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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是我灵感的基础

出生于浙江温州的张翎，自小便
怀有文学梦。“我从会识字起就想写
作，这是血液里流淌的一种基因。”张
翎笑着说。

然而，时代的局限让她未能尽早
开始文学创作。“文革”期间，16 岁
的张翎辍学参加工作，曾在一家小工
厂做了几年车工。1979 年，张翎考入
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修英美语言文学
专业。大学期间，她在地方刊物上发
表过几篇习作，但未能引起反响。毕
业后，张翎进入煤炭部担任翻译，整
天与枯燥的专业技术词语打交道，与
她的文学梦相去更远。于是，张翎萌
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1986 年，张翎
赴加拿大卡尔加利大学攻读英国文学
硕士学位。而后，为了掌握一门谋生
技能，她又进入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取
得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并成为注册
听力康复师。

“出国前十年几乎都在为生活奔
走，成为听力康复师后逐渐实现经济
自由，开始利用工作间隙进行创作。”
张翎坦言，在海外用中文写作是孤独
而疏隔的，因为出版方、读者群、评
论家都在国内，加上早年交通、通讯
都不方便，作品邮寄回国后很久才能
收到回音，甚至永远都不会有回音。

“起步阶段比较艰难，有过沮丧的时
候，仿佛看不到隧道的尽头在哪里。”
张翎回忆道，“但写作是我热爱的事
情，我已经为它等待了这么久，绝不
会轻言放弃。我是为了这份爱而写，
即使不能发表也愿意写。”

对张翎来说，童年和故乡是她所
有灵感和文学修养的基础。“尽管离开
故乡后走了很多很多路，后来沿途积
累的营养只是扩充这个基础。早年的
基础就像树的根，其他都是后天长出
的枝叶，只有根是无法替代的。”

张翎的小说大多以江南为背景，
笔下时常出现一些具有温州特色的语
言和景物。故土的印记不仅体现在背

景和细节上，更是浸润到小说的精神
内核中。“我的故土记忆很大一部分是
关于贫穷的记忆，在我出生成长的过
程里，贫穷是时代的一大标记。我看
到人们为自己的温饱而困顿挣扎甚至
相互践踏，但在这层外壳之下，也有
悲悯同情和抱团取暖的温馨。”张翎
说，那个时代留下的记忆，会无孔不
入地钻进她的小说，成为小说塔尖之
下的基石，比如《阵痛》，比如《流年
物语》。挣扎、奋斗、与命运抗争，成
为张翎笔下人物常见的姿态。卑微与
壮烈并举，残酷与温暖交织，构成了
她所描摹的时代画卷的底色。

赞美泥土般顽强的女性

对灾难、创伤、疼痛等主题的关
注，堪称张翎作品的一大特点。这与
她长达17年听力康复师的从业经历有
着莫大的关联。她在工作中接触到不
少退伍老兵和难民，战争和灾难毁坏
了他们的听力，更给他们的心灵带来
了不可磨灭的创痛。“我想写的并不是
灾难本身，而是灾难给人们带来的裂
变，以及灾难过后人们如何重新站起
来。”张翎阐释道，当灾难把人逼到墙
角时，人会表现出非同寻常的状态，
人性的光辉和弱点都会一览无余，这
是很值得挖掘和书写的。

2017 年 7 月出版的 《劳燕》 是张
翎首部战争题材的作品。小说以抗战
时期位于温州玉壶的中美合作训练营
为历史背景，讲述了一个名叫阿燕的
女子的传奇故事。“这是一个特别顽强
的女人，什么样的委屈和耻辱都能承
受，就像泥土一样，把最脏最耻辱的
东西转化为营养，还能够滋养万物。
哪怕踩上一万只脚，吐上肮脏的唾
沫，雨水一来，泥土里照样能生长出
美丽的花朵。”张翎说，《余震》 里的
李元妮，《金山》 里的六指，《阵痛》
里的勤奋嫂，其实都有这样的影子，
阿燕更是把这种形象推向了极致。透
过阿燕这个角色，张翎展现了人在面
临绝境时所迸发出的巨大能量，赞美
了我们民族的女性从苦难涅槃的那种
生生不息的强韧生命力。

