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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作家比较敏感、自尊、内
向。长期写作，使他们习惯了进入自己的
内心，日复一日地自己和自己对话，而不
大愿意和别人对话，尤其不爱说关于文学
方面的话题。

舒晋瑜的文学访谈录，从 《说吧，从
头说起》《以笔为旗——军旅作家访谈录》
到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还有即将出版的

《深度对话鲁奖作家》，几乎囊括了中国当
代知名作家。舒晋瑜也是一位记者，她凭
什么就采访到了这么多的重量级作家呢？
她的访谈为什么总是那么深入、丰富和精
彩呢？我想这不仅在于舒晋瑜所供职的媒
体平台专业性强一些，关键还是舒晋瑜以
诚恳、尊重、虚心和学习的态度，赢得了
作家的好感和信任，作家们才向她敞开了
心扉。当作家的大多不爱多说话，并不是
他们无话可说，相反，每一个勤学善思的
作家都有一肚子两肋巴的话要说。作家们
也不是不会说话，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语言系统，不鸣则已，一鸣即有独特的表
达。饭端给饥人，话说给知人，他们在等
待，在选择，等待能倾听他们说话的人，
选择能和他们双向交流的人。或者说如

“众里寻他千百度”，他们在寻找知音。这
时，舒晋瑜走过来了，舒晋瑜微笑着走过
来了。他们把舒晋瑜辨认了一下，心说是
她，就是她。以前，他们大多读过舒晋瑜
所写的访谈，在报纸上看见过舒晋瑜作为

访谈栏目主持人的头像，也在口口相传中听
说过挑剔的作家们对舒晋瑜的认可，及至见
到舒晋瑜，他们生出一种终于对上号了的感
觉，于是就坐下来，就访，就谈，不知不觉间，
山高水长，星光闪烁，他们一谈就谈远了。

千万不要以为舒晋瑜的访谈来得轻而
易举，不费功夫，我宁可相信，舒晋瑜做
访谈也不容易，也遇到过困难，甚至付出
了很大辛苦。每访问一位作家，她都要事
先把功课做足，把准备工作做充分。台上
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话对舒晋瑜也适
用。她让人家“从头说起”，她读人家的作
品也得从头读起。每访问一个作家，她起
码要把那个作家的全部作品读一遍。须知
像张炜、贾平凹等勤奋的作家，他们著作
等身，作品的量都很大，舒晋瑜须一一读
来，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对谈时才不会掉
底子。舒晋瑜的阅读，不是那种“完成任
务”式的读法，如沈从文所说，“照我思
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能认识人”。舒
晋瑜通过阅读作家的大量作品，既深入到
作品的内部世界，也贴近作家本人的心灵
世界，力求做到识了作品又识人，把作品
和作家的真正个性令人信服地呈现给读
者。我注意到，在每一篇访谈录前面，舒
晋瑜都有一段“采访手记”，手记不长，却
言简意赅，准确有力，颇有些“一剑封
喉”的效果。比如她记阿来，说阿来“有
一股子拧劲儿”。比如她记贾平凹：“写作

前他要焚香，对于文学的虔诚使他始终保
持敬畏之心。”再比如她记方方：“离开写
作的平台，方方的乐观豪爽和温和宽厚让
人如沐春风，可是当她写作，却成为悲观
主义者。”一句话或几句话，就勾勒出一位
作家，舒晋瑜真的很厉害。

我很喜欢看舒晋瑜所做的访谈，只要
见报纸上载有舒晋瑜和作家的对谈，眼前
一亮，定会把报纸留下来仔细拜读。自己
写作四十多年，我和我国的知名作家们差
不多都认识，可我们见面时，开会、吃
饭、喝酒的时候多，很少深入的谈文学。
是舒晋瑜让他们开金口，谈文学，我想看
看他们谈了些什么。文学目前的问题无非
是生活、思想、天赋、创新、走出去，还
有青年与网络、梦想与现实、体制与自
由、长篇与短篇、小说和影视的关系等。
对这些问题，我都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私
心是，想看看作家同行们的观点和我的观
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不是自吹，他们
对诸多问题的观点和我基本一致。比如阿
来对网络文学的看法，不仅完全和我相
同，连表述用语几乎都是一样的，不免让
人窃喜。有些访谈我不是看一遍就完了，
还放在书柜里保存下来。舒晋瑜对莫言和
韩少功的访谈，我就作为资料一直保存
着。现在有了这些访谈录书，保存起来就
更方便，也更全面。我个人认为，不论是
文学价值，还是文史价值，这些书都值得

