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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一个新世界：
拓展一个新世界
：我走过的这十年
□许 钧
我 1975 年毕业，在大学工作已经有 47 个年头了。最早在
解放军外语学院任教，一年后有机会去法国留学，到了 1978 年
8 月，回国继续任教。正是在这一年的年底，党中央召开了十
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方针。我的教学与研究
生涯就在这改革开放的春风中，真正开始了。

两人在西安相遇了，这次交流所体现的精神意
义、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都非常重大。第二
次，在山东大学组织了一次交流。为什么要到
山东大学？因为中华民族要复兴必须要有根，
而孔子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之源。
勒克莱齐奥到山东跟莫言进行对话，我觉得具
有不一样的象征意义。记得他们那次对话的
主题是“文学与人生”。勒克莱齐奥先生认为
中国的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拥有巨大的想象
力，这种想象力与诗意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
国文学神话的独特魅力。很多世界的文学源
流跟中国的文学源流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小

翻译，
推进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最初的那个时期，最让我感到诧异的，是一股持
续的外国文学热。常有一本外国文学名著出版，读者排长队竞
相抢购的场面出现。当时，法国文学的经典作品特别受读者欢
迎，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一场公众讲座中，余华就讲述
了他与法国文学的渊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时大量的中国
古典文学、现当代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开始重新出版印刷。我
当时买了很多外国作家的书，其中就包括法国作家的书。我就
读了一部不是很厚的长篇小说，是莫泊桑的《一生》。读到三分
之一的时候，想起来（它）就是我当年读的那部没头没尾的外国
小说，
（这就是）我读的第一部外国小说。”面对当时涌动的外国
文学阅读潮，刚刚从法国回来的我，内心有一种莫名的冲动，特
别想把自己喜欢的法国文学作品翻译出来，介绍给国人。在纪
念《外国语》创刊 40 周年的文章里，我曾谈到在那个时期，我迷
上了翻译。回望走过的路，我发现自己是特别幸运的，居然先
后翻译出版了 30 多部法国文学优秀作品。由翻译为入径，我
接触了各种法国文学流派代表人物的作品，如浪漫主义的夏多
布里昂、雨果，现实主义的司汤达与巴尔扎克，意识流的鼻祖之
一普鲁斯特，法国新小说派的杜拉斯、法国新“寓言派”的图尼
埃和勒克莱齐奥。这一个个在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
闪耀着永恒光辉的文学大家，无意中构成了我数十年来所致力
的文学与翻译之双重历险的精神坐标，让我感受到了阅读文学
经典、翻译文学经典之于我个人成长的深刻价值。
到了新的世纪，尤其是这十年，我还继续关注外国文学的
翻译，但我发现外国文学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吸引人。
渐渐地，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
当代文学作品的外译开始受到国人与国外文学界的关注。从
外国文学的中译，到中国文学的外译，开始出现了一种双向交
流的态势。中华民族历来有一种开放的、包容的胸怀，善于向
别人学习，取他人之长，从而让自己强大起来。考察中华文明
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这种学习与借鉴的重要
性。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我们的心态更加开放、包容，越来越
具有世界意识和人类情怀，越来越主动地走向世界，走向他者，
在与他者的接触、交流、借鉴中丰富自身。这种开放的心态，学
习的态度，就其根本而言，就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在新的
历史时期，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要找到自己的
文化之根，弘扬中国数千年的优秀文化。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就必须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而文学涉及人类精神
生活与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学翻译是文化交流的必经之
路，也是思想解放的推进力量。

双向的文学文化交流
促进中外文明互学互鉴
文化交流要双向发展，从以前只是向国外学习，到如今在
向别人学习的同时，也主动展示自己，为他者提供参照，提供新
思想新文化之源，这就需要通过翻译，把具有中国特色的鲜活
思想与优秀文学和文化介绍给全世界。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浙
江大学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牵头成立了浙江大学中华译
学馆，着力于在三个重要方面开展工作：在“译”的层面，推出包
括文学、历史、哲学、社会科学等学科的系列译丛，
“译入”与“译
出”互动，积极参与国家战略性的出版工程；在“学”的层面，就
翻译活动所涉及的重大问题展开思考与探索，出版系列翻译研
究丛书，举办翻译学术会议；在中外文化交流层面，举办具有社
会影响力的翻译家论坛，组织思想家、作家与翻译家对话，以翻
译与文学为核心展开系列活动。近几年来，就翻译理论探索而
言，结合中外文化交流的新变化，我认识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
的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国文学外译被赋予了新的社会和文化意
义，具有重要的文化建构力量。为此，我尽自己的所能，努力推
动中国文学的外译与传播，如我应中国作家协会邀请，参加了
首届国际汉学家翻译大会，还向中国作家协会积极推荐外国著
名翻译家参会；与法国学者和出版社联系，把中国当代的一些
优秀作品向外推介，如毕飞宇的《青衣》
《玉米》，黄蓓佳的《我要
做个好孩子》等。与此同时，我和我的同事密切关注中华典籍
与中国文学的外译，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
文学在外国的译介与接受展开系统的梳理、考察与研究，还从
理论创新的角度，对中国文学外译进行批评性的探索。在中外

