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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它的政治经济制
度、思想文化曾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近现代转型，而中
华文明作为欧洲文明的“他者”，在现代欧洲的形成过程中
也曾扮演过重要角色。18 世纪，欧洲社会盛行“中国热”
之余，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哲人巨擘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中汲取智慧，点燃了启蒙主义的火把。迨至清末民初，内
外交困之际，学习西方以自强成为中国有识之士的共识，
而所谓“西方”无疑指当时世界的中心欧洲。此后，汉语
世界与欧洲的关系愈发密切。最早走出国门的张德蠡、康
有为、陈季同等人真正体验了“开眼看世界”的惊奇，纷
纷用笔记录下他们与现代欧洲的邂逅。五四时期，巴金、
老舍、徐志摩、戴望舒等大批中国作家旅居欧洲，汲取异
域文化的精华，虽然他们多是来去匆匆的过客，但相关生
活经验以或隐或显的方式，留在了他们脍炙人口的作品中。

二战后，程抱一、熊秉明、熊式一等人定居欧洲，及
至20世纪60年代，赴欧台湾留学生人数增长，赵淑侠、郑
宝娟等作家也从台湾移民欧洲，他们共同促成了欧洲华文
文学的第一个高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中国大陆的留
学生以及新移民人数激增，推动欧洲华文文学出现了新高
潮，虹影等人是这一时期活跃在欧洲的华人作家代表。

新人新作不断涌现，多种文体均
有突破
同北美、东南亚等地的华文文学相比，欧洲华文文学

脱胎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欧洲的移民政策不像北
美、澳大利亚那样宽松，华人移民欧洲的历史也不像东南
亚那样悠久，结果是欧洲华人移民数量有限，且分散在各
个国家。目前较有代表性的欧洲华文作家包括英国的虹
影、文俊雅，法国的程抱一、戴思杰、山飒、黄育顺、郑
宝娟、吕大明、施文英，德国的陈玉慧、谢盛友、谭绿
屏、麦胜梅、穆紫荆、黄鹤升、高关中、刘瑛，瑞士的朱
文辉 （余心乐）、宋婷、朱颂瑜，比利时的章平，荷兰的林
湄、丘彦明，奥地利的方丽娜，捷克的李永华，西班牙的
张琴，丹麦的池元莲。其中不乏享誉世界文坛的重要作家。

长期以来，欧洲华文文学的力量较北美、东南亚等地
薄弱，尽管如此，在几代作家努力下，欧华文学创作逐渐
形成气候，新人新作不断涌现，在儿童文学、侦探小说、
科幻小说等文体形式上均有所尝试和突破。由于欧洲社会
种族歧视、族群冲突相对较少，欧华文学无需承担凝聚民
族力量、抵抗压迫的责任，始终从容前行，因此逐渐形成
了自身的特色。黄万华曾将其归纳为“平和淡远、散中见
聚”，认为其特质是文化中和。在今天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
浪潮下，欧洲华文文学也表现出一些新趋势。

超越固有离散书写，转向对中西
异质文化的深层思考

“离散”最初专门用来指犹太民族被驱逐而离散到世界
各地，后来用法扩展到各个民族。离散书写中最常见的是
移民对原乡的眷念和认同。今天，全球化造就了“地球
村”的现实，也极大改写了离散以及伴随离散而来的乡愁
意涵。在欧洲华文作家笔下，乡愁不再是离散书写的主要
内容，原乡与他乡的二元对立、漂泊旅程中心路历程的探
寻，逐渐被对异质化冲突深层次的省察、反思与兼容所取代。

荷兰女作家林湄自认身处“东西方的边缘”，既不完全
属于东方，也不完全属于西方，以一种自觉自愿的边缘视
角去观照中西文化异同。她的 《天望》（2004） 和 《天外》

（2014） 是两部“十年磨一剑”的作品，不仅呈现了华人移
民在中西冲突中所面临的文化与生存困境，更凸显出整个
人类的存在困境，文中不乏对灵魂、人性问题的深入思
考。曾长居瑞士的赵淑侠，其系列作品从超越地域、种族
的人文关怀出发，自觉追求中西文化互补，寻求异质文化
之间可能实现的水乳交融。定居法国的女作家吕大明，其
笔下一系列寄情自然、人文景观的散文创作也展现出跨越
中西文化、不拘泥于一端的视野与生态关怀。

去国怀乡的情感不再是离散文学题中应有之意。深入
异文化当中，体会与原乡文化的差异，不但给这些作家带
来了创作灵感，也促使他们在作品中留下了关于超越冲
突、实现和谐的深入思考，并尝试传达华人移民与其所在
国文化的互动、互生关系。

