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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明年是爱尔兰国宝级作

家詹姆斯·乔伊斯的传世巨著《尤利西

斯》出版一百周年。 乔伊斯曾经说过：

“我在《尤利西斯》里藏的谜，够学者忙

活一百年。”如今，一百年快过去了，学

者们仍然在面红耳赤地争论 《尤利西

斯》中的谜题，在所有的文学类学术论

文中，关于《尤利西斯》的论文数量仅

次于莎士比亚作品。 “天书”《尤利西

斯》 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

代的读者。

二十八年前，译林出版社邀请萧

乾和文洁若夫妇完成了世界上第一

个《尤利西斯》中文全译本，成为第一

家全本译介《尤利西斯》的出版社。 近

期，译林社推出了《尤利西斯》百年纪

念版，成为爱尔兰驻华总领馆的指定

版本 ，配合一系列文化活动 ，以纪念

这一盛事。 而在日前于上海之巅朵云

书院·旗舰店举办的，题为“一本世界

上最难读的小说是如何改变世界的”

读书活动中 ，作家孙甘露 ，乔伊斯研

究专家 、翻译家戴从容 ，爱尔兰研究

专家包慧怡老师， 本次活动主持人、

作家云也退四人畅谈乔伊斯与爱尔

兰的文化魅力。

1991 年 ，译林社知难而进 ，决定

译介这部“天书”。 时任译林社社长的

李景端先生曾找过王佐良等英语界一

大批专家，都遭谢绝。叶君健还风趣地
说 ：“中国只有钱钟书能译 《尤利西

斯》，因为汉字不够用，钱先生能边译

边造词。 ” 等李景端去钱家登门请译

的时候，钱钟书说：“八十衰翁，再来自

寻烦恼讨苦吃， 那就仿佛别开生面的

自杀了。”后得知萧乾早年就在英国研

究过意识流文学， 夫人文洁若毕业于

清华大学英文系，既懂英文又懂日文，

他便多次上门游说。 当时萧乾已过耄

耋之年，比钱钟书还大两岁，起初并未

答应， 对于翻译事业感情极深的文洁

若却被李老打动， 应下这项艰巨的任

务，先只要求萧乾帮助校订，借此把他
“拖下水”。 实际上一上手，出于对翻译的责任感，萧乾

很快地就成了积极的合译者， 并在四年后翻译完毕出

版，成就了世界上第一个《尤利西斯》中文全译本。

本次译林社出版的百年纪念版《尤利西斯》分为通

行版和珍藏版两种，均收录现代主义大师亨利·马蒂斯

为《尤利西斯》所绘制的二十多幅经典插画，附赠手绘

都柏林漫游图和精美的藏书票， 并结合纸质阅读和线

上阅读，提供全新的新媒体阅读体验。纸书收录了包括

译序在内的多篇序言、人物表和《尤利西斯》与《奥德

赛》的对比，线上资料库提供了荣格、茨威格和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金雯的三篇导读，《尤利西斯》 家谱， 以及

《尤利西斯》地点场景实拍图和说明。 同时赠送著名乔

伊斯研究专家戴从容解读 《尤利西斯》 的精彩课程一

套。考虑阅读的流畅性与版面的舒适性，百年纪念版沿

用了萧乾、文洁若译本的章后注，为弥补章后注查阅不

便的问题，线上资料库同时提供了全文的注释，用手机

扫码，即可查阅全文注释。

通行版和珍藏版均由书籍装帧设计师朱赢椿担

纲，结合了乔伊斯“圣俗合一”、古典与现代并存对冲的

艺术格局，其中通行版为纸面精装，珍藏版为烫金皮面

函套装，书口刷金，激光雕刻乔伊斯签名，附送爱尔兰

国宝、乔伊斯灵感来源《凯尔斯经》黄铜书签一枚，以及

黑胶 CD 一张。 CD 收录了十二首与乔伊斯及其作品相

关的爱尔兰民谣作品， 配发的歌本详细介绍了这十二

首歌曲的歌词、创作背景，以及与乔伊斯及其作品的关

联。百年珍藏纪念版特装版 7 月在摩点众筹平台预售，

销售额突破六十万，备受关注，在文学出版众筹板块名

列前茅。可以说，百年珍藏纪念版是一个乔伊斯的文化

集合，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展现乔伊斯的艺术魅力，带领

读者走进乔伊斯和爱尔兰令人着迷的艺术世界。

近年来，译林社着力进行经典文学书再造，结合时

代的阅读需求与审美情趣，深挖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

出版了以 《尤利西斯》《神曲》“加缪文集”“陀思妥耶夫

斯基精选集” “海明威精选集”“毛姆精选集”为代表的

一批经典文学新版本，由国内顶尖的设计师担纲装帧，

呈现出充满时代气息的新面貌， 收获了较为出色的口

碑和不错的市场反响。

本报记者 傅小平

本报讯 一部名著，四季春秋，几多宿命，全

本红楼，诉尽贾家兴衰，写尽你我百态……上海

话剧艺术中心·人文之光演出季剧目、 根据经典

名著改编的话剧《红楼梦》近日上演。全本演出由

上部“春夏·风月繁华”和下部“秋冬·食尽鸟归”

组成，真与假、兴与衰、梦境与现实交织。 话剧打

破了原著的时间线，基于人物关系，人与家族、政

治、社会的关系，梦境、虚幻、镜像与真实，过去、

现在与未来的对话等，以人和命运之间的抗争与

关联来重新架构这部戏，呈现《红楼梦》中经典的

人和事，营造出一个诗化且又真实的世界。 在极

盛、繁华、富贵、涌动中，对《红楼梦》做出全新的

解读和表述。 本报记者 何晶
主办方供图

话剧《红楼梦》沪上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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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多

