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个世纪英语虚构文学
的竞争地带

“罗马不是一天造就的”，回望英国首

屈一指的文学奖———布克奖的一路发展，

也是艰难而不懈的风雨历程。 它于 1969年

设立，带着向法国龚古尔奖致敬的意味，奖

励每一年最好看的英语长篇小说， 扩大读

者群，推进文学书籍销量。 起初布克奖对获

奖作品的销量并未起到良好作用 ， 直到

1973年， 随着曾任英国国家图书联盟主任

的马丁·戈夫成为奖项负责人，布克奖的全

方位影响力开始有了新的样貌。 1974年布

克奖开始在伦敦百年传奇的克拉里奇酒店

揭晓结果并举行晚宴， 第一次引入了电视

拍摄及主持人采访， 为了进一步激发大众

的期待和好奇， 最终评选也被安排在当天

下午，营造出紧张、热烈、刺激的气氛。

这些“造势”手法除了提高布克奖的知

晓度和声名之外， 也为了一定程度上缓解

早些年评奖时期遭受的激烈争议。1971年，

评委之一马尔科姆·穆格里奇中途辞职，理

由是他觉得大多参赛作品都写得不好，一

些甚至还带有少儿不宜的内容。1972年，约

翰·伯格凭借小说 《G》 获奖， 却宣布将把

5000英镑奖金的一半捐出去， 以抗议奖项

赞助方在其他国家的商业行为涉嫌了殖民

主义政策。1974年的评委之一、作家伊丽莎

白·简·霍华德提出她丈夫金斯利·艾米斯

的小说应当入围短名单， 而最终的奖项由

纳丁·戈迪默、斯坦利·米德敦并列获得。 这

些事件都与奖项负责人戈夫脱不开干系，

那时他曾被英国媒体称为 “一个快乐的巫

师”，施展他“精心策划地泄露消息、公开采

访和偶然的、策略性误导”的手段。

布克奖 40 周年时， 英国维多利亚和

阿尔伯特博物馆举办过一次回顾展，将历

年获奖作品 、别致的书籍装帧、典礼邀请

函、晚宴菜单、最早的奖杯和一系列档案、

照片都公布于众，每年奖项诞生经历的波

折、其间的八卦和争论也浮出水面，各国

媒体纷纷报道， 满足了大众猎奇的心理。

不过，奖项评选背后的轶事都无法影响一

个事实，布克奖依然具有卓越的文学视野

并成就了当代英语文学的众多经典。 1971

年，奈保尔凭借《自由国度》得奖，“在世最

好的英语作家” 的王冠至今仍由他荣膺；

1974 年“后殖民文学巨匠”南非女作家纳

丁·戈迪默的 《自然资源保护论者》、1980

年“寓言编撰家”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

《启蒙之旅》，1983 年“南非文坛双子星”之

一的库切的 《迈克尔 K 的生活和时代》、

1989 年石黑一雄的《长日将尽》，他们获得

布克奖之后，最终又纷纷拿下诺贝尔文学

奖，无疑也是布克奖专业眼光的佐证。

同时， 布克奖也是一个挖掘并提携新

人的平台，2003 年和 2008 年，44 岁的澳大

利亚作家 DBC·皮埃尔和 33 岁的雅拉文·

阿迪加分别凭自己的处女作《维农少年》和

《白老虎》 得奖；2013 年，28 岁的新西兰女

作家埃莉诺·卡顿的长篇小说 《发光体》得

奖， 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孩登上了世界

舞台，她也是至今最年轻的获奖者。 布克奖

对作家和作品的推广有非凡的影响， 除了

获奖作品在世界出版圈的翻译和销量的激

增， 作品的影视化也让作家有了更多的受

众，《辛德勒的名单》《英国病人》《少年派的

奇幻漂流》 都是其中典型的由获奖作品改

编的成功之作。 可以说，五十年来，布克奖

做到了优质英语文学创作和高品质文化消

费的有机结合，成就了作家和作品，带给创

作者和读者共同的成长。 2011年得奖的英

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曾在采访中说：“布

克奖让我的写作生涯至少延长了十年，多

了十年的读者群。 ”

一个占据重要地位的文学奖，必然给

作家带来得意与失意，乃至遗憾。 今年担

任布克奖五十周年特别奖项 “金布克奖”

