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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为当下世界带来了空
前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为文学创作
带来更多可能性和挑战。 “以文学所
见，展现一个民族最深沉的呼吸，承
载和传达一个时代最本质的情绪、最
生动的气象；因文学未见，而求索、突
破、寻找新的表达，这或许是每一位
真诚的写作者周而复始的期待和使
命。 ”在近日由中国作协和法国驻华
使馆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法文学论
坛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对论坛主题
“文学的所见与未见”给出了自己的
回应和期待。

创办于 2009 年的中法文学论
坛，已在北京和巴黎举办过四届，是
中法文学界最高规格的机制性交流
平台。 回看过去历届中法作家面对
面的交流，铁凝表示，作家们分享创
作，沟通情感，碰撞观点，不断深化和
拓展文学的外延，这为双方带来真诚
而平等的认识，在此过程中共同感受
人类共通的善良和美好。 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两国作家的互访
和见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阻碍，在
法国驻华使馆和法国驻华大使罗梁
的大力支持下， 本次第五届中法文
学论坛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在
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促进了两
国文学持续而稳固的交流合作，也正
如铁凝所说，是“一座坚固的、历久弥
新的桥梁”。

疫情期间， 文学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以人文关怀介入大众生活，呼
吁全球范围内的同理心与应对智
慧，铁凝表示，写作者们不曾停止精
神上的远行，中国作协、中国作家同
包括法国在内的各国同行之间一直
保持着密切联系， 努力适应疫情常
态，开展作品互译、在线交流。 人类
正面临着巨大的难题甚至变革，文
学在今天并非无力，恰是更被需要。

好的文学唤起共同的人性， 唤醒情

感与智慧，使人心超越偏见和误解，

得以贴近。

文学的力量， 在罗梁看来同样
拥有着不凡的深远作用，他由本届论
坛的主题想到 1964 年 12 月 9 日
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具有传奇色彩和
标志性意义的讨论。 萨特、波伏瓦等
作家均受邀回答同一个问题：“文学
能做什么？ ”当时波伏瓦在演讲结尾
说道：“保留人们的人性不受技术官
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轻视，从人的层
面揭示这个世界的面貌，即那些既相
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个体所感受到
的世界面貌，我认为这就是文学的使
命， 也是文学之所以不可替代的原
因。”罗梁在现场表示，参加论坛的作
家的作品不仅是价值观的载体，也是
展示文化多样性的窗口。

本届论坛开幕式由中国作协党
组成员、 书记处书记胡邦胜主持，北
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强主持作家对
话环节。中国作家苏童、梁鸿、徐则臣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现场与法国作家
马库斯·马尔特、 玛丽·达里厄塞克、

圣地亚戈·阿米戈雷纳视频连线，探
讨各自对“文学的所见与未见”这一
主题的最新感悟。

文学的所见与未见， 对作家而
言是一个开放的话题， 苏童前不久
读完了马库斯·马尔特的《男孩》，认
为这是一部“冒犯传统”的作品，这
部获得 2016 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
的小说今年初刚推出中文版， 讲述
了一个从森林走出的男孩，历经 20

世纪初人类文明的种种动荡事件 ，

是一个关于学习和成长的故事，也
是关于战争之残酷性的寓言。 苏童
认为这是一部典型的打破文学传统
的作品， 打开了法国当代文学的可
能性。 联系到论坛主题，他也表示，

作家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并非是简单
的吸收和反射， 这里面还有建立中

介和重新命名的责任，“写作最大的
使命并非是呈现所见， 有野心的作
家想要建立一条隧道， 一头是已知
的所见，一头通向未见。 ”对此，马尔
特回应表示自己的写作依然是在继
承文学传统之上的探索， 毕竟过往
的创作几乎将故事写尽， 如今的作
家是在以自己的创作方式尝试往文
学“神坛”上继续添砖加瓦。