秉承非母语写作传统，寻求中西
视域融合
跨越国家、种族的生活经历拓展了华人作家的视野，

而在传递这份独特的生活经验时，多数作家都用中文书
写。与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不同，欧洲华文文学素有非母

语写作的传统。早在清末，驻法外交官陈季同就曾用法文
写下 《中国人的自画像》《黄衫客传奇》《吾国》 等作品，
向法国介绍中国人与中国文化。20世纪20年代，盛成留学
法国，撰自传体小说《我的母亲》，受到法国文坛巨匠瓦雷
里、纪德、克洛岱尔等人赞赏。

秉承这一传统，在当代欧洲，华人作家的非母语作品
更是精彩纷呈，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推程抱一。2002 年，
程抱一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首位亚裔院士，他用结构主义的
研究方法，提炼中国思想的精髓，被称作“中西文化的摆
渡人”。他毕生追求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从古中国的哲
学、文化底蕴中寻求现代文明症候的解决之道。程抱一的
法文小说《天一言》（1999） 荣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该小
说中译本成为中国大陆最有影响的欧华文学作品。程抱一
也以诗歌创作见长，其法文诗集《万有之东》（2005） 用诗
意优美的语言谱出一曲曲跨文化对话之歌。

定居法国的戴思杰也是一位擅长用法语写作的著名作
家，代表作有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2000）、《狄的情结》

（2003） 等，后者同样斩获费米娜文学奖。现居巴黎的女作
家山飒早年用中文创作，后转为用法语写作，其作品《柳
的四生》《围棋少女》被译成多国文字。山飒的书中带有自
觉的文化交流意识，试图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此外，
曾旅居英国的熊式一，生前著作颇丰，包括英文戏剧《王
宝川》《大学教授》和英语小说《天桥》等，其作品曾获英
国作家萧伯纳、曼殊菲尔德等人好评。

每种语言都是自成一体的表意系统，海外华人作家采
用非母语写作，是主动挑战“巴别塔”倒塌后人类面临的
语言隔阂困境的尝试。非母语写作体现出华人作家同异文
化沟通的意识自觉，也赋予写作者独特视角，为其作品实
现跨越民族、国家、语言、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条件。

借鉴西方艺术表现技巧，探索中
西结合的文学样式
欧洲是诸多文艺思潮、文学流派的诞生地，欧华文学

有近水楼台之便，受欧洲文艺风向影响甚深，作家自觉地
将欧洲文学的长处融入自己的写作中，丰富艺术表现手
法、探索新的叙事方式。

虹影的作品就是典型的例子。虹影曾长居英国，她的
小说主题大多关乎异国爱情所遭遇的文化冲突，在叙事上带
有强烈的实验色彩，其中对性别叙事的探索尤其值得关注。

定居瑞士的余心乐擅长侦探小说，其系列作品集中塑
造了瑞士华人侦探张汉瑞的形象，在叙事上充分借鉴西方
臻于成熟的侦探小说技巧。

总体而言，欧洲华文文学呈现了欧洲华人在异文化氛
围中独特的生存方式，欧华作家深入思考中西文化的冲突
与互补，尝试通过非母语写作实现视域融合，并积极借鉴
西方艺术表现手法，探索中西合璧的艺术样式，这些特点
赋予欧洲华文文学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形态。

进入21世纪后，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浪潮下，欧洲
华文文学区域之间、以及同世界其他地区华文文学之间的
合作与互动正在逐步加强，跨越国别的华人文学组织如

“欧华文学会”等不断涌现，相关会议、交流活动也日益增
多。放眼未来，欧洲华文文学必定以其自身的特质和活
力，持续地丰富和参与世界华文文学的建设。

近 些 年 ， 各
地文学评论界批
评流派意识越来
越强。广东已经
亮 出 “ 粤 派 批
评”的旗号，其
他文学评论强省
也在酝酿，可能
不久后就会出现

“陕派批评”“鄂
派批评”“湘派批
评”“晋派批评”
等。不过评论流
派与创作流派不
一样，创作流派
突出的是独特的
地域文化对文学
的影响；评论流
派 突 出 的 是 思
想，重点不在地
域文化特性。如
今文学评论叫这
个 派 那 个 派 的 ，
其实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推动中国文学评
论的创新发展。因此，叫什么派并不重
要。如果一定要叫，倒不如就叫：“中国
派”。

今天，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中
国文学，正凝聚起中国思想、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中国作家正以前所未有的热
情，与时代同行，讲述新时代的中国故
事。文学评论家也必须跟上时代前进的步
伐。这个时候，用“中国派”来强调文学
评论家的文化身份、立场站位和思想意
识，更能触及文学评论的根本。

