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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 Yan: Nobel Prize is like a mirror reflecting
attitudes
By Ye Xin (People's Daily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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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 Yan (L) and J.M. Coetzee (R) address at the 2nd China-Australia Literary Forum
titled on "Literature & Inclusiveness" kicking off in Beijing on April 2, 2013. (People's
Daily Online / Yu Kai)
Beijing, April 2 (People's Daily Online) - "Nobel Prize is just like a mirror that reflects
various attitudes about my winning, and more, reflects the real me," Mo Yan, the 2012
Nobel laureate in literature, shared his feeling about the prize to his counterpart J.M.

Femina China

Coetzee, the 2003 Nobel laureate in literature.
Mo Yan and J.M. Coetzee were brought together by the 2nd China-Australia Literary
Forum on "Literature & Inclusiveness" which kicked off Tuesday in Beijing. They shared
their views 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and its significance as well as topics such as
writers' creations.
Mo Yan admitted that he misunderstood the criteria of the academy's selection before he
visited Stockholm to receive the prize in last December.
Mo said: "I thought they were judging the authors' personality or political features, but
after several days' exchange with all walks of life in Sweden, I learned the sole criterion
of their selection is literature itself, which is also deeply based in the Swedish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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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tzee said that Alfred Nobel, the founder of the prize, had his own literary tas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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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bel's personal preference that literary works show "progress and power of the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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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 could be an influence on the Swedish Academy's choices.

Opinions
Although it is Coetzee's first visit to China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his works, including Life
& Times of Michael K and Disgrace, have been popular among Chinese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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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Maxwell Coetzee and Mo Yan
The 2nd China-Australia Literary Forum will take place inside the National Museum for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of Beijing on April 2 and 3,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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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writers, including Nobel Prize winners John Maxwell Coetzee and Mo Yan, will participate,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on March 18.
Additionally, a number of literary editors, critics and scholars will join the forum. The topics of the
forum include the role of writing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e future of literature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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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s of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for China and Australia.
The event is hosted by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the Writing and Society Research
Centre with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and Adelaide University.
"The first China-Australia Literary Forum was launched in August of 2011. The Chinese writer
delegation included Mo Yan, Zhang Wei and Sheng Keyi, who all participated in the three-day
forum held in Sydney," a responsible person for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said, "Writers
talked about issues such as cross-border writing and the trends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During John Maxwell Coetzee's in China, the Chinese edition of his new book "The Childhood of
Jesus" will be released. He is the third South African Nobel Prize winner and immigra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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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 in 2002. His best-known works include "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Dusklands" and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The organizers offer 100 seats for literature lo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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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born and living in China has spoken
about his trouble dealing with the sudden publicity, which put a lot of pressure on him.
Sharing a stage in Beijing with the 2003 Nobel laureate in literature, J.M. Coetzee,
Mo Yan revealed Tuesday that his mood changed after winning the prize last year.
“I was upset the first several days after the prize announcement, but then I realized
the prize is just like a mirror that reflects various attitudes about my winning and —
even more — it reflects the real me,” Mo said.
“I only hope to return to my writing desk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I would also like to
do good in society anonymously.”
He said he also received numerous requests for assistance that sought to take
advantage of his fame.
Mo and Coetzee were brought together by the Second China-Australia Literary
Forum, held Tuesday and yesterday.
“I still consider myself an ordinary citizen who writes. And presenting quality work is
my duty and best way of giving back to society,” Mo said. “I’m no superstar,” he
repeated several times.
Mo also said that Chinese literature has achieved much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and the driving force is not the Nobel.
“Writers’ creations should not be driven by awards, or criticism, or readers’
expectations,” Mo said.
“Good literary pieces are always centered on people and human emotions.”
Coetzee discussed his own views on the Nobel. He spoke of the literary tastes of
Alfred Nobel, founder of the prize, and pointed out Nobel’s personal preference that
literary works show “progress and power of the human spirit,” and this point of view
could be an influence on the Swedish Academy’s choices.
Mo said he did not understand the standards of the academy’s selection before he
visited Stockholm to receive the prize in December.
“I thought they were judging the authors’ personality or political features, then I
learned the sole standard of their selection is literature itself, which is also deeply
based on the Swedish people’s long-established practice of reading a large number of
books,” Mo said.
During the forum, Chinese and Australian writers discussed subjects such as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local and universal issues, and cultural inclusiveness.
“Both China and Australia are countries with a great literary tradi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aid Tie Ning, chairwoman of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the forum’s organizer. “I hope the mutual exchange will help people understand the
changes happening in China and its various literary expressions.”
Tie said she hoped that the event would increase interest in Chinese writers among
readers around the world.
Australian Ambassador to China Frances Adamson agreed. “It’s a milestone of
literary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o are longtime friends,” Adamson
sai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South Africa-born Coetzee, who now lives and teaches in
Australia, has visited China for such an event. His works, including “Life & Times of
Michael K” and “Disgrace,” are popular among Chinese readers, and writer Li Er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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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has been influenced by Coetzee’s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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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nd China-Australia Literary Forum will take place inside the National Museum for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of Beijing on April 2 and 3, 2013.
16 writers, including Nobel Prize winners John Maxwell Coetzee and Mo Yan, will participate,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on March 18.
Additionally, a number of literary editors, critics and scholars will join the forum. The topics of the
forum include the role of writing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e future of literature and the prospects
of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for China and Australia.
The event is hosted by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the Writing and Society Research Centre with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and Adelaide University.
"The first China-Australia Literary Forum was launched in August of 2011. The Chinese writer
delegation included Mo Yan, Zhang Wei and Sheng Keyi, who all participated in the three-day forum
held in Sydney," a responsible person for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said, "Writers talked about
issues such as cross-border writing and the trends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During John Maxwell Coetzee's in China, the Chinese edition of his new book "The Childhood of Jesus"
will be released. He is the third South African Nobel Prize winner and immigrated to Australia in 2002.
His best-known works include "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Dusklands" and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The organizers offer 100 seats for literature lo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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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文学论坛中莫言道：我是库切的忠实读者

【新闻搜索】

2013年04月04日 17:54

4月3日下午6点，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中国作家莫言和澳大利亚作家库切共同宣布

【在线投稿】

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闭幕。闭幕仪式上，以莫言和库切为首的中澳作家朗诵了自己的作品。
莫言在请出库切朗诵时说道，“我是库切的忠实读者。”莫言朗诵选择了自己的代表作《生
死疲劳》，库切则选择了自己于2003年创作的一部小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
为期两天的中澳文学论坛上，库切和莫言俨然是媒体聚焦的中心。莫言在发表完演讲之
后再难回答任何其他问题，库切也是如此。面对记者“两天的论坛下来，有没有什么观点让
你印象深刻”的问题，库切的回答是沉默，“我没有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了，朗诵马上要开
始了。”实际上，距离开始还有几分钟。
不过，两人对于读者的签名要求倒是都来者不拒。读者邀请库切合影，他也很配合。很
多热情的读者这两天一直在现场，好几个读者在请库切签名的同时还顺便送给他自己写的
书、摄影集，诸如此类，库切“回程”的行李估计要沉很多。
作为本次论坛最后一场活动，中国作家铁凝、刘震云、徐晓斌和澳大利亚作家周思、卡
斯特罗、琼斯一起朗诵了自己的代表作。铁凝朗诵了自己的作品《大浴女》片段，刘震云选
择了《一句顶一万句》。
请出莫言朗诵时，库切用了很高的评价，“这是当今中国最富盛誉的作家之一。”莫言
朗诵时，库切也一直盯着大屏幕仔细阅读。莫言在请出库切时也不吝赞誉，“我是他最忠实
的读者，我想我们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的著作。”