在介绍创作状态时， 马尔特展
示了自己的书房———窗外就是地中
海，他表示在创作时要避免分心去欣
赏风景，他形容自己的写作速度非常
慢，就像他养的宠物乌龟一样。 而在
此前中国作家网上关于本届论坛预
告中，苏童也透露自己正在进行创作
的长篇新作已经耗费了八年之久，需
要克服太多的新问题和困难，希望这
部出现在五十岁之后的新作可以给
自己和读者带来惊喜，并立下了明年
写完的“小目标”。

多年前徐则臣走访拉丁美洲参
加文学活动时，问当地作家如何看待
马尔克斯，得到的回应是马尔克斯不
仅写出了伟大的作品，更伟大之处在
于以文学的方式提升了西班牙语。徐
则臣借此表示，文学未见的部分远远
超出大家的想象，并且与文化土壤紧
密相关，“恰恰是由于众多的误读，才
导致一个作品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大，

而误读的根源就在于未见的不同作
家所处的文化语境。”也因此，他坚信
文学的差异性是交流沟通的根本魅
力。他同时透露自己正在创作的小说
集将聚焦于大运河边的小镇故事，并
引入一些国外的视角，这也是他近年
写作的趋势，激活中国文化同时引入
外来视角提供审视自我的可能。

同样在今年初推出中文版 《沉
默的囚徒》 的作家圣地亚戈·阿米戈
雷纳认为文学的所见与未见一样广
阔，《奥德赛》《伊利亚特》《红楼梦》等

经典已经浓缩了整个世界，但乔伊斯
又让奥德赛以一种新的方式获得重
生。因而阿米戈雷纳始终试图去寻找
新的词汇去确定自己的未来创作，

“我们试图在寻找一个词， 不是中文
词或者法文词，是一个我们永远找不
到的词，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都在
寻找。 ”

三位法国作家的作品，都在作家
梁鸿的近期阅读视野中，她认为文学
另一个层面的所见就是把未曾浮出
历史地表的事件抽取出来，重新建构
人、世界以及对世界的某种看法，“我
们总在试图寻找某种规律或一种解
释，但文学总是告诉我们还有另一种
解释或很多种解释，这是文学试图通
达未见之光辉，也是每个作家为之所
努力的。”玛丽·达里厄塞克对此表达
了认同，她提到中国的李白、杜甫的
诗歌，在那个时代就写尽了人类的悲
欢离合，她也遗憾于疫情当下自己难
以去另一个城市看望重病中的父亲，

种种现实在她看来是对作家内心的
一种考验， 终将转化为未来的写作，

“我们都经历了以前难以想象的折
磨，我们不仅承受了这种考验，作为
作家，我们也要把它写下来。 ”

在所见与未见之间，作家们感受
现实，感受共通的情绪，尤其面对疫
情，以不同的书写角度去观察人类文
明遭遇的挑战和调整， 正如铁凝所
说，所有的文学创造都来自于对人类
和世界的窥测和探索，参与着人类文
明的丰富和发展。而中法文学论坛这
样的深入交流形式，则让作家们看见
彼此，接纳更多元的观念，“一个拥有
独立思考宏大视野的作家、一个愿意
接纳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作家，更能创
作出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认同
的作品。 尤其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时
代，我们更需要沟通交流，相互尊重，

增进理解。 ”胡邦胜表示。

回眸百年历史 唱响春日颂歌
本报记者 何晶

第 37 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幕

1960年， 上海之春音乐节与上海国际

广播音乐节合并， 自此上海之春国际音乐

节拉开了帷幕。 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音

乐节，它是上海音乐舞蹈文化的标志。 六十

多年来，“上海之春” 始终热情弘扬中华民

族音乐舞蹈艺术，大力推动中外交流，努力

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第 37届上海

之春国际音乐节如约而至， 于今年 4月 28

日至 5月 10日举办。

本届音乐节将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办节理念， 以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

