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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网络文学已成为中国当代文
学“走出去”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的使命。更好地推动网络文学“走出
去”需从以下三方面着力。

其一，鼓励海外华裔作家从事网络
文学创作。

早在 1991 年，由海外华侨创办的中
文电子刊物 《华夏文摘》 即已问世，为
日后中国网络文学走出国门开辟了先
河。鼓励海外华裔作家进行网络文学创
作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网络文学“走出
去”的形式之一。

基于“两栖文化”的天然优势，华
裔作家创作的网络文学既能表达海外华
侨的故国依恋和游子情怀，又能符合其
他海外受众的审美趣味，容易被他们接
受和认同。

华裔网络文学作家数量虽然不多，
但几乎遍布世界各国，创作出许多优秀
作品，如张郎郎的《不愿做儿皇帝》、颂
雅的《欧洲五国游》、六六的《王贵与安
娜》 等。这一系列华裔网络文学作品率
先打开了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大门，并
且赢得了海外主流文化的认同。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两栖
文化”也导致华裔作家的网络文学创作
不够“接地气”。此外，由于高水平职业
华裔网络写手数量极少，以及缺少文学
市场的激励机制，海外华人网络文学还

未形成较大影响力。
其二，拓宽国内外媒体推介渠道。
随着中国网络文学越来越受海外受

众的欢迎，无论是传统媒体如报刊、广
播、电视等，还是数字报刊、手机网络
等，都可积极推介优秀的中国网络文学
作家和作品。

除 《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
报》 等国内主流媒体的宣传推介外，外
媒对中国网络文学的推介也至关重要。
例如，韩国媒体 《亚洲经济》 曾发表过

《中国网络文学成为世界主流》，积极传
递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现状。国内外出版
社更是争相出版热门网文作品，韩国一
家出版社相继购买了桐华 《步步惊心》

《大漠谣》《云中歌》的版权。
国内外网文网站也助力中国网络小

说走出国门。国内网文传播渠道包括起
点国际、创世中文网、潇湘书院、腾讯
文学图书网、悦读网、天方听书、懒人
听书等，国外则有 Wuxiaworld、Gravity
tales、Volaro Translation等多家网站供海
外读者选择。

影视改编也是国内外媒体传播网络
文学的途径，这种新的出海方式更为海
外受众喜闻乐见，甚至还引起了国外翻
拍，例如韩国版 《步步惊心》，越南版

《仙剑奇缘之花千骨》《延禧攻略》，泰国
版 《后宫甄嬛传》 等；日本率先将 《从
前有座剑灵山》 改编成漫画，引发广大
漫画爱好者追捧。

目前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媒介
渠道大多遵循“由下至上、由外而内”
的模式，规模较小，因而我们仍需拓宽
传播媒介渠道，与国内外媒体进行更多
合作。国家外文局发言人最近表示，将
利用海外合作出版资源与国际传播渠
道，加大对中国网络文学作品的海外传
播力度，并且还尝试与科大讯飞合作，
将网络文学的对外译介市场化。

其三，培养翻译人才，建立翻译机制。
近年来，国内外翻译家、广大网络

文学爱好者以及各翻译网站都为中国网
络文学的海外传播作出了贡献。

武侠世界网站创始人赖静平，由于
喜欢网络武侠小说，在独立翻译完 《盘

龙》《天涯明月刀》之后，创办了这个目
前全球最大的网文翻译网站。越来越多
的英翻网站 Gravity tales、Volaro Trans-
lation和以俄翻网站 Rulate为代表的小语
种翻译网站相继出现。在它们的推动下，

《盗墓笔记》《全职高手》《何以笙箫默》
《诛仙》《锦绣未央》《修罗武神》等广受
国内读者欢迎的网络文学作品被译成外
语，走出国门。

目前中国网络文学翻译活动主要是
个人或团体自发的小规模翻译行为，还
缺乏有力支持，在翻译质量、翻译时
效、版权保护以及翻译成本上都存在一
定问题，从而影响其在海外进一步传
播。因此，加大网络文学翻译人才培养
力度至关重要。同时也应考虑同海外机
构以及企业合作、共同开展网文翻译人
才培养，为中国网络文学“走出去”注
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这个故事挺特别，就
像个苹果。还不一定是苹
果，也许是个巨大的“红
果儿”。红果儿是天津人的
叫法，北京叫山楂；其实
它在我心里已经很长时间
了，可就是一直找不到下
嘴的地方。还不是不知怎
么下嘴，而是想不好这一
嘴下去怎么咬。我知道，
这确实是个很复杂，也很
独特的故事，不同的咬法
儿，咬出来的东西虽然还
是这个东西，可能味儿就
不一样了。也许是苹果味
儿，也许是红果儿味儿，
还 可 能 是 桃 味 儿 或 梨 味
儿，如果咬不好，咬出个
榴莲味儿来也说不定。所
以，我一直拿不定主意。
后来总算找着个下嘴的地
方了，突然又觉得不行，
不对，不是这么回事。这
一犹豫，用天津话说，一含
糊，就又是一两年过去了。