库切以《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

课》朗诵压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近七旬的女作家，名叫伊丽莎白，东西不多却很
有影响，这有点像库切本人。也许，你可以把伊丽莎白视为库切的部分替身，他朗诵的这部
小说第一章，是讲这个作家在异乡领取文学奖的各种感受以及不适。也许对于沉默寡言的库
切，从朗诵的文字中能窥见他的某些真实感受。(来源： 北京青年报

记者：罗皓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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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陪着库切聊诺奖
“得诺奖后，陌生人找我借钱买房”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核心提示
不管莫言愿不愿意，当他和另一位诺奖得主库切碰面的时候，话题
言不得不“冒着风险附和”，对于诺奖莫言可以说又爱又恨，他甚至
造个谣，说他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昨日，第二届“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在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
凝为活动致辞。出席活动的还有中国作家莫言、刘震云、李敬泽、李
切、布莱恩·卡斯特罗等。
昨日重磅戏是两大诺奖得主莫言和库切以“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
奖不同的观点也碰撞出火花。蒋方舟在现场听过后总结：“同样谈诺
标准的变化，很酷很简洁。莫言老师的发言可以概括为：莫骂我，我
一个热爱写作的孩子。”
首次长谈对诺奖看法
“库切希望谈，我冒着风险附和”

第22版：文娱

上一版3 4下一版

“得诺奖后，陌生人找我借钱买房”
范冰冰：黄晓明才是发电机
“士兵突击”四月荧屏
小罗伯特·唐尼首次来华用秒算
冯小刚新片海南开机 李小璐带女儿到片场
杜海涛被指与人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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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上，莫言接过话筒，这是他领奖后首次当众长篇发表自己对诺
情愿的一件事。“如果让我自己选择，我绝对不会选和诺贝尔文学奖
生希望谈论这个话题，我冒着风险附和。”他称，诺奖在世界是一个
题，起初自己还愿意表达自己的看法，渐渐这便成了闹剧，变成了无
题。关于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事，莫言评价：“我辈确实缺
莫言称自己和诺贝尔文学奖产生联系是在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
郎先生，他在瑞典学院的演讲中提到莫言的名字，知道这个消息后
静一想这个事几乎是幻觉，因为莫言深知自己的作品无论是从量上
来，大江健三郎在中国的数次演讲中又谈到了莫言是有资格获奖的
也是媒体经常把自己和诺贝尔文学奖捆绑在一起的主要原因。这也
公开表示，“如果你跟哪个作家有仇，就造一个谣，说他是最有希望
家。”
透露获奖轶事
“瑞典王后读过我的作品”
“瑞典学院评价标准是文学标准，没有我们想象那样，没有哪一类
品不看人。我的得奖充分证明了这点。”莫言谈了去瑞典的细节，他
来自评委，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我记得和瑞典的国王王后在王宫
对我说，她在十几年前就开始阅读我的作品，最早读的法文、后来读
精通六门语言，上到王宫，下到百姓，评奖建立在反复阅读上，不是
莫言称，有关诺奖诸多传言都是一厢情愿的虚构，去年八月，西方
优胜客公布诺奖赔率。“我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先生分列第一和第二
发作的诺奖综合征提前到来，我在北京不堪其扰，和家人躲回高密
源，随着开奖日期的渐进，各种传闻和谣言也是笙箫日上。
诺奖带来的烦恼
“想不到还有这么多人恨我”
莫言称，自己当时心烦意乱，“想不到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恨我。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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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诺奖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世态人情。照出了真正的我，以及
拿到诺奖，我当然很高兴，我当然知道，有人不会高兴。当今世界再
称赞的作者。”
最后，莫言斩钉截铁地说：“不管我配不配，我确实是一个诺贝尔文
就是尽快回到书桌前写出好的作品。这是一个作家对社会最好的发
诺奖提名已经结束，接下来，瑞典学院的5位院士将从两百多名提名
他院士阅读他们的作品，再过六个月，新的诺奖得主就会出炉，到了
了，我期待。”
被诺奖改变的生活
“亲戚朋友陌生人都找我帮忙”
莫言在现场提到，“诺奖改变作家的生活，不是坏事也不是什么好
改变自己的行事风格是一个难题，“我得奖之后，就有亲戚朋友来找
工作、让我帮他们打官司，也有素不相识的人写信来借钱，帮他们买
人希望我用诺奖得主身份发言，改变一切弊端。”
莫言表示，这是两难选择，“如果我帮了你找工作，势必挤掉别的孩
钱，你会感激我，势必让其他人骂。我利用名声，帮你看病，势必影
处处摆出诺奖嘴脸，别人不厌恶，我也会害臊。”
库切：我非常同情莫言
昨日和莫言对谈的是库切，他是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
《国家中心》。下午3时，库切率先发言。“就我所知，全世界都深知的
诺奖有这样的地位，其中一个原因是存在时间长，而且奖金很丰厚
礼也是如诗如画，各国电视台广泛转播，但这也不能解释为何是终
库切称，台上的他和莫言经历了诺奖，是比较了解程序的，有立场
诺奖人为的不完美的甄选方式。他强调，自己不是批评诺奖基金会
诺贝尔文学奖评定的参考标准。他称诺贝尔文学奖是要颁给“表现
优秀作品的人”。瑞典皇家学院评定谁来得奖，而评定的过程是闭门
了理想主义倾向，并有最优秀作品这一标准让学院很头疼。讨论作
典皇家学院要多严格去遵守？”
他说：“甄选诺奖得主是瑞典皇家学院一个很脆弱的机构来完成，他
选择的是人。”
库切和莫言的演讲角度不尽相同，交流很少。在快结束时，被读者
场合的莫言表示很无奈，“10场活动我最多答应1次，这样你都觉得
尽快回到书桌前安静写作，连这个活动也不愿意参加。库切接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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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中澳文学论坛 莫言对话库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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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记者许心怡）昨日，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在京启幕，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出席并致辞。
当天两位作家更像是自说自话，莫言侧重于讲述获奖后的心理感受，库切则对诺奖能否坚持为“理
想主义者”颁奖提出了自己的怀疑。

中澳文学论坛 作家合影（人民网记者 于凯摄）
人民网北京4月3日电 （记者许心怡）昨日，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在京启幕，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出
席并致辞。论坛上，两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和库切开展了一场关于文学的精彩对话。当天两位作家更
像是自说自话，莫言侧重于讲述获奖后的心理感受，库切则对诺奖能否坚持为“理想主义者”颁奖提出了自

