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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莱因哈特 推荐人：平原

作家简介：埃里克·莱因哈特，1965年4月2日出生

于法国南锡。他是小说家，剧作家与发行人。第一部小

说《半梦半醒》出版于1998年，第四本小说《灰姑娘》出

版于2007年，受到了批评界的赞誉，并为他赢得了《摇

滚不腐》的封面以及《解放报》文学回归季的头条，第五

本小说《维多利亚系统》出版于2011年，并出现在龚古

尔奖与雷诺多奖的入围名单中，第六本小说《爱与森

林》出版于2014年，获得了雷诺多中学生奖，并被《读

书》杂志评为当年最佳小说，第七本小说《夫妇的房间》

出版于2017年，引起评论界的热议并入选人民文学出

版社21世纪年度最佳小说法国卷系列，即将出版。

推荐理由：埃里克·莱因哈特的作品中，除了最新

的《夫妇的房间》将要译介之外，其他作品还未有中文

版本。国内读者与学界还未有对他的认识与研究，但其

作品已受到法国评论界

与出版界的极大关注。

作家善于在虚构与真实

间探寻人性的奥义，并

在多容叙事构建而成的

小说世界中，让读者进

行多角度、多层次的阅

读，从而模糊虚构与真

实同时又平衡二者之间

的联系。埃里克·莱因哈

特作为法国当代作家中

富有特色且不断有稳定

高质量作品产出的作

家，值得我们对其作品

进行译介。

菲力浦·雅各泰 推荐人：赵域舒

作家简介：菲力浦·雅各泰，当代著名的瑞士法语

诗人、翻译家、诗歌评论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曾获朗

贝尔文学奖、拉穆兹文学大奖、法国翻译大奖、法兰西

科学院大奖、法国诗歌大奖、摩纳哥大公基金会文学

奖、龚古尔诗歌奖等诸多奖项，出版的诗集有《仓鹗集》

《短歌集》《愚者集》《教训集》《平民之歌》《冬季之光》

《绿色记事》《多年之后》等。翻译了荷马、贡果拉、荷尔

德林、莱奥帕尔迪、温加雷蒂、里尔克、穆齐尔等人的大

量作品。曾写过关于弗朗西斯·蓬日、伊夫·博纳富瓦、

保罗、克罗戴尔、安德烈·迪·布歇等不同诗人的诗歌评

论文章。

推荐理由：当“二战”引发欧洲文明的全面危机，整

个社会陷入“虚无主义”之际，菲力浦·雅各泰以其对政

治的“不介入态度”，隐士般专注挖掘事物的内在诗意，

朝向事物本身，切近存在的本真，同时仍执著于寻找和

自然、世界的关系，并

不放弃关于存在和审

美的思考。他的诗歌语

言精妙细腻，作品以其

含蓄、清醒、朴素、节

制、直面碎片化现实的

特征，被认为是当代法

语诗歌“纷杂、喧哗的

合唱”中最真实的声音

之一。

目前，菲力浦·雅

各泰的诗集除由树才、

姜丹丹等进行翻译并

出版之外，在我国的译

介尚不充分，宇舒翻译

的菲力浦·雅各泰诗集

《在冬天的光线中》即

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上海九久读书人出版。

安妮·埃尔诺 推荐人：赵苓岑

作家简介：安妮·埃尔诺，法国回忆书写第一人，诸

多法国当代作家最喜爱的作家，多次入选法国年度作

家、最受欢迎作家，广受学界、媒体、读者欢迎。曾获雷

诺多文学奖、玛格丽特·杜拉斯奖、弗朗索瓦·莫利亚克

奖、法语文学奖，意大利斯特雷加欧洲文学奖、玛格丽

特·尤瑟纳尔奖。安妮·埃尔诺的作品见证了个体身份

的塑造，又将自我当作行走的工具，度量文化的宽度与

