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架起人类共同悲喜的桥梁

李琦

———从李娟《阿勒泰的角落》的法国译介说开去

说起中外文化交流， 文学译介无疑是

绕不开的内容， 而论及中国作家在全球范

围的译介之旅， 法国一定是绕不开的重要

一站。 特别要提到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

作为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桥头堡， 它对推

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起到了重要作用。 曾

在该出版社担任中国文学丛书的主编陈丰

表示：“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有时候被看

作是中国文学走向欧洲的窗口， 他们所选

的中国作家、 作品和文学质量都是得到认

可的。 所以当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出版了

一位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后， 英文版就会较

快跟上。 ”这家位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出

版社成立于 1986年， 创始人菲利普·毕基

埃是法国资深文学编辑。 最初，出版社主要

侧重日韩文学，自 2000 年起，开始将中国

当代文学列为翻译和出版重点， 陆续翻译

出版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以及曹文

轩，余华、王安忆、苏童、毕飞宇、迟子建等

一批中国作家作品， 逐渐成为欧美出版界

了解中国文学的风向标。

1979 年出生的李娟也是菲利普·毕基

埃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作家之一。 她出版于

2010 年的散文集《阿勒泰的角落》，描述了

她和母亲、 外婆在新疆阿勒泰同周围邻居

的日常生活及经历故事： 一针一线里的裁

缝铺生活，河边洗衣服的惬意时光，跟随羊

群南上北下的迁徙……现实生活中的物质

匮乏与贫瘠在她的笔下焕发出别样的温暖

与喜悦。2017年，《阿勒泰的角落》在法国翻

译出版。 译者 Stéphane Lévêque， 出生于

1967 年， 曾在波尔多三大学习中文，2002

年，他翻译了郁达夫的部分短篇小说，并以

《秋河》命名出版，由此开启了他对中国文

学的翻译之路。

影响一部作品外译的因素有很多，李

娟文字散发出来的纯粹自然的特质和吸

引力、 作品中描绘的新疆地区的异域色

彩，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部作品在法

国的译介。 李娟在国内文坛崭露头角之

时， 就受到了很多作家和批评家的赞美。

作家王安忆积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李娟。

在千里之外的法兰西，李娟的文字也收获

了相似的评价 。 译者 Brigitte Duzan 在

2015 年翻译了李娟《我的阿勒泰》中的一

则短篇《通往滴水泉的路》，评价李娟的文

字是“诗意的文字”。 在法国图书评论网站

Babelio 上，法国读者也对李娟质朴流畅的

文字喜爱有加。 不可否认，法国读者希望

通过阅读中国文学， 特别是非虚构类作

品，来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生活图景。李娟

在《阿勒泰的角落》中关于遥远的新疆生活

的描写，对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都是陌生

而新奇的，更毋庸说外国读者了。在 Babelio

评论区， 法国读者表示被李娟独特的带有

自传色彩的异国生活深深吸引， 得以让他

们走进另一个遥远而美丽的世界。 长期以

来，外媒对新疆的报道有失公允，在这种争

议下， 文学作品为世界打开了一扇认识中

国的窗户， 为展现真实的中国面貌起到了

推动作用。 正如作家铁凝指出：“在经济全

球化的今天， 文学作品的译介和交流对于

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起着

更为重要的作用。 ”

李娟用天然而纯真的笔调、自然不造

作的语言，刻画了地处边缘的新疆地区本

真的生活图景， 勾勒了一幅幅由远山、旷

野、荒漠组成的新疆组画。 几乎是在同一

时期，法国作家西尔万·泰松于 2011 年出

版《在西伯利亚森林中》，作品描绘了作家

在贝加尔湖畔一座西伯利亚小木屋里生

活了六个月的经历，获得当年散文类美第

奇文学奖， 此后作品被译成十种语言，还

被翻拍成同名电影。 2015 年，中译本由上

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因其流畅优美的语

言、独特简单的故事收获了国内读者的诸

多好评。 或许，在当前快节奏的生活之下，

对于自然的向往成为人们的共同愿景，无

论是“一箪食，一瓢饮”的简单纯朴，还是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惬意自然。

李娟和泰松都描绘了一个我们内心向往

的纯净世界、一种可望而不及的田园牧歌

式生活。 是文学，让远隔万里的不同民族

感受到人类的共同悲喜。

最后说回书名的翻译 ，《阿勒泰的角

落 》 的法文书名是 《Sous le ciel de l’

