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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地址：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一楼大厅右侧

租售·转让·声明
●转让合作小学18884176613
●成都锦江晶品口腔诊所有限
责任公司发票章 （编号 ：5101
040384533）遗失，声明作废。
●陈文韬2021.5.25缴纳郫县万达
25-1132号房装修保证金管理费
收据（0038973/0038972装修保
证2000元）遗失作废。

成都市兴东置业有限公司
商业招租公告

现有我公司位于成都市锦
江区锦江大道368号3栋1楼59、
65、66、67、2楼42号（部分）商铺
1903.81平方米的商业物业进行
公开招商，本次招商业态为全业
态，详询成都市兴东置业有限公
司资产管理部 ， 电 话 ：028-
87776969。

新华社瑞士苏黎世10
月6日电（记者 陈俊侠 姜
雪兰）当地时间2021年10月
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瑞士
苏黎世举行会晤。双方就中
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与
地区问题全面、坦诚、深入交
换意见。会晤是建设性的，有
益于增进相互了解。双方同
意采取行动，落实9月10日
两国元首通话精神，加强战
略沟通，妥善管控分歧，避免
冲突对抗，寻求互利共赢，共
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
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杨洁篪指出，中美能否
处理好彼此关系，事关两国
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攸关
世界前途命运。中美合作，两
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中美对
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受严
重损害。美方应深刻认识两

国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正
确认识中方内外政策和战略
意图。中方反对以“竞争”来
定义中美关系。

杨洁篪表示，中方重视
拜登总统近期关于中美关系
的积极表态，注意到美方表
示无意遏制中国发展，不搞

“新冷战”，希望美方采取理
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同中方
一道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走中美相互尊重、和
平共处、合作共赢之路。

杨洁篪阐述了中方在涉
台、涉港、涉疆、涉藏、涉海、
人权等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要求美方切实尊重中方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停止利用上
述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美方表示坚持一个中国
政策。

双方还就气候变化和共同
关心的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双方同意就重要问题保
持经常性对话和沟通。

基于试点项目数据，世
界卫生组织6日推荐在撒哈
拉以南非洲及其他疟疾传播
中高风险地区为儿童接种世
界首款疟疾疫苗。这是迄今
唯一已获证明可显著减少儿
童罹患疟疾几率的疫苗。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在声明中说：“这是一个历史
性时刻。期待已久的儿童疟
疾疫苗在科学、儿童卫生和
疟疾控制方面均有突破。在
现有预防疟疾手段基础上使
用这种疫苗，每年可以挽救
数以万计年轻生命。”

这款名为“RTS,S”的疫
苗由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
1987年开始研发，针对恶性
疟原虫，即最致命、同时也是
非洲最流行的疟原虫。按照
世卫组织说法，这款疫苗
2019年起在加纳、肯尼亚和
马拉维面向5月龄及以上儿
童试点推广，迄今逾80万名
儿童接种超过 230 万剂，疟
疾重症发生率降低30%。

世卫组织认为这款疫苗
安全性强，副作用罕见（接种
者或出现发烧、抽搐），建议

疟疾传播中高风险地区满5
月龄儿童接种 4 剂疟疾疫
苗。据路透社报道，这款疫苗
在多个方面仍有改进余地，
比如重症预防效果不算太
好，需要多次接种，且接种数
月后效力减退。即便如此，面
对非洲疟疾发病状况，这款
疫苗仍能发挥较大作用。

世卫组织下一阶段工作
重点将解决筹资问题，以便
为世界部分最贫穷国家生产
和分配疫苗。世卫组织全球
疟疾项目主任佩德罗·阿隆
索说，一旦筹资问题得以解
决，“我们将着手扩大生产规
模，就疫苗在哪里最有用以
及如何部署作出决定”。