长期珍藏。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会越来
越高。

舒晋瑜文学访谈录之所以成为 《中华
读书报》 的一个名牌栏目，不仅在于她是
一位好记者，还是一位好作家。也就是
说，她不仅是一位记录者，还是一位创作
者。此前她还出版过散文集 《旭光晨韵》，
写过诸多文学评论。更让人欣喜的是，她
还给济南出版社主编了一套“麒麟中国新文
学少年读本”丛书，丛书包括汪曾祺、宗璞、
贾平凹、肖复兴、赵丽宏、黄蓓佳的作品集，
还有我的一本短篇小说集 《红围巾》。丛书
选篇严格，编辑精细，装帧精美，着实让
人喜爱。我也当过二十多年编辑、记者，
知道“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世界上
许多东西，我们听说了，看见了，知道
了，并不等于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只
有在实践中遇到了问题，又在实践中解决
了，才会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不难预
期，谦逊纯朴、知行合一的舒晋瑜，一定
会写出、编出更多的好书。

乡愁是散文的一个母题，很多散文
作者会把乡愁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但
是，我们寄托乡愁的那个乡村还在不
在？还是不是过去那种乡村？有些散文
写作者就会杜撰一个桃花源，或者美
化、诗化那种生活领域，其实这是一种
梦想生活的方式，它同时也会变得弯
曲，用修辞制造自我迷惑的远离。

中国现代乡村面积流失很多，甚至
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乡村，我们是不是
还能说起“乡土中国”这个概念？我是
在北京长大，没有传统意义的故乡。再
看现在的北京和以前的北京也不一样
了，那我们怀念的是什么？当乡村被很
多化学元素毒化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了
蜘蛛网上的那个被捕获的猎物，内脏已
全部液化、蛀空，只剩下一个标本，然
后让我们在蜘蛛网上诗化地歌颂已经标
本化的生命。

形成一个地方文化、乡愁，需要有
相对封闭的空间和相对延长的时间。比
如说各地都有樱花，为什么只有想到日
本的樱花，才构成胜景，成为隶属它的
地方文化？我们可以说因为樱花象征日
本的性格，它单朵的时候非常单调，但
如果开成群体非常盛大，等等。你可以
找到很多日本民族文化认同的东西在里
面。

地方文化的很多概念不是拿来就可
以用的。我想起自己的一个例子，我觉
得我缺乏乡愁，尤其在我的语言体系
里，几乎没有什么古典文学的基础和历
史文化的教育，很多都是从西方的语
境、那种翻译文学里成长起来的，我对
此一直也有点羞愧。我觉得我是一个吃
国产奶酪长大的孩子，我的所有肠胃是
由异域食物抚养的，我没有从自己文化
血脉上继承来的东西，我也一直为此耿
耿于怀。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通一个
道理，当我们说翻译文学的文体和汉语
文学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忽视了翻译
文学用汉语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母
语的方式，它变成母语重要的组成部
分。今天我们讲鲁迅的文字，讲何其芳
的文字，其实在源头上都浸透了翻译文
学的营养，他们自己也是翻译家。

我们可能想不出土豆、辣椒、西红
柿这些都是异域食品，我们觉得这些东
西天然就生长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这
就是说，有的时候不管是翻译西语、日
语、英语，当以汉语文字呈现出来的时
候，就变成了我们不管吃的是牛肉、羊
肉还是鱼肉，长出来的都变成自己的肌
肉和脂肪。