海外华文创作生机勃勃

在当代世界华文文学史上，张翎
与严歌苓、虹影一起被誉为引领海外
华文文学创作的“三驾马车”。对此，
张翎表示，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学呈
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作家队伍不断
壮大，早已不止“三驾马车”了，比

如陈河、陈谦、袁劲梅等都是比较有
影响力的作家。整体的作品质量也有
了很大提高，题材和风格更加丰富多
样。“海外华文作家是庞大的汉语文学
版图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随着人
口流动越来越普遍，海外华文写作也
会成为一种持久而繁荣的文化现象。”

不过，在交通和通讯如此发达的
今天，“海外”对一个作家来说越来越
只具有居住地和邮政地址的意义。凡
是用母语写作的海外作家，笔下探讨
的话题必然无法割裂与故土的关联，
尽管可能会比本土作家更多一些国际
视角。因此，张翎认为，没有必要刻
意强调“海外”这一标签。无论一个
作家居住在哪里，写作就其本质来说
都是个孤独的过程，作家必须保持独
立思考，避免被大众意识所同化磨
蚀，努力发出自己个性化的声音。

热闹多元的当下中国

过去，张翎一直回避写当下题
材，她认为自己错过了中国最热闹最
跌宕起伏的三十年，无法像根植故土
的那些作家一样准确地抓住当下的精
髓。随着回国的次数增多，在国内逗
留的时间变长，张翎有了更多的机会
近距离观察中国社会。她逐渐增添了
勇气和信心，迈出“写作生涯中最为
冒险的一步”，尝试书写当下的中国。

“我意识到旁观者也可以有自己的观点
和角度，我可以写出另一种版本的中
国故事。”

谈到对当下中国的印象，张翎用
了几个关键词：热闹、速度、多元。
不论是横向跟西方国家比较，还是纵
向和张翎所成长的年代相比，当下的
中国都显得更加热闹，充满活力。速
度则体现在快速的发展变化上，比如
支付方式从现金到信用卡到支付宝，
通信方式从邮件到 QQ 再到微信。价
值取向和审美观念的多元化也是当代
社会的一大特点。“与我们那个年代不
同，现在没有哪一种时尚、审美能够
统领全社会。阅读方式上也一样，过
去某几本书能够轰动全民，现在读者
群越来越分化，大家各有所爱。”张翎
感慨道，当下中国的一切尚在不停变
化中，没有凝固下来，可以说是“尘
埃尚未落定”。

张翎近期推出了一系列当下题材
的中短篇小说，如 《死着》《都市猫
语》《心想事成》 等。“我抓住时代洪
流中的几个碎片演绎成小说，不一定
能折射全局。但这几个碎片必须是真
实的，与当下社会环境相契合，这样
我的作品才会有生命力。”

第四届老舍青年戏剧文
学奖励扶持计划日前在北京
落幕。

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励
扶持计划是国内迄今唯一一
项致力于推出新人新作、发
掘青年戏剧创作人才的戏剧
文学奖项。由北京戏剧家协
会、《新剧本》杂志和北京老
舍文艺基金会共同主办。奖
项以老舍先生的文学风骨为
引领，面向全国征集具有当
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
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
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
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
自开创以来得到了全国青年
剧作者的热烈响应。

本次扶持计划共有128位
剧作者参评，有来自院团和
大专院校的青年编剧人才，
也有新文艺群体中的青年戏
剧人才；共收到来自 21 个省
自治区市的 142 部剧本，涵盖
话剧、儿童剧、音乐剧、歌剧、
戏曲等不同类型戏剧，最终
评审出优秀剧本2部、优秀剧
本提名4部、入围作品6部。

近年来，戏剧原创力量
出现断层的现象已是戏剧业
界乃至整个文化领域备受关
注的话题。老舍青年戏剧文
学奖励计划能够为中国广大
青年戏剧创作者提供平台，
并且倡导广大青年创作者关
注现实、关注灵魂，努力创
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
具有深刻的长远的意义。