高清：中澳文学论坛 莫言对话库切 - 中国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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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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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诺奖得主将聚首北京进行文学对话
4月初，莫言和J.M.库切两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将聚首北京，进行文学对话。据悉，第
二届中澳文学论坛将于4月2日至3日在北京举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将领衔8位
澳大利亚作家参加此次论坛，中方8人代表团则以莫言为首。
“中澳文学论坛”开始于2011年8月。当时，作家莫言、张炜、李洱、盛可以、赵玫等中
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悉尼，参加了为期3天的“首届中澳文学论坛”。中澳作家围绕跨国界
写作、当代文学趋势、作家与传统、作家的角色，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感等话题进行
讨论。“首届中澳文学论坛”也是当时“中澳文化年”的系列活动之一。
今年“中澳文学论坛”由中国作协和西悉尼大学写作与社会研究中心、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大学等联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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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不要再邀请我；也不要再到我的高密老家。

昨日，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在北京开幕。之前大家期待的莫言与库切两大诺
终成了各自发表对“诺奖”看法的同题演讲。库切思考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
诺奖身份给自己带来的困扰。
昨日上午，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拉开大幕，来自中澳两国
别就“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诺贝尔奖及其意义”、“文学的本地化与世界
讲及作品朗读活动。其中，两位诺奖得主，莫言与澳大利亚作家J.M.库切的同台
目。一向话语甚少的莫言，昨天首次打开话匣子，畅谈诺奖给自己带来的困扰：
请我；第二，也不要再到我的高密老家。”
他要求
请让我安静写作
（“一定要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不能人家说自己是个人物，就真觉得是个
昨日下午，谈到诺奖话题，莫言显得格外“有话说”。他不光做了约20分钟
库切一起接受记者采访，侃侃而谈。
早在莫言被宣布得奖不久，他就通过媒体多次对外表示，希望尽快回到书桌
言说：“我现在出席的活动，已经是拒绝大部分邀请之后的结果。一般十个邀请
个。但这都已经让你感觉我到处在露面。”
莫言还无奈表示，“比如说，今天这个活动，我愿意来吗？我根本不愿意来
素，比如同行及读者的期待。这样一种无奈，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莫言坦
活动也不想参加，我最想回高密老家待着。我在此也通过媒体，希望向社会呼吁
邀请我；第二，不要到我老家去。我用我的新作来回报你们。”
他烦恼
亲戚找上门“求工作”
（“如果我处处摆出“诺奖”嘴脸，别人即便不厌恶，我自己都会感到害臊
莫言还回忆了去年被宣布得诺奖之前的“心烦意乱”的心路历程，“我注意
将我和村上春树排在赔率的前两位。这让我不胜其扰，只好和家人一起躲回老家
也不是世外桃源。随着开奖日期的临近，各种谣言甚嚣尘上。面对这些，我感到
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世态人心。”
莫言透露，“我得奖之后，很多亲戚朋友来找我，让我帮他们的孩子找工作
司，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写信、登门来求助，让我资助给他们的儿子买房，或
这是一个两难选择。我若帮了他们儿女找工作，但是他们挤掉的却是别人儿女的
名声帮你在看病求医的时候开后门，但是势必影响后面的病人。”
他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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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从政，没能力没兴趣
（“再过6个月，新的诺奖得主，就会出炉，到那个时候，估计就没人理我
着！”）
那么一个诺奖作家，该不该比其他作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呢？莫言坦言，
讲，没有这个根据。当然，如果你乐意用这点虚名，多做点写作之外的对社会有
是好事。但我认为，作为一个作家，最好的状态是独来独往，冷眼旁观，只有这
写出好的作品来。”
莫言还透露，作家转行从政，是一种选择，“但我没有这个能力和兴趣，我
西。但是，我也会悄悄地做些与写作无关、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不管我配不配，
得者。我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尽快回到书桌前，写出好的作品。”现场对话
“过来人”库切笑了：同情你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很多读者期待两大诺奖得主进行对话交流，但是比起两
讲，两人之间的互动并不多。昨日，莫言和库切分别做了以“诺奖”为主题的演

库切：诺奖也有不完美
作为2003年诺奖得主，库切在演讲中重点谈到对诺奖的看法，“我无意去批
作，但我确实在思考这个奖项能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奖项的背后原因。我认为，
有它人工的不完美的部分。比如评委基本上仍在按照多年前诺贝尔在遗嘱里对文
果不符合那个标准，是不是就很难得奖？这值得思考。”
虽然很少互动，但两人还是提到对方。莫言提到，他本人非常不愿意谈“诺
“今天之所以选择这个话题，是一种很大的冒险。但是为了附和库切先生，我就
当听到莫言得诺奖对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库切笑着说：“莫言，我真的

莫言：曾以为有“潜规则”
昨日，莫言还详细梳理了自己与诺奖的多年渊源，“我最早知道诺奖是198
本诺奖作家作品集。那个时候，初学写作的我，觉得诺奖跟我毫无关系。让我开
的是在1994年，获得诺奖的日本作家大山健三郎，在瑞典演讲中，提到了我的名
莫言还透露，自己曾经对诺奖有过误解，“前几年，我的确对诺奖曾有过几
虽然我得奖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我心里非常清楚：我与诺奖的缘分，应该是像两
远。因为在当时的我心中，诺奖是有‘潜规则’，而我并不符合这个‘潜规则’
十来天期间，我充分感受到瑞典人对我作品的熟悉和喜爱。也让我深刻认识到，
从来都是建立在长期的大量的精读基础上，而不是心血来潮。他们评判文学的最
都是文学本身，而不是其他。”华西都市报记者张杰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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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文学论坛上
与另一位诺奖得主库切碰面
莫言谈甜蜜的烦恼
诺奖改变作家的生活，不是坏事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只是一个热爱写作的孩子”

中澳文学论坛上
与另一位诺奖得主库切碰面
莫言谈甜蜜的烦恼
诺奖改变作家的生活，不是坏事也不是什么好事
不管莫言愿不愿意，当他和另一位诺奖得主库切碰面的时候，话题自然绕不过
诺奖，所以莫言不得不“冒着风险附和”，对于诺奖莫言可以说又爱又恨，他甚至
说：“如果你恨哪个作家，就造个谣，说他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
第A28版：文化产业周刊
“我只是一个热爱写作的孩子”
广告

