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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易丝·格丽克获
得 2020 年诺贝尔文学
奖，她生于一个匈牙利
裔犹太人家庭，遍获各
种诗歌奖项，格丽克的
诗长于对心理隐微之处
的把握。《月光的合金》收
录了格丽克的四本诗
集，在她的诗歌里，她创
新性地把神话中的故事
和原型人物与具有强烈

自传性内容及当代社会生活融为一体，把神话故
事和其中的人物嫁接在当代语境和现实之中，并
对神话进行颠覆式改写，首创了“组诗体”诗集这
一独特的诗集形式。她的作品中都沿用并不断完
善了这一形式。这一创新形式的运用使她的诗既
具有自白诗和后自白诗的自传色彩，又具有史诗
般的厚重和气势；既具有个人抒情诗的亲切感，
又有现代主义诗歌的客观距离感；既严肃深刻，
又不乏后现代主义幽默和讽刺。

并非无名之辈
本周四，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

拉扎克·古尔纳成为今年的诺奖得主，古尔纳出版了十部
小说和许多短篇小说，但除了部分短篇小说，古尔纳暂时
还没有作品引进中文版。

近年，再冷门的诺奖得主，其作品多少都曾在中国出
版，古尔纳的得奖，不但新闻圈和出版圈意外，连作者本
人也表示“我以为这是个恶作剧”。但古尔纳并非无名之
辈，这次他的获奖，也给了大众一个认真审视他的机会。

一
陈文芬介绍，今年诺贝尔文学奖

评选发生了一些转变。
首先，瑞典学院恢复了独立评选

的方式，恢复独立文学评论和运作制
度。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曾因相关
人员牵涉性侵丑闻而暂停颁奖，经过
三年的动荡期，现在已经平稳下来，
今年又恢复了过去的评选。此外，负
责该奖评选的瑞典学院增加了专业
外语专家以作咨询。

其次，瑞典学院这次的选择，终
于跨越到非洲视野，比较令人满意，
这个呼唤是长久以来当地媒体给瑞
典学院的压力，所以，媒体大部分都
表示对这一结果很满意。

在陈文芬看来，这次获奖的坦
桑尼亚作家古尔纳并不冷门，他参
与过很多公共事件，“不知道为何之
前没有猜他。不过瑞典学院常常很
聪明，看到外界风向，适度做一些别
人猜不到的事情。早些时候我猜今
年的得主会是欧洲五种语言当中的
一种，法语和德语不可能了，比较倾
向于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如果是

英语，一定是对殖民
视野有绝对的新看
法的人。”

二
陈文芬认为，瑞典学院想从整个

西方世界的混乱中找到一个秩序。
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停发；2019年，
两年的奖一起颁，其中彼得·汉克备
受争议；2020年，瑞典学院选择了一
个美国的女诗人，感觉是一个比较安
静、温暖人心的选择，“这是瑞典学院
在动荡时期的一次漂亮出手。今年再
选一位非洲作家，我看得出来，这是
瑞典学院感觉军心比较稳定后的再
一次出手”。

陈文芬说，当地媒体对瑞典学院
的炮火一直没有停下，所以过去不管
怎么选，瑞典学院都会被人骂，而每
一次的指标，就是看《每日新闻报》大
主编比尔·威曼批评什么，“但今年他
的批评显得很尴尬，因为这位主编没
有读过古尔纳的书，连一本都没读过
……这个场面就很尴尬”。

2019 年 10 月马悦然离世，陈文
芬提到：“以前悦然在世的时候，就说
媒体都会很希望诺贝尔奖进步，要诺
贝尔奖看到亚洲、看到非洲，要看到
更多的语言。但是每年亚洲、非洲在
瑞典的出版物却不到 1%，差不多是
0.7%吧，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奢求每
一个评论家都读过那些小说。”

三
陈文芬表示，当年，瑞典学院

确实是遭遇了丑闻，本是很快可以
解决，内部人员却把纷争变成诺贝
尔基金会和瑞典学院的争夺。现在
经过瑞典学院的革新，纷争终于结
束了。

陈文芬说，马悦然生前曾对瑞典
学院现在这个常务秘书马茨·马尔姆
非常满意，这个常务秘书是非常有文
学知识的一个人。瑞典有一个文学知
识库，也可以叫做文学银行，这个常
务秘书就曾参与整理大量瑞典的文
学史料。在2018年那次动荡后，选出
了很多新的院士，马尔姆被选出来做
常务秘书，马悦然相信他会带领瑞典
学院走回古典的、真正重视文学价值
的那条路。现在五人小组评委主席安
德斯·奥尔森先生是比较冷静的人，
也是他带领瑞典学院走出来的。还有
成员艾伦·马特森都是温和可靠的。