在这个概念里重新去理解乡愁，就
是说，它有的时候需要一个作家在心理
上要蓄意保持一种心理时差。它不一定
简简单单地是一个地理概念的转移，因
为在同质化写作的今天，你那点微妙的
不一样就会变得非常重要，这点微妙的
不一样可能是个人经历的独特性，也可
能源于地方文化或者乡愁给你的不一样
的给养。

博尔赫斯的一篇短篇小说，说有一
个开罗人，自己倾家荡产，没有钱了，
只有他父亲留给他的一个宅子。这个人
晚上梦见了自己的财富在波斯的一个地
方，他就连夜出发了，等他历经千山万
水非常艰辛地找到梦中所在花园的时
候，被巡逻队长抓住了，然后一顿毒
打。当这个开罗人讲述自己是因为梦境
来这的时候，这个巡逻队长大笑，说：

“我连续梦见三次在开罗的一个花园里喷
泉下有着巨额财产，可是我从来没有像
你这么愚蠢，马上就出发找梦中的财
产。”这个开罗人知道以后马上就返回的
自己的家园，因为他知道这个巡逻队长
所描述的正是自己父亲留给他的宅子。

我觉得从这个立场上谈我们所谓乡
愁也好，所谓汉语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
系也好，所谓地域文化与整个表达系统
的关系也好，要明白，尽管财富在我们
自己家园里，我们也需要旅程。只有跋
山涉水之后的那种折返，我们才能在一
种重生里重新去认识自己家园和乡愁的
价值。乡愁从来不是不出发，不是驻守
原地，而是跋山涉水，然后回望和总结。

近两年神州大地上涌现的诗词热，再
次吸引了全世界目光，有羡慕，也有对千
年吟诵不断的中华文化精华——唐诗宋词
的赞叹。海内外又纷纷把不同时代的中国
诗词再版、上架，世界各国读者与中国读
者一道，体会明月、远山、溪流这些千年
前就被中国诗人吟诵的自然景观在 21 世纪
的新意境。

中国诗词以自然景观入诗，将大自然
与人的精神想象结合，强调人的情感与山
川名物之间共鸣，追求物我同心的精神传
统，与欧美世界强调主客二分世界大异其
趣，因此近200多年来西方世界对于中国诗
词的翻译、评价与读解不断。

截至2018年2月7日，依据世界图书馆
系统数据库检索和相关学者研究发现，李
白、杜甫诗歌翻译语种有英语、日语、法
语、意大利语、捷克语等30多种。

对亚洲周边国家影响最早

李白、杜甫诗歌影响以日本、朝鲜半
岛、越南等亚洲周边国家、地区为最早。
由于汉语长时间在这些地区通行，因此这
些地区的人们可以同步吟诵李白、杜甫的
诗歌绝句，对当地的文学发展具有巨大影
响。全唐诗就收录了唐朝诗人旅居驩州

（今越南） 创作的很多诗篇，也收录了唐朝
在中央政府任职的越南官员的诗作。李白
的名篇 《哭晁卿衡》 就记录了李白与日本
遣唐使阿倍仲麻吕之间的友情。唐诗深深
影响了日本汉诗创作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从奈良一直持续到江户时代，有 1000 多年
时间，直到明治维新之后仍保存着汉诗创
作的文化传统。根据日本情报研究所数据
库的检索可知，截至2018年2月7日，李白
诗歌的日语选译、专译本和全译本的有238
种，其中在日本收藏图书馆最多的是日本
学者武部利男注译的 《李白集》，收入在

“中国诗人选集”丛书中，由岩波书店1957
年至 1958 年间出版，全日本收藏图书馆为
379家。杜甫诗歌的选译、单译本和全译本
有232种。其中在日本收藏图书馆最多的是
由京都大学文学院教授川合康三著的 《杜
甫》，由岩波书店2012年10月份出版，全日
本收藏的大学图书馆为473家。

李白、杜甫诗歌在日本的翻译与传播
可谓源远流长，所有设有中国文学系的日
本大学均有中国唐诗课程，日本学界不仅
有李白、杜甫的专业研究会、研究专刊，
一些普通诗歌爱好者还组成诗友会，不断
举办各类朗诵活动。李白、杜甫不仅成为
日本文学以及动漫的创作题材，甚至还有
李白命名的日本清酒。