上一版3 4下一版

家。”
4月2日，第二届“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在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开
幕，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为活动致辞。出席活动的还有中国作家莫言、刘震云、李敬
泽、李洱等，澳大利亚作家J.M.库切、布莱恩·卡斯特罗等。
论坛上重磅戏是两大诺奖得主莫言和库切以“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的演讲
切磋，两人对于诺奖不同的观点也碰撞出火花。蒋方舟在现场听过后总结：“同样
谈诺奖话题，库切谈诺奖审美标准的变化，很酷很简洁。莫言老师的发言可以概括
为：莫骂我，我也不想得奖来着。我只是一个热爱写作的孩子。”
首次长谈对诺奖看法
“库切希望谈，我冒着风险附和”
在第二届“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上，莫言接过话筒，这是他领奖后首
次当众长篇发表自己对诺奖的看法。但是这并非他情愿的一件事。“如果让我自己
选择，我绝对不会选和诺贝尔文学奖有关的题目，但是库切先生希望谈论这个话
题，我冒着风险附和。”他称，诺奖在世界是一个话题，在中国又是一个话题，起
初自己还愿意表达自己的看法，渐渐这便成了闹剧，变成了无论怎样回答都要挨骂
的问题。关于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事，莫言评价：“我辈确实缺少鲁迅那
样的骨气。”
莫言称自己和诺贝尔文学奖产生联系是在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
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他在瑞典学院的演讲中提到莫言的名字，知道这个消息后，
莫言称确实很高兴，但冷静一想这个事几乎是幻觉，因为莫言深知自己的作品无论
是从量上还是质上都相差甚远，后来，大江健三郎在中国的数次演讲中又谈到了莫
言是有资格获奖的中国作家之一，莫言想这也许是媒体经常把自己和诺贝尔文学奖
捆绑在一起的主要原因。这也让莫言很烦恼。所以，莫言公开表示：“如果你跟哪
个作家有仇，就造一个谣，说他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透露获奖轶事
“瑞典王后读过我的作品”
“瑞典学院评价标准是文学标准，没有我们想象那样，没有哪一类作家可以获
奖，他们是看作品不看人。我的得奖充分证明了这点。”莫言谈了去瑞典的细节，
他发现对诺奖的评判不只是来自评委，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我记得和瑞典的国
王王后在王宫里吃饭的时候，王后亲自对我说，她在十几年前就开始阅读我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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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最早读的法文，后来读了英文、西班牙文，王后精通6门语言，上到王宫，下
到百姓，评奖建立在反复阅读上，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
莫言称，有关诺奖诸多传言都是一厢情愿的虚构，去年8月，西方两家著名博
彩网站立博和优胜客公布诺奖赔率。“我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先生分列第一和第
二，这让每年晚些时候才会发作的诺奖综合征提前到来，我在北京不堪其扰，和家
人躲回高密，没想到高密也不是世外桃源，随着开奖日期的渐进，各种传闻和谣言
也是甚嚣尘上。”
诺奖带来的烦恼
“想不到还有这么多人恨我”
莫言称，自己当时心烦意乱，“想不到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恨我。这就是诺贝尔
文学奖被曲解的意义，诺奖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世态人情。照出了真正的我，以
及被哈哈镜扭曲的我。最后拿到诺奖，我当然很高兴，我当然知道，有人不会高
兴。当今世界再也不会产生一个让全世界称赞的作者”。
最后，莫言斩钉截铁地说：“不管我配不配，我确实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我能做的事就是尽快回到书桌前写出好的作品。这是一个作家对社会最好的发
言和回报。据说2013年的诺奖提名已经结束，接下来，瑞典学院的5位院士将从200
多名提名作家中，选出小名单让其他院士阅读他们的作品，再过6个月，新的诺奖
得主就会出炉，到了那个时候估计就没人理我了，我期待。”
被诺奖改变的生活
“亲戚朋友陌生人都找我帮忙”
莫言在现场提到：“诺奖改变作家的生活，不是坏事也不是什么好事。”他透
露，得奖之后是否改变自己的行事风格是一个难题。“我得奖之后，就有亲戚朋友
来找我，希望我帮他们孩子找工作、让我帮他们打官司，也有素不相识的人写信来
借钱，帮他们买房子，帮他们治病。也有人希望我用诺奖得主身份发言，改变一切
弊端。”
莫言表示，这是两难选择，“如果我帮了你找工作，势必挤掉别的孩子的工
作；如果我给了你钱，你会感激我，势必让其他人骂。我利用名声，帮你看病，势
必影响后面的病人；我发声，我处处摆出诺奖嘴脸，别人不厌恶，我也会害臊”。
陈谋
■对话大师
在这次文学论坛上，莫言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称想通过媒体呼吁：第一，不
要邀请我参加活动，第二不要到我的高密老家去。大家各干各的，然后我用新作来
回报你们。
记者：获得诺奖后，莫言先生的活动越来越多，库切先生是否有过同样的困
惑，会不会影响到二位内心的文学孤独和宁静？
莫言：你看到我好像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活动里面，实际上这是我把大部分的邀
请拒绝之后的后果，十次邀请我顶多答应一次。今天这个演讲，讲这个题目，我愿
意讲吗？我根本不愿意讲。不讲心里也对不起你们，不来好像也对不起澳洲的同
行。
库切：我非常同情莫言先生，事实上诺贝尔奖有的时候是颁给一个正在创作当
中的作家，有的是颁给写作结束之后的作家，比如说莱辛几年前获得诺奖，并没有
影响到她的写作，她还可以后来做一些慈善活动，因为这已经是她写作生涯的末期
了。但是如果是颁给一个年轻作家的话，确实对他的写作生涯有很大的影响。就像
莫言刚才说的，好多场合不得不去应付一下。
■库切简介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第一位两度获得英
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的作家，分别是1983年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和1999
年的《耻》。2002年，从南非移居澳大利亚，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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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等待野蛮人》《国家中心》等，新作《耶稣的童年》近期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引
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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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坛而言，最让人期待的事莫过于两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和库切在京城的一场文学对
话了。4月2日和3日，两人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进行一场引人瞩目的文学对话。库切来华期间，其最
新长篇小说《耶稣的童年》中文版也将出版。作为本书的译者，记者将作为特邀嘉宾，见证两位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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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大师的思想碰撞。
库切的作品早在十年前就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当时他还没有获诺贝尔文学奖。浙江文艺出
版社副总编曹洁记得，当时库切著作版权的价格并不是很高。十年间，库切的粉丝在中国成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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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他所有的小说已全都被翻译介绍给了中国读者。4月2日，曹洁将带着一套14本最新库切文集作
为嘉宾到北京出席中澳文化论坛。
曹洁告诉记者，库切此次中国之行，与莫言等作家两年前的澳洲之行有关。2011年8月，莫言、
张炜等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悉尼，参加了为期3天的“首届中澳文学论坛”。库切作为澳洲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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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当时参加了活动。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将于4月2日至4日在北京举行，中澳双方各有8位作
家与会。以库切为首的8位澳大利亚作家代表团，与以莫言为首的8位中国作家的对话，将讨论写作
在当代世界的角色、文学的未来、中澳出版交流的前景等议题。参加中澳文学论坛的中方8位作家分
别是莫言、张炜、赵玫、胡平、徐小斌、商震、李洱、盛可以。其中，自从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
一直深居简出不接受媒体采访，几乎也像库切一样成了隐形人，所以这两位沉默寡言者的对话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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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期待。
库切于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代表作品有《耻》、《等待野蛮人》和《国家中心》
等。库切本人一直是一位具有些许神秘色彩的作家。他出生于南非开普敦，是荷兰裔南非人，却总