“经历了那一次动荡，加之诺贝
尔基金会的干扰，瑞典学院被搅得乱
七八糟，那些人都是些性格比较强的
人，现在更需要比较温和冷静的人。
纷争已经结束了，这群院士们让瑞典
学院恢复了独立运作，现在看来都是
正面的好消息。”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古尔纳

对话陈文芬对话陈文芬：：古尔纳获奖古尔纳获奖，，并不冷门并不冷门

陈文芬是已故诺贝尔文学奖评
委、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的遗孀，她
本人也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比较
熟悉，她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这次获奖的作
家古尔纳并不冷门，连每年都会批评
的媒体都无从下口。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
授张峰，早在2012 年因课题研究，对
古尔纳进行关注，他表示本次古尔纳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十分惊讶：（今
年）诺贝尔文学奖肯定是出乎意料
的，因为在诺奖公布这结果公布之
前，总会有一些猜测，甚至英国一些
博彩公司会在网上进行相关“预测”，
但在博彩的名单里都没有这位作家。

张峰认为，本次诺贝尔文学奖，没
有颁给肯尼亚的恩古吉·瓦·提安哥，他
很是意外，“一提到英国移民作家，人们

往往会想到移民三雄，拉什迪、奈保尔、
石黑一雄，他们的名望很大，其中有两
位已经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了，似乎在这
组题材的序列里再诞生一位获奖者，可
能性不大，所以，一直看好的是提安哥
获奖，且古尔纳的身份很多，既是大学
老师，又是杂志编辑，又主编过丛书，并
且还致力于学术研究，同时他从事文学
创作，继而其作家的光环会被稀释，华
语文学界也从没意料到他会获奖。”

古尔纳的身份比较特殊，张峰表
示，此前，有许多人对古尔纳的国籍

有争议，“古尔纳其实很早就移民英
国了，他 19 世纪 60 年代出生于非洲
的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他所受的
教育，还有他此后创作都是在英国发
生的，虽然其间有两年时间，他在尼
日利亚某个大学教过书，但主要经历
还是在英国，所以说对于他身份更多
的是把它看成英国文学的一部分。”

再看古尔纳的作品主题，他一直
无法割舍对非洲的书写。张峰表示，
古尔纳作为一名流散者，作为一名移
民作家，善于用碎片化的叙事方式，

描述非洲和欧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
系，他将殖民主义的流散给人带来的
痛苦和身份危机为题材，这也是对后
殖民社会现实的一种关照。

谈起古尔纳的移民身份，张峰认
为：“文学最好不需要国籍去限定或者
划界限。比如拉什迪、奈保尔、石黑一雄
这样的知名度很高的作家之外，其实在
文坛上还活跃着很多这样的移民作家。
对于本次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古尔纳，我
把他看成流散写作这一群体之一，而不
是单个去看他是哪一国的人。”

研究者：作品是对后殖民社会现实的一种关照

贺滨是深媒体人、重庆文学院签
约作家，古尔纳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陌
生的作家，在获知其得奖后，贺滨特
别读了古尔纳的两篇短篇小说《博
西》和《囚笼》，有了以下对这位今年
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初步印象。

《博西》这篇，叙述人哈吉接到旧
友的一封来信，“撕碎了我为自己营造
的宁静”，陷入了对于故土以及童年往
事的追忆里。核心的事件是他和曾经
最亲密的玩伴博西的一次借船出海游
玩，在从目的地返程途中，博西弃船跳
海，执意游泳回城，却遭遇风浪，不幸
溺亡，“鲜血变成了尘土”。

古尔纳通过这样一次沉痛缅怀，
抒发对故土和往昔的思念。对照他本
人的经历，他应是身在移民后的英
国，“在这个冰冷且总是充满敌意的

地方”，投出的一瞥深情回望。
回望中，他看见了什么呢？莽撞

青春的消亡，殖民地的种族歧视，贫
穷，家暴，随时都会遭遇性剥削的女
性，不存在的非洲帝国……

这样的回望难免五味杂陈，又左右
为难。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古尔纳们，都
在渴望着出走，故事里，那个闪闪发亮
的主角博西，游泳冠军、足球健将、投球
高手，被塑造成了一个胆大妄为的出击
者，他们前往监狱岛的那次出游，也成
了一次象征意义上的逃离。几乎可以肯
定的是，如果没有那次海难，博西应该
是比叙述人更加激进，也更具优势的移
民者。

另一方面，在古尔纳感伤而深情
的叙说中，虽然没有明说，那种对于坦
桑尼亚故土的留恋不舍、梦回萦绕，仍

那么确凿无疑地成了这个故事感人的
基调。在他的回溯中，童年往事虽不时
有阴影掠过，但总归像是阳光透射下
的雨滴，晶莹明亮。

这也许就是诺奖颁奖词里对古
尔纳赞誉的所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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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他们注定了是在两块不同
的大陆之间游走的那群人。注定了在
所谓殖民的“中心”以及被殖民的“边
缘”之间徘徊。他们是这个时代永远
都无所凭依的流亡者、局外人，他们
在异乡和故土同样地不被接纳，留下
了永远无法愈合的心灵创伤。