写 小 说 跟 炒 菜 不 一
样。炒菜把各样食材备好
了 ， 一 样 一 样 都 摆 在 那
儿，如果总不炒，时间一
长，也许这些食材就变质
了，至少不新鲜了。写小
说不是。小说的素材准备
好了，故事也有了，总不
写，也许反倒不是坏事。
这一点有点儿像酒，总搁
着，它会变得更醇，它只
会往好处变，让这个故事
越变越饱满，也更充盈多
汁。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别急，先别急，再等
等，总有张嘴的时候。

这回，我第一次决定，不让这故事飞扬起来。
就像玩儿鸽子的，天津玩儿鸽子的把鸽子的翅膀不
叫翅膀，叫“膀儿”，膀儿上的大翎子叫“大条”。
玩儿鸽子的如果不想让他的鸽子飞，就把膀儿上的
大翎子都拔掉，行话叫“拔大条”。被拔了大条的鸽
子飞不高，不过有一样，等这些大条再重新长出
来，长全了，这鸽子的本事就大了，离地面几万米高
的“平流层”，如果有足够的氧气，它甚至也能飞到。

这一切都想好了，但还是拿不定主意。
直到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两个年轻的天津

人，说一口地道的天津话。现在天津大街上，说天
津话的不一定都是天津人，有外地来的，时间一长
也学着说天津话。但天津话不像别的话，很难学，
不光口音，说话的语气，或者叫气势，不是本地人
说不出来。他俩当时正在街边摆摊儿，一边卖东西
一边聊天儿，卖的什么我没注意，他们前边聊的什
么也没注意。当时天挺冷，满街刮着白毛儿风，其
中一个嘟嘟囔囔地说了几句，好像是说，昨天的买
卖儿还不错，怎么今天就不行了。这时另一个哼一
声，就说了一句，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

这是一句地道的天津俚语。天津人性格俏皮，
说话爱逗哏。这逗哏说白了也就是爱说“俏皮话
儿”。天津人说的俏皮话儿其实就是歇后语，但比一
般的歇后语幽默，也更具有“意料之外，情理之
中”的意味，所以外地人都觉着，天津人说话就像
说相声。这个年轻人说了一句“皮裤套棉裤，必定
有缘故”，旁边那个人立刻不同意。不是不同意他说
的，而是认为这话说得有毛病，于是立刻给他纠正，不
是皮裤套棉裤，是棉裤套皮裤。

这个逗哏的一听也不同意，坚持说，就是皮裤
套棉裤！

我一听他俩人矫情得有意思，就站住了，想听
他们继续往下说。

这时先说话的那人说，应该就是棉裤套皮裤，
你说反了。这逗哏的更认真，脸红脖子粗地说，不
对，棉裤套皮裤，说着不顺嘴儿。这个说，你想这
情理啊，如果是皮裤套棉裤，那应该是正常的，都
这么穿，那还有嘛缘故？说它有缘故，肯定是不正
常，有把棉裤套在皮裤外边穿的吗？他这一说，逗
哏的更急了。干脆自己的摊儿也不管了，走过来跟
这人掰扯，说就因为皮裤都套在棉裤外面穿，所以
才有缘故，有缘故就是有道理。俩人就这么越矫情
越凶。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也越看越觉着可乐。

这天往回走时，我心里还一直想着这事儿。究
竟是皮裤套棉裤，还是棉裤套皮裤？想着想着，咯
噔站住了。我这才发现，天津人确实了不起，甭管
皮裤还是棉裤，两条裤子这么一倒腾，竟然就倒腾
出了哲学意味。也就从这时，我觉得在心里酝酿很
久的这部小说好像有了下嘴的地方，老天津透着

“烟火”气的一切鲜活了起来。
我很幸运，祖籍是北京，小的时候和后来也曾

在北京生活过。但又是天津生人，在天津长大。我
母亲的娘家是河北。我从小就在这三种地域氛围里
长大，时间一长，已经分不清谁是谁了。还有一
点，这三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很独特，都是出故事的
地方，这对于我这样一个极喜欢故事的人，当然是
再好不过的事了。但是，我也经常告诫自己，故事也
是有重量的，质感太强，会把我的膀儿坠住，这可跟拔
大条不是一回事。