www.wxkeyu.com

幻想自己是真正的英国人。后来他到美国攻读文学，获博士学位。1973年因参加反对越南战争的游
行而被捕，离开美国后回到南非。2002年移居澳大利亚。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南非几乎没人
知道他是谁。
库切以不苟言笑闻名。开普敦的社交界说，若是请他出席晚宴，他就会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一
样，把整个房间的生气都给吞下去。中国记者在采访中问他，“这是真的，还是谣传？”库切的回
答是沉默。
但有意思的是，他写过三部自传体作品《男孩》《青春》《夏日》，人物姓名都与自己一样，
小说人物基本经历也与自己相似，他还无比“话痨”地把自己成长过程中的那点小心思、小八卦统
统抖落无疑……但库切郑重地声明：不要把这一切看作是作者自传，事实也许会与描写相去甚远。
“与库切一起沉默”是豆瓣上“库切小组”成员们的共识。有读者预测库切来华发言将不超过5
句话，而中国作家莫言为自己起了“莫言”的笔名，也是提醒自己少说话。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同样是“莫言”，两人的相遇，将会迸出什么样的火花？
正是这种悬念，值得我们期待。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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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
库切：诺奖有神话般的地位 不完美的机制
2013年04月03日19:15中国网我要评论(4)
字号：T|T
[导读]所谓“表现出理想主义倾向”的界定这些年肯定让瑞典皇家学院非常头疼，这个要求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于一百多年前的遗嘱，我们要多严格地遵守？难道今天的评委没有权
力用当代表达重新诠释？
莫言和库切，两位诺奖得主的碰撞引人注目，但他们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似乎并不相同。
转播到腾讯微博

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今后大家最好不要邀请我，多么光彩的事我都不参加。第一不要邀请我，第二不要到我老家去，大家各干各的，我用我的新作回报你。”在获得诺奖后莫言似乎不胜各种打扰，
昨日在第二届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上，莫言在与2003年诺奖得主库切对话的场合说出这样一番话。
莫言：我不愿意来这个活动
莫言是在和库切各自发表了20分钟的主题演讲后回答现场提问时说出的这样一番话，他说获奖后自己频繁出现在各种活动上，但这已经是他将大部分邀请拒绝后的结果。“有10次
邀请我顶多答应1次，人经常处在身不由己中，我也不愿意来今天的活动，这个题目我也不想谈。但是不讲我愧对澳洲同行，对不起今天到场的人。”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莫言和库切共同面对的一个提问是现场有读者问文学的意义和诺奖评选标准。莫言回答认为就像他演讲中提到的，诺奖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文学，评委们没有
强烈的政治观念，看作品不看人。“我的得奖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库切对这个问题显然和莫言的看法不一致，库切说：“瑞典皇家学院的成员也是人，他们做出的选择也是人的选择。在诺奖早期，政治的影响还是存在而且很容易看见的。比
如说，‘人类的进步’；‘最伟大的贡献’这类授奖辞体现了诺奖最主要的标准，这也是明显的政治表达。皇家学院即便不愿这样想却还是受到政局变动的影响，比如丘吉尔获奖就和
冷战有一定关系。”
库切：非常同情莫言先生
而随后莫言在下一个问题中就表达了自己并不想来参加这个论坛的真实想法，并希望大家最好也不要再请他参加其他活动。在莫言回答完之后库切马上说：“我非常同情莫言先
生，诺奖有的时候颁给正处于写作生涯中间状态的作家。莱辛几年前获奖时并没有因此影响到自己的写作，因为她得奖已经是写作生涯的末期。如果颁奖给一个还将持续写作的作家确
实会有影响干扰的效果。”
这是前南非作家库切（现已定居澳大利亚）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就像之前传言所说，库切话不多，很多时候只用一两句话带过读者提问。在昨日上午场的活动，库切还作为主
持人主持了第一场中澳作家的对谈。中午在用餐后他和其他几位澳大利亚作家一起找了一家现代文学馆附近的咖啡厅休息了半小时，他点了一杯洛神花茶。
此次随团而来的还有另外7位澳大利亚作家，包括尼古拉斯・周思、布赖恩・卡斯特罗等人，他们在为期两天的论坛里将和其他7位中国作家两两组合展开主题演讲并回答读者提问。
文学论坛昨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现场致辞，按照日程安排，她还将与作家刘震云、徐小斌等人一起参加明天的闭幕式和现场朗读活动。
■ 演讲内容摘录
库切：诺奖的神话与不完美
我想来谈谈诺贝尔奖。在艺术领域，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奖项，有的只是颁发奖章证书、有的有奖金；有的意义重大、有的意义小一些。就我所知，唯一一个价值在自身领域之外，
全世界只要是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的奖项就是诺贝尔奖。
为什么会是这样？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诺奖存在了很久的时间、每年由瑞典国王亲自颁发等等，但这都不能解释为何诺奖在大众心里至高无上、会被看成对获奖者终极嘉奖
的原因。现在台上有两个人更了解诺奖，因为我们经历了整个程序，也有立场去思考差距。我想谈的是诺奖——神话般的地位和人为的不完美甄选方式。
我想说的是，我不能代表莫言的观点，我想谈的是我对诺奖的看法。我强调我不是批判诺奖，正是他们的慷慨让我受益匪浅。
诺贝尔在遗嘱中把遗产大部分用来资助这个年度奖项。根据其遗嘱，奖项要颁给“过去的一年，为人类做出最伟大贡献的人。”而文学奖上，是要颁给“表现出了理想主义倾向，
并有最优秀作品的人”。我觉得所谓“表现出理想主义倾向”的界定这些年肯定让瑞典皇家学院非常头疼，这个要求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于一百多年前的遗嘱，我们要多严格地遵守？
难道今天的评委没有权力用当代表达重新诠释？
诺贝尔在世的时代，瑞典最著名的作家是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但是诺贝尔对他的作品没有共鸣，斯特林堡在1912年去世，瑞典皇家学院从1901年至1911年有12次几乎可以把奖颁
给他，但是他们没有。1903年他们给了挪威作家比昂松，1909年给了瑞典作家拉格格芙，比昂松的授奖辞里说他有着少有的纯洁精神而拉格格芙则有着崇高的理想主义。
这样大家就略懂一二了，这两个人并不是当时最伟大的作家，但他们必须是和诺贝尔本人世界观相容的作家。到了今天，如果说理想主义还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标准似乎并不公
平，但事实上这个奖项依然受这一表述的约束。皇家学院努力把即便并非理想主义者的作家也要在授奖词中将他们划入理想主义者。我举三个例子，2004年获奖的耶利内克，2001年的
奈保尔和1969年的贝克特，他们三个作家都不是我认为的理想主义作家，我觉得将理想主义作为他们一生著作的总结也不切题。皇家学院下决心从他们作品中看到光明的一面，其实他
们每部作品都是相当黑暗的。
莫言：想独往独来，好冷眼旁观
如果让我自己选择今天的演讲题目，我绝对不选诺奖，但现在我只能冒风险附和库切先生一下。
诺奖在世界是话题，在中国尤其是话题。鲁迅 拒绝诺奖提名是抽打中国现代作家的鞭子，我辈被认为缺少鲁迅骨气。鲁迅被奉若神明，而中国当代作家却不被当人看，这样的做
法稍显过分。中国当代作家在过去30年来努力创作，我们的原动力不是诺奖。
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奖，他在瑞典演讲时提到了我的名字，我很高兴。大江先生认为我是有资格得诺奖的人之一，这也成为媒体经常把我和诺奖捆绑的主要原因，我之后不胜
其烦。我曾公开表示，如果你跟哪个作家有仇，就造谣说他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然后他的苦日子就来了。
如果这个作家想表达一些看法，人们会说“小心，他在用这样的方式吸引瑞典评委的注意。”如果他批评体制，就逃脱不了向评委会献媚的大棒。
很多事情是在你几乎忘记时悄然而至，前几年我还对诺奖抱有几丝幻想，最近几年，我觉得这是跟我擦肩而过的两颗行星，渐行渐远。我也一度认为诺奖有潜规则，而我不符合这
个潜规则。
但实际上这个奖首先是文学奖，最根本衡量准则是文学，最根本意义是文学意义而不是其他。10月11日宣布我获奖那天我很高兴，有少数人不高兴或者很不高兴，当今世界，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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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ook.qq.com/a/20130403/000015.htm