历史的深度。借社会学的客观，以白描的中性风格重新

定义了自传写作。目前暂无中译本。

主要作品有《位置》《羞耻》《迷失》《外在生活》《一

个女人》《我还在我的夜里》《女孩的回忆》。

推荐理由：2008年面世的小说《年复一年》奠定了

安妮·埃尔诺文学

大家的地位，作品

以超乎想象的掌控

力放大了传统自我

书写的小我，谱写

了复数的历史。《年

复一年》借照片勾

连起个人与集体的

历史。作为背景的

个人历史烘托着集

体历史：60年间法

国大众听过的歌

曲、看过的电影、广告、电视、喊过的口号。战后40年代、

辉煌30年、五月风暴、解放大潮的70年代再到新媒体

时代，整个社会大的变革透过作者对物的刻画，更加真

实可感，恰如安妮所说，“物是人非，但求坚守”。

将写作比作刀的安妮·埃尔诺并非将自我当作活

体解剖，而是借写作的刀割断了自我依附的绳索，任自

我迷失于更广阔的现实、文化乃至集体的历史中，似苦

行僧一般决绝，文字黏着却流动。在安妮·埃尔诺的文

学世界里，一呼一吸都是命运，却并非对无常的感慨，

而是有意的胶着。

加埃尔·法伊 推荐人：刘彦

作家简介：加埃尔·法伊，法国作家、歌手兼词曲作

者。1982年生于布隆迪，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卢旺达

人。由于布隆迪爆发的内战和卢旺达针对图西人的种

族大屠杀，他于1995年移居法国。青少年时期发现了对

说唱音乐和嘻哈音乐的兴趣，音乐成为他表达流亡痛

苦和重建身份认同的手段。他曾在金融业工作，后辞职

全身心投入写作和音乐。2015年起，他带着妻儿回到卢

旺达，在基加利生活。

2016年8月，加埃尔·法伊的处女作《小小国》在法

国上市，一经推出便广受好评。小说获得当年FNAC小

说奖、处女作小说奖、龚古尔中学生奖等多个文学奖

项，并进入龚古尔奖终选名单。《小小国》在法国销量累

计近80万册，已售出30种外语版权（英文版由兰登书

屋出版）。

推荐理由：《小小国》中文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

2018年 1月出版。小说从10岁男孩加布里耶的视角出

发，用诗意的语言讲

述了上世纪90年代

的非洲生活，满溢热

带风情和浓浓怀

恋。“我写这部小说

是为了向世界呼喊

我们存在过，过着

简单的生活，有自

己的规矩和烦恼。

我们只想留住自己

的幸福，却流散到

世界各地，变成一

群流亡者、难民、移

民、迁移者。”

这部真诚的处

女作充满美和力

量，使加埃尔·法伊

这位年轻的“80后”作家在法国文坛一鸣惊人。对卢旺

达种族大屠杀的回顾和反思，在恐怖主义蔓延、难民流

离失所的今天，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阿兰·博尼埃 推荐人：赵维纳

作家简介：阿兰·博尼埃，生于法国中部一座宁静的

小村庄，身为乡村教师的父亲为他亲授启蒙课程。12岁

前往巴黎求学，喜爱航海和冒险，一度想去做海员，但最

后还是放弃了。他与同时期另一位文坛巨匠雅克·利维埃

是至交好友，后者娶其妹为妻，并与之长期保持通信来

往。1928年出版的《通信集》囊括了博尼埃与亲友间约

370封通信，尤其是他与利维埃的通信，勾勒出一幅描摹

“美好时代”文学生活的画卷，对包括萨特、西蒙娜·波伏

娃、居伊等在内的一批文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07年至1909年间，博尼埃供职于军队，服役期