据路透社报道，葛兰素
史克公司承诺 2028 年前每
年生产1500万剂疟疾疫苗，
利润控制在5%以下。

世卫组织今年牵头的
一项全球市场研究预计，
如果向疟疾传播中高风险
地区部署疫苗，2030 年前
每年需求量在 5000 万剂至
1.1亿剂之间。

据新华社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官员
6日说，俄罗斯常驻北约代表
团8名成员是“情报人员”，北
约已撤销这8人的常驻资格，
并再次削减俄代表团人员编
制，从20人减至10人。俄罗斯
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格
鲁什科同日回应说，这是北
约散布所谓“俄罗斯威胁”的
又一举动。

北约一名不公开姓名的
官员告诉多家媒体，北约已
撤销俄罗斯常驻北约代表团
8名成员的资格，“他们是不
为人知的俄情报人员”；同时
北约“已将俄罗斯联邦可派
驻北约的职位减至10个”。这
名官员称：“北约对俄罗斯政
策不变。我们已对俄方挑衅
行为加强了威慑和防御，同
时仍愿开展有意义的对话。”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了
解，上述决定经由北约成员国
一致同意，将于本月底生效，届
时上述8名俄方人员将“离职”，
他们的职位和俄代表团另两个
目前空缺的职位将被取消。

北约由美国主导，总部
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北约2015年对俄罗斯常驻北
约代表团人数设定30人上
限。2018年，北约撤销俄常驻
北约代表团7名成员的资格，
拒绝3名俄外交人员常驻北
约的申请，将俄代表团编制
从30人减至20人。北约称此

举是对谢尔盖·斯克里帕尔
“中毒”事件的回应。

前俄英双面间谍斯克里
帕尔和女儿2018年3月在英
国索尔兹伯里市街头昏迷。
英美声称这对父女遭俄方

“下毒”。俄方指责英方“自导
自演”、构陷俄方。

就北约再次驱逐俄外交
人员，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
科6日接受俄《生意人报》采
访时说：“昨天，北约领导人
谈到缓和与俄罗斯关系的重
要性，宣称赞同恢复俄罗
斯-北约委员会机制下的对
话……如果有人（昨天）信了
那些话，今天就没人信了。”

格鲁什科说：“他们（北
约）惊心动魄地结束了驻阿富
汗的行动之后，怎么可能不散
布一波‘俄罗斯威胁’呢？”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
下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
列昂尼德·斯卢茨基6日告诉
塔斯社：“所有关于所谓（俄
外交人员）恶意活动的指责
都无根据，不会找到证据。”

斯卢茨基说，“整个西方
继续奉行在外交上与俄罗斯
对峙的政策，取消俄罗斯联
邦常驻北约代表团8名成员
的资格将进一步降低合作水
平”，完全无助于建立对话；
他相信俄外交部将拿出“充
分的回应措施，未必会（与对
方方式）相同”。 据新华社

在今年 9 月，诺贝
尔文学奖的官网发布
了一篇专访文章。专访
的对象为瑞典作家艾
伦·玛特森。除了是一
位小说家，她还有一个
非常特殊的身份，即瑞
典学院和诺贝尔评奖
委员会的成员。

在这篇不太长的
访谈中，艾伦·玛特森
回答了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的确定过程，从

200多获选作家中选出20位，之后再从其中选出5
位进入短名单。最后确定获奖者时，会用电话通
知。另外，艾伦·玛特森非常强调作家某种天赋的
重要性：除了一生坚持不懈地努力，要能将自己的
某种天赋发挥出来，成为不可复制与取代的特质
并展现在作品中，才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问：如何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艾伦·玛特森：提名过程是有一个体系的，否

则工作量太大了。因此我们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具
备提名资格的人选，包括学者、评论家、文学组织
和学术机构的发言人。曾经的获奖者和瑞典学院
的成员也可以提名。

问：任何人都可以被提名吗？
艾伦·玛特森：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被提名，

只要能写出杰出、优秀的文学作品。除此之外再无
其他要求，我们只看重作品的质量。

问：你们用什么标准来选择获奖者呢？
艾伦·玛特森：我们只看重文学作品的质量。

获奖者必须已经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当阅读他
们的作品时，读者能够感受到某种力量。他们所有
的作品中都有一种持续的发展。但是优秀的作家
非常多，要成为获奖者还得有更多的东西。但是很
难解释清楚那是什么。我觉得是一种与生俱来的
特质，浪漫主义者可能称之为神圣火花。对我来
说，那是一种行文中的声音，我只能在这位作家的
作品中听到，而非任何其他地方。虽然很难解释清
楚，但当我遇见的时候，我是清楚知道的。天赋能
带给作品更多的维度。