无法产生一个毫无争议的诺奖获得者。
获奖之后，亲戚朋友找工作打官司的都来找我，还有素不相识的人登门找我借钱，想买房子治病。也有人希望我发言，借此改变社会弊端。如果我帮了你的儿女，不就是挤掉别人
儿女的机会，我如果处处发声，处处摆出诺奖得主的嘴脸，我自己也会害臊。写作也是发声，文章改变不了的现实，说话就能改变？
获得诺奖后该不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在法理上我没改变自己的公民身份，我的奖金不是从纳税人那里来的，我也没有这样的义务。我讨厌拉帮结伙、党同伐异，我喜欢独往独
来，才能冷眼旁观、才能洞察世态人情。大千世界人各有志，每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地位抬举太高是对作家的伤害。我没有政治家的兴趣和能力，只想安静写点东西，我也
会悄悄做一些好事。
不管我配不配诺奖，我都已经获得了诺奖，是该回到书桌前写出好作品的时候了。据说2013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已经结束。希望半年后新的得主出来时，就没人再理我了。

分享到:

我要评论(4)
相关专题:
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
订阅
相关阅读:
·莫言库切聚首中澳文学论坛 2013.04.03
·诺奖得主库切与莫言将聚首北京 展开文学对话 2013.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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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
莫言：作家最好的状态是独来独往
2013年04月02日22:13腾讯文化艾莘我要评论(2)
字号：T|T
[导读]莫言与库切的对话围绕“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展开。交流中莫言表示，作家写作中应忘记奖项、忘记理论与主义，专注于故事与人物。他也认为“作家最好的状态是独来
独往”。
转播到腾讯微博

今日上午10点，第二次中澳文学论坛在北京开幕。两位诺贝尔奖得主莫言与库切，与各自的团队进行交流。莫言与库切的对话围绕“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展开。交流中莫言表
示，作家写作中应忘记奖项、忘记理论与主义，专注于故事与人物。他也认为“作家最好的状态是独来独往”。
首先莫言在谈及诺贝尔奖的意义时表示，尽管诺贝尔文学奖享誉世界，但文学的前进并非单单一个奖项能推动的。“人类追求光明惧怕黑暗的本性”以及“人类认识自我，表现自
我的愿望”，才是文学发展的根本动力。
但他也说，人们一直对诺贝尔文学奖有所误解误解，自己的获奖让他明白，诺奖的评判标准首先是该作家的文学成就，然后才是其他。对于诺奖的评选程序，他说，瑞典皇家学院
对获奖者的评判不局限于18个评委，而是社会各阶层都有所关注，建立在长期大量的阅读之上。
就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莫言说得十分实际，在短期内让文学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当文学渐渐被人们遗忘的时候，诺贝尔文学奖就会出来刺激一下”，也许多平时不看书的人
也会买本获奖者的书来看。
莫言认为“把作家地位抬得过高是对作家的伤害”。
他坦言获奖后许多人怀揣着各种理由愿望登门。但他对作家将自己身份抬得过高的行为不以为然。凭一个奖项就“错认为自己是个大人物，就可以颐指气使”，“不止是肤浅，简
直是混账”。他犀利地指出，“在中国，作家的高尚地位基本上是某些作家的自大幻想。”
在他看来，诺奖得主相比普通作家，并没有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义务。只有潜心写作发声，才是作家对社会最好的回报。
他也指出“作家最好的状态是独来独往”，只有独往独来才能“冷眼旁观”，才能洞察世态人情，从而创造出好的小说。
其间莫言不乏抱怨诺贝尔文学奖对他带来的困扰与尴尬境地，“如果你跟哪个作家有仇，你就造一个谣言，说他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一再表示自己希望
回归平静生活，安心写作。对于自己近期似乎曝光率增高的现象，他也无奈表示身不由己，也是他一推再推的结果。甚至幽默呼吁媒体帮他宣传，“第一不要邀请我，第二不要到我老
家去。”
此后的问答环节，台下嘉宾提出“获得诺奖对作家在国内地位有什么改变？”莫言认为自己内心深处的定位比外界评价更重要。奖项不可能改变作家作品本质的性质。他说自己并
未有所改变。
而嘉宾问到诺奖的获得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作家写作时，莫言说不必为获奖特意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与倾向。理想主义也好，其他主义也罢，“那都是理论家的事，跟作家没有关
系”。写作时应该牢牢盯住人物、感情与语言，忘掉所有奖项与各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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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切：诺贝尔文学奖被神话了
莫言：别老找我，等着看新作
得过两次布克奖的有三人，而同时又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只有来自澳大利亚的作家库切。当库切遇到
去年刚获得诺奖的中国作家莫言，会擦出什么火花？昨日，为期两天的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在北京举行，诺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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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冰冰长裙惊艳戛纳

物

喝低糖饮料易让人抑郁悲观

旅

BarbaraPalvin不只是天使
春夏——恋上轻度奢华

游

直击巴塞尔奢华腕表一网打尽

健

揭秘韩星不老容颜秘笈很心动

康

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领衔8位澳大利亚作家参加此次论坛，中方8人代表团则以莫言为首。这是莫言和库

澳门成温州炒房团投资新宠

切两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首次聚首，进行文学对话。在库切来华期间，他最新一部小说《耶稣的童年》中文

奢侈化妆品的中国塔尖之战

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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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将出版，几乎与3月的英文版全球同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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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标车日子难过了！7月1日起按...
办身份证录指纹3分钟搞定已有2...
南山弘基学校教师吴某东猥亵小...
高清电子眼来了小心!车里车外...
马路被淹变“黄河”轿车几成“...
菲方调查称射杀台湾渔民涉嫌过...
房产税试点今年扩围，专家称调...
首日“百元时代”被罚行人各种...
粤公布“镉大米”名单深圳5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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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悦居公租房公示遭吐槽市住建...