■书 讯

左起：
左起
：勒克莱齐奥
勒克莱齐奥、
、莫言
莫言、
、许钧
许钧、
、莫言夫人杜勤兰
文化交流方面，我们也做了许多切实的推动工作。在北京大学
的一次演讲中，我曾以我与勒克莱齐奥的交流为例，谈到了如
何通过翻译之姻缘，真正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经历。在服务国
家战略方面，作为一位翻译学者，我也尽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比如作为南京申办世界文学之都的顾问之一，我曾于 2018 年
10 月底应邀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主持“城市的开放与文
化的多元”论坛，并作为嘉宾，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
奥、茅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部门协调
和伙伴关系局局长杜越就文学和文化与城市发展、城市多元文
化建设等重要议题展开讨论，为传播中华文化，扩大中国文化
影响力做了积极的尝试。我还应国际法语国家组织的邀请，担
任了该组织设立的五洲文学奖的评委，参加该文学奖的评奖工
作，努力开拓中外文学的交流途径，以切实的努力，促进中外文
明的互学与互鉴。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翻译学者，如果能在
翻译的背后去做这些工作，在过程中有所发现、有所研究，对文
化交流有所促进，这就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对维护文化多样
性所做出的贡献。

有意识推进交流
结出丰硕的精神果实
我们的文学翻译能不能真正地跟文化交流联系起来？我
们都说翻译是文化的桥梁，我们怎样才能有意识地去做这样的
工作？我觉得有意识和无意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
文学交流有多种形式，一种是通过文本，一种是通过作家之间
的交流，还有各种跟书的推广、传播相关的活动。译者既然是
桥梁，那他就应该自觉担负起推动文化交流的责任。多年来我
都是有意识地去做的。以勒克莱齐奥为例，勒克莱齐奥在法国
几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很少去签售会，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
跟读者交流不太多。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段时间他一个人
跑到英国乡下，谁都找不到他。我和他始终保持联系，也特别
希望他能来中国访问，与中国文学界，与普通读者交流。我写
信跟他说：你的不少小说有了中译本，在中国很受欢迎，有很多
读者在读你的书，也有不少作家希望与你交流。2011 年，上海
举办国际书展，想要找一个作家一个科学家参加活动。书展组
委会请到了一位科学家——大名鼎鼎的数学家丘成桐，还希望
能请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组委会找到了我，因为他们知
道我跟勒克莱齐奥很熟，想让我帮忙把他请过来。我就给他写
了一封信，向他介绍上海国际书展的独特性与重要性，真诚地
邀请他。结果，他应邀来到了上海，参加了开幕式，在开幕式上
做了发言，讲文学在当今时代的意义，谈年轻一代的成长，讲得
特别好。我记得那是一个下雨的日子，开幕式后，1000 多位读
者排了长队，手里拿着他的小说，他为读者一一签名。很多读
者为他送上心爱的礼物，他特别感动，说没想到中国读者是这
样的真诚与用心。这次活动之后，我又请他去参加了几次重大
的活动，比如 2017 年江苏举办了一个“扬子江作家周”，舒婷、
余华、苏童、毕飞宇全去了，他也去了，做了一场特别好的演讲，
和中国作家有了更为深入的交流。
一个译者，要努力促进中外文学的相遇。我对勒克莱齐奥
说，要跟中国文学有真正的相遇，应该多跟中国作家进行交流，
进行对话。我有机会组织了勒克莱齐奥和莫言的多次对话，第
一次在西安。为什么在西安？因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西安，组
织者看重了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象征性，希望他们两人在
丝绸之路的起点相遇，就丝绸之路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丝绸之
路不仅是贸易之路，更是文化交流之路和精神共鸣之路。他们