问：提名的过程是怎样的？你们有短名单吗？
艾伦·玛特森：有一系列名单。首先是220位左

右的长名单，包括世界各地的作家。然后我们会借
助世界各地的专家的帮助，在这份名单中进行筛
选，留下20位作家。接下来我们会精挑细选，直到
选出5位作家进入短名单。当面对这5位候选人的
时候，瑞典学院和评委会开始面对真正的工作。评
委会要阅读这五位作品的所有作品——阅读、思
考、评价以及非常清楚地解释你对这些作品的看
法。最后我们要选出一位获奖者，我们会讨论也会
投票。

问：我如何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
艾伦·玛特森：如果你能够一直阅读、写作，将

你的一生都奉献给文学写作，并且成为一位优秀
的作家。但是你还需要某种特殊的天赋。你可以发
展这种天赋，但是如果不是与生俱来的，你是无法
在自身中创造出这种东西。我对这一点非常肯定。
所以这是努力和天分的结合，但是努力的部分并
非不重要。要成为优秀的作家，需要投入很多很多
努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综合新华社、
澎湃新闻、中国青年报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7
日 13:00（北京时间 19:00），瑞典学院
将 2021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坦
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Abdulrazak Gurnah）。授奖词为：“鉴
于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文化与大
陆之间的鸿沟中难民的命运的毫不妥
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洞察。”

古尔纳 1948 年出生于桑给巴尔
（现隶属坦桑尼亚），20 世纪 60 年代
作为难民移居英国。从 20 世纪 80 年
代开始，他陆续出版了 10 多部小说
和一些短篇小说，作品围绕难民主

题，主要描述殖民地人民的生存状
况，聚焦于身份认同、种族冲突及历
史书写等，他展现的后殖民时代生存
现状被认为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
义。其代表作有《天堂》《令人羡慕的
宁静》《海边》《遗弃》等。

古尔纳还编辑了两卷《非洲写作
论文集》，发表了许多关于当代后殖民
作家的文章，包括V. S.奈保尔、萨尔
曼·拉什迪等。他是《萨尔曼·拉什迪的
同伴》(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的编
辑 。自 1987 年 以 来 ，他 一 直 担 任
Wasafiri杂志的特约编辑。

诺奖官方推特发文表示：阿卜杜
勒拉扎克·古尔纳出版了十部小说和
许多短篇小说，“难民的混乱”这一主
题贯穿于他的作品当中。他在21岁作
为难民来到英国时开始写作，尽管斯
瓦希里语是他的第一语言，但英语仍
是他主要的写作语言。古尔纳对真相
的执着以及反对简化思维令人敬佩。
他的小说摒弃了刻板的描述，让我们
看到了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的人都不
熟悉的、拥有多元文化的东非。

据悉，古尔纳暂时还没有作品引
进中文版。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
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获奖

古尔纳的流散
游走在中心和边缘之间：

古 尔 纳 从 1987
年起开始文学创作，
其作品主要以殖民主
义及流散给人们带来
的痛苦和身份危机为
题材。

英国文学评论界
对古尔纳的创作赞誉
有加，认为他既有奈
保尔的锐利文风，又
有本·奥克里的诗性
语言。

在他的小说中，
读者不难发现一种矛
盾的心态：

一方面，出于对
非洲故土的某些不尽
如人意之处感到不满
甚至痛恨，流散者们
希望在英国找到心灵
的寄托；

另一方面，由于
非洲文化根基难以动
摇以及英国社会的排
外，他们又很难与英
国的文化和社会习俗
相融合，因而不得不
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
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
召唤出来，不停地在
现在与过去、现实与
回忆之间协商，试图
找到一种平衡。

