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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我相信文学可以更好
地认识世界、了解历史，我们需要通

过儿童文学的创作缩短世界儿童之

间的距离，从而使世界变得更加宜居

和谐。”7月6日晚，于线上举行的童年

无国界视频对话会——中巴儿童文

学云交流活动中，圣保罗州文学院院

长若泽 · 雷纳托 · 纳里尼说。这段真

挚的话语，也彰显了与会双方作家的

心声。通过越洋连线，来自两国的五

位重磅儿童文学作家：毛里西奥 ·德 ·

苏萨、加布里埃尔 · 查利塔、伊兰 · 布

雷曼、秦文君以及殷健灵交流了彼此

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感受，讲述作品

中的精彩故事，探讨儿童文学对促进

中巴关系发展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意义。

圣保罗于百年前开启了巴西现代

文学运动，孕育了多位巴西文坛泰斗；

上海作为中国文学重镇，汇聚中国最优

秀的现代文学作家群体，具有深厚的文

学底蕴与基因。这次对话也为两城结

好34年以来的友好交往史，翻开了新

的重要一页。在致辞中，中国驻圣保罗

总领事陈佩洁表示，面对当今纷繁复杂

的世界，怎样引导孩子们健康成长，让

真善美扎根心中，同时使孩子们理解跨

越国家民族的团结合作的力量、文明互

鉴的意义、友好和睦的价值，儿童文学

的作用不可忽视，且任重道远。

从事创作40年来，秦文君一直见

证和参与着中国儿童文学的成长和

发展。在她看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发

展分为话语时代、探索时代、童趣时

代和多元时代。“对我们来说，目前最

大的挑战是要对抗商业的侵蚀，以及

应对儿童的变化。”她认为，网络时代

中，作家更应该为孩子拿出最宝贵的

精神食粮。“这一代的孩子受到网络

和流行文化的影响，更需要作家唤起

他们对阅读的热爱，用文学给予他们

心灵的慰藉、支撑和信念。”秦文君

说，“一个人的成长没那么容易，需要

精神和审美的关切。作家现在需要

做的就是安心下来，抗拒一些东西，

努力写出人应该具有的品格：善意、

美、对世界的信任和热爱，并把这些

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孩子。”

作为巴西青少年文学领军人物，

苏萨也是巴西最受欢迎的连环漫画

《莫妮卡和小伙伴们》的作者，在巴西

几乎家喻户晓。这一系列被译成40种

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印发总量超过

10亿册。在交流中，苏萨介绍了自己

最新出版的一本书《我是里约》，作品

讲述了一只鸟历经重重危险，从一片

大陆去往另一片大陆的故事，具有深

刻的环境保护意识。他介绍，在巴西，

成千上万的巴西儿童通过儿童文学作

家创作的漫画人物来识字和学会拼

写，因此作家需要创造有趣、吸引人的

故事，不断寻找孩子喜欢的主题。“用

充满惊喜的信息和有趣的故事来吸引

儿童注意，为儿童带去欢乐、带去教

育，让他们更信任我们的未来，这是我

们工作的一个核心。”

已经出版超过80本作品的布雷曼

也是许多中国小读者熟悉的作家，其作

品《爸爸，公主也会放屁吗？》等深受孩

子们的喜爱。与秦文君的想法类似，他

认为儿童文学作家要给孩子提供必要

的滋养和教育。“我们用什么来滋养我

们的孩子呢？就是通过故事。故事对

孩子们来说是来到这个世界的母乳，也

是他们童年的家，孩子需要在儿童文学

中找到‘牛奶’，找到精神的滋养。”

上海市作协专职副主席王伟表

示，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本就

是一片因为中外文化的交流而在近

代以来迅猛发展起来的热土，因此深

感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意义。“在这

种绵延百余年的交流中，文学始终是

一种主要的形式。上海，正是受益于

与世界各地广泛进行文学的交流互

鉴，得以成为中国的文学重镇，并拥

有了颇具代表性的作家群体。”他表

示，上海市作协始终致力于拓展与世

界交流的渠道，创造与各国作家互鉴

的机会，也期待有更多的两地作家及

其作品，能够通过双方交流，进入两

地文学界和文学爱好者的视野。

本次活动由中国驻圣保罗总

领馆、上海市作协、圣保罗州文学

院、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联合

举办。

本报记者 张滢莹

中巴儿童文学云交流活动开展

在“无国界”的童年，将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孩子

本报杭州讯 7月3日，由单向空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每个

人心中都有一只玄鸟——张柠《玄鸟

传》新书分享会”在单向空间 ·杭州乐堤

港店举办。作家张柠携长篇小说新作

《玄鸟传》参加活动，就《玄鸟传》进行深

度解读，探求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和社

会史。

《玄鸟传》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小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详细地描述

