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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 月 4 日，刘慈欣的科幻小说
《三体》 日文版在日本上市第一天，首
印 1 万册全部售罄，短短一周时间，加
印10次，印刷数量达85000册。

刘慈欣小说在日本的成功不是个
案，近年来，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作
家与作品正在增加。科幻文学、谍战小
说、网络小说等类型文学在国外读者中
影响力日益增强；除欧美英语世界外，
亚洲、东欧各国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也令
人欣喜。随着中外文学交流愈加频繁与
深入，了解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接
受情况，对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出去”
至关重要。

类型小说可圈可点

今年3月，《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报告
（2018）》 发布，对近年来中国文学海
外传播情况进行了调研。《报告》 主
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姚建彬介绍说：

“不少国家对中国文学的关注，除了继
续聚焦于传统的纯文学作品外，还将感
知触角延伸到了中国当代的武侠小说、
悬疑小说、推理小说、盗墓小说和各种
当红的网络小说。”类型小说的国际影
响力不断提升，科幻文学、网络文学、
谍战小说等文学新门类正成为海外读者
了解中国文学的窗口。

“科幻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海外
传播的新名片。”姚建彬说。科幻文学
不仅通过翻译渠道走了出去，更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了“走进去”。通过获国际
奖项情况、国外图书馆馆藏量、图书销
售量、书评及论文研究情况等指标可以
看出，以 《三体》 为代表的中国科幻文
学海外传播力与认可度逐渐提升。

2016年，由美国托尔出版、英国宙
斯之首再版的 《看不见的星球：中国当
代科幻小说选集》 和宙斯之首再版的

《流浪地球》 等小说集收录了刘慈欣、
陈楸帆、程婧波、夏笳等人的作品。
2016 年 2 月，《克拉克世界年刊：8》 收
录了程婧波的 《萤火虫之墓》 和夏笳的

《2044年春节旧事》；2016年7月，《年度
最佳科幻小说和幻想小说：2016》 收录
了宝树的作品。外国出版社、杂志社和
文学网站对中国科幻作品持续关注。

网络文学在海外人气也很高。中国
网络文学作家有不少韩国知音。2015至
2016年，随着《琅琊榜》《花千骨》《云
中歌》《那片星空，那片海》 等中国网
络小说在韩国受到广泛欢迎，韩国 《亚
洲经济》一篇题为《3亿3千万人被深深
迷倒，中国网络小说引起市场大爆发》
的文章指出，“中国网络小说现已延伸
到全世界，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与

中文的窗口。”该报另一篇报道 《中国
网络文学成为世界主流》 一文更是对中
国网络文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网
络文学正在向海外输出，在俄罗斯、美
国、加拿大、英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越南等地都有狂热的粉丝团”。

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
教授孙鹤云研究发现：“韩国读者对中国
网络文学的反馈非常积极，年轻读者发
现了一个可以无负担对接的中国文学新
类型。”通过观察韩国 YES24网站的会员
留言，孙鹤云发现，《步步惊心》《琅琊榜》

《花千骨》等小说令韩国读者着迷。
麦家谍战小说在国外的成功曾在海

外掀起了一股“麦旋风”。“相比纯文学
作品，国外出版社对偏通俗文学的谍战
小说出手迅速，这类作品为当下文学增
添了新元素，丰富了海外认识、了解中
国的途径。”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姜智芹在研究中指出。

《解密》的火热也带动了海外读者对
中国谍战小说的关注，陈浩基、陈紫金、
刚雪印、秦明、松鹰等人的作品被翻译到
海外，中国谍战小说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走向更多小语种地区

“以往我们总是关注中国文学在欧
美英语世界的传播情况，近年来通过各
种文学交流，我发现一些东欧国家、东南
亚国家等小语种国家对中国文学的兴趣
也很强烈，很希望中国当代文学有更多
小语种译本。”《世界文学》主编高兴说。