当然，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这
又是一种幸运。这样的苦难，无疑会
赋予文学的虚构者们，比欧美主流书
写者沉痛得多的主题。我们完全可以

将古尔纳看作是大名鼎鼎的“移民三
杰”拉什迪、奈保尔和石黑一雄的同
路人，他们笔下的殖民、后殖民文学，
也一直在为西方文学注入更为生机
勃勃也更加生猛的血液。

但现在读到的这两个故事，格局
都相对狭小。另一篇《囚笼》，更只是
一个市井小品了：绝望的小店店员，
暗恋上前来购物的高傲美女，暗黑无
边的生活透进了稀罕的光亮……虽
不乏动人处，但西方文坛盛赞古尔纳
的奈保尔似的犀利文风，和本·奥克
利似的诗意文笔，还远远不见淋漓尽
致的发挥。

所以我更期待他迄今问世那八
部长篇。毕竟，两个大陆间纠缠不休
的漫漫旅程，也唯有长篇这样的体
量，才能充分展开吧。

作家作家：：新科诺奖得主古尔纳初读印象新科诺奖得主古尔纳初读印象

周周//末末//荐荐//书书

对出版界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
在出版市场一般都具有较强的市场号召力，虽
然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还没有单
独的作品引进出版，但从过去几年可以看出，
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其作品销量都会得
到一个飞速提升。

音乐人鲍勃·迪
伦获得2016年诺贝尔
文学奖，《鲍勃·迪伦
诗歌集（1961-2012）》
是经迪伦反复修订并
授权的权威定本，珍
贵手稿首度公开，封
面设计由他本人认
可，收录了鲍勃·迪伦
50 多年创作的 31 张

经典专辑，共 369 首作品。诗歌集有中英文对
照，兼顾英文的原汁原味与中文翻译诗性之美。
此次诗歌集的出版以新媒体平台作为营销先
锋，并以薯片装形式推出，打开诗集盒子，隐约
能闻见薯片的味道，甚至8册诗集配有相应的
口味，如孜然味、麻辣味。

《鲍勃·迪伦诗歌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石黑一雄获得 2017 年
诺贝尔文学奖，他被称
为英国文坛的“移民三
雄”之一，《远山淡影》是
石黑一雄技惊文坛的处
女作，一部问世30年仍
在不断重印的名作。小
说通过一个移居英国的
日本寡妇对故土、故人
的回忆，讲述了战后长

崎一对饱受磨难的母女渴望安定与新生，却始
终走不出战乱带来的阴影与心魔，最终以母女
成功移民，而女儿自尽作为悲情结局。作品构
思奇特，叙述者通篇的回忆是模糊而可疑的，
直至全书终，叙述者才忘记了伪装，读者也证
实了猜想：叙述者是利用回忆做掩护，编织了
一个他人的故事，企图通过他人的面具来讲述
自己的故事，以减轻罪恶感。

《远山淡影》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获得2018年诺贝尔文学
奖，托卡尔丘克是当代波
兰国宝级作家，她善于在
作品中融合民间传说、神
话故事等元素，观照波兰
的历史命运与现实生活。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
子》讲述了一个边境小
镇，从几位拓荒至此的制
刀匠人在此安居，到女主

人公与丈夫迁居这片乡野，同一片土地在千年之
间不同的历史瞬间、不同的人生流徙。各种传奇人
物在此粉墨登场，这是一部多种文体交杂、多条故
事线相互穿插的奇妙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民间
故事、圣徒传记，甚至菜谱、笔记，交错呈现。每一
个故事都是一篇精致的短篇小说，连缀起来又是
一部遍布伏笔与呼应的绝妙长篇。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
四川人民出版社

《骂观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彼得·汉德克获得
2019 年诺贝尔文学奖，
汉德克是奥地利著名小
说家、剧作家，也是当代
德语文学重要的作家之
一。《骂观众》为剧本集，
由三部剧作组成，其中

《骂观众》全剧没有传统
戏剧的故事情节和场
次，没有戏剧性的人物、
事件和对话，只有四个
无名无姓的说话者在没

有布景和幕布的舞台上近乎歇斯底里地“谩骂”
观众，从头到尾演示着对传统戏剧的否定。读来
令人如入刑室，如坐针毡，欲怒不生，欲走不能。
而《自我控诉》只有两个自我控诉者，而没有传
统意义上的戏剧角色。另一部《卡斯帕》对传统
戏剧的颠覆性堪比《等待戈多》，它表现的是人
如何为语言所折磨，人如何成了语言的奴隶，如
何为语言所控制。

《月光的合金》
上海人民出版社

马悦然与夫人陈文芬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