对文化、族群、性别议题的反思

海外华人作家，处于文化交界地
带。这一特殊的境况使他们拥有跨文化
的优势，也面临着边缘化的困扰。对
此，华人作家有清醒的认识。

刘荒田对海外华文文学的边缘化处
境作了冷静分析，他期望的是真正有分
量的新移民文学，希望这些特殊身份的
作家能够写出展现公民社会全景、描述
移民苦难历史、揭示文化融汇底蕴的厚
重作品。

黄宗之同样意识到新移民作家面对
的历史挑战。他认为，文学创作上，要
突破过去创作主题的瓶颈；文化交往
上，应积极展开与国内外主流文化的对
话；创作心理上，要从既不属于原乡也
不属于异乡的窘迫疏离状态中走出来，
大踏步向融合的方向迈进。与之相近，
海云用“融入”和“包容”来描述海外
华文文学的时代主题，其中包含多元文
化的相互包容和融合、移民作家生命体
验的再反思等内容。

海外华人的写作，总体上处在蓄势
开新的转折阶段。北美华人作家的思考
和创作，显示出内在的潜能和活力。在
他们笔下，文化、族群和性别等议题受
到特别关注。

在文化议题方面，北美华人作家着
眼于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对话，建构起跨
文化的身份和视角。刘荒田的散文写
作，以小品看众生万象，经年积累，蔚
为大观。最初，他受木心、余光中、吴
鲁芹、喻丽清和邵燕祥启发，在欧美经
典作家中则特别受惠于罗曼·罗兰、纪伯
伦。接触到王鼎钧的散文后，他在文学
观和世界观方面成熟起来。他评价王鼎
钧：毕生奉献于文学、自甘淡泊、有宗
教情怀，实则也是对自己的勉励。在身
份认同上，刘荒田也初步完成蜕变，自
称为“亦东亦西”的“异类”。

张凤的学术随笔，试图架起华文文
学与西方主流学界的桥梁。她所勾勒的

北美汉学家群像，从清末民初的戈鲲
化、赵元任、裘开明等，到战后的张爱
玲、夏志清、叶嘉莹、孙康宜、张光
直、傅伟勋和杜维明等。通过这些知识
人的跨文化生存体验，张凤触及传统文
化的回归、文化中国的追寻等论题。这
些来自中国的文人学者，凭借其在北美
学界所占据的位置，在中西文化交往中
发出了学术上的强音。

在族群和性别议题方面，北美华人
作家的观察极为敏锐，触及到不同文化
境况中弱势族群的生存难题。严歌苓以
塑造女性形象著称，在她笔下的一系列
角色，如小渔、扶桑和王葡萄等人身
上，渗透着华人女性的生命哲学。这些
天真纯朴又流光溢彩的女性，与西方女
权主义倡导的“第二性”不同，凸显的
是东方女性的大爱和无私。严歌苓的写
作，由此跳出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创
作思潮对华人写作的约束，走向原生态
的、具有历史感的广阔天地。

年轻一代的华人作家，则以锐利的
种族和性别反思，受到文坛瞩目。伍绮
诗于 2014年出版的 《无声告白》 描述了
一个华裔女生的成长悲剧，穿透人生，
刺痛人心，受到欧美媒体追捧，成为当
年文学出版领域的一匹黑马。该书封面
铭刻着作者的人生宣言：“我们终此一
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
的自己。”但对于华人移民来说，这种自
我的寻找何其艰难。成长于混血家庭的
孩子莉迪亚，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陷身于
种族和性别造成的牢笼，并最终被外界
的期盼所压垮。莉迪亚的悲剧，乃是弱
势族群的一次生命控诉。与这些议题相
关的作品，还有傅金的《今日为男》、王
苇柯的 《中国女孩》 等。这一系列作家
作品的出现，预示着北美华人文学新生
代的登场。

深度挖掘普遍性文学主题

华人文学叙事的世界性特质，包含
两方面内容：其一是从海外视角讲述中

国和华人故事，拓展了题材的内涵和外
延；其二是关于普遍性主题的思考，在
移民与流散、战争与灾难、人性与灵
性、时间与空间等议题上作深度挖掘。
二者相互关联，不可分割。