元发展、严肃文学与类型文学的交叉

影响、网文写作的多样化现实化等现

象背后的多股推动力量中，总是能够

看见创意写作的身影以及来自上海

高校发出的声音。创意写作中国本土

化发展十余年来，从高校学科建设发

展开始，不断完善着从本科到博士后

乃至反哺初高中作文的全教育体系，

同时《中国创意写作研究》杂志的创

刊、连续六年华文创意写作大会的举

办，都是创意写作深耕本土化的重要

标志。一种文学概念及文学精神的传

播发展，也同样离不开文学奖的鼓励

推动。

近日，“何建明中国创意写作奖”

宣布在上海正式设立，成为继北大培

元杯、华东师大“未来文学家”大奖之

后又一个令文坛瞩目的创意写作类

文学奖，也是国内首个以“中国创意

写作”命名的正式奖项。 “何建明中国

创意写作奖” 由中国作协副主席、作

家何建明捐资设立， 落户上海大学，

由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中心担任

执行机构，下设“作品创作奖”“新锐

作家奖”“创意写作理论奖”“创意写

作教学贡献奖”，每届奖金 30 万元。

在上海何建明文学研究院召开

的发布会上，何建明表示创意写作固

然有一个学科概念上的定义，但同时

也可以有一个更广义的解释，“中国

的文学写作，其实在这些年中有很大

变化，包括了文体的变化，这在小说、

诗歌和纪实类创作中都有变化，其实

当代作家在面临新的阅读形式和新

媒体的挑战，他们一直在调整自己的

写作形态。 这种变化和文体的多样

化、新发展，归根起来就是作家们都

在探索新的创作方法，都是在进行创

意性的写作。 ”他特别提到近年来关

注到的像作家张炜、刘醒龙等人的创

作变化，前者的儿童文学书写、后者

对武汉本土的多样化书写，都可以看

作是当代成熟作家在跨文体、跨界方

面的探索创新，因而，此次该奖的设

立初衷既可以看作是立足文坛现状，

面向成熟作家的创新精神，也并重对

年轻文学新人的鼓励以及教学者的

贡献。 上海大学创意写作学科教授、

儿童文学作家谭旭东在现场回应认

为，类似成熟作家介入儿童文学书写

这样的跨界尝试应该被更多鼓励。上

海市网络作家协会会长血红则提及

创意写作近年与网络文学发展的有

效互动，尤其是在上海为网文写好现

实题材写作提供了很多启发和指引。

许多作家近年自觉自发的跨界

尝试，并不以创意写作自居，但在何

建明看来这正是一种应被鼓励和重

视的写作现象，他以自己去年书写的

上海抗疫题材作品《第一时间》和《上

海表情》为例，讲述了自己如何调用

创意写作的技巧和理念进行不同于

以往的非虚构写作。 记者也获悉，出

于对《上海表情》一书在题材和书写

创意上的关注，此书日文版于今年 8

月刚刚出版，俄文版等译本也已在出

版过程之中。

上海大学创意写作学科教授葛

红兵见证了何建明对上海文学发展

以及创意写作发展多年来关心并参

与推动的过程，他在现场也表示自己

见证了创意写作从早期在国内只有

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少数高校有学

科创生到如今 500 余所高校建立起

了创意写作学科，并且不同程度参与

创意写作课程的本科学生数量已破

万，“这些成绩都将成为今后文化发

展和文化创意产业的真正基石”。

即便如此 ， 创意写作依然还是

一个 “墙内开花 ”的状态 ，外界往往

将创意写作理解为新锐写作 ， 甚至

不少社会机构借着创意写作的旗号

进行着传统写作教学 。 回看创意写

作在英语文学界的发展 ， 记者了解

到， 它面向的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

涌现出的文学新人， 但新人在这里

并非是一个年龄概念 ， 一位从事严

肃写作的成熟作家尝试跨入类型文

学写作、 一个年龄已届中年的文学

爱好者初入写作之路 、 一群彼此独

立的编剧第一次联合为一部戏剧写

作剧本， 这些都可以算是 “文学新

人”，从早期的斯坦福大学课堂到爱

荷华大学的作家工坊， 借助创意写

作教学的理念和方法 ， 这些写作者

彼此打破自己的界限和经验 ， 进行

着更多的跨界尝试。从这个角度说，

“何建明中国创意写作奖”的设立体

现了创意写作源初对包容性 、 开放

性、创新性文学精神的鼓励，更为外

界理解创意写作提供了新的渠道。

发布会举办当日 ， 组委会负责

人许道军、 张永禄代表主办方宣读

了首届“何建明中国创意写作奖”评

奖章程并介绍了该奖征稿评奖相关

事宜， 提名作品均由提名委员会提

名推荐，同时，接受专家推荐和作家

本人自荐，预计今年 12 月在广东举

办的第七届华文创意写作大会上举

办颁奖仪式。 何建明期待该奖项的

设立，能让当代的写作者，越来越注

意创意写作，“也希望更多的作家和

年轻作家们加入创意写作行列 ，让

中国的文学呈现更精彩的现象 ，向

时代和世界奉献更多更好的中国创

意写作作品。 ”

从文学概念到文学精神，
创意写作正介入更深层文化发展

本报记者 郑周明

“何建明中国创意写作奖”在上海设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