晶报

广东 深圳

莫言（左一）与库切（左二）参加论坛演讲。（图片来自新浪微博）
加关注

库切开金口了
昨天的中澳文学论坛共分三个单元，其中第二单元为两位诺奖得主库切和莫言的演讲并答问，无疑，这
也是最受瞩目的单元。同样谈诺奖话题，库切谈诺奖审美标准的变化，十分简洁。莫言的发言可以概括为：

李某，你己经轰动了，已经出名了！你把
那些个不调查求证就发稿的记者，嘲讽

莫骂我，我也不想得奖来着，我只是一个热爱写作的人。莫言幽默地说他特别不想谈论任何有关诺贝尔文学

得无地自容了。[转]:【网民自称捕到外星

奖的话题，但库切先生很喜欢这个话题，那么“我就附和一下”。

人 警方认定伪造】6月9日，山东滨州网

库切在简短演讲中谈了诺贝尔奖的来由，介绍了诺贝尔的生平、文学喜好、遗嘱对诺奖评选的影响。库

民李某发帖称自己用高压电网电兔子时
，不小心电死了一个“外星人”。昨日，滨

切说，诺贝尔文学奖地位几乎被神化。作为诺奖评委，瑞典皇家学院的评审是封闭进行的。他提出，难道

州警方称，所谓“外星人”系李某用钢丝和

“表现理想主义倾向”这一百年前的评判标准，不能紧随时代而变通吗？库切表示，诺贝尔本人对文学作品

骨胶制作而成。在接受警方传唤时，李某

的喜好受主观影响。而瑞典皇家学院这一机构十分脆弱。在诺贝尔在世时，诺奖获奖者并不一定是当时最伟
大作家，而是与诺贝尔观念一致的作家。而事到如今，其评判依然受“理想主义”的约束。
莫言表示，文学的前进并非单单一个奖项所能推动的，真正的动力是人们挣脱黑暗向往光明的愿望。为
获奖而写作只会南辕北辙。莫言说，“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头衔让他一度苦不堪言。“你要是
恨谁就说他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吧。”而他表示自己的获奖，让他明白他一直对诺贝尔文学
奖有所误解，诺奖唯一的评判标准首先是该作家的文学成就，然后才是其他。
莫言说，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在于能在短期内让文学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许多平时不看书的人也会买
本获奖者的书来看。获奖后，他坦言许多人怀着各种理由愿望登门。他说，作家不应凭一个奖项把自己抬得

晶网论坛
无辜奋斗的中考非深户学生
不在灾区，我们这样帮助同胞
领取1500元补贴难于上青天
病人住院费用怎是一笔糊涂账
学习地震逃生十法则降低伤害
反思：勿用生命来祭奠大灾难
孩子上学难教育局难逃其责
社保局办公司、开发廊宾馆？

过高。而诺奖得主并无义务对社会承担更多责任。莫言认为，“作家最好的状态是独来独往”，只有这样才

扬州·印象瘦西湖写于深圳

能洞察世事，写出好作品。

晶报三名记者正在赶赴灾区

谈到获诺奖后受活动相邀之累，莫言说，人有的时候很无奈，我希望大家理解。如果就我自己而言，我
什么活动都不想参加，只想呆在家里，希望大家什么活动都不要邀请我，也不要到我的老家去。我会用我的
新作回报你们。
中澳16位作家与会交流
“中澳文学论坛”开始于2011年8月，当时来自中国的作家莫言、张炜、李洱、盛可以、赵玫等中国作
家代表团访问了悉尼，参加了为期3天的“首届中澳文学论坛”，中澳作家围绕跨国界写作、当代文学趋势、
作家与传统、作家的角色，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感等话题进行讨论。“首届中澳文学论坛”也是当时“中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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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文化年”的系列活动之一。
昨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澳文学论坛”为第二届，由中国作协和西悉尼大学写作与社会研究中心、澳大利
亚阿德莱德大学等联合举办。中澳两方各有8位作家与会，澳大利亚方面的8位作家，除了库切本人，其他知
名作家还有亚历克西斯·赖特，他的《卡彭塔利亚湾》去年也在中国出版。中方作家是莫言、徐小斌、李洱、
刘震云、叶辛等。
本次论坛主题为“文学与包容”。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文学的意义正在于抵制高
速发展的社会中种种的‘一次性’。在信息爆炸的如今，我们更有必要沉下心研究文学。”澳大利亚驻华大
使孙芳安在致辞中对中澳之间文学交流抱持热忱态度。
编辑：张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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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人评价)

网友评分：
发表评论|查看全部评论

晶报

晶论坛

晶时尚

晶汽车

一键关注

转发到腾讯微博

晶旅游

转发到新浪微博

晶购物

晶健康

注册微博

主管：深圳报业集团主办：晶报社联系我们网站广告价目表报纸广告价目表论坛手机版
温馨提示：本页面最佳浏览分辨率为1280*1024，请使用IE8或以上浏览器浏览，安装“微软雅黑”字体以便达到最佳效果。
经营许可证号粤B2-20030128号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粤)004号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1906154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4412006004
深圳报业集团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Copyright©2010-2011bydailyss.comAllRightsReserved.

http://www.dajianet.com/news/2013/0403/198762.shtml

中澳文学论坛开幕：库切莫言谈诺奖_出版界_文化新闻...

激活礼品卡 | 大佳网首页 | 加入收藏 | 帮助

欢迎光临大佳网 请登录 免费注册

图书
热门搜索： 郦波 晚清 出版 婚姻
首页

新书试读

原创

资讯

数字出版

文化新闻

世界出版

电子书商城

书客

专栏

视频

排行榜

专题

亲子

作家/出版人

当前位置: 首页 > 资讯 > 文化新闻 > 出版界 > 正文
短袖 大码 羽绒服 职业

中澳文学论坛开幕：库切莫言谈诺奖
2013-04-03

作者：邱琪

来源： 新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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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开幕式上嘉宾合影
2日上午十点，第二次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拉开序幕，本次论坛主题是“文学与

· 书客的诺贝尔文学月

包容”。本次论坛将持续两天，在今天的活动中，徐小斌与布莱恩·卡斯特罗、J.M.库切与莫言、李洱与大卫·沃

· 【读点】第6期 真实的罗姆尼

克等中澳作家分别就“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文学的本土化与世界性”三个话题进行

· 【盘点】莫言经典作品

了交流。
本次论坛由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主持开幕式，在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和澳大利亚大使馆孙芳安简短致

热门标签

辞后，10点45分，由澳大利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J.M.库切主持、中国作家徐小斌和澳大利亚作家布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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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围绕“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这一话题先后发表演讲并现场回答媒体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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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出版社如何再造出版？
许知远：文学是伤感和失望的产物
手冢治虫罕见二战漫画消失70年首现
法院受理杨绛起诉拍卖行
从余华《第七天》看Kindle在中国的可…

布莱恩·卡斯特罗(左)与徐小斌(右)对谈 “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
一、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

4个测量指标帮助出版社找出优质读者
学乐出版社：让图书出版与网络游戏对接
限时特惠：电子书促销的秘笈

徐小斌：只要好的传统不丢失 不用担心文学的未来
布莱恩·卡斯特罗：文学不会死，只是越来越少的人感受到它的气息
徐小斌在演讲中说，受众的品味是游移的，作家要做的是引导受众的口味，而文学的现代性决定我们能吸
引到什么口味的读者。尽管纯文学创作现在不被看好，但徐小斌说文学梦应该是所有梦中最美好的，“写作是栖

出版业创新：十大机遇与挑战
陈昕：生活书店的传统和精神

http://www.dajianet.com/news/2013/0403/198762.shtml

中澳文学论坛开幕：库切莫言谈诺奖_出版界_文化新闻...