越南读者对中国文学有着浓厚兴
趣，中国文学在越南的译介数量逐年增
长，在越南外国文学作品中所占比例相
当大。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 21 世纪初，
越南掀起了一次中国文学热潮。沈从文
的 《边城》、张贤亮的 《男人的一半是
女人》、王蒙的 《悠悠寸草心》 等小说
被翻译到越南，并受到越南读者的欢

迎。这一方面说明两国同处亚洲文化
圈，在历史、政治、民俗等方面，有着
更多沟通的可能，另一方面则缘于中越
文化自古以来悠久的交往历史。

中国当代文学在越南的传播也影响
了越南作家的创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后，莫言在越南作家中的知名度进一步
提升。据介绍，越南文坛上的陈清河
幻、杜黄耀、阮玉姿等当代青年作家的
小说或多或少地采用了莫言长篇小说

《丰乳肥臀》 中的叙述手法并受到越南
读者的认可。

“应当注重中国文学在越南等东南
亚国家的译介和传播，我在与越南文化
界人士接触的过程中发现，他们非常迫
切地想要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希望更多
的当代文学介绍到越南去。”高兴说。

一些重点译介工程使印度的中国文
学翻译和出版更加系统。2015年底，“中
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印方
项目启动；2016年，印方翻译团队正式成
立，投入作品译介工程。从事翻译工作
的皆为印度高校中文专业教师，代表了
印度中国文学翻译的较高水平。入选这
一项目的当代文学作品包括《尘埃落定》

《生死疲劳》《白鹿原》《秦腔》等。译本指
定出版机构是印度主要的印地语、英语
出版社之一的印度国家图书基金会。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副教授曾
琼认为，“这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特别是
走向印度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电视剧在泰国的热播带动了相
关出版物的翻译，有些热爱中国文学的
泰国粉丝甚至等不及出版方翻译，便自
行开始译介。《步步惊心》《后宫甄嬛
传》《芈月传》 等在泰国圈粉无数，推
动了中国文学在泰国的传播。

中外译者携手发力

尽管中国文学近年来在世界上的影

响力逐渐增强，但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
国际地位还很不相称。“这几十年，中
国第一时间就把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作
品介绍过来了，各国代表作家的重要
作品基本都有中文译本，而国外翻译
中国作品的数量相比之下还相当少。”
高兴说。

总结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经典案例
可以发现，各类出版项目的作用十分重
要。“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
香翻译资助项目”“中国当代作品对外
翻译工程”等把中国文学送出去的工程
不断推进，各类官方和民间组织协同努
力，致力于让更多海外读者看到中国文
学作品。

“近年来，通过一系列项目资助、
奖励中国图书翻译和海外出版的项目，
有力推动了中国文学作品多语种版本在
全球的热销。”姚建彬说，“在这一过程
中，应当更加注重项目的效果评估和反
馈，不仅要把中国文学译出来，还要看
译得好不好，外国读者是否看得到。”

在对象国选择上，作家和出版界的
视野也日益广阔，不再只盯着英、法、
德等语种，更加具备世界眼光。姚建
彬 认 为 ：“ 中 国 文 学 的 海外传播与发
展，是全方位、面向全球范围的，而不
能仅仅限于英语世界或传统意义上的西
方大国。”

培养、建立一支优秀译者队伍已成
为当代文学更好 走 向 世 界 的 关 键 因
素。汉学家们的作用不可替代。高兴
认为：“外译中的队伍比较强大，中译
外需要汉学家的母语优势，这个队伍还
比较小。”

近年来，通过世界汉学大会、国际
汉学翻译家大会等中外交流活动，中华
图书特殊贡献奖、鲁迅文学奖翻译奖项
等奖励机制，培养外国来华留学翻译人
才等举措，外国翻译家对中国文学的了
解和翻译热情正在提高。意大利汉学家
傅雪莲将刘慈欣的 《三体》 翻译成意大
利文出版。阿拉伯语译者叶海亚翻译了
徐则臣等作家的代表作，受到阿拉伯语
世界欢迎。

除此之外，“建立作家与译者、经
纪人或出版家之间的稳定关系，重视专
业网刊、网站作用，推动版权代理人制
度对提升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影响力也
至关重要。”姚建彬说。