中国戏剧最具活力的原创力在哪里？当然
在于青年剧作者，在于他们对生活的观察、对
世界的认识、对未来的期许。老舍青年戏剧文
学奖励扶持计划不仅对青年剧作者给予鼓舞、
支持、肯定、奖励，最值得称赞的是，它还尝
试做青年剧作者与院团之间的“红娘”。如此次
获得扶持的剧本 《台城柳》《岗厦罗生门》《星
星闪呀闪》，就与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声希

（北京） 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剧空间剧
场分别签下合作意向书。这样一来，不仅缓解
了刚起步的青年剧作者剧本难以上演的窘境与
出品方苦于寻觅不到优秀原创剧本的困扰，而
且使得优秀青年剧作者的创作能够直面市场，
接受观众的检验，对于进一步孵化作品，推动
剧本走向商业化运作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往届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励扶持计划来
看，不少获奖者已经成为国内戏剧文学创作队
伍中不可忽视的一支生力军。大多数获奖作品
得到了国家艺术基金和地方政府文化主管部门
的大力支持，在演出市场也受到观众的热情反
馈，取得了商业票房的成功。这也进一步说明
功底扎实的剧本基础，不仅仅代表文学艺术的
审美高度，也代表了市场运作成功的可能。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青年剧作者需要
展现的舞台，需要碰撞的战场，在磨练中砥砺
前行。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励扶持计划把青年
剧作者“扶上马、送一程”，成为青年作者和戏
剧观众、戏剧市场之间的桥梁，连通了彼此，
难能可贵。

大兴安岭的驯鹿村、新疆最西北
喀纳斯的禾木村、云南普洱澜沧县的
老达保村、福建闽东海边的东壁村
……近日，以存档东方村落为出发点
的纪录片 《了不起的村落》 在腾讯、
优酷、爱奇艺等视频平台播出，勾起
了不少人的“乡愁”。

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让千千万
万古村落根植在中华大地上，成为一
道道美丽的风景。村落里留存着一代
代人生于斯长于斯的童年记忆和“少
小离家老难回”的乡愁根系。家族的
祠堂、世代相传的祖居、槐树下的那
口千年古井，遗存着祖辈们在劳动和
生活中产生的对忧乐、生死、婚配、
祖先、自然、天地的敬畏与态度，遗
存着大量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
《了不起的村落》记录的正是这些

看似简单古朴，实则深邃久远的村落
文化、文明密码。其通过对 100 个村
落的存档，力图增进大众对村落的了
解，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无论你
来自农村或者都市，都能在纪录片里
品味到异乡的新奇，又能找到故乡的
影子，借此唤醒大众对保护村落文明
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当前，村落正在逐渐消失，村落
文明的存档迫在眉睫。就拿节目中的
驯鹿村来说，如今只有一群中年人和
八旬老人，年轻人也无一例外想去城
市里，而不是延续驯鹿村的传统和文
明。黄山木梨硔村，目前只剩下52户
人家，166人，而留在村中的80%都是

老人。台湾兰屿岛，如今村子会做传
统拼板舟、会以独特方法捕鱼的只剩
下几位年长的人，年轻人对于传统的

“丁字裤”文化也不再愿意传承。
《了不起村落》追求的不是情感的

震撼和主题的深刻，它要的只是一份传
承。其背后的制作团队“知了青年”大多
为“90 后”年轻人，他们对东方传统文
化有着别样的情结。“我们离开小时候
蝉鸣蛙叫的村落生活太久了，也许到
我们的孩子辈，蝉鸣蛙叫就只能是故
事里的一种形容了……”在谈及制作这
档纪录片的“初心”时，团队表现出了对
村落文明消失的焦虑。制作这部纪录
片不仅出于这群“90后”内心对美好
的一种坚持，更是当代年轻人对传统
文化传承使命的肩负。 （诗 悦）

“点赞啦！”日前，福建泉州市纪
委联合相关部门举办“点赞和美泉
州”活动，征集“家风故事、家规家
训格言、图片、视频”4种形式的作
品1000余件，参与人次逾40万。

