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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一个时代记录者，也是最为喜闻
乐见的传播者。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 70
年，从传播主体、传播范围、传播载体等几
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传播主体

由单一到社会化、国际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组建了对外传播的
专业机构——中国外文局以及相关书、刊的
编辑、翻译、出版、发行单位。在中国当代文
学的海外传播方面，1951年创刊的《中国文
学》 杂志以译载现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为
主，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1949 年至 1978 年 30 年间，中国当代文
学对外传播的编者、译者以及出版、发行都
集中由这一专业机构承担。截至 1966 年，

《中国文学》 杂志社对外翻译出版的作品达
1000种，外译文种达40种，开创了中国文化
对外翻译事业的第一个高峰。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一些世界知名出版
机构开始逐步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
并通过与中国机构合作出版、版权购买、发
行包销等形式翻译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如 1980年 5月，外文出版社与美国印第安纳
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 《中国最佳短篇小说选
1978—1979》；1986 年 11 月 《中国文学》 杂
志社授权美国中国刊社在美国出版英文版

《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著） 等。《中国文
学》杂志社从1981年起增出“熊猫”系列丛
书，并在1986年成立中国文学出版社，向海
外译介改革开放初期“伤痕文学”“改革文
学”等影响较大的作品。2001 年 《中国文
学》杂志因经济原因停刊，2011年2月，《人
民文学》 杂志开始接续出版英文版 《路灯》
至今。

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
进一步加快社会化、国际化的步伐，其中一
个显著变化是相关国家工程、计划的出台。
如 2005 年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2009 年的“经典中国计划”、2013 年的“丝
路书香”工程、2013年“当代中国文学对外
翻译推广计划”等，都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对
外翻译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持板块。根据笔者
对实施最早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研
究，截至 2012年，有 222家海外出版机构接
受了中国政府的对外翻译资助。其中既有世
界著名的跨国出版集团，也有世界一流的学
术出版社。21 世纪以来出现的 《狼图腾》

《解密》《三体》 等蜚声世界的当代文学译
作，都得益于这些国家翻译资助。

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70年，最为显著
的变化就是传播主体从单一专业机构运作，

发展到全社会积极参与、国内外出版机构多
方实施的转变，一大批从事中国文化研究、
翻译的汉学家、学者主动介入中国当代文学
的对外传播过程中。

传播范围

由边缘小众到主流化大众化

中国文学作品的传播范围，长期处于小
众化、边缘化的地位，这在新中国前30年对
外翻译出版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海外
收藏图书馆数量比较小，集中在由大学、研
究机构图书馆购买的范围内。例如外文出版
社翻译出版的 《林海雪原》《青春之歌》 等
作品馆藏数量大都没有超过300家。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外文局所
属相关机构积极拓展与海外知名出版机构
的合作，一些文学作品由海外知名出版机
构出版发行，传播范围得到大大拓展。如
张洁的 《沉重的翅膀》 一书英文版，1989
年由知名的格罗夫出版社在纽约出版，全
世界收藏图书馆 526 家。再如姜戎的 《狼图
腾》 英文版由知名的企鹅出版社 2008 年在
纽约出版，全世界收藏图书馆达到 940 家，
是中国当代文学出版范围由边缘化、小众
化到主流、大众化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作品。

在前30年里，中国当代文学的读者绝大
多数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相关专业的研究
者和海外华裔，自从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
文学奖开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普通

读者中知名度日益提高，读者人群日益广
泛，开始出现主流化、大众化特征。例如获
得科幻小说雨果奖的 《三体》 第一部由美国
托尔出版社2014出版英文版，截至笔者2018
年 3 月 31 日的统计，全球收藏图书为 1149
家，创造了中国图书译著有史以来的最高馆
藏纪录。其中公共图书馆为 840 家，这表明

《三体》 已经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从 2014
年 11 月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共有 7482 名读
者在亚马逊、世界最大的读者平台goodreads
上撰写了评论，其中许多读者是西方社会的
精英阶层。如2017年美国托尔出版社网站上
披露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对 《三体》 的评价，
认为“非常有趣，极具想象力”。英国 《卫
报》《每日电讯》，美国 《华尔街日报》《芝
加哥论坛报》《大西洋月刊》 等主流媒体及
专业媒体上发表书评、报道，截至2018年累
计有4390条，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图书在西
方媒体被大规模报道的最高纪录。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70年，传播范围
从边缘、小众化到主流、大众化的发展转
变，《三体》 是一个标志性作品，为中国当
代文学赢得了尊严。