身于地狱仰望天空，是在精神的炼狱中创作作品。写作不是市场需要，而是人类精神需要。”卡斯特罗在演讲时
则说，传统总归是传统，但文学是活的，与现代性分不开。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文学日益变得浅薄，以前长
篇大论的书评现在越来越倾向寥寥数语，现代的人们也不再像古人崇尚神一样崇尚伟大的作家，有思想、高雅
的写作正越来越少，导致现代社会出现精神真空。尽管如此，但他相信以“L”开头的文学不会死，只是越来越少
的人感受到它的气息。
在被问到文学如何捍卫精神世界时，卡斯特罗说现代作家的内省性和自我质疑越来越少，文字内部的自我
争议不见了，而这些对保持作品的精神性十分重要。徐小斌对此也表示认同，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痛苦和巨
大的作家内省正从写作者中消失。而文学持续发展的潜力在哪里？卡斯特罗说，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在于对
过去的反思挖掘，由此生发文学潜力。写作由缺失感和哀伤感驱动，且个人潜力对文学潜力也有重要作用。徐
小斌也同意人的忧伤感和孤独感是写作动力，但她认为人的潜力无限，“科学实验证明，从生到死，人利用到的
脑神经元只占大脑的一小部分，这说明还有很大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她对人的文学潜力抱持乐观态度。在
创造未来方面作家起什么作用？卡斯特罗说，文学只是文化的一部分，除了作家，电子化、数字化都会影响到
我们，言下之意作家在创造未来只其部分作用。徐小斌则说，不用为文学未来担心，书和数字化各有好处，但
都有精美和粗糙之分，只要五四时期提倡的“审美、审丑、审智”传统不丢失，文学的未来一定会因优秀作家的
存在更美好。
在被本对谈主持人库切问到大学怎样保留文学传统以防止文学灭亡、怎样解决大学教纲和经典阅读之间的
冲突时，卡斯特罗不无悲观地说，现在大学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提供很多东西，学生没有阅读，只为获取文凭
和找工作，经典已被遗忘。而徐小斌对此持不同看法，她说，阅读经典和大学教纲不一定成为悖论，将经典纳
入大纲顺理成章。但只有出于对文学的由衷热爱，才能持续阅读和写作。谈及作家的责任心问题时，卡斯特罗
说，我对读者没有责任，如考虑读者我就会写一堆意见。作为作家，不应说得太多，教师可以，但作家不行。
徐小斌也表示，写作时不会考虑到读者，作家如带着目的创作就矫情、不自然了，作家应该坚持自己的精神品
味和追求，在时代中做出选择，并为此承担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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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切《耶稣的童年》中文版
4月初，莫言和J.M.库切两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将聚首北京进行文学对话。早报记者昨日从西悉
尼大学得知，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将于4月2日至3日在北京举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将领衔
8位澳大利亚作家参加此次论坛，中方8人代表团以莫言为首。在库切来华期间，他最新一部小说《耶
稣的童年》中文版将出版，几乎与3月的英文版全球同步出版。
中澳16位作家与会

韩国东大门正品代购女装 M 阿玛施专柜正品/2013新款亚
¥ 288.00

¥ 250.00

新闻图片

“中澳文学论坛”开始于2011年8月，当时来自中国的作家莫言、张炜、李洱、盛可以、赵玫等中国
作家代表团访问了悉尼，参加了为期3天的“首届中澳文学论坛”，中澳作家围绕跨国界写作、当代文
学趋势、作家与传统、作家的角色，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感等话题进行讨论。“首届中澳文学论坛”
也是当时“中澳文化年”的系列活动之一。
今年“中澳文学论坛”（第二届）将在北京举行，由中国作协和西悉尼大学写作与社会研究中心、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等联合举办。根据西悉尼大学的信息，中澳两方各有8位作家与会，澳大利亚
方面的8位作家名单已经确定，除了库切本人，其他知名作家还有亚历克西斯·赖特，他的《卡彭塔利
亚湾》去年也在中国出版。根据澳方提供的信息，以莫言为首的中方代表团名单目前还未确定。

除了中澳两方的作家，还将有一批文学编辑、批评家、学者参加此次论坛，今年论坛将讨论写作
在当代世界的角色、文学的未来、中澳出版交流的前景等议题。这些活动都将在4月2日和3日举行。4
月4日，则将举行一次大型圆桌论坛，与会者包括西悉尼大学、阿德莱德大学、东英吉利大学、英国文
学翻译中心和中国的大学学者、出版商。
库切新作《耶稣的童年》中文版将出版

就在库切访问中国期间，其最新长篇小说《耶稣的童年》的中文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耶
稣的童年》在英国也才刚刚出版，两个版本几乎全球同步出版。
《耶稣的童年》是一部关于新移民的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难民的孩子，名叫大卫，他
和家人失散了，不知道他母亲的名字；上船时他带着那封能够说明情况的信件，但是信件弄丢了；于
是，一个名叫西蒙的老人带他去寻找母亲，在他们移居的那个新国家里，这一老一少相依为命，开始
新生活。这是一部以童年、移民、教育为主题，揭示世俗经验之谜的小说。但光读小说开头几章，并
不清楚它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也不清楚书名“耶稣的童年”是什么意思，具体喻指什么，和故事里
的男孩有何关联。

可以确定的是，《耶稣的童年》写的是一个孩子的故事，写移民的童年，写童年生活的奇异和现
实。
2003年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其身份其实已经从“南非作家”变成“澳大利亚作家”，《八
堂课》和《慢人》正是库切澳大利亚阶段的起点，通过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这个虚构的澳大利亚作家描
写澳大利亚，通过保罗·雷蒙特这个富于澳大利亚文学特色的人物探讨移民生活。这些作品并未脱离
后现代创作意识，但是以公民身份关注澳大利亚现实，表现“新移民”的情感和社会关系，这是库切
之前的创作中未曾出现过的，跟描写南非的那个“局外人”阶段判然有别。《凶年纪事》是由两个移民
——JC和安雅讲述的故事。《耶稣的童年》无疑又是他移民写作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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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库切在华期间恰逢新作在中国出版，但浙江文艺出版社方面表示，目前还没有安排库切与
中国读者交流的计划。

[责任编辑：徐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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