许钧（右一
右一）
）留法期间拜访戴高乐总统办公室主任马纳克先生
说为普通人而写，而这种面向大众的文化精神在孔子“有教无
类”的教育思想里有着充分的体现。作为回应，莫言先生认为
法国作家传达给人们的不只是法国自然、人文、历史等感性的
认识，更重要的是传达了法国自由、浪漫的精神，以及千百年来
热爱自由、追求自由的不懈努力。这次对话之后，应莫言夫妇
邀请，我又陪着勒克莱齐奥去了高密，到了莫言家里，见到了莫
言 90 多岁的老父亲，见到了莫言写小说的那个小土屋。小土
屋非常小，门很矮，高度大概在一米六左右。勒克莱齐奥身高
超过一米九，所以他到莫言家的时候，是低着头进门的，进去之
后他有两分钟没说话，一直在看，眼眶是湿润的。他问莫言在
这里写了几本书，莫言告诉他写了 7 本，他的眼泪一下就流出
来了。后来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当我到了莫言的老家，看到他
的小土屋，裸露的墙、裸露的泥地，看到那种简陋和贫困的时
候，我能感觉到他笔下的每一个字的分量。我们的记者在勒克
莱齐奥低头进屋的那一刻拍了照片，写了一篇文章，给莫言
看。莫言一看，说不行，因为文章写到勒克莱齐奥低头进屋的
画面，说：
“法兰西人低下了他高贵的头颅。”莫言说不对，应该
是：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这就是交流，我认为，这种精神的
契合，使两个作家心中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和力量。后来我又陪
勒克莱齐奥到浙江大学，在这里，莫言跟勒克莱齐奥又进行了
一次交流。那次交流讲的是教育问题，谈文学创作与阅读之于
教育的意义。
除此之外，勒克莱齐奥跟毕飞宇、余华、阿来等作家都有过
交流。2015 年我跟他在华中科技大学访学 14 天，住在学校
里，他做了两个讲座，我也做了两个讲座，还有一些采访、座谈、
对话，
更有与学生的交流，
后来华中科技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编了一本书，书名为《存在与发现——2015 年秋讲·勒克莱齐
奥 许钧卷》，
大概有 42 万字。两个星期留下了 42 万字，
这种交
流是真正的文学交流，
真正深入到作家的作品和精神当中去了。
文化交流，应该达到精神的契合，寻根溯源很重要。最近
这十年，勒克莱齐奥除了疫情期间，几乎每年都来中国。在与
勒克莱齐奥的交流中，我感觉他对中国的热爱是由衷的，他特
别希望能深刻了解中国古典文学。于是，我组织了一次别样的
中国古典小说之旅。我带他到了历史古城泰州。大家知道，泰
州是施耐庵的故乡，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也在那里诞生。勒
克莱齐奥来到了这块土地上，乘船在泰州的河里感受温润的气
息，感动地对我们说：
“这里的每一滴水都是文学的。”他还模仿
马可·波罗的口吻，写了一句话：
“这里地方虽小，故事很多。”可
以想象，勒克莱齐奥在那一刻想到的，是连接西方人和东方人
的那颗心。我陪他到孔尚任故居吃了晚饭，又带他到施耐庵墓
地，我们俩在施耐庵墓前很虔诚地拜了三拜，有照片为证。之
后，我又陪同他到了毕飞宇的家乡，看望了毕飞宇的父母，然后
又到了淮安，到了罗贯中的家乡。他深情地对我说，这是一次
中国小说家的“朝圣”之旅。在我看来，组织这样一些活动，不

