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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文学的在地化书写
张奥列

所谓在地化书写，并非指故事、题材的

地域性。 讲什么故事，选择什么题材，对于

任何作家来说，都不应该有什么限制。 海外

作家可以写身边的故事， 也可以写远方的

故事，可以写所在国的故事，也可以写中国

故事，或世界其他地方的故事。 反之，中国

作家也可以讲中国故事，讲他国故事，讲未

来故事。 不论讲什么故事，都是作家心中的

情感故事。 所以在地化书写不是指题材的

地域限制。

我所说的在地化写作，即本土化、当地

性书写，指的是作家的视角，作家的思维，

作家的写作心态，作家的期望受众。 作家立

足于当地与当下，而放眼于全球与未来。

以我个人写作为例， 我初到澳洲时，从

中国熟悉的生活环境中，一下投入异域的陌

生环境，有很多思想文化碰撞的火花，有很

多无以名状的生活感触， 但人生地不熟，我

就很想把这种感触向我熟悉的中国读者倾

诉，把作品拿到中国去发表。 这个时期的作

品，你可以因我身在海外的身份而贴上海外

华文文学的标签，但实际上，它还是用中国

人的眼光、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思维去

观察生活，去表现中国人所想象所理解的现

实世界，如同今天许多中国人、中国作家出

国旅游、访问、考察所看到的世界，所表达的

观感一样，本质上，还是中国文学的特性。

后来，因生活重心在当地，每天关切的

都是与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社会现实，

就很想把这种在地生活的文化定位、身份转

换、现实感悟、未来归宿，与身边及其周遭的

人诉说，与海外面临相同处境的移民群体交

流，寻求共鸣，反而不大在意与中国读者分

享，也不在乎在中国发表与否，慢慢地与中

国文学圈疏离了，与中国市场脱节了。

近年来， 随着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迅

猛，与中国文学界交流密切，我又觉得，在

地化书写不应受地域限制。 强调在地化，就

是强调作家要立足于生活土壤， 作品要接

地气， 不脱离现实， 而不是着意困身于本

土。 这种地气，既来自于当地的生活，来自

于作家的切身体验， 来自于作家以往的人

生经历，也来自于作家的精神感受，既包含

当下所在国的本土经验， 也包括人生过往

的母国经验， 通过异域视角去淘洗文化记

忆，将其上升到异质性经验。

所以，这种地气，既源自于生活土壤，同

时也应该散发在更广阔的天空中。在地化书

写，也要拓展空间，在与中国文学的交流中

寻求更多的艺术支撑点，不断强化海外华文

文学的特质和品格， 哪怕你讲的是中国故

事，也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故事。

海外华文文学有什么特质、品格？ 海外

华文文学其实就是个混血儿， 是中华文化

与海外各种文化的混合体。 我们都知道，混

血儿很漂亮， 有一种不同于纯种的独特形

态的美。 如果你趋同于纯净的血统，不断稀

释混血，慢慢地，你就失去混血的那种独特

的美的特质。 所以，在地化写作，就是要保

持那种独特的泥土味，保持那种混血的美，

保持海外华文文学有别于中国文学的美学

特质和品格。

海外华文文学的混血，体现在跨族裔、

跨地域、跨文化、跨时空的在地化书写，展

现美学意义上的差异性。 在地化书写，就是

关注在地的风貌世态， 强调在地的所思所

想，以“此时此地”为支撑点，借助地方性的

语义、语境导入普遍性，也是在寻求文学的

世界性。 你可以站在异乡，回望故土，可以

在不同的时空中穿梭扫描，但都是一个“他

者”的视角，“他者”的观照。

无论在母国或在居住国， 移民作家都

是“他者”，在“过来人”的距离感和“当下”