“文化包括文学本身是一个国家和
一个民族魅力的一部分。当代文学走向
海外的过程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平等交流
的过程。”高兴说。

尽管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还有
待增强，但它已成为展示中国文化和中
国魅力的重要窗口。

真诚是一个诗人得以飞扬心
灵和心智、抒发胸臆和理想的基
础。田湘用心观照世间，以他自
己外化于形、内化于心的浑然天
作的真诚，使万物变得有感知。
请看他似信手拈来的字里行间：

风离开了旷野/就走得很小
心/这些围得严密的墙/开出一个
口子/风的这点自由/也来得不易

——《穿堂风》
这是《练习册》中最短的诗，

田湘给离开旷野的风，给豁口的
墙，建立了辩证关系。风和墙，必
然导致对立与矛盾、执拗与悖逆，
甚至陷于困境而不可解结，但诗
人为他们实现了和解的可能。

田湘善于在习以为常的日常
生活的景象中捕捉诗情画意，而
且以司空惯见的文字语言，如涓
涓清流流淌于读者的眸中，走进
了读者心里。

一个作家或诗人，最熟悉的
生活，多半与自己的职业有关。
但 要 写 好 这 些 熟 悉 的 人 和 事 、
物，尤其是以诗记之，必须时刻
做好接受读者的犀利目光检验
的准备。他在 《老站房》 中深情
地写到：火车再也不会开进这个
小站了/不会有钢轨、汽笛/青草
覆盖了道床/不会有我父亲挥动
的小旗……诗一开始，立刻把熟
悉那个时代的读者带入到那个熟
悉的岁月，三言两语之间，为之
动容动情。

其实，读田湘的诗，就是读
田湘的生活，说是 《练习册》，

不如说是田湘的诗体日记，里面
有田湘的隐隐的疼痛、闪烁的泪
光、觉悟的哲思……

悲悯之心，是诗人真诚之血
脉的庚续。有悲悯之心的诗人，
可以与星月对话，和绿水青山对
话，也可以与一切生灵和非生灵
对话。《练习册》 当中，《蝴蝶》
一诗尤显意味深长。

蝴蝶在飞。转眼就是千年时
光/它在一座花园里吸着花粉/在
黄昏，它抓住虚幻的光芒/轻轻飞
去。正因为轻/它才飞得更久远

远望者，看到了天空，城
市，山川，森林/蝴蝶只在我们眼
前出现：它太小了/小到可以忽
略，小到不允许有远大理想/人
类却将灵魂和梦想，托付于它

——《蝴蝶》
《蝴蝶》的每一小节，都是一

个场景。一个场景，就有一个场
景的意象，这需要诗人深厚的语
言文字和对节奏、音乐性的驾驭
能力。前十节仿佛一直在提问和
思考，到了最后二节，田湘对诗中
的问题，坦然地以自己的思考和
见解一一作了解答。

《练习册》的诗，我相信都是
田湘一气呵成之作，是诗人直感
使然，正应了刘勰《文心雕龙·物
色》所言：“目既往还，心亦吐纳”。

田湘的真诚和热情，是《练习
册》的燃料。在田湘的眼里，诗和
远方，始终左右于他的生活当中，
他要做的，就是以一颗燃烧的诗
心，记录它。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北京
出版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是文学与戏剧的融合。文学与
戏剧这个题目对我非常有吸引
力，因为我也写过小说，也写
过剧本。

前些天我看到这届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发了
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好，他非
常重视语言在戏剧中的作用。
我的一个朋友看后说：“语言
是文明的母体，文学是艺术的
母体。”这话说到了我心里。

我曾经把我的一篇小说
《杀人》改成话剧《新原野》，前两天还在老舍
戏剧节演出，它体现了从文学到戏剧的转
换。文学和戏剧共同的力量是什么？它们的
不同又在哪儿？我个人有很深体会。我觉得
文学可以是更自我的，当然文学作品也是为
了给读者看的，但是这个读者跟编剧面对的
受众不一样，读者你是见不到的。你并不知
道这个读者是谁、有多少。但是作为一个编
剧，当我写剧本的时候，我会想到如果你的戏
上演，票房只有两三成，甚至更少，或者如果
你卖出票，但是演到一半的时候观众都走了，
作为编剧可能觉得特别难以承受。所以在写
的时候你就会更多地考虑怎么能够抓住观
众、吸引观众。而在写文学作品的时候，更多
的是如何表达你内心真正想表达的东西，这
两者真是有不同的。