传播载体

由图书到影视、网络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传播载体从
1949 年至 21 世纪的 50 多年时间里，主要以
图书为主。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一个显著的变化
就是依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日渐增
多，甚至形成了影像带动文学翻译出版的反
向传播的模式，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步入一个
以文本翻译和影视传播共同促进的新时期。
例如电影《红高粱》1988年获得柏林国际电
影节金熊奖后，企鹅集团所属的维京出版社
1993年出版《红高粱》英文版，全世界收藏
图书馆为644家，有609篇专业研究文章，是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获得欧美学术界研究最
多的作品。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作家队伍的多元
化。在 1949 年至 2000 年的 50 多年间，中国
文学对外翻译的基础以主流作家作品为主，
进入 21世纪后，一大批“70后”“80后”甚
至“90后”中国青年作家步入海外传播的视
野。例如“70后”作家郭小橹2007年用英文
创作的小说 《恋人版中英词典》，入围英国
著名文学奖橙子文学奖，获得英语世界的文
学声誉。

还有一个重要变化是中国网络文学加入
海外传播。中国网络文学的读者群从中国大
陆延伸至东亚、东南亚的亚洲周边国家地
区，甚至欧洲、北美、澳洲等地区，开始出
现中国武侠、玄幻文学的英文版在线阅读平
台。长期掘金中国文学市场的海外跨国出版
集团，通过中介机构不断签约一些具有发展
潜力的网络写手。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70年，堪称是一
部传播载体不断进化、变迁的演进史。

（本文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本报电 （记者郑 娜） 以青海基层优
秀党支部书记拉夫旦、徐永林等人物事迹
为素材改编的平弦戏《魂系金银滩》，作为
入选 2019 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剧目，
日前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上演。

《魂系金银滩》由青海省演艺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平弦剧团创排，讲述一名普通藏族
基层女党支部书记卓玛措在得知自己身患
绝症的情况下，依然带领广大牧民艰苦创
业，为建设新牧村而努力拼搏。她建立草原
卫生院，资助贫困大学生，在生命垂危时缴
纳特殊党费，演绎了基层党务工作者情为民
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情怀与理
想，展现了青海各族人民团结互助、融洽和
谐的社会氛围。

青海平弦戏是在坐唱曲艺平弦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此次 《魂系金银滩》 在音乐
设计上借鉴了许多藏族音乐，在唱腔上丰
富了平弦板腔体的多样化。现场观众认为
该剧情节曲折，环环紧扣，喷薄着浓郁的
时代气息，讴歌了真善美。

本报电 （李雨青） 日前，首届“童
诗现状与发展”研讨会在安徽举办。会
上，专家们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诗
歌创作和理论得失，借鉴国外儿童诗歌
创作和理论经验。

新中国成立迄今，从郭风、金近、
圣野、任溶溶、鲁兵、柯岩、金波……
开始，涌现了几代中国儿童诗人。虽然
硕果累累，但中国儿童诗歌一直作为儿
童文学的一部分，缺乏独立和清晰的创
作学理、理论支持。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诗歌见证
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跌宕起伏，并始终
站在中国白话文写作的前沿，但中国儿
童诗歌无论在中国诗歌还是中国儿童文
学中，均非专属门类，其教育性和艺术
性、功能性并未得到与之相匹配的挖掘
和彰显。专家们指出，把儿童诗歌作为
专门的学术单元来建设，是新时代文学
的迫切需要；让儿童在童诗中滋润心
灵、培育审美、汲取文化，关乎民族的
未来、社会的和谐，也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梦的重要基石。

最终大家达成共识，中国儿童诗歌
的创作和理论，应该像两个金色轮子，
为推动新时代中国文学的滚滚洪流做出
贡献。

眼下最受大家关注的剧集，无疑是
正在爱奇艺播出的《小欢喜》。剧中真实
接地气的家庭关系和对教育现状的写实
性描绘，持续引发热议。令人始料未及
的是，在近期的观剧过程中，不少网友表
示，这部名叫“小欢喜”的剧，让自己
狂洒眼泪。

的确，不管是季杨杨得知母亲患癌
症后剃光头以示陪伴，还是林磊儿手机被
摔坏后蹲在地上失声痛哭怀念亡母，又或
是乔英子和妈妈宋倩不断爆发的激烈争
吵，都频频戳中观众的泪点。总编剧黄磊
曾说，这部剧不只讲高考，它其实更多讲
的是生活，生活就是酸甜苦辣都有，每一