的贴近感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把“过往”和

“当下” 的生活经验性转化为美学的超验

性。 在地化书写，就是一种体验性书写，让

中华文化在华语文学世界中产生变异，容

纳更多的新质。

在地化写作， 对于海外作家来说也是

有所区别的。 来自于中国大陆、港台地区的

新移民作家， 显然不同于土生土长的华裔

作家。 新移民作家，对生活的观察、理解，往

往有移居国的本土体验， 又有母国的经验

记忆， 这种特殊经历， 使他们具有双重视

角、双向思维、两种心态、多元观念。 在他们

心里，他乡是故乡、故乡亦他乡，他们既有

中国心，也有海外情。

新移民作家的思想或许进入了更加自

由的领域， 但不等于进入了创作自由的领

域，他们的写作，往往受市场、读者、为谁而

写的左右，既要在海外市场产生共鸣，也要

在中国市场获读者认可。 因而新移民作家

的书写，也有个侧重上的选择。

如果你回流中国，或长居中国，专注讲

好中国故事，结合自己的海外经验，为拓展

中国文学作些艺术探索， 这也很好，“精神

还乡”合情合理。 但如果你长居海外，生活

重心在异域， 不妨多些倾情于移居国的在

地化书写，融入海外本土元素，借助国际视

野与文化包容，发挥其混血优势，让具有混

血美的海外华文文学， 为中国文学提供一

种另类经验，另类参照，提供一种新的写作

可能性。

中国就在世界中， 中国文学也是世界

文学大家庭的一成员，但中国的特殊场域，

中国的特殊语境， 使其与海外华文文学更

有一种血缘上的亲近感。 所以，具有混血美

的海外华文文学，与具有民族美的中国文

学，可以作某种精神对话，在互动互补、共

存共振中， 为华语文学世界呈现多样化、

丰富性，让华语文学获得更大提升 ，进而

在世界文学格局中更加游刃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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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集鲁迅文学奖颁奖博物馆展品的公告
尊敬的鲁迅文学奖得主：

经与中国作家协会协商， 绍兴市己正

式成为鲁迅文学奖（以下简称“鲁奖”）永久

颁奖地。 根据中国作协的要求，鲁奖永久颁

奖地应具备相对固定的颁奖模式、 永久颁

奖馆、专题博物馆 （展览馆 ）及工作室等软

硬件设施， 使其成为鲁迅故乡乃至中国的

人文地标。 2012 年，经绍兴市编制委员会

批准，鲁奖颁奖博物馆正式成立，为公益一

类全额拨款事业单位，隶属绍兴市文联。 截

止目前， 博物馆已先后完成一期、 二期工

程，并正式对公众开放。 为进一步扩充、丰

富和完善博物馆内容， 我们再次真诚地向

您征集相关实物、图片和资料。 主要包括：

1.获奖作品手稿。

2.获奖作品的采访笔记、素材笔记等。

3.生活照及采风、采访、创研活动的图

片及音像资料。

4.与出版社、杂志社编辑就获奖作品

的来往书信。

5. 获奖作品或同名作品集研讨会资

料、图片。

6.获奖作品原发杂志、选载杂志样刊

或同名作品集样书。

7.您本人的生平介绍。

8.您本人与鲁奖的新闻 、轶事及相关

图片、音像资料。

9.您本人获茅盾文学奖及其它国内外

著名文学奖情况介绍 、相关图片 、实物 、音

像资料。

10.获奖证书、奖杯。

11. 参加鲁奖颁奖典礼的通知及相关

资料。

12.参加鲁奖颁奖典礼的随笔 、随感 、

散文等文字资料原稿或发表杂志（出版）的

样书样刊。

13.您的书法、美术、摄影等艺术作品。

14. 其它可供展示和有保存价值的资

料、物品。

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是中国文学界的

盛典， 鲁奖颁奖博物馆则是对中国文学足

迹的真诚拓印和典藏。 作为鲁迅文学奖的

获得者，您经历了中国文学的光荣与梦想，

我们渴望得到您的慷慨捐赠， 以丰满中国

的文学记忆，永续您的文学生命。

我们承诺，将十分珍视你的捐赠品，并

妥善处置和保管，以焕发其应有的价值。 您

认为较贵重的物品， 我们可以以合适的价

格购买。

惠赐的赠品，请寄往“浙江省绍兴市越

城区龙珠里 15 号《野草》杂志社吴铭惠，邮

编 312000?。 可以办理对方付费。 不便邮寄

的赠品请联系我们，我们将专程前往领取。

联系人：吴铭惠，电话：13486587117?邮箱：

wmh1000@126.com。

此致

敬礼！

鲁迅文学奖颁奖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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