了主人公孙鲁西的求学经历，全方面揭

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在那个急

速发展的时代中，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精

神空间却被日益压缩，小说以现实经验

和自由想象的交织，展示了主人公在挫

折之中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作家黄咏梅

认为，孙鲁西与现实格格不入，没有办法

在世俗生活里面获得认同感，但他的内

心比物质社会的一代人更深扎于精神的

内核里。孙鲁西在世俗的眼光里就是一

个游荡、无所事事、一事无成的人，但他

始终坚持着自己精神的追求，认准了一

个目标去做，并且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

故此，黄咏梅认为孙鲁西与俗语中的“废

柴”形象是不同的。

《玄鸟传》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

知识分子形象的塑

造，主人公孙鲁西是

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

知识分子。许多知识

分子题材的作品，往

往侧重描写其负面形

象，但《玄鸟传》中的

孙鲁西则因现实生活

层面的格格不入、精

神向度的理想主义追

求，在中国当代文学

史上呈现了知识分子

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与

延展性。

关于现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的负面形象，张柠

认为有其道理。但生活中有肯定和否定两种态度，

对知识分子的描写不应全是否定，他想展现一种追

求精神、思考严肃问题的形象。《玄鸟传》中的副文

本“玄鸟录”就涵盖了许多问题的思考，也展现出了

主人公精神生活的演变历程。

在黄咏梅的解读里，主人公的日常生活叙事是

让他产生精神成长的土壤，而书中展现思考的补录

与叙事部分是相辅相成的。“孙鲁西是随着这个时

代——他的年龄、他的境遇——一步一步成长的，他

的精神史的成长，其实是能找到脉络的，是可以相互

对应、关照的。”小说中生活遭遇的细节让人印象深

刻，但这样的对照又高于一般的日常生活书写，达到

了更高的思想境界。 本报记者 郑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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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刚刚提到了“直面文本”这个
词，从阅读经验来看，宇文教授似乎都是
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些具有普
遍意义的命题，这是一种类似于“举隅法
（synecdoche）”的阅读方法。宇文教授
曾把它比喻为“一个发动着隐匿力量要求
读者去理解的谜语”。这种阅读认知方式
在《只是一首歌》中是否也有体现？这种
研究方法对词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有何
启发和意义？