Alta?》，直译为《在阿勒泰的天空之下》。在

文学译介的过程中，一部译作的书名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这部作品在海外图书市场

的命运。 《阿勒泰的角落》的法文书名虽然

有所改动，却也保留了作家本身诗意的风

格特征。 但在文学译介中并非总是如此。

译者 Stéphane Lévêque 举过一个例子 ，他

在翻译马家辉《龙头凤尾》后，出版社坚持

使用 《Hong Kong Gang》（直译为 《香港

帮》）作为法文书名，对此他并不赞同 ，但

或许出版社有其自己的考量， 抓人眼球，

增加卖点，抑或其他。 文学译介本就是一

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牵扯到作者、译者、

读者、出版社等多个主体。 文化的差异也

造成中国文学海外译介之路并非一帆风

顺。 作家贾平凹对此抱有乐观态度：“随着

世界各国的交流， 尤其对中国的社会、文

化了解，这种情况逐渐就可以消除了。 ”我

们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文学意义上的地理概念是否存在？

游雨频

———葡萄牙作家安图内斯《远航船》读后

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在葡语文学

界是一个重要的名字， 被称为 “葡萄牙

最伟大的在世作家”， 还与若泽·萨拉马

戈并称为 “葡语文坛双子星”。 他还被乔

治·斯坦纳奉为 “康拉德和福克纳的接班

人”， 其独一无二的写作手法， 尤其是作

品中对意识流、 超现实意象和跨时空叙

事等后现代主义技巧近乎魔幻般的运用，

有时会为不熟悉其语言和风格的读者造

成不小的阅读障碍， 也为其作品在非葡

语国家的译介和传播带来一定的挑战。

有趣的是， 安图内斯对其本人 “在欧

洲文明边缘” 用葡语写作的局限却不以为

意。 在他看来， 文学意义上的地理概念并

不存在， 因为凭借文字的魔力， 作者能够

轻易突破时空的界限， 任意更改历史的记

忆， 甚至通过对时空的刻意 “错置”， 去

完成对历史的有意 “解构”， 最终建构出

一种新的虚拟的真实， 并借此繁衍出意义

的无限可能。 作为安图内斯长篇小说代表

作的 《远航船》， 正是这样一部杂糅了历

史与现实， 充斥着想象与意象， 同时扭曲

了时空， 让书中人物和读者常常困惑于

“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 的杰作。

在该书中， 故事情节的发展没有明确

的方向， 作为事件标记的时间模棱两可。

时间有时向前， 有时往后， 让人分不清究

竟是 “地理大发现” 时代的航海英雄们穿

越到了现代， 还是沉溺于往昔荣光的今人

回到了过去。 这种时空的倒置与书中人物

视角的任意转换， 配合上安图内斯用情境

替代情节的惯用叙事方式， 与该书独特的

结构无疑相得益彰。 全书十八个章节粗看

之下仿佛独立成章， 由七位 （组） 人物的

多视角叙事构成， 然而细看之下读者便会

发现， 在看似松散的人物关系和叙事层面

之下， 安图内斯正尝试用 “反英雄” 的手

法去反思、 解构和重写葡萄牙航海史的辉

煌与没落， 用 “反史诗” 的立意去写出卡

蒙斯在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 中 “忘了写

或者没有时间写的东西”。

在书的开头 ， 承载了卢济塔尼亚荣

光的 “远航船” 在特茹河的河泥里静待

葡萄牙殖民者的归来， 从安哥拉归国的

卡蒙斯正携带父亲的棺木在里斯本的码

头徘徊， 无助的他竭力说服边防军的卫