说到文学评论的“中国派”，自然会让
人联想到，是不是还有一个“西方派”。回
答是肯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
文学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改革开放以
后，评论家读西方理论就更普遍、更深
入。读来读去，一些人就读成了“西方
派”评论家，另一些人则成为“中国派”
评论家。前者容易当，留个学，读些书，
接受个思想体系就可以了。后者不容易
当，光留学读书不行，还得读懂中国经济
社会这部大书。所以现在中国文学评论家
群体里，总体态势还是前者多，后者少。

做一个中国文学评论家确实很难，难
就难在读懂中国这部大书上。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就是一条披荆斩棘的艰难之路。
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经受更严峻的挑战
和考验。因此这部书很难读，可是越难
读、越读不懂，才越要去读。一个中国的
文学评论家，必须要有读中国大书的文化
自觉、责任担当和意志品质。对文学评论
家来说，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
律，才能认识把握中国文学的基本规律，
才能准确把握文学的基本关系，也就是文
学与时代、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人民的关
系。能有这样的思想站位，文学评论的许
多难题就能迎刃而解。

其实，在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的时代，
文学基本关系有时很脆弱，不时会出现被
模糊被动摇被颠覆的风险。基本关系不稳
固，文学发展就会出问题，基本关系变
了，文学的本质也就变了。挑战文学基本
关系大都靠文学思想、文学评论。比如，
用西方的历史虚无主义、文明冲突论来否
定或妖魔化中国革命历史，否定或妖魔化
新中国和改革开放，从而图谋改变中国当
代文学的方向和性质。比如过分宣扬西方
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并渗透到中国的文
学观里，深度影响文学意识形态。比如用
金钱和市场绑架文学，把文学变成金钱的
奴隶。比如用西方的文学思想和体系来建
立文学标准，引导中国文学向“西化”渐
变等。

对文学基本关系的挑战日益严峻，使
得中国文学评论建设十分紧迫，这也在考
验中国文学评论家的责任担当意识和攻艰
克难的意志。

19 世纪俄国历史转折时期，既有一大
批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这样
伟大的作家，也产生了如别林斯基、车尔
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这样伟大的文
学评论家。他们共同开辟了俄罗斯影响世界
的文学时代。文学评论家的作用不言而喻。

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力量
正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我们需要产生
伟大的中国作家，也需要产生伟大的中国
文学评论家。这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愿景，
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
说，有中国自己的文学评论家，才有中国
文学评论的未来。

本报电（文 一） 由北京文学月刊社主办的“2019年
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日前揭晓，为非常时期的
广大读者推荐居家阅读作品。共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
告文学、散文随笔4类体裁的20部作品入选，每类5部。

中篇小说上榜作品中，“80 后”作家独占鳌头，占 4
部。孙频的 《天体之诗》 对破产企业和下岗工人的书写，
激情饱满、气势磅礴，以激扬之声唱出了“一个多么想美
好的人”的另类挽歌。常小琥的《长夜行》直面紧张复杂
的医患关系，透着现实主义的锐利。蔡东的《来访者》揭
示当代生活中隐秘的精神状态，颇具新意。马小淘的《骨
肉》 所审视的骨肉亲情，乖张深邃。李佩甫宝刀不老，

《杏的眼》挖掘人性，入木三分。
上榜的短篇小说和散文，文化与历史书写成为一大亮

点。短篇小说上榜作品中，迟子建的《炖马靴》将抗战故
事演绎出新境界，冯骥才的《木佛》是一篇文物市场的百
态写真，宁肯的 《火车》 工笔描绘老北京风物，乔叶的

《头条故事》 展现新媒体时代的新生活新文化。原本写散
文的阿占是年度黑马，其小说处女作 《制琴记》 出手不
凡，锋芒毕露。散文作品内容和风格绚烂多姿。余秋雨的
《〈金刚经〉 简论》 解读经典，一派大家气象。余华的

《米兰讲座》 道出了诸多小说创作的独家秘笈。刘心武的
《兰姑姑的戏票》 回顾孙维世的人生轶事，独特有趣。新
人漆剑荣的 《皮鞋》 讲述人生旅途中偶然相逢的人间真
情，朴实真挚。批评家陈福民的《与你遥遥相望》怀念母
亲，独特真切，别有深度。