许钧
仅可以使勒克莱齐奥对中国有深入的了解，可以
让文学家之间有所交流，更可以通过他，让更多
的外国作家和读者对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国文
学、对中国人的灵魂和精神追求有所了解。
我还邀请他到多所中学进行交流，其中一所
是南京外国语学校，还有一所是上海外国语大学
附属外国语学校，
还带他到了武汉，
去了一所名为
“小弗米”
的实验幼儿园。他给幼儿园30位两三岁
的小朋友讲了一个故事，
叫《树国之旅》，
就是在树
的国家的旅行，这是他的一部儿童小说。他还给
孩子们写了一首诗，他赞美孩子们是未来的天
空。中央电视台知道消息后，派少儿频道记者去
录制了节目，
播出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2011 年，勒克莱齐奥被聘请为南京大学教
授，直接为中国高等教育服务。他成了南京大学
法语语言文学学科的博士生指导教师，每年还给
南京大学的本科生开设一门通识课，用英文授课。第一年的课
程名称叫“艺术与文学的多元阐释”。我记得特别清楚，他明确
提出了对文学艺术要进行非线性阐释的观点。为什么是非线
性？因为他认为文学艺术不是从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
的。每一个时代都可以产生它特有的文学艺术，不同时代的文
学艺术不能简单地进行比较。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重要。第
一年选这门课的人很多，还有很多人旁听。选课的学生做了作
业之后，他都要亲自批改。第二年开课时，我建议上同样的内
容，因为课讲得那么好，那么受学生欢迎。他说不行，已经讲过
一 次 ，不 能 重 复 。 于 是 第 二 年 开 课 时 ，他 讲 了“ 文 学 与 电
影——艺术之互动”。我觉得他太了不起了，他以俄狄浦斯的
故事串联小说、诗歌、电影、戏剧，来阐明不同形式的艺术的差
异和独特价值。第三年又没有重复，开了一门课，叫“守常与
流变——世界诗歌赏析与阐释”，竟然能够发动我们的学生去
翻译唐诗，让早期的翻译跟现代的翻译，让中国人的翻译跟外
国人的翻译，让专家的翻译跟学生的翻译，进行互相的对照，
相互启发。这一年的课上完后，他对唐诗越来越喜爱，也有了
越来越深、越来越鲜活的理解。教学相长，勒克莱齐奥把他对
中国唐诗的理解铸成了文字，与北京大学董强教授合作撰写
了《唐诗之路》一书，于 2020 年和 2021 年在法国与中国出版
了法语版和汉语版，影响很大。在南京大学授课的第四年、第
五年，他还是没有重复，分别开了“小说叙事的艺术”
“ 现实：
文学与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等新课。到了第六年，
我想他不可能再开新课了，可是他还是坚持创新，课程名称定
为：
“神话与文学”
。课堂上的勒克莱齐奥，
特别重视与学生的对
话和交流。在我看来，
勒克莱齐奥在课堂上与学生真正分享的，
正是他的视野与视角，是他观看世界的独特方式。他是个讲述
者，也是个交流者，更是个启发者，我想，他不断创新课程，是希
望学生能够通过课堂交流，
去拥抱一个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有幸身为译者，我想说，翻译者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
本人翻译过巴尔扎克，翻译过雨果，翻译过普鲁斯特这样的大
家，跟他们神交。因为做翻译，我有机会接触到勒克莱齐奥、加
利、德里达这样的文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让我对自己能有更
为清醒的认识，使自己能够不断成长。作为一个翻译者，我觉
得我也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翻译者的精神世界应该是丰富
的，
因为翻译本身就是在拓展一个个新世界。
（作者系知名法语文学翻译家、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我们这十年

朱利安·巴恩斯文学随笔《透过窗户
透过窗户》
》出版

朱利安·巴恩斯
马丁·艾米斯并称“英国文坛三巨头”。代表作品
包括《终结的感觉》
《福楼拜的鹦鹉》
《时间的噪音》
等。历史、记忆、爱情、死亡、老年、婚姻这些关乎
个人生存的问题是巴恩斯始终关注的创作主题。
他的写作既带有传统的英伦气质，冷淡疏离中透
出悲悯，又深受法国文学影响，代表欧洲文学志

趣，
风格纯正。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郭国良担任翻译，他
的代表译作有《赎罪》
《终结的感觉》
《水之乡》
《无
可慰藉》
《月亮虎》
《被释放的祖克曼》
《瓦尔特-本
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等。
（宋 闻）

法国艺术家亨利 马蒂斯作品

近日，朱利安·巴恩斯文学随笔《透过窗户》由
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
《透过窗户》收录了作家巴恩斯在《纽约书评》
《伦敦书评》
《卫报》等处发表的 17 篇文学评论及
一则短篇小说。评论对象包括佩内洛普·菲茨杰
拉德、奥威尔、吉卜林、福特、梅里美、维勒贝克、海
明威、厄普代克等人。
作为英国当代文坛首屈一指的小说家，巴恩
斯亦是一位优雅风趣的文学评论家。在他的笔
下，作家的形象跃然纸上：奥威尔的寄宿学校经
历如何影响着他的写作？吉卜林每年都在法国
自驾游，对法国他有怎样的情愫？伊迪丝·华顿
预支 8000 美元天价稿费匿名赠予亨利·詹姆斯；
莉迪亚·戴维斯对《包法利夫人》不是很热情，但
她的译本却是最好的……透过这一扇扇文字之
窗，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最好的小说，以及关于生活
的真相。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
出生于1946
年，
英国当代作家，
被誉为
“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
最
杰出的作家之一”
。他是各大文学奖项的常客，曾
获毛姆奖、
梅第奇奖、
费米娜奖、
布克奖、
大卫·柯恩
文学奖、耶路撒冷文学奖等。与伊恩·麦克尤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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