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为发展目标， 进一步

夯实上海“源头”“码头”建设，着力打造集

创作、交流、研讨和公共服务为一体，名家

新秀云集、经典佳作涌流的艺术交流平台，

推动城市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对标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任务要求，

本届音乐节围绕“建党 100周年”“长三角区

域联动”“全国乐团汇演”“大师纪念演出”

“名家及新秀”等主题推出 28台主体演出项

目，包括 26台音乐演出以及 2台舞蹈演出。

此外，还将举行 4项节中节、4项征集活动、5

项艺术教学成果展示项目等多项主题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 本届音乐节的主办单

位在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上海市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的基

础上，新增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举办时长

也由往届的三周压缩至两周， 旨在聚焦主

题，重点打造有亮点、有特色的项目。

聚焦百年历史，唱响时代赞歌

今年正值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的特殊历史时刻， 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

意义。 本届音乐节围绕“建党百年”重大主

题， 着重策划了开闭幕音乐会以及一系列

主题演出。

音乐节的开幕演出于 4 月 28 日晚在

上海大剧院举行。 演出集结上海音乐家协

会、 上海音乐学院以及上海大剧院艺术中

心旗下的上海歌剧院、 上海芭蕾舞团和上

海民族乐团， 联合海内外艺术家与海外顶

尖艺术机构， 通过现场演出和大屏幕云端

视频联袂合演、互相交融的方式，打造充满

红色基调、时代气息、经典氛围、国际元素、

全民共享、 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七小时

直播“主题音乐日”。

音乐节的闭幕演出将于 5 月 10 日晚

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 音乐会将以

“百年潮·中国梦”为主题，组织一场融红色

经典作品与近年新品佳作为一体的大型主

题音乐会，演出脉络与“四史”紧密结合，以

艺术语言诠释党的 100 年奋斗史与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深刻关

系。 闭幕演出中，还将特别邀请《唱支山歌

给党听》原唱、声乐艺术家才旦卓玛倾情献

演，1963年，正是她在“上海之春”舞台上首

次唱响这支经典曲目。

5月 4日，上海音乐学院及沪上各高校

师生代表将共同上演新时代版 《长征组

歌》，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的重要指示精神。

据悉， 音乐节期间还将举办十余场风

格迥异的音乐舞蹈演出，例如《“建党伟业”

上海交响乐团红色巡演》、两场《上海爱乐

乐团红色经典剧目展演季》、《〈中国经典管

弦乐作品〉 专场》《唱支山歌给党听———戏

曲音乐作品音乐会 》《华夏琴韵·百年征

程———解静娴中国钢琴作品音乐会》《筝乐

合鸣———古筝重奏音乐会》《日出东方红》

《宝塔山》等，通过交响乐、民族管弦乐、声

乐、器乐独奏、戏曲、舞蹈等艺术形式，隆重

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力推新人新作，致敬大师经典

青年作曲家、演奏家和青年编导、舞蹈

家群体的崛起，是“上海之春”品牌永葆青

春的源动力。 据统计，本届音乐节期间将首

发首演音乐舞蹈新作四十余部，“新人新作

展示项目” 占比首次接近 50%?第 36 届同

比数据为 42%，第 35届为 30%）。

扶持年轻艺术家方面，本届音乐节将邀

请 “英国 BBC卡迪夫世界歌唱家大赛金奖

得主”沈洋举办音乐会；推出国内外重大赛

事拔尖人才展示项目《上海音乐学院“登峰

人才计划”优秀学生专场音乐会》，顶尖民乐

新人展示项目《“艺青春”———上海音乐家协

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民族管弦

乐精品音乐会》， 迄今已举办第 6届的上海

舞协品牌活动《艺心向党———第六届上海舞

蹈新人新作展演》《上交室内乐———“对比的

色彩”》《薛颖佳与弦乐五重奏演绎贝多芬钢

琴协奏曲音乐会》等演出。 （下转第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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