《杀人》 是写一对农村婆媳，那篇小说
我自己很喜欢。我老被人问到，你作为曹禺
的女儿是不是觉得有压力？因为我爸爸是一
个对我像朋友一样的爸爸，所以人家问我的
时候我都说没有压力。直到我的第一个戏
——任鸣导演导的 《有一种毒药》，在小剧

场演的，演出第一天我去剧
场的路上忍不住跟我爸说，
我的戏要在首都剧场演了，
真的很激动。但是在那一刻
我忽然意识到，作为曹禺的
女儿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
是爸爸的那几个戏一直压着
我，使我写了小说、写了影
视，就是不敢写话剧，因为
怕自己写得不像样子。直到
觉得自己有一定能力，我才
写出了《有一种毒药》。

所以对于 《新原野》 这
出戏，我特别想写那样一种

人物关系充满危机感、充满强烈戏剧冲突的
一出戏。后来写出小说《杀人》之后我忽然
意识到，也许这个作品具备了条件，但是怎
么把它变成戏剧呢？我这个想法从产生到真
正变成 《新原野》 之间大概有 10 年的时间，
直到看了那么多的戏，包括国外的戏，我才
觉得戏剧是非常自由的。当然比起小说还是
不同，因为戏剧毕竟有时间的限制，两到三
个小时。再有，它就是几十平方米的空间。
这个限制既是一种制约，同时又是一种优
势，在这个舞台可以更直接地跟观众交流。

打破束缚，文学给我一种自由，也带来
戏剧舞台的自由。在 《新原野》 这部戏里，
可以看到很多文学的影子，使这个剧本的演
出有更广阔的空间。在小说里很好的文学语
言怎么用到戏剧里？用在这个复仇的农妇身
上？原来我觉得观众可能不接受，但从演出
效果看，观众完全能够理解。今天走进剧场
的观众既具有文学的眼光，同时也具有戏剧
的眼光，这是所有戏剧人和文学创作者努力
的成果，使观众和读者变成了一体，能够欣
赏文学和戏剧融合起来的艺术生命。

出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作家
可以说是目前当代中国文坛创作
中最成熟持重的一代，独特的成
长阅历和生命经验为这一代作家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创作资源，而
海外华文移民作家严歌苓也属

“50后”作家之列。严歌苓早在出
国前已创作出以描写军旅生活为
主体的“女兵三部曲”，然而她的
成名却是以海外华文作家身份实
现的。尽管严歌苓长年居住在国
外，但她始终把笔端聚焦母国，
频频以回望的姿态，在新中国的
历史经验中汲取创作资源。严歌
苓的创作倾向和审美追求与国内
同辈作家形成共振，也显示出无
可复制的青春记忆和成长经验对
其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

首先，是“为人民”立场与
内在生活经验的连结。“文艺为人
民服务”构成了严歌苓早期接受
的文学教育和文艺创作观，同时
也规定了其创作初期的内容题材范围和审美价值追求，“女
兵三部曲”中对人民子弟兵的刻绘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为
人民”的文艺立场在其文学创作中的根植与演绎。严歌苓
对女兵的书写更注重从自我生命经验出发，遵循真实情
感、审美经验以及价值判断的客观和独立，竭力规避概念
化和平面化的创作弊病。

在个体记忆与群体记忆连通的基础上进行印象式的表
现是严歌苓作品的一个特征。严歌苓的小说集《穗子故事》
是以其童年及少年时期或直接或间接的经验为素材创作
的。严歌苓看似在强调个体记忆与私人化的书写，但她是
以承认个体记忆是群体记忆中的组成部分为前提的，所以
她用“独立”一词来凸显这种剥离式的尝试。实际上，严
歌苓也并非真的要将个体记忆与群体记忆割裂开来，而是
采取一种印象式的叙述策略。从这个角度上讲，严歌苓的
个体记忆与个人化写作恰恰在无意识中走向了群体经验以
及为同代人代言的言说之维。