个欢喜都由漫长的历练换来。剧中也有
这样的台词：人生十之八九不如意，只
有一点小欢喜。

《小欢喜》之所以如此打动人，与电
视剧对生活现状的真实描绘脱不开关
系。在紧张的高三年级，在漫长琐碎的
日常生活里，逐渐长大的孩子和母亲、
和长辈有了情感和思想的碰撞，在这一
年里，原生家庭的影响、大人孩子不同
的相处模式、各种工作和生活境遇造成
的后果，似乎格外得到凸显。许多剧中
的台词和情节引发网友强烈共鸣，不少人
在自己的家庭关系中找到了似曾相识的
感觉。尤其令人飙泪的是：在矛盾和争吵
的背后，人物流露的情感特别真挚动人，
这里有家庭中的温暖亲情，有父辈互帮互
助的朋友情谊，也有少年之间的纯真友

谊，每一段都很走心，扎实的剧本创作，实
力演员的演绎，使剧中的每个角色都真实
立体：佛系老爸方圆会陪儿子一起玩游
戏，但在儿子犯了大错时也会正襟危坐严
厉批评；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宋倩虽然对女
儿的学习要求变态至极，但也常常会表现
出温柔宠溺的一面。很多妈妈观众觉得
自己是剧中的几个母亲中的一个，或者其
中两个的复合体，日常对孩子说着角色说
的话，做着角色做的事，体会着她们的情
绪，仿佛就是剧中的母亲“附体”。

《小欢喜》是今年国产剧中难得一见
的现实主义题材佳作，集中展现了父母与
子女有笑有泪的共同成长。无论高考带
来的是欢喜或痛苦，愿每个观众都能体会
家的温暖。无论这一程含笑还是带泪，
愿每个大人孩子都能与家人携手同行。

本报电 （段躍中） 日本侨报社推出的
第 29本主张反战和平的系列图书 《不能遗
忘的人们》，日本战败70周年前夕开始在日
本发行。

作者神田幸子通过 20 多年来一个人演
出的话剧舞台，追踪展现了日本战败后留在
中国的日本妇女的人生轨迹，向中国人民表
达谢罪和感恩之情。著名电影导演山田洋
次为该书写了推荐文。此前的 7 月 7 日，在
日本日中友好原军人之会等举办的 77反战
集会上，首发了反战图书《2018 年的“8·
15”》，该书由日中友好原军人之会编著，旨
在把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记录下来传
给下一代，推动中日世代友好。

本报电 （李珊珊） 8 月 19 日，电视剧
《圣地可可西里》在青海省西宁市“2019国家
公园论坛”上宣布项目启动。

这是我国首部生态保护和野生动物保
护题材的电视剧，也是我国首部在国家公
园拍摄的电视剧，讲述了可可西里地区几
个部落两代人为保护藏羚羊、保卫家园国
土与盗猎者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由此引
发了一系列动人故事。

该剧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宣传中心、
青海广播电视台、泛华允升影视传媒 （北
京） 有限公司、北京金雄狮影业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北京敖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青海昆仑广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北京有 10 部作品获奖，涵盖 5 个门
类 ， 包 括 电 影 《流 浪 地 球》《红 海 行
动》《周恩来回延安》，电视剧/片《最美
的青春》《大江大河》，广播剧《中共中央
在香山》，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复兴
的力量》，图书 《北上》《云中记》。这
些作品代表了近年来我国文艺创作生产
的最高成就和水平，印证了精品创作

“北京模式”发挥的行业引领效能。
一直以来，优秀文艺作品都是人民

群众宝贵的精神食粮，也是文艺工作者
矢志不渝的创作目标。为了满足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电视剧工作者
从普通人入手，根植于热火朝天的改革
发展实践，以真挚的情感、鲜活的形
象、平实的语言诠释伟大时代。《最美
的青春》 讲述了塞罕坝几代造林人用汗
水和热血营造绿色生态屏障、用青春和
生命投身祖国生态事业的光辉事迹，成
为“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文艺创作的生
动注脚。立足崭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背
景，《启航》 在绿色发展、新型港口、
智慧城市等内容中展现新旧执政理念的
碰撞，被誉为“健朗的履政宣言书、强
盛 的 改 革 蓝 皮 书 、 丰 腴 的 经 济 教 科
书”。这些“北京出品”的重量级作品为
同类题材剧集的创作打开了新思路，树
立了新标杆。

如何运用中国的艺术语言，讲述中
国故事，是新时代国际传播的重要课
题。《破冰行动》没有采用好莱坞的猎奇
式表达，而是以兼具中国特色和普适性
的合适表达方式，描绘出中国缉毒警察
的使命担当，将中国形象、中国旋律展
现在世界舞台上。

毋庸置疑，“北京模式”的探索，是有
价值的。

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发生巨变
□何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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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欢喜”命名，却看哭观众
□苗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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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

“北京模式”

引人注目
□胡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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