唐诗宋词，已经成为亚洲周边国家人
民共同的精神家园。

影响西方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

李、杜诗歌译本最多的是英语，并很
早就完成了经典化历程，影响从诗人创作

延伸到普通读者，十分广泛。根据笔者的
检索发现，迄今为止李白、杜甫诗歌的英
语选译本、专译本和全译本累计超过 250
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种，一是美国诗
人熊古柏 1973 年翻译出版的 《李白和杜甫
诗》，列入企鹅经典丛书，全世界 604 家图
书 馆 收 藏 。 在 世 界 最 大 的 读 者 网 站
Goodreads 上，该书的读者评价人数为 332
人，留言数量为 24 条；美国著名汉学家洪
业在 1952 年翻译的 《杜甫：伟大的中国诗
人》，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世界收藏
图书馆为 600 多家，Goodreads 上评价人数
为336人；由旅美日裔学者小畑薰良翻译的

《李白诗选集》，最早由美国杜登出版社在
1922 年出版，全世界收藏图书馆为 738 家，
这是第一部李诗英译专集，收录李白诗124
首。该书 1969 年还在纽约出版，全世界收
藏图书馆为336家。

唐诗在美国的研究，比其他西方国家更
加专业化，突出表现在专业研究机构的出
现。如 1981 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成立的
中国唐代学会，科罗拉多大学教授保罗·克
罗尔主编了出版年鉴性质的唐诗研究专辑

《唐学报》，刊登各国学者的诗歌研究文章和
书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年会 30 多年来
都有涉及唐代诗歌研究的小组讨论专题会。

李白、杜甫诗歌很早就进入了欧美权
威性文学作品选集、工具书和大学课堂，
在 20 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完成了文学经典化
历程。据杨凯的研究发现，在英语世界有
10 多种最权威、影响最大的教科书、工具
书收录了李白、杜甫诗歌。如由安德森主
编、1961 年出版的《东方文学名著》，白芝主
编、1965 年出版的 《中国文学选集》，梅维
恒主编、2001 年出版的 《哥伦比亚中国文
学史》，孙康宜与宇文所安合编、2010年出
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等。

包括李、杜诗歌在内的中国诗歌，在
20 世纪初开始直接影响了西方的后现代主
义诗歌运动的发展，白云、冷月、暮秋等

中国诗歌意象开始进入庞德、艾略特等英
美后现代主义诗人的诗歌创作之中。正如
翻译过李白、杜甫诗歌的美国超现实主义
诗人默温所说：“到如今，不考虑中国诗歌
的影响，美国诗就不可想象，这种影响已
成为美国诗自己的传统的一部分。”值得提
出 的 是 ， 美 国 纽 约 退 休 教 师 墨 菲 ， 在
2008、2009 年翻译出版了 《墨菲的杜甫诗
集》，以自由体诗歌形式按行释意，累计翻
译了 1455 首杜甫诗歌，以自助出版方式由
亚马逊旗下的Create Space出版社出版。这
是英语世界第一个杜甫诗的全译本。2010
年至 2016 年墨菲又以同样形式出版了 《墨
菲的李白诗集》，翻译的诗歌也超过了1000
多首。墨菲写道：“这些诗歌不是真正的翻
译，更多的是 （中国诗歌） 读后感。”这个
现象表明了李杜诗所代表的中国诗歌在欧
美世界的影响程度。

法译中国诗歌质量高影响大

李、杜诗歌最早被翻译为西方文字的
是法语。法语翻译介绍李白、杜甫诗歌的
译者主要以汉学家和诗人为主，悠久的法
国汉学传统以及对于中国哲学、思想文化
的深刻认识，使这些法译中国诗歌质量最
高、影响最大。特别是 20 世纪一批中国的
旅法学者加入，共同构成了法译中国诗歌
的200多年历史。