其次，是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在为民族历史作传和民
族身份认同上的内在连通。总体来看，严歌苓关于家国、
社会、历史、族群等宏大题材的创作可以分为两大类。一
是对新中国初期发展道路的探索历程及以国家早期开展的
各项社会运动为背景的创作，这类作品体现出严歌苓为国
族历史作传的创作情怀。《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

《小姨多鹤》《陆犯焉识》《芳华》等均属此类。《一个女人的史
诗》围绕田苏菲的爱情、事业、家庭生活，将女主人公的命
运遭际与新中国近40年的发展历程相勾连，通过个体生命
的经历来透视风云变幻的历史。对故国历史的频繁回望，
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严歌苓心灵深处的乡愁情绪以及通过文
学创作来实现精神寻根和民族文化身份辨识的诉求。

第二类则是关于华人移民的海外生存经历的创作，不
妨看作是严歌苓在异质文化语境中为百年华人移民史作传
的文学实践。因为有了移民的经历，严歌苓在国族历史的
书写上往往呈现出更加开放的视野，追求一种多元的跨文
化视角。严歌苓笔下的移民史书写主要集中在早期华工移
民、第二代土生移民和新移民这三类人物形象上。《乖乖贝
比》《扶桑》《魔旦》 讲述了早期偷渡的华人移民在“排华
法案”和种族歧视中以隐忍方式苟且求生；《风筝歌》《大
陆妹》《红罗裙》揭示了“美国制造”的华裔们试图剔除中
国基因融入白人主流社会，但却始终摆脱不了“他者”身
份的迷思之苦；《无出路咖啡馆》《也是亚当，也是夏娃》

《吴川是个黄女孩》则讲述了新移民的异国生存困境。对家
国民族历史的演绎和对华人百年移民历史的刻划，共同构
成了其对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寓言化书写。从本土到域
外，严歌苓在双重维度中解密民族历史，也为读者认知华
族历史提供了双重视角。

最后，是为理想信念奋斗和献身的价值追求在人物塑
造和情节设置上的潜在影响。严歌苓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
造和故事情节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幼年所接受的为理
想信念奋斗和牺牲的红色理想教育的影响。《雌性的草地》
中沈红霞以芳子姐和陈黎明两位牺牲在草原上的先驱为榜
样，默默地奉献。

综上所述，体现出代际经验对于严歌苓创作潜移默化
的影响。昔日旧梦在异质文化环境中所迸发出的阐释张力
和多义内涵，是严歌苓文学创作中独到的魅力所在。

本报电（文 一）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郭小川百年诞
辰纪念座谈会日前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在“政治抒
情诗”这一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诗歌潮流中，郭小川是一位
杰出的代表性诗人。他的诸多名作佳句，在人民群众中广
泛流传，感染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中国作家协会
主席铁凝指出，郭小川的一生，是与时代同行、与历史共
振的一生；是投身火热生活，为人民纵情放歌的一生；是
永葆革命理想，为民族培根铸魂的一生。他的人生是精彩
的，人格是伟岸的，他的诗句昂扬真挚，历经岁月的磨
洗，在今天听来依然那样响亮、充满了振奋人心的力量。

本报电（赵 文） 由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
主办的“中国文学对话诺贝尔文学——首届观音山国际文
学与生态文化发展论坛”日前在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
举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与中国作家
针对中国生态文学发展态势进行深度探讨交流。勒克莱齐
奥说：“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尊重，一直都是文学创作的重要
源泉之一。现代社会，必须从自我视角出发认识全球的生
态和谐，从更广阔的空间来认识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态
系统的共生关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阐释了文学
创作从“人的文学”到“生命的文学”观念的转变过程，
指出作家在创作题材和表现形式上要更加丰富多彩。

与诺奖作家对话生态文学

郭小川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举行郭小川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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