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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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上海书展也步入第 16 个年头。今年的上海书展，
各参展机构一如既
往携名家精品以重磅书系的首发、高品质和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为读者奉献一场阅读与文化的“饕
餮大餐”
。
在这场满溢书香的文化盛宴中，许多文化大咖尤其是海外作家、学者，将来到上海，与读者谈文
学、谈阅读。譬如今年 8 月 13 日开幕的上海国际文学周将迎来 30 位中外作家、诗人、学者，以“家园”
为主题，
举办主论坛、
诗歌之夜等大型活动，
以及文学对话、
文学讲座、
新书首发、
读者交流等形式多样
的文学活动。出席的中外嘉宾有：
土耳其作家李凡纳利，
挪威作家罗伊·雅各布森，
日本作家角田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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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野启一郎，
加拿大插画家约翰·豪，
德国作家、
哲学家沃尔夫拉姆·艾伦伯格，
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
达·恩戈兹·阿迪契，
法国作家白兰达·卡诺纳，
美国作家杰西·鲍尔、
英国作家马特·基林和西蒙·富迪，
孙颙，马原，叶兆言，唐诺，冷冰川，刘亮程，徐则臣，计文君，袁筱一，万玛才旦，林俊頴，叶舟，宁肯，朱
山坡，
刘忆斯，
金雯，
木叶，
王占黑，
王耀庆，
他们将对文学主题发表洞见，
交换看法。
我们甄选、
展现并采访了部分参加上海书展的作家，
谈新作、
分享读书心得，
以及对上海书展的期
待。正如今年上海国际文学周的主题，
人们在努力建设起可供护佑的精神居所，
在不断的相聚和会谈
中，
人们或将建设起从未有过的美好家园。
（上海书展详细活动表见本期第 22、
23 版）

文学，
建立可供护佑的精神居所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夜 雨

李凡纳利：在冲突中寻找《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生于 1946 年的李凡纳利是土耳其国宝
级作家，他的作品获得多项国内及国际文
学奖，如巴尔干文学奖、土耳其尤努斯·纳
迪奖、土耳其奥尔罕·凯末尔奖等。而且作
品不仅长期占据土耳其畅销书榜单，还先
后被译成 30 余种文字。
其小说作品以融合各种社会历史背
景、人物以及事件而闻名，展现了当代土耳
其社会的风俗画卷，表现了传统文化与现
代社会的激烈冲突。他的代表作、小说《伊
斯坦布尔的幸福》曾在 2010 年 5 月引进出

版，他本人应邀到上海和北京，进行了一系
列的文化交流活动。这部作品已于今年 5
月由南海出版公司重装出版。
李凡纳利将出席 2019 上海国际文学
周的一系列活动，参加主论坛和诗歌之夜
活动，并将在上海图书馆于 8 月 15 日举行
的“书香·上海之夏”名家新作讲坛，以“歌
德的世界文学梦”为主题展开演讲。他还
将与英国作家西蒙·富迪、我国作家计文
君，在上海作家书店就“家园故土：文学与
未来”展开讨论。

宁 肯：
期待首次上海书展之行

李凡纳利

罗伊·雅各布森：携《奇迹的孩子》首次访华
受上海译文出版社之邀，挪威作家罗
伊·雅各布森将出席上海国际文学周系列
活动，这也是他的首次访华。罗伊·雅各布
森的作品多次提名并摘获北欧地区几大重
要文学奖项，并被翻译成 30 多种文字。他
在 2017 年入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也是首
位入围该奖项的挪威作家。他的作品擅长
关注普通人关系和交往中的深层心理互
动，代表作有《奇迹的孩子》
《看不见的岛
屿》等。
其中，
《奇迹的孩子》2009 年在挪威出
版后，销量超过 10 万册，也是当年挪威书
籍海外版权销售第一名，并摘获挪威出版
商联盟杰出作品奖。这是一部充满力量和
温暖的作品，通过孩童的双眼，追寻一段逝
去的时光，温情中不乏冷酷，又散发着微弱
却恒久的光芒，见证了挪威文化变革的独
特年代，一个独属于这些孩子们的年代。