满后成了《巴黎日报》的一名文学专栏编辑，发表了一

些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在此

期间，他结识了安德烈·纪德、保尔·克洛代尔等成名作

家，并于1913年出版了小说《故梦》（或译《大莫纳》），国

内现存两个译本，分别初版于1986年和2017年，这是

博尼埃留下的惟一一部完整的小说，历时三年创作完

成，主要以他本人的生活与爱情经历为蓝本，讲述了主

人公大莫纳与密友弗朗索瓦共同找寻前者于一神秘庄

园邂逅的美人伊芙娜的故事。小说虽与当年的龚古尔

奖失之交臂，但出版以来一直广受好评，被两次改编成

电影（1967年与2007年），还有多部以它为题材的音乐

作品。1914年，博尼埃着手创作第二部小说《白鸽》，但

没有完成。一战爆发，他于当年8月参军，一个多月后死

于战场，年仅29岁。

推荐理由：阿兰·博尼埃在欧美文学界是一位公认

的天才作家，有着令人神往的传奇经历，创作出一部引

人入胜的“经典成长小

说”，而他的悲剧结局

更是令人扼腕叹息，其

作品在中国还没有得

到充分的译介和研究。

他的《故梦》充满了“乡

下人”特有的梦幻与天

真，丝毫不染大都市

（特指巴黎）之俗尘，弥

漫着一股伤感与怀旧

的气息，集理想主义、魔

幻主义与现实主义于

一身。他的《通信集》具

有极高的文学与文献

价值，目前尚未有中译

本问世，值得进一步

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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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英语新经典
詹姆斯·索特 推荐人：孔亚雷

作家简介：詹姆斯·索特，美国著名小说家，被称为“作家中的

作家”，“最被忽略的大师”，曾获得“巴黎评论终身成就奖”、福克纳

短篇小说奖、马拉默德短篇奖等。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光年》《游

戏与消遣》《这一切》和短篇小说集《暮色》等。《光年》已于2108年由

理想国推出中文版。他其余重要作品的中文版也将陆续推出。

推荐理由：写于上世纪70

年代的《光年》已经成为当之

无愧的“美国经典”，它用一种

极具个人风格，电影分镜头般

的碎片式结构，描述了爱、婚

姻、友谊的美妙与脆弱，2000

年再版后引起了一股“詹姆

斯·索特风潮”，不仅被收入

“企鹅经典文库”，而且影响了

包括裘帕·拉希莉等在内的许

多新一代著名作家。《游戏与

消遣》则围绕着一个在巴黎游

荡的美国年轻人与一位法国

少妇的韵事而徐徐展开，被称

为文学史上最好的情色作品

之一。

《这一切》出版于 2013

年索特88岁高龄时，是他的最

后一部小说，它用既散漫而放

松，但同时又极其精准而深邃

的笔调，勾勒出一位“二战”退伍军人成为一个文学编辑后的人生

故事。美国著名小说家理查特·福特将它列为自己的年度最佳小

说，并评述说，“我已经多年没有读到过像这样的小说，让你看着看

着会忍不住站起来，在房间里四处走走，然后再继续看，因为你的

心好像被揪住了，你想哭，你觉得呼吸不畅。”

跟雷蒙德·卡佛一样，索特的短篇小说数量虽然不多，大概不

超过50篇，但几乎每一篇都是杰作。跟海明威和卡佛一样，他影响

了许多新一代的年轻作家，他不仅将极简主义风格发挥到了极致，

而且对短篇小说这种古老文体有新的开拓和创新：奇特的离题和

插叙，极致的画面感，神秘而自然的场景切换。正如评论家所说，

“在文学上，索特似乎敢于也能够做任何事”。

科伦·麦凯恩 推荐人：晏向阳

作家简介：1965年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受其当记者的父亲的影

响，自小立志成为一名记者，高中毕业后进入都柏林理工学院攻读

新闻学专业，后成为《爱尔兰新闻》的记者。1986年，麦凯恩为小说

创作来到美国。1988年至1991年，他旅居得克萨斯州，在得克萨斯

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92年与妻子结婚后曾到日本教授英语。

回到美国后他定居纽约，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教授创意写作

课程，同时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他在《纽约客》《时尚先生》《巴

黎评论》《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作品，到目前已经

出版了六部长篇小说和三本短篇集。这些作品被翻译成了40多种

语言，并赢得了多个国际奖项。2009年出版的《转吧，这伟大的世

界》赢得了当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

译本后又获得了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10）微山湖奖，还有

2011年的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这本书从而成为他当之无

愧的代表作。

“99读书人”近几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了作家的短篇小说集《黑河钓事》，长篇小说《转吧，这伟大的世