本书被普遍认为是古尔纳的
代表作，曾入围1994年度的“布克
奖”和“惠特布莱德奖”。故事发生
在一战期间的东非。当时的东非遭
到欧洲殖民列强全面瓜分，英国殖
民者驱逐当地土著居民，德国人则
计划修建一条跨越东非大陆的铁
路。为了偿还债务，小说的主人公
尤素夫十二岁时被父亲卖为契约
劳工，对此，年幼的尤素夫并不知
晓。他被送到“叔叔”——富商阿布
达尔·阿齐兹的店里干活，受尽了
剥削和奴役。此后，尤素夫跟随叔
叔的商队到处游弋，在长达八年的
商旅生活中，从乡村来到了海滨城
市，从简朴的生活方式转换到城市
商人的复杂生活方式，从一个孩童

成长为一个青年。他目睹了部落争
斗不断、迷信盛行、疾病肆虐、奴隶
贸易猖獗的非洲，亲身体验了残酷
的社会现实和世态炎凉。他认识到
了主人和仆人、商人和村民、伊斯
兰教和万物有灵论之间的复杂关
系，目睹了殖民主义带给非洲人
的灾难。《天堂》既是一部关于尤
素夫的成长小说，又是一部从非
洲人的视角讲述非洲殖民化历程
的历史小说，在一定程度上颠覆
了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书写的
非洲历史。小说的题目颇具讽刺
意味，评论界常常拿《天堂》和约
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作
比较,把前者视为对英国文学经
典文本的后殖民反写。

《天堂》（Paradise, 1994）

《令人羡慕的宁静》（Admiring Silence, 1996）

本书描述了一个夹心人的痛
苦，他夹在两种文化之间，每一种文
化都因为他与另一种文化的关联而
否认他。主人公兼叙事者是一个无
名的非洲大学生，为了躲避政治迫
害，逃离了家乡桑给巴尔岛来到伦
敦一所中学教书。后来，他娶了一位
英国妇女并有了一个女儿。这个看
似温暖、浪漫的故事其实隐藏着焦

虑和不安。他必须面对来自白人的
种族歧视以及自己融入英国社会的
矛盾心理。为了让别人更多地了解
自己，他不停地创作文学作品，希
望藉此确立自己的身份。在英国的
二十多年里，他与家乡几乎没有任
何联系，像一个难民一样在英国寄
人篱下。二十年后，坦桑尼亚的政
治气候发生了变化，他得到了一个

重返故土的机会。然而让他始料未
及的是，这次回归让他意识到自己
在家乡成了一个外来人。通过这次
回乡之旅，他意识到自己身上发生
了实质性的变化。他不再属于坦桑
尼亚，也不可能完全融入英国社
会，只能作为一个“流放者”在英国
和坦桑尼亚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求
得生存空间。

《海边》（By the Sea, 2001）

本书曾入围 2001 年度的布克
奖和《洛杉矶时报》图书奖，讲述了
二十世纪末从桑给巴尔来到英国寻
求政治避难的中年人萨利赫·奥马
尔的遭遇。

他一抵达伦敦的机场就遭遇了
来自英国人的歧视和排外。移民局
官员凯文·埃德曼对这位外来者的
恐惧和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先生，

你们这些涌到这里来的人根本没有
考虑过这样做带来的危害。你们不
属于这里，我们的价值观念一点都
不一样。我们不希望你们在这里。我
们会让你们的生活艰苦，让你们受
气，甚至对你们实施暴力。先生，你
干嘛非得让我们这样做呢？”

奥马尔因未能提供寻求避难
的理由而遭拘留，埃德曼利用检查

行李的机会偷走了奥马尔最珍贵
的财产——一个装香料的桃花形
木盒子，象征性地剥夺了他对故土
的记忆。他就像一艘无舵的小船,
飘荡在英国的海面。与殖民主义时
期欧洲人旅行书写中塑造的非洲
形象不同，《海边》从非洲人的视角
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向读者展示了
一个“他者”视域。

哪些作家能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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