中西是我的终身
梦想。”深圳大学文学院原副院长、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
长、深圳翻译协会高级顾问何道宽教授说。

何道宽 1963年参加工作，迄今已在高校从事教学、研
究及翻译工作50余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从四川外国
语学院调任深圳大学之后，成为英国语言文学、翻译学、
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的学科带头人，尤其是2002年退休后专
注于翻译工作，迄今出版著作和译作 80 余种约 2000 万字。
其翻译的 《理解媒介》《麦克卢汉精粹》《人的延伸——媒
介通论》《媒介环境学》《新新媒介》 等媒介环境学丛书，
成为高校教学、学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经典书目。其中，

《理解媒介》一书产生广泛影响，2008年12月被评为“改革
开放 30 年最具影响力的 300 本书”之一。美国福特汉姆大
学教授保罗·莱文森曾评价说：“几十年来，何教授一个

人，一支笔，从马歇尔·麦克卢汉以降，把每一位重要的传
媒理论家的学说从英文翻译过来。”

学术翻译是一个再研究、再创造的过程，只有在研究
基础上对原著思想有准确深刻的理解，才能有精准的翻
译。“我的译作要做到五个‘对得起’，即对得起作者、读
者、出版社、译者自己和后人，力争留下一些传世的译
作。”何道宽认为，文化繁荣、社会发展需要学术翻译。

“学术翻译‘枯燥’艰辛，直接影响面小，非‘独行侠’不
能坚守。学术翻译家独坐冷板凳、困守书斋，甘苦自知，
却又甘之如饴。学术翻译面临种种困境，包括政策、学术
环境、人才建设以及舆论引导等方面，但一定要鼓励翻译
精英，正确引导大众认知。”

多年来，何道宽学术态度严谨，视学术如生命，专注
于比较偏冷的人文社科翻译研究工作，矢志不移为学术的
传承和传播“盗火、播火和摆渡”，架桥铺路，惠泽学林。
何道宽的翻译工作遍及英语文学、传播学、社会学、人类

学、文化史、心理学、艺术学、政治学、哲学等领域，特
别是对世界主要传播学派经典著作的系统翻译，为我国传
播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产生了广泛而重大的
持续影响。2010年，何道宽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
译家”荣誉称号。据悉，他拟出版《何道宽译文集》，这将
是深圳第一部学术翻译作品选集。

此外，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张晓红教授、西方
研究所所长阮炜教授等学者在学术翻译方面也多有建树。
张晓红译有 《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 （从 1980年代到
21世纪初）》《达尔文的梦幻池塘：维多利亚湖上的悲剧》

《阐释历史：欧洲视野中的荷兰文化 （1650-2000年）》《千
万别娶大脚女人》《阿姆斯特丹：一座城市的小传》《在欧
洲：跨越二十世纪之旅》等多部译著 （含合译）。阮炜译有

《科学与宗教》《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神学的科学》《道德
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等多部译著 （含合译），主编“西方
古典学译丛”“人文新知译丛”等丛书。

翻译不仅是一种跨语言的交流行为，也是一种跨文化
的传播过程。没有翻译就没有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
融合与发展。目前，深圳活跃着远洋、胡小跃、唐克胜等
文学翻译家，他们通过译介国外优秀诗歌、小说、童话等
文学作品，架设跨越语言的虹桥，传播世界文学精神。

罗马尼亚女诗人卡尔聂奇说，诗人是最好的诗歌译
者。远洋是一名诗人，1980 年就开始诗歌创作，曾出版

《青春树》《村姑》《大别山情》《空心村》 等多部诗集。近
年来，他致力于诗歌翻译，先后翻译了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普利策诗歌奖、艾略特诗歌奖的诗集20多部以及发表
于 《世界文学》《诗刊》《译林》《红岩》 等 20 多家刊物的
600多首诗歌，出版译作 《亚当的苹果园》《夜舞——西尔
维亚·普拉斯诗选》《重建伊甸园》。“通过翻译这些诗歌，
我置身于当下世界诗歌的现场甚至前沿，了解世界诗歌发
展的最新动态，了解目前最好的诗人及其创作，获益匪
浅。”远洋说。