界》《歌犬》《佐利姑娘》《舞者》《飞越大西洋》《隧道尽头的光明》以

及散文集《给青年作家的信》。

虽然几乎囊括了他所有的作

品，但目前麦凯恩还未得到中

国评论界的更多重视。

推荐理由：麦凯恩的职业

生涯还处于明显的上升期。他

最初的《黑河钓事》是早年刚

移居美国时的生活记录,明显

带有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农

业国家来到发达的资本主义

世界，艰难地在文化冲突和经

济窘迫的黑暗中探寻生活光

明的行者的特色。多年后，麦

凯恩以丰富的旅行经历积累

的国际主义视野成长为一个

“诗意的现实主义者”。他描绘

“9·11”历史景观的代表作《转

吧，这伟大的世界》让美国人

也不由得为之叹服。

马克·斯特兰德 推荐人：张阅

作家简介：马克·斯特兰德，生于加拿大的美国桂冠诗人、翻

译、散文家、艺术评论家，所获奖项包括华莱士·史蒂文斯奖、普利

策奖（获奖作品《一个人的暴风雪》）、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诗歌金

奖等。先后在爱荷华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任教，2005年起担

任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直到去世。出版《移动的理

由》《我们生活的故事》《绵绵不绝的生命》，以及分成55个部分的长

诗《黑暗的海港》等20多部诗集，以及大量散文集。之前国内对这位

重要诗人的译介，只有《张枣译诗》里的5首。2018年，浦睿文化首次

推出《我们生活的故事》，收入包括这部诗集在内的他前半生6部重

要诗集，全本书店也在今年推

出了《寂静的深度：霍珀画谈》

这部斯特兰德散文作品。

推荐理由：斯特兰德被称

为“深沉的异化哀悼者”，是美

国最重要的当代诗人之一，直

到今年我国才开始系统介绍

他。从他30岁时出版的诗集处

女作《睁着一只眼睛睡觉》即

可看出他已然成熟的创作风

格，语言平实、具体又睿智，由

一点一物开始发散，像老者那

样看透诸事，成熟稳健，无物

不可入诗，眼界宽广。他的诗

克制优雅，哀而不伤，常常会

追溯到童年的田园、小船、树

林等自然风物，也可能从生活

日常元素发散出某些画面，甚

至发散出富有想象力的超现实场景，有些还具有一定叙事性。当他

的诗从自我出发，则不限于自我，打破自我与世界、内在与外在的

边缘，诗向更深更远处自然生发。他不拘泥于语言形式，常常不用

韵脚和格律，跟随语言和沉思，抵达不可预知的神秘之境，而不是

重现某种已知经验，他所获取的陌生、惊奇之体验，最终会传达到

读者那里，令读者眼中的日常变得不再一样。

约翰·契佛 推荐人：叶紫

作家简介：约翰·契佛，美国小说家，曾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

普利策小说奖等。其一生著作颇丰，尤以短篇小说见长，自选集《约

翰·契佛短篇小说集》于1977年出版，好评如潮。主要长篇小说包括

《猎鹰者监狱》《华普肖一家》《弹丸山庄》等。其作品已被收入“美国

文库”。眼下，在国内契佛的作品少见于市面，新译稀少，逐渐被人

忽略。

推荐理由：契佛被誉为“郊外的契诃夫”，作为一名出色的现代

短篇小说作家，其重要性不亚于雷蒙德·卡佛（二人也并称“美国双

佛”）。卡佛与契佛在艺术上惺惺相惜，前者的小说《火车》在很大程

度上便是对后者早期的著名短篇《五点四十八分的列车》的续写，

在篇名后卡佛直接划下破折号，写道：“致契佛”。“双佛”都好酒，在

写作风格上也有类

似之处——直白、

简练、准确，也都有

“极简主义”的倾

向，但卡佛主要描

写草根阶层的生存

状态，而契佛的小

说中的人物则大多

是中产阶级。写作

题材的不同在某种

意义上直接影响了

读者的阅读感受，

卡佛笔下的世界阴

冷、灰暗、郁闷、荒

唐，叙述好像流水

账一般，却常让人

有毛骨悚然的感

觉，而契佛虽然也

描述社会中的“灰

色”，但他更注重对

人物心理变化的描

写，也更强调一种批判性；卡佛的作品游离于典型的事件与人物之

外，诡异、离奇，却凶、狠、准，而在大部分契佛的作品中，读者能够