根据钱林森的研究，1778 年巴黎出版
的汉学著作 《北京耶稣会士杂记》 中有欧
美介绍李白、杜甫诗歌最早的文字。汉学
家埃尔维·圣·德尼侯爵的 《唐诗选》 由阿
米欧出版社在 1862 年出版，翻译质量代表
了西方汉学家的最高水平。19 世纪法国著
名诗人戈蒂耶给女儿朱迪特·戈蒂耶请了一
位中国人教中文，并共同译出了一本名为

《玉笛》 的中国诗集，收录了几十首中国诗
歌，1867 年出版，在欧美世界影响最大，
不断被转译为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

语、意大利语等其他语言。进入 20 世纪初
后，法国大诗人保尔·克洛岱先后翻译40多
首包含李白、杜甫诗歌在内的中国诗词。
1962年法国出版的《中国古诗选》中，单唐朝
就选译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 40 多位诗人
的106首诗词。1977年法国知名诗人雅热的

《唐代诗人及其环境》，介绍了包含李白、
杜甫在内的多位中国诗人。

大量中国旅法学者参与中国诗歌法译
是一大特色。如自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
末，就有梁宗岱、徐仲年、罗大冈、程纪中等
著名学者，从中文直接译成法文，将李杜
风格精确地呈现给法国读者，这些旅法学
者因此享誉法国文坛。迄今为止，法国巴
黎还经常举办中国诗歌的表演年会。

在德语、意大利语世界，形成了一股
仿译李白、杜甫等中国诗歌的创作热，大
大增强了李白、杜甫在欧洲国家读者中间
的知名度。德国研究与译介李白、杜甫等
唐诗的后起之秀以著名汉学家顾彬为代表。

最为著名的意大利语译本是由马萨拉
尼在1822年出版的《玉之书》，根据法语译
本改写，其中就有李白的“静夜思”，该书
出版之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不断再版。
1943年出版的《中国诗歌集》，由意大利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蒙塔莱撰写序言进
行推荐。这种仿译中国诗歌热一直持续到
20世纪后期。

李、杜诗歌的俄语翻译介绍，以苏联
时期的翻译介绍最为充分。根据李明宾的
研究，在苏联时期唐诗俄译流行的译本有
两种，一种是 1956 年出版的 《中国古典诗
歌集 （唐代）》，另一种是 1957 年出版的

《中国诗歌集》 第二卷 （唐诗），两书的出
版者均为国家文学出版社，印数均为35000
册。此外还有 1967 年由苏联著名女诗人阿
赫马托娃所选译的《杜甫抒情诗集》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诗歌在中东欧国
家的翻译与传播得到官方的大力推动，一
大批精通汉语的外交官、学者纷纷投身到
翻译事业当中，将中国诗歌从中文翻译成
捷克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南斯拉夫
语、阿尔巴尼亚语等中东欧语种，这在历
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一位署名Al Maki的读者2014年5月17
日在goodreads上写道：“汉语诗学传统与欧
洲完全不同。我拥有熊谷柏的 《李白杜甫
诗》 已经有 40 年了。我年轻时喜欢李白，
因为他非常豪放、自由，但是现在开始改
变了，我更喜欢杜甫。”的确，李白、杜甫
诗歌在对外翻译与传播的200多年间，一位
豪放，一位深沉，一位抒发浪漫性情，一
位写尽历史沧桑，通过诗歌所展现的鲜明
形象与精神风貌，正如一束噼啪作响的火
把，不断照亮不同语言世界的读者心灵，
不断点燃不同国家的文学之火。正如大诗
人韩愈在 1000 年前就预言的：“李杜文章
在，光焰万丈长”。

（作者：何明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
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执行主任，江蓝
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

我是吃国产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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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谈

李杜文章在 光焰照世界
何明星 江 蓝

◎文学聚焦•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的传播①◎文学聚焦•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的传播①

作 家 的 知 音
——读舒晋瑜文学访谈录

刘庆邦

◎新作评介

小畑薰良的《李白诗选》

熊谷柏的《李白与杜甫诗》

洪业的《杜甫——
伟大的中国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