评委之一、 作家罗伯特·麦克鲁指出：“评

委们对印度、澳大利亚和其他英语文学一

直做出正确的评判，但他们误判了这么多

年来文坛另一个重点———新时代女性小

说家的崛起。 ”他觉得英国女性主义出版

多年来引领着女性主义文学革命并且改

变了新一代的阅读生活，与此同时，布克

奖并未对此有充分回应。 1971 年，英国作

家伊丽莎白·泰勒的《克来蒙的帕妃小姐》

没能获奖而是仅仅入围； 已故的贝里尔·

博布瑞奇五次入围却颗粒无收；1981 年没

能颁给“20 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苏格兰小

说家”缪里尔·斯帕克；还有当代读者心中

的天才， 安吉拉·卡特至今从未入围……

由此麦克鲁才表示，“我的同事，‘金布克

奖’的另一位评委雷门·西舍，这次来提名

佩内洛普·莱弗利在 1987 年得奖小说《月

亮虎》，希望以此弥补这些疏漏”。

从 “英国性” 到 “世界
性”，加速多元对话

“布克奖”创始时的授奖标准是“只授

予英联邦、 爱尔兰的作家”， 在最初的 13

年里，只有戈迪默一人是非英国籍，剩余

的都是英国籍身份的得主。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非英国籍作家连续得奖，使得

国内争论不休，一旦布克奖长名单、短名

单公布， 人们的目光总在比较英国籍、非

英国籍作家的占比 ，足以可见，英国人对

这个奖项“英国身份”的坚持。 然而，随着

“二战”后移民潮的发展，移民人口对英国

文化的影响也日渐渗透，移民作家的写作

带着各自的种族传统、文化背景，丰富了

英语虚构创作。 奈保尔、拉什迪、石黑一雄

被称为后殖民时期“英国移民文学三杰”，

他们及其他文化背景的作家共同为英国

文坛注入多元的“新英国性”，随着布克奖

不断拓展的宣传，很大程度地推动了英语

小说在大众通俗文化和图书出版市场的

蓬勃，影响力辐射到全世界。

随着全球化的文化市场成型，布克奖

决心以“开放姿态”来面对新的局面。 从

2005 年开始，每两年颁发一次“布克国际

奖”， 不论国别， 只要作家作品以英语发

表 ， 均有资格参选 ；2005 年又创设奖金

15000 英镑的“布克翻译奖”，奖赏那些将

他国语翻译成英语的翻译家。 最大的变革

在 2014 年，从此以后，全世界所有用英语

写作的作家都可以参评布克奖。 这一举动

引发强烈的质疑和批评， 布克奖得主、小

说家、文学评论家 A.S.拜厄特极力反对 ，

认为这违背了奖项的初衷：推动英国（英

联邦）的卓越文学。 今年 2 月，有 30 位英

国出版界人士联合声名，希望布克奖放弃

让美国作家参评的决定，两位布克奖得主

石黑一雄和阿拉斯特·尼尔则是支持派的

代表， 他们觉得新的文学世界已经形成，

作家们应当乐于挑战。

在刚刚举办的布克奖 50 周年庆典活

动上，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瑞和朱利安·

巴恩斯也就此问题展开对话， 凯瑞认为

“布克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品质， 与英联

邦有关，国家之间仍有一系列文化关联”，

他相信美国的文学奖不会颁给其他任何

国家，英国的奖项则会这么做，因为它仍

是一条家庭纽带，具有真实意义的文化的

联系。巴恩斯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美国

作家一开始就参加，你就会想到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美国小说的丰富……总之我觉

得断了我们的路。 ”如果说扩大评选范围

反映了“新英国性”的“吸纳和开放”的特

质，那么支撑起这个改变的就是英国人更

大的“雄心”，在多元文化之下，通过英语

文学这个媒介重新构建属于新世纪的文

化大国，布克奖的文化价值也将变得更富

有“世界性”。

翁达杰的“黄金时刻”

7月 8日傍晚，泰晤士河畔的伦敦南岸

中心举办了布克奖 50 周年纪念特别活

动———“金布克奖”的颁奖典礼。 此次“金布

克奖” 由五位评审从布克奖历史上所有得

奖作品中选择自己眼中的最佳， 再通过官

网由大众投票决出最后结果。 颁奖现场，五

位评审先后上台讲述自己选择的作品和理

由， 接着还会有入选作家的发言或视频交

流，奈保尔由妻子推着轮椅一同上台，一番

真挚的感言凝练了作家一生的心路， 成为

了全场第一个高潮。 他妻子代表发言说：

“奈保尔少年时就立志成为作家，他自己说

是‘写作找到了他’，但一开始也无计可施，

他找不到出版商、 代理人能理解他作品的

原创性和文学性，然而他坚持不懈，没有任

何怨言。 终其一身他都在找寻‘词语’，他经

历过艰难世事。 肯尼亚作家恩古齐·瓦·提

安哥曾讲奈保尔是‘作家中的作家’，但他

也想做读者的作家。 他从不模仿别人，坚持

‘用词必须极其小心’， 最复杂的思想要用

最简单的词来表述……” 她回顾了奈保尔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情景，“诺贝尔奖委

员会代表到家里对他说， 这是诺贝尔奖的

100 周年，你为它注入了新的生机，鼓舞了

希望，而现在是布克奖 50 周年，我希望并

同时祈祷，这些年被选出来的优秀作品，会

鼓舞更多人阅读、写作”。

随后，“金布克奖”宣布结果，加拿大

小说家迈克尔·翁达杰凭借《英国病人》击

败了所有劲敌，他谦虚地致词道：“我从来

没有认为， 这本书是短名单中最好的小

说，尤其当它位于奈保尔和像《狼厅》这样

杰出的作品之间时。 ”他罗列了那些从未

获得布克奖的作家们的重要性，比如威廉

姆·特雷弗、芭芭拉·皮姆和爱丽丝·门罗。

他还特别向已去世的《英国病人》导演安

东尼·明格拉致谢，“我能得到这个奖，很

可能是他的功劳”。

7 月 24 日 ，2018 年布克奖长名单即

将公布，本届评委会主席由英籍加纳裔哲

学家、 文化理论家、 小说家库阿米·安东

尼·阿比亚担当， 苏格兰犯罪小说作家薇

尔·麦克米德、 文化评论家里奥·罗布森、

伦敦大学人文学教授杰奎琳·罗斯、 加拿

大艺术家莲妮·夏普顿组成的评委会将做

出他们谨慎的选择，相信这又会是一年中

英语文学世界热闹时分，期待布克奖在下

一个 50 年继续呈现并成就英语文学世界

的写作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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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奖五十年：对于经典的争议，成就“不完美中的完美”

五十年来，布克奖做到了优质英语文学创作和高品质文化消费的有机结合，成就了作家和作品，带给创作者和读者共同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