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的态度与立场，更强的写实性与真实感也让人

物的内心世界展露无遗。他们何其相似：《大教堂》与《巨型收音机》

分别出自卡佛和契佛之手，但却像是同一个人写的；他们又何其不

同：卡佛的许多作品和契佛的《猎鹰者监狱》一样，都描写污秽与怪

诞，但卡佛的笔墨停留于污秽，让污秽本身说话，而契佛却借污秽

直指美国社会。所以，“二佛”虽然同为以小见大的杰出作家，但在

艺术上却有不同的追求（如果可以称之为“追求”的话）。在卡佛被

我们记住的今天，我们不应忽略契佛；他不是卡佛的“影子”，也不

是文学上“兄弟”，他们不应被视作“双佛”，而应被视为“卡佛”和

“契佛”。

安东尼·多尔 推荐人：贾秀琰

作家简介：安东尼·多尔生于1973年，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所

有我们看不见的光》《捡贝壳的人》《关于恩典》《罗马四季》《记忆

墙》等。多尔凭短篇小说三次获得欧·亨利小说奖、一次全国杂志奖

和手推车奖，作品收录于《美国最佳短篇小说》《安可新美国短篇小

说选》和《斯克里布纳当代小说选》中，邦诺书店新秀奖、罗马奖和

纽约公共图书馆幼狮文学奖也给予他高度肯定。2007年，著名文

学杂志《格兰塔》将安东尼·多尔列入21位全美最佳青年小说家的

排名中。多尔目前在沃伦威尔森学院的文艺创作硕士班任教。其代

表作《所有我们看不到的光》获2015年普利策小说奖，获得《纽约

时报》年度十佳好书，被《华盛顿邮报》《卫报》《周刊报道》等多家报

纸评为年度最佳好书。

代表作《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是安东尼·多尔惟一一部译介

到中国的小说，由中信出版社于2015年8月出版。法国少女玛丽洛

尔生活在巴黎，幼年失明后，父亲保护她、训练她，鼓励她勇敢生活

下去。1940年，德国入侵，她被迫离家，不久又与父亲骨肉分离，以

瘦削的肩膀抵抗纳粹暴政。德国少年维尔纳从小失去双亲，与妹妹

在矿区孤儿院相依为命。一心想摆脱底层命运的他，凭借无线电天

赋跻身纳粹精英学校，本以为是命运的转折，不料却跌入另一个地

狱。战争碾碎了他们的希望，两个陌生人的生命轨迹也意外交汇。

当平静的生活成为不可企及的黑暗之光，他们是否有勇气在死之

前活出生机。

推荐理由：整个故事构思

巧妙，轻柔缓慢的叙述、简洁

短小的章节、优美细腻的文

字、精雕细琢的场景刻画，组

成了一幕幕如同电影情节般

的画面。漫长的故事，跨越一

场战争，审视诸多人物的一

生，隐藏在每个角色虚虚实实

的经历里。作者将文学目光聚

焦于高强度压力环境中的个

体，表现逼仄空间内小人物的

内心世界和命运轨迹，以感性

的目光洞察那段历史，表现了

渺小的个体面对战争时命运

的错位和不可逆转。故事的开

篇非常触动人心，从玛丽洛尔

的父亲为她悉心制作城市缩

微模型写起，本章末了原因揭

开，他是为了让女儿通过触摸模型，了解整个城市的构造，万一有

一天他在战争中死去，女儿也可以独自一人生活下去。聚焦战争的

作家本就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小说虽然没有直面炮火，但

却通过盲女和德国男孩两个年轻纯净的心灵碰撞，反衬战争的残

酷，同时也揭示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人性的美好仍旧是黑暗里

那束我们暂时没有看到，却始终点亮的光。

作者虽然是年轻作家，但行文却很成熟，有种强大的控制力，

尤其是在当代图书市场上，他愿意选择战争题材进行写作，观照

“二战”历史，挖掘人性力量，展现战争年代都市市民层面形形色色

的人物，用极大的真诚书写了感人至深的故事。同时这本书亦在军

队作家群体中得到广泛推荐和一致好评，或许在未来也可能影响

我国青年作家军事题材小说的创作。

法语新经典

《光年》

《转吧，这伟大的世界》

《我们生活的故事》

《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

《约翰·契佛全集》

《夫妇的房间》

安妮·埃尔诺作品 《大莫纳》

《小小国》

《在冬天的光线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