千年古邑泉州是首批中国历史文
化名城，人文积淀深厚，优秀的传统
家风家训持续传承发扬。近年来，泉
州市纪委着眼“家风连接着党风、政
风、民风”，大力推动、纵深打造

“家+文化”，使其成为精神文明建
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抓手。通过挖掘好故事、好典型，营
造“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
风”的良好风尚，以家庭“小气候”
温润社会“大生态”。 （吴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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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倒下去的方式都
是大同小异的，可是灾难
过去之后，每个人站起来
的方式，却是千姿百态。”
电影 《唐山大地震》 让原
著小说 《余震》 的作者张
翎为大众所熟知。旅居加
拿大三十余载，张翎以独
特的视角和细腻精准的语
言，创作了一系列家国故
事，在海内外产生较大影
响。莫言评价她“大有张
爱玲之风”，严歌苓说她

“语不惊人死不休地锤炼”
小说语言。本报近日专访
张翎，听她娓娓道来自己
对创作的感悟和对生命的
思考。

开栏的话

本期起，我们将
开设“人物”专栏，
对活跃在文化领域的
知名人士进行报道，
敬请关注。

▲张翎近照

《了不起的村落》

记录100个村落
只为文化传承

《了不起的村落》

记录100个村落
只为文化传承

围绕家风打造“家+文化”

▼欢迎关注 《人民
日报海外版》 文艺部微
信公号“文艺菜园”

2 月 2 日至 6 日期间，国家大剧院全新制作推出的法
国作曲家马斯奈经典歌剧 《泰伊思》 将迎来首轮演出。
届时，“歌剧之王”普拉西多·多明戈将继《纳布科》《西
蒙·波卡涅拉》《麦克白》 之后第四度加盟国家大剧院制
作，饰演剧中的“男一号”阿塔纳埃尔。

歌剧 《泰伊思》 根据“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
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该剧
以年轻修道士阿塔纳埃尔成功拯救了亚历山大城纵欲无
度、颠倒众生的交际花泰伊思，但他自己却为泰伊思的
美丽所动摇，身困情网不能自拔的故事，表达对于灵与
肉的冲突、信仰、人性的深刻思考。音乐方面，马斯奈
不仅创作了脍炙人口的 《沉思曲》 和众多旋律优美的咏
叹调与重唱，同时通过有着强烈对比的音乐表现出故事
的戏剧性和人物的人性深度。

据国家大剧院剧目制作部副部长朱鹤介绍，过去 10
年，国家大剧院已推出 58部中外歌剧作品。随着观众对
更为丰富歌剧剧目的审美需求，国家大剧院将不断拓展
剧目的多样性，形成更为多元化的歌剧制作格局，将更
多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歌剧经典献给广大观众。其
中，法语歌剧方面，2018 年大剧院将先后推出马斯奈的

《泰伊思》与古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在谈及与多明戈大师的合作时，朱鹤表示，“多明戈

大师虽年近八十，但依然在不断挑战 《泰伊思》 中阿塔
纳埃尔这样的新角色，他对于歌剧艺术孜孜以求的态度
深深地感动了大剧院。”

除力邀外国著名歌唱家，国家大剧院也十分重视为
中国歌唱家搭建与外国歌唱家合作、交流的平台。此次
剧目，李毅、张文巍、贾坤、董芳、段妮娜、洪之光、
张文沁等活跃在中外歌剧舞台的中国歌唱家将联袂演出。

在舞台呈现方面，导演乌戈·德·安纳将充分发掘作品
的象征内涵与哲学意味，以木、金属等不同质感的舞台，融
会东方元素与古典元素的服饰，表现隐修士的世界、亚
历山大城的情欲世界以及泰伊思解脱升华的精神世界，激
发观众对于信仰、人性的感悟与思索。 （文 纳）

多明戈第四度加盟国家大剧院制作

歌剧《泰伊思》将亮相

▲纪录片拍摄的福建东壁村村民收海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