报告文学抒写家国情怀，着眼大题材大视野，以不同
视角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王宏甲的 《中国天眼·南仁
东》呈现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讴歌科学家不畏艰难、勇攀
科学高峰的精神。周建新的《腾笼换鸟》记录东北央企破
产重整的阵痛与重生，透出重振东北经济的希望之光。黄
传会的 《大国行动》 讲述中国海军也门大规模撤侨行动，
彰显军威国威。铁流的《“莱西经验”诞生记》聚集乡村
治理的莱西经验，给人启发。曾维浩的《一个中国人在中
国》以改革开放数十年的亲身经历与真切感受，洞察日新
月异的生活变迁。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 （下
称“人文社”） 宣布向社会免费开放各类阅读资源，充
分发挥内容资源优势，伴大家一起度过防疫时光。“人
文读书声”有声店铺于2020年1月30日推出免费畅听活

动，读者可在线免费领取“月度畅听卡”，收听 《围
城》《红星照耀中国》《简·爱》《牵风记》《穗子的动物
园》等经典名著和当代文学作品有声版。截至目前，免
费月卡已发放 31279张。此外，人文社还为学习强国平
台提供70种有声读物，并联合阅文、掌阅、京东、当当
等数字平台推出免费电子书。

◎海外华文文学·欧洲篇

欧华文学：中西合璧 从容前行
郑海娟

欧华文学：中西合璧 从容前行
郑海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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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以及新移民人数的激增，推动欧洲华文文学出现新高潮

●欧洲华文文学逐渐形成了“平和淡远、散中见聚”的特色，具有文化中和的特质

●非母语写作体现出华人作家同异文化沟通的意识自觉，为作品实现跨越民族、国家、语言、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条件

张伟曾是我的业师，大学期间她为我们讲授外国文
学。她对外国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的研究造诣深厚。
季羡林先生在她的学术专著《多余人论纲》序言中对张
伟的研究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她对俄罗斯文学“多余
人”的研究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读过此
书，我们对来自彼得堡的“多余人”形象，有了更为深
切的理解。后来，我又读到了张伟的 《姥姥的遗产》。
在这部非虚构作品中，我们认识了她的另一面——学
者、教师之外，她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姥姥的
遗产》中，广袤无垠的东北大平原，不止有满天冰雪和
冷漠荒寒，因为姥姥的存在，那里更有人间无限的暖
意。在张伟笔下，姥姥的遗产就是关于人性的遗产，关
于爱的遗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姥姥的遗产不止是留
给张伟一个人的，也是留给读者的。

非虚构作品《师韵》是张伟的新著，也有人说这是
一部“教师随笔”。无论是“教师随笔”还是“非虚
构”文学，文体界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师韵》从一
个侧面描绘、记录和书写了她从教50年的心路历程和对
教育工作的切身体会。书中，作者从育人到教书，从备
课到讲课，从批改作业到论文选题，从答疑解惑到论题
确立，从帮助不同类型学生成长到教师的自我修养，全
面展现出她的教学生涯以及隐含其间的社会历史，几乎
涵盖了教师工作的所有重要环节。

《师韵》 也从一个侧面讲述了她对教学理念的不断

求索。张伟的教学生涯极为丰富，她先后执教于黑龙江
大学、长春外国语学校、东北师范大学、莫斯科大学和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校不同，面对的学生也不同，但
是，平等地对待学生、发自内心地热爱学生、教学相长
的理念一直没有变。热爱教学、热爱学生，说起来容
易，能够长久坚持实在太难了，但张伟老师做到了。书
中的很多细节今天听来几近天方夜谭。比如第二章中那
个爬几十米高烟囱的孩子，拔河比赛中那些男女“混合
队员们”，那个纠正了老师错误发音的学生……这些曾
经的学生我们不知道他们现在哪里，也不知当年老师对
他们的情感和关爱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起了怎样的作
用，但对读者而言，这些动人的场景或许也曾发生在你
我身上，很容易引发对学生时代的追忆和情感共鸣。

张伟精深的专业修养也通过本书传递给我们。俄罗
斯大理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
夫，大作家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
诃夫，这些作家、理论家们的修养、情怀和文化信念，
构成了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也构成了张
伟教学的重要内容。他们作品中蕴含的博爱、人性和高
贵的情感，在张伟老师与学生杨光关于“博爱”的论文
讨论中，都有迹可循，让我们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对俄罗
斯思想文化史的认识也上了一个台阶。

为师者的情怀和诗韵在这部书中展露无遗，想必对
读者和今天的教育工作者都会有所启发。

师者情怀与诗韵
——读张伟非虚构作品《师韵》

孟繁华

师者情怀与诗韵
——读张伟非虚构作品《师韵》

孟繁华

人文社免费开放线上资源

◎新作评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