士相信棺材里装的是尸体而不是美国香

烟。 接下来读者会遇见 “发现 ” 了巴西

的卡布拉尔， 此刻的他正栖身里斯本陋

巷中的印度使徒旅馆， 并且迫于生计而

不得不让妻子沦落风尘 、 任人欺辱 。 下

一位出场的大人物是伟大的远东传教士

沙勿略 ， 然而书中的他先是用自己年少

美貌的白人妻子换了一张去里斯本的机

票， 后来又拉起了前妻的皮条 。 读者还

会目睹了不起的大航海家达·伽马穿着睡

衣， 和 “幸运儿” 堂曼努埃尔国王陛下

一起， 在亲历大航海时代的辉煌后 ， 被

丢进了现代里斯本的精神病院 。 在书的

终篇， “我们” 则和卡蒙斯 “互相依靠

着”， 面对空空如也的大海， 等待着传说

中塞巴斯蒂昂的归来。

在看似模糊实则真切的时空交融中，

葡萄牙航海史上最声名显赫的英雄人物

纷纷卸下昔日的荣光， 从原本熟悉的时

代 “归航” 到自己全然陌生的年代 。 作

为 “被驱赶回国” 的失败者 ， 他们得以

保留的仅有往昔的英名 ， 而此刻面对

“已然陌生的故国”， 无论是葡萄牙历史

上最伟大的诗人、 最伟大的航海家还是

最伟大的国王， 归来后的他们都已经无

处安魂。 就这样， 在安图内斯笔下 ， 葡

萄牙 15 世纪 “远航” 的无上荣光， 在康

乃馨革命去殖民化后已经彻底湮灭于 20

世纪里斯本的陋巷， 正如曾经寄托了帝

国复兴希望的塞巴斯蒂昂———那个 “无

能蠢货”， 已经因为从王尔德那里偷了一

点大麻而命丧摩洛哥的街头。

正是通过对历史的戏仿和对英雄的

戏谑， 安图内斯完成了对葡萄牙殖民史

和航海观的重塑。 这种重塑之所以可能，

不仅基于安图内斯作为葡语作家对葡萄

牙历史发展和民族特征的深刻理解 ， 也

基于他对康乃馨革命等标志性事件在葡

萄牙去殖民化进程中重大意义的敏感体

察。 事实上， 熟悉葡萄牙文学的读者如

果细心品读将会发现 ， 包裹在安图内斯

字 里 行 间 的 ， 仍 然 是 “ 萨 乌 达 德 ”

(saudade) 这一葡萄牙民族永恒的精神内

核。 书名 “远航船 ” 本身就是这一精神

的承载： 在出航与归航的过程中 ， 昔日

的海上英雄对昔日荣光充满痛苦与悲伤

的思念， 对自身的归属感的焦虑 ， 在过

去与现在的交错间 ， 在记忆与经历的交

汇处， 在连接欧陆的火车轰鸣声中 ， 彷

徨在海洋与大陆之间， 希望能有所依归，

实际上却无家可归 ， 正如全书最后所预

示的， 塞巴斯蒂昂的白马再也不会嘶鸣。

正如有评论家所言 ， 对不熟悉安图

内斯、 不熟悉葡萄牙历史文化的读者而

言， 阅读安图内斯需要耐心， 需要信仰，

也需要一点点帮忙 ， 但是过程与收获绝

对会给认真的读者带来葡萄牙文学最迷

人的馈赠。 安图内斯本人曾说 ， 一本好

书带来的是一把钥匙 ， 而 《远航船 》 中

译本则为中国读者提供了打开安图内斯

“最具野心、 最具葡萄牙特色” 的杰作的

一把钥匙。

李娟和泰松都描绘了一个我们

内心向往的纯净世界、一种可望而不

及的田园牧歌式生活。 是文学，让远

隔万里的不同民族感受到人类的共

同悲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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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图内斯看来，文学意义上的

地理概念并不存在，因为凭借文字的

魔力 ， 作者能够轻易突破时空的界

限 ，去完成对历史的 “解构 ”，最终建

构出一种新的虚拟的真实，并借此繁

衍出意义的无限可能。

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