对这本书，有读者评论说，全书以怀旧情怀
写尽了男孩成长中的渴望与遗憾，也呼应
了 1960 年代西方的标志性事件，如柏林墙
搭建、加加林进入太空等，增添了历史的厚
重感。
此次访华，作家将携《奇迹的孩子》出
席在朵云书院旗舰店、静安嘉里中心和思
南文学之家等举办的“悦读极地之光——
‘挪威现当代文学译丛’新书发布会”
“书写
时间的倒影——《奇迹的孩子》新书分享
会”和“《奇迹的孩子》签售会”等多场活动，
并与中国作家如路内、
走走等展开对谈。
《奇迹的孩子》是由上海译文社推出的
“挪威现当代文学译丛”的首部作品，该译
丛集结了挪威当代最重要的文学作家及作
品，是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的挪威现当
代文学译介项目，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
次全面了解挪威及北欧文学的良好契机。

罗伊·雅各布森

约翰·豪

约翰·豪：中洲旅人带读者穿越托尔金神奇景观
插画家约翰·豪将携新作《中洲旅人：
从袋底洞到魔多——约翰·豪的中洲素描
集》
《神话与魔法：约翰·豪的绘画艺术》访
华。这两部作品已由世纪文景策划、上海
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不仅将参加上海国际
文学周的活动，以及签售会、读者画迷见面
会，从即日起到 8 月底，该书出版方还与思
南公馆联合举办《中洲旅人——约翰·豪艺
术展》。
约翰·豪 1957 年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
毕业于法国斯特拉斯堡艺术学院，现居瑞
士。作为世界著名的插画艺术家，他的画
作成功使众多读者流连奇境乐而忘返。凭
借为电影《指环王》系列做出的卓越贡献，
约翰·豪与搭档艾伦·李荣膺 2004 年奥斯卡
最佳艺术指导奖。2009 年，两人重返新西
兰，
为电影《霍比特人》系列再度构建中洲。
在《中洲旅人：从袋底洞到魔多——约
翰·豪的中洲素描集》中，约翰·豪展示了作
家托尔金中洲的徒步漫游，临场感十足的

素描与艺术家从托尔金的文字、绘画中观
察所得交织在一起，他还记述了他和彼得·
杰克逊在《指环王》
《霍比特人》电影六部曲
中共事的时光。结合为电影制作的概念设
计、现有的中洲艺术以及书中独有的数十
幅全新绘画和草图，约翰·豪——这位中洲
旅人将带领读者踏上穿越托尔金神奇景观
的独特而难忘的旅程。
《神话与魔法：约翰·豪的绘画艺术》
将带领读者踏上约翰·豪的绘画之旅，他
所 有 源 自《霍 比 特 人》、
《魔 戒》、
《精 灵 宝
钻》和《中洲历史》的托尔金画作都被囊括
其中，此外还包括许多其他令人眼花缭乱
的作品，不仅有和龙、神话、传说有关的书
籍，他编写并插画的儿童图书，还有大量
知名的奇幻文学封面插画。约翰·豪还提
供了有关作品幕后故事的有趣而丰富的
评论。这本豪华的画册会让托尔金书迷
感到愉悦，这是一场穿梭在神话与魔法中
的旅行。

宁肯

王立群

徐则臣：喜欢上海书展热闹的家常感
今年是作家徐则臣第二次参加上海书
展，除了参加上海国际文学周的活动，他将
携《从一个蛋开始》一书与读者见面。
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 70 后实力派代
表作家之一，徐则臣多从底层视角来书写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变迁、剖析当代中
国人的内心世界，加上文笔质地醇厚且亮
堂澄澈，
其小说一直深受读者的喜爱。
在去年年底推出长篇小说《北上》之
后，他从 300 多篇文章中精选 38 篇散文随
笔，集结成册，并取名《从一个蛋开始》，近
日由浙江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该书分为
两辑，第一辑的写作重心在于寻觅 70 后一
代人面对中国翻天覆地变化时的心路历程
和赤子之心。第二辑以对外国的所见所闻
和对西方文学、传记作品的读后感为主。
从马尔克斯到卡尔维诺，从福克纳到卡夫
卡的阅读体验和书评也都收入其中。整部
散文集反映出作者从一个文学青年到知名
作家的精神铸造史，充满对世界满怀深情
的思索。据悉，之所以将作品命名为《从一
个蛋开始》，是因为通过阅读卡夫卡的作