在北美华人作家中，哈金是自觉思
考流散问题的一位。他的第一本评论集

《在他乡写作》，收录了 2006年在美国莱
斯大学发表的 3 篇演讲。其中讲述了俄
国流散者身处文化夹缝之中的两难处
境，他们怀念故乡，却不得不设法在移
居地生存下去。生于中国东北的哈金，
深受俄罗斯文学影响，他对阈限空间的
感受，与俄罗斯流散者有相通之处；同
时，作为华人流散作家，他传达出的是
与俄罗斯流散者有别的观察和体验。在
关于中国故土生活的描写中，哈金倾向
于超越政治、地域和文化的藩篱，关注
普遍性的生存困境；以移民为题材的小
说直面移民生活困扰，剖析了追求自由
的失落、无奈及其需要付出的代价。

陈河对于战争题材的钟爱，源于个
人经验。他的写作视角、战争史观，具
有个性化的特征和文明反思的深度。

张翎对战争的描写，则从灾难的视
角切入。这与她听力康复师的职业有很
大关系。她对“灾难与人性”的主题有
强烈的好奇，并由此展开人性、创伤、
救赎等一系列话题。

在对人性的挖掘上，如果说李彦试
图高扬人性的理想主义旗帜，那么陈谦
更愿意描摹高科技时代人性的复杂。李
彦的 《红浮萍》 以自叙传的形式，书写
一个家族三代女性的生命历程。她们以
其抱朴含真的品质直面萧瑟飘零的命
运，成为坎坷时代的精神象征。延续这
种精神气质，她的非虚构作品 《尺素天
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及其他》 围绕
白求恩的感情维度重新塑造了一个有血
有肉的国际主义战士形象。

与之不同，陈谦的 《无穷镜》 感兴
趣的是科技与人性的关系，由此带出作
家对人生的多元理解。在她看来，人
生道路往往是外部世界无数镜像的叠

加，镜像叠加后会生成何种新镜像令人
着迷。

施玮关于灵性问题的思考，对症现
代社会的生活空洞和信仰危机。虽然灵
性本身有“不及物”的嫌疑，但隐含着
作家对人生的期盼，那就是在平庸的生
活表层之下潜藏着鲜活的灵魂。这一写
作路径的提出，或许更大的价值在于中
西两种文化的精神相遇。施玮发现，在
中国古代的性灵论与西方基督教的灵性
话语之间，有不可言说的共通之处。在
这种文化相遇、精神对话的交集中，灵
性写作找到了生长的空间。

文学是时间的艺术，华人作家在时
间问题上的探索体现出小说艺术上的匠
心。严歌苓的《芳华》，着力点是对历史
记忆的叙述。对于其中“内在时间”的
嵌入，论者作了精要分析，认为打破了
线性历史叙事的局限，以多元视角共建
起了叙事时间链。陈河的 《黑白电影里
的城市》，试图捕捉“时光流逝的美
感”。他受伍尔芙 《时时刻刻》《到灯塔
去》 启发，把 3 个层面的时间组合在一
起，形成了小说的时间网络。但体现陈
河小说神髓的并不在这些表层技巧，而
是如何打通时光的通道。在打通的那一
刻，他捕捉到了内心“模糊的光芒”。正
是在这里，小说显现出了与历史相区别
的特质。

对海外作家来说，对空间的处理也
是一个挑战。二湘的 《暗涌》 以命运为
主题，讲述时间的流逝，凸显精神焦虑
时代“无限的空”。引人注目的是小说中
的空间感。作者以职场创业为基本架
构，借人物的行踪带出喀布尔、硅谷、
上海、深圳、埃塞俄比亚等地域，涉及
三大洲两大洋，编织出全球化的空间网
络。为这些空间注入能量的，则是作者
的记忆和对城市欲望的感受。更进一
步，在这些表象背后，追问的是生命的
真谛和苦难的意义。这一举重若轻的处
理方式，受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

《英国病人》的启发，或可称之为全球视
野下的文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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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文学·北美篇

北美华文文学的世界视野
张重岗

◎海外华文文学·北美篇

北美华文文学的世界视野
张重岗

网文多路出海
董晓波 卢 敏

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版图中的重镇，北美华文文学创
作极为兴盛。

北美华人作家队伍，前期主要由来自台湾的留学生
和移民组成，现今则以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新
移民为主。耕耘多年的作家，有严歌苓、张翎、刘荒
田、张凤、黄宗之、叶周、江岚、薛海翔等，新生代作

家如伍绮诗、二湘等，他们的创作同样值得期待。
纵观这些作家的创作，可以发现两个特点：在文化

内涵层面，北美华文文学通过对文化、族群和性别等问
题的思考，在身份认同等议题上进行了敏锐探索；在文
学性层面，他们延展旧有“中国叙事”的同时，吸纳域
外文学的创作思路，逐渐建立起华人叙事的世界性视野。

王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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