赵惠俊：《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文本内
部精细探析之路径的优秀案例，你所说的

这个认知方式在《只是一首歌》里面还是

挺明显的。所谓“举隅法”“一个发动着隐

匿力量要求读者去理解的谜语”在他的词

作分析里体现得还是很明显的。对于苏

轼欧阳修之外生平模糊的北宋词人，无论

是柳永、晏幾道还是晏殊，我们都不能完

整还原他们的真实形象。既然传统的中

国学者可以通过知人论事的方式“猜”这

个词人原本的形象，那宇文教授也可以通

过他的“举隅法”还原词人的面貌。“举隅

法”对于突破我们固有的思维局限还是很

有必要的，毕竟词作的题材是很狭深的，

而词情又是比较深细的。狭窄的词题和

深细的词情之间存在文本阐释的空间。

通过“举隅法”，我们也能够突破词这一种

文体，自由地“勾连”词和明清时期的曲甚

至小说。宇文所安教授正是如此，通过

“举隅法”去理解各种各样的“谜语”，心平

气和地去完成沟通文体的研究。

记者：宇文教授的许多著作如《追忆》
《迷楼》《他山的石头记》等都有意使用了
一种散文般的文体，这种文体无疑与点缀
着大量注脚的“论文”大异其趣。

赵惠俊：宇文所安的路径其实还是
比较靠近英美诗歌的鉴赏。如果拿中国

学者对比的话，和宇文教授比较像的应

该是叶嘉莹。鉴赏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

式，也是学术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这种“散文”文体其实代表了一种不同的

学术方法和思维模式。而每一种学术方

法和思维方式都会有各自固有的长处和

短处，这种散文的文体，能让我们更享受

地理解一个文本，能让更多读者从中找

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但如果说我们要

去批评一件事或者建构一些理论体系的

话，还是需要严谨一点。宇文所安教授

论文集中的许多学术成果当然是你所说

的“点缀着大量注脚的‘论文’”，比如

他关于唐代手抄本的研究，唐代小集的

研究以及柳永的研究等等。他2021年底

出版的，研究宋代文化的著作《allmine》

也是按照严谨学术论文的方式来处理

的。所以其实我们没必要纠结于特定文

体的得失，而要关注宇文所安研究时的

选择对象以及处理方法。

记者：您曾将《只是一首歌》中的观点
与研究方法形容为“充满颠覆力量”的，而
从古代文学到现当代文学，我们的文学研
究领域好像都体验着海外汉学这股不容
忽视的力量。宇文所安教授在《初唐诗》
中译本序言里也表示，正因为自己远离中
国学术传统，才获得了不同的角度和自
由。站在今天，我们需要怎么看待以宇文
教授为代表的这些“他山的石头们”？

赵惠俊：我们需要具有不卑不亢的态
度。海外汉学界能给我们提供许多新的

思考方向。说到底，学术研究就是要拓展

人类认知的一种边界。作为古代文学的

研究者而言，我们要面临两个层面的问

题，一是如何更好地继承我们的传统文

化，二是如何帮助当代人更全面地认识古

人留下来的表达。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

们首先要在自己的学术传统基础上立足

脚跟，我们自己的学术传统当然是不能丢

的。但在如何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古人留

下来的表达这一个层面上，我们需要不断

更新观念，不断去想一些新办法考察这些

已经被一代代人反复研究论说过很多遍

的文学作品。在传承好传统文化的同

时，我们也要给出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

新的理解和认识。而这种新的理解和认

识的获得来源，我觉得就是学者的现代

关怀意识。古代文学研究并不是埋在故

纸堆里的工作，它有一个最终的目的，那

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在今天生活。而海

外汉学家因为不存在“影响的焦虑”，也

更少受限于我们的学术传统，所以往往

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视点和向度。借

助他们提供的这些新方法新观念，完全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关怀我们的过去与

现在。当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

我们自己的，所以除了充分借鉴，也得坚

持扎根在传统研究之上，主动拥抱并享

受“影响的焦虑”，只有这样的本位立场

与兼容并蓄，才能有效说出并说好我们

自己曾经的故事，在学术研究层面真正

实现面向海外汉学的自信。

本报高邮讯 7月11日，由江苏省作

协和高邮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第七届

汪曾祺文学奖在江苏省高邮市揭晓。

汪曾祺文学奖旨在继承和发扬

汪曾祺的文学遗产，致力于短篇小

说、散文的文体探索，通过奖励思想

性、艺术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进一

步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繁荣发展。本

届汪曾祺文学奖，冯骥才《木佛》、笛

安《我认识过一个比我善良的人》、房

伟《小陶然》、哲贵《仙境》、汤成难《寻

找张三》等五部作品获短篇小说奖，

丁帆的《饿乡记食》、刘琼《带回兰花

草》、王尧《我坐在码头上，木船向东

向西》、刘大先《故乡即异邦》、刘亮程

《月亮在叫》等五部作品获散文奖。

本届汪曾祺文学奖全面梳理了

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

间短篇小说、散文创作。中国作协副主

席吴义勤指出，本届汪曾祺文学奖入围

的作品代表了2019、2020这两年国内

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汪曾祺文学

奖的设立和举办，对江苏短篇小说、散

文繁荣发展和文学事业发展特别是对

高邮作家的成长具有非常大的促进作

用。他建议，汪曾祺文学奖可以进一步

增设本土作家奖项，以利于推动高邮本

土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江苏省作协

党组书记汪兴国表示，打造汪曾祺文学

品牌，继承发扬汪曾祺的文学遗产，不

仅能吸引更多的中国当代作家关注高

邮的文化建设，挖掘地方文化内涵，延

续和拓展地方文脉，也对进一步弘扬汪

曾祺文学精神，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繁

荣发展，构筑文学精品创作高地具有重

要的作用。 本报记者 何晶

第七届汪曾祺文学奖高邮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