品，徐则臣深入思考了通过文学表现人类
个体与既定现实的对抗问题。对于这部作
品，徐则臣说他很真诚、很实在地谈了自己
在阅读和文学上的一些想法，包括个人的
一些经历；虽然个人比较满意，但最终检验
这本书还要靠读者的喜欢，希望读者能喜
欢这本书。
对于上海书展，
徐则臣说最大的印象是
热闹，
他很喜欢这种感觉。不同于专业展会，
上海书展是读者和作家、
读者和出版社、
作家
和作家之间的交流，特别有家常的亲切感。
他认为，
读书说高雅也高雅，
说日常也日常，
无论多高雅的东西，
只有真正变得日常了，
才
能对我们的生活、
对人生有帮助。尤其上海
读者的读书热情、
交流兴趣特别高，
所以作为
一个写作者，
看到有那么多读者排长长的队
来跟作家
“亲密接触”
，
展馆大厅常常被挤得
水泄不通，
还有很多读者拉着小推车逛展，
在
这种热闹、
亲和的场面中，
自然会特别激动。
他希望这次来上海依然能看到去年那种盛
况，
也希望更多喜欢阅读的人能在书展上找
到想看的书。

徐则臣

今年是作家宁肯创作 40 周年，
《宁肯文集》
（8 卷本）日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最新推出，该
书是对他耕耘 40 载的一次整体性回顾，旨在与
读者分享在创作上的成就与其广博深邃的思
想。宁肯的创作风格多样，散文、小说、纪实均
有不凡佳作，更凭借对哲学、人文、历史的深厚
思考，
赢得社会关注。此番他将携厚重的《宁肯
文集》赴沪。
宁肯用
“丰富”
来形容他即将开启的首次上
海书展之行：
8 月 13 日，
在上海国际文学周以
“家
园”
为题的主论坛上，
他将进行 15 分钟的主题演
讲；
在上海图书馆于 8 月 18 日举行的
“书香·上海
之夏”
名家新作讲坛，
讲述
“新·老北京城的故事”
；
8 月 19 日，
在思南文学之家，
他会以
“文学是一把
椅子”
为主题，
就《宁肯文集》展开分享，
并与作家
程永新、
出版人谢锦展开对谈。此外，
好友、
作家
马原在上海书展推新书，
他亦作为嘉宾助阵。
对于在上海书展的活动，宁肯透露，在“家
园”
主论坛上，
他准备结合长篇小说《黄金山》的
采访和写作，讲述他认识的那位了不起的家园
守望者的故事。他回望说，
2001 年，
北京郊区有
一位女士承包了 7 座荒山、
8 条沟，
进行绿化、
重
建家园。在采访和了解这位女士的事迹后，他
写下了《黄金山》。
对于第 2 场活动，
宁肯说他在今年 5 月参加

了捷克国际书展，
书展要求作家写一段话，
谈文
学对个人意味着什么。他写下这样的话：文学
是一把椅子，我必须每天坐在上面和世界保持
着一种平等、
有时候是对峙的关系。
宁肯解释说，这种说法是以个人化的立场
来解释作家和世界的关系。那么到底是什么样
的关系呢？首先是平等、
独立，
和世界没有高下
之分；
但有时候可能是一种紧张的关系，
比如说
作家不同意现实的一些现象，所以会形成对峙
或质疑。他认为文学应该具有这样一种功能，
提醒大家生活中的困境、麻烦、荒谬，而且文学
家有义务来解读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困境。提出
问题是文学非常重要的功能。他写下的这句话
也是对他写作的总结：首先要表达个人的存在
和价值，
和世界并不是谁主导谁的关系，
作家要
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等等。
此外，他还透露，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和
《中关村笔记》
《北京：
城与年》有关，
这两部非虚
构作品都写到了北京：一个新北京、一个老北
京；
一个是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北京，
一个是他童
年的北京，这两本书展示了北京的不同面貌。
他说自己会讲人的故事，因为北京的故事是由
在北京的人构成的，他们的喜怒哀乐构成了新
北京或老北京。而对于在上海分享北京的故
事，
他认为很有趣，
也很期待。

王立群：
新作提供中小学课本古诗词全新解读
文化学者、中国诗词大会嘉宾王立群将携
新作《王立群妙品古诗词》
（东方出版社出版）亮
相上海书展。提起王立群，
许多人会想到
“他是
一位研究历史的学者”
，
而忽视了他原本的身份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古典文学专业博士
生导师。王立群以数十年学术造诣，
在《王立群
妙品古诗词》一书中，
将教学中教授古诗词的独
特感悟著作成书。全书对诗歌的解读，从个人
的评点出发，立足诗词语境，针对经典名句，抽
丝剥笋，
旁敲侧击，
深入浅出的流行语言让传诵
一千多年的经典古诗词活在了当下，可以说是
一本“新诗话”
。既可供读者长时间仔细研读，
也适合于百忙之中
“走马观花”
。
这本古诗词书有两大特色：
一是见解独特，
王立群力图发前人所未发，道今人所未言。二
是风趣幽默，深入浅出的流行语言让传诵一两
千年的经典诗词活在了当下。比如，在点评王
维《终南别业》一诗时，
王立群教授说，
王维是一