翻译是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创造性转化，严复提出了
“信雅达”的原则，要求译文做到文字准确、思想透彻、富
有文采。远洋说：“翻译是一种刷新，不仅是语言层面的刷

新，更是审美观和世界观的刷新——刷新我们看待世界的
眼光，刷新我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进而改变自己、扬弃
旧我、创造新我。”

作为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法语译审，深圳著名
翻译家胡小跃译著颇丰，译有《加斯东·伽利玛：半个世纪
的法国出版史》《北方的中国情人》《孤独与沉思》《巴黎的
忧郁》《灰色的灵魂》《街猫》 等60多部外国文学作品，主
编主译《世界诗库》《勃朗宁诗选》等；2002年被法国文化
部授予“文艺骑士”荣誉勋章，2010年荣获第二届傅雷翻
译奖。

在胡小跃看来，文学翻译是一种融创造力、想象力、
分析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毅力为一体的劳动。文学翻译
需要调动译者的想象力和知识储备，还要进行逻辑分析和
推理。一个好的文学翻译者应该是一个严格、认真、负
责、耐心和细心的人。文学翻译本身确有创作成分，但这
也有限度、有条件，是一种“戴着镣铐跳舞”。译者的职责
和任务就是尽可能忠实、完整地反映原文面貌，不应越俎
代庖。当然，同时也应顾及读者的阅读习惯，不要“洋”
味太足，甚至佶屈聱牙。“翻译让我的生活变得很充实，我

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快乐。从这个角度来讲，翻译是讨了好
的。我不敢说我为文学翻译而生，但文学翻译确实让我的
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胡小跃说。

此外，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语学院院长唐克胜教
授译有 《五条红鲱鱼》《银色的天鹅》《狐猴》《特殊学生》

《追寻达·芬奇密码》等外国文学作品 （含合译）。深圳儿童
文学作家安小橙除了儿童文学创作，还译有美国劳伦·塔西
斯的灾难求生儿童小说《火山爆发前的生死抉择》。

从文化的视角来看，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交流活
动，是一个在源发语言文化语境和目的语言文化语境之间
进行的“编码—解码”的过程。一方面，翻译者们把国外
优秀的学术著作、文学作品“引进来”，推动深圳学术、本
土文学的发展，为深圳学派建设添砖加瓦，提升深圳城市
文化软实力。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文化加快“走出去”，全
球化语境下的深圳学术、文学也在快步走向世界。例如，
杨争光的 《老旦是一棵树》、盛可以的 《北妹》、李兰妮的

《旷野无人》、薛忆沩的 《深圳人》、郭金牛的 《庞大的单
数》、黄国晟自写自译的《深圳梦》等深圳作家的代表作品
被翻译成多种外语版本，向世界讲述“深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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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城书写：大视野与想象力
——访深圳作家庞贝

彭 芾

庞贝，作家、编剧、译者。1985年

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曾

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现为广东文学

院签约作家，现居深圳。出版译著及编

著作品多种，近年作品有长篇小说《无

尽藏》（第 9 届茅盾文学奖决选入围作

品、“中国图书世界馆藏影响力”年度

TOP10）、话剧剧本《庄先生》（第10届

华文戏剧节最佳编剧奖、第70/71届法国

阿维尼翁戏剧节两度获邀作品）、电影剧

本《上海王》（原版剧本曾获第44届台湾

金马影展最佳创投剧本奖）。

对于英美文学专业出身的庞贝来

说，作品的学院派风格可谓是自然天

成，而其特别之处在于，他是以西方现

代叙事手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题材，这

些作品在国内外均赢得了市场和口碑。

例如，《庄先生》被誉为中国戏剧“走出

去”的成功范例，《无尽藏》也是一部兼

容类型文学元素的力作。在这部长篇小

说数度出版发行、影视和游戏改编也全

面启动之际，庞贝接受了笔者的专访。

文化名家文化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