个
“佛系男神”
，
他让终南山成为一座诗性的山、
令人向往的山。王维青年顺风顺水，中年险山
恶水，
晚年游山玩水，
《终南别业》是他晚年心境
的写照。他闲步山间，
随性而走，
行到山穷水尽
之处，
就坐下来看天上云卷云舒，
看地上溪流淙
淙，
不惊不喜，
不怨不怒，
一幅淡然画境，
烛照一
颗悄然诗心，这正是“一山一水一别院，一诗一
画一人生”。他的点评金句频出、幽默风趣，比
如，除了他认为王维不仅是“诗佛”，更是“终南
山的佛系男神”，还说李白的诗集就是一部“狂
人日记”，范仲淹的《江上渔者》是北宋版的“舌
尖上的中国”
……他读李商隐的《无题》诗，
写的
是一场
“确认过眼神”
的美丽遇见与回肠荡气的
无奈转身……
他对诗歌的解读，不追求详细解释和全面
鉴赏，
主要是从个人的评点感悟出发，
立足诗词
语境，力图建立另一种理解诗词核心的“语境
场”
。

袁筱一：
我们为什么要了解法国现代经典文学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袁筱一多年从
事法语文学及翻译理论研究。她的主要译作有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等，译作《温柔之歌》
获第十届傅雷翻译出版奖文学类奖。
今年上海书展期间，她将与法国作家白兰
达·卡诺纳就“文字来源处的爱与欲”这一主题
在思南文学公馆展开对谈。在文字背后寻求人
类共有的欲望、
诉求与情感寄托，
是我们得以接
近文学作品核心的一种方式。他们曾在翻译与
阐释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建立起了源于文字的
缘分。两位将分别携新书《文字传奇：
十一堂法
国现代经典文学课》和《智者的愚蠢》展开对谈，
为我们带来关于文学、
关于经典、
关于人性的更
为私人化的解读。
《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
已经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今年 5 月推出，
她在书中以 11 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勾勒出

9 位活跃于 20 世纪的法国作家传奇的身影：萨
特、波伏瓦、加缪、杜拉斯、罗兰·巴特、萨冈、罗
布-格里耶、勒克莱齐奥、米兰·昆德拉……她
以细腻感性的笔调，游弋于这些法国现代文学
巨匠们的精神世界中，
更凭借理性和思考，
引领
读者探索着文字世界里无所不在的细节之美对
我们的感官所造成的冲击。
什么样的作家是法国现代经典作家，现代
经典作品的定义是什么？袁筱一还将与读者就
这些问题，在 8 月 19 日于上海书展第三活动区
举办的签售分享会，对经典文学进行私人解
读。她认为，萨特等一批出生于二十世纪的作
家，
突破性地继承了法国小说传统，
也用自己的
方式完美地诠释着福楼拜、普鲁斯特和纪德所
奠定的现代法国小说传统。他们开启了法国文
学史乃至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时代。也正是在这
个时代，
他们建立了属于现代的文字传奇。

陈尚君 周裕锴：
漫谈唐风宋韵
袁筱一

陈尚君 周裕锴

与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相应，唐诗和宋诗
代表了中国古典诗学的两种精神旨趣，也构成
了中国古人的两种艺术境界。
在人们的印象中，
唐诗充满青春的魅力，
情
感真切充沛，如惊涛骇浪，名篇警句，读来琅琅
上口，钟爱有加；宋诗则“老态龙钟”，情理绵密
收敛，
如茂林幽溪，
长篇短章，
让人应之不暇，
毁
誉参半。
那么何为唐诗，何为宋诗？唐宋诗各自具
有怎样的艺术特征？在
“唐宋因革”
的时代背景
中，是否可探寻出从唐诗到宋诗的演变轨迹？
宋诗是如何借鉴并努力在内容与艺术两方面超

越唐诗的？杜甫这一中国古代最伟大诗人在唐
宋两代的真实境遇是怎样的？
“唐宋诗优劣论”
这一争论近千年的历史公案，我们应当怎样理
性的看待和评判？
唐宋诗研究专家、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
君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周裕锴，
将于
8 月 14 日，
在上海图书馆就诸如此类饶有兴趣的
话题，
展开机趣横生的对谈，
带读者走入唐宋诗
的世界，
感受唐宋诗超越时空的魅力。此次活动
也是上海
“2019 书香之夏”
系列讲座之一，
上海古
籍出版社亦同时推出了他们的新著《唐诗求是》
和《宋代诗学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