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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坦桑尼亚裔英国作家阿卜杜勒拉
扎克·古尔纳，以表彰其“对殖民主义文学的影响，以及对身处于不
同文化夹缝中的难民处境毫不妥协且富有同情心的洞察”。将近一
年后，古尔纳作品第一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并推出，包括《天
堂》《来世》《海边》《赞美沉默》《最后的礼物》五部作品。

《天堂》和《来世》追溯桑给巴尔祖辈，讲述主人公逃离殖民统
治、流浪异乡的故事，两部小说可以当作“成长小说”来阅读。《海
边》以多视角叙述的方式揭开主人公背井离乡的原因，将小到家族
恩怨大到殖民独立史的种种记忆镶嵌进宏大的时代社会图景，曾
入围2001年布克国际文学奖长名单。《赞美沉默》和《最后的礼物》
则可视作姐妹篇，聚焦两代移民遭遇的身份危机，并尝试探讨出路
何在。

近日，“离散的人，寻着故事回家——阅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
尔纳”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办，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中国作协书记处
书记邱华栋，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原所长
陆建德和外国文学资深出版人、译者冯涛，分享对这位新晋诺奖得主
作品的阅读感受并探讨其文学价值。该分享会由冯涛主持。

“熟悉的陌生人”

犹记得去年诺奖揭晓之时，守在电脑屏幕前的许多中国媒体
都感到一阵茫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是谁？在此之前，中国大
陆的普通读者几乎没有听闻过这位作家，遑论其作品。唯有多年前
译林出版社引进的一本非洲短篇小说选里，曾出现过这位作家的
身影。不只是中国，世界许多国家，甚至英语世界的读者都对古尔
纳有种陌生感。古尔纳获奖，可谓爆出了冷门。

一年后再回忆这件事，陆建德对诺奖委员会做出的这个决定
感到由衷敬佩。他表示，古尔纳在众星云集的英国作家群里不算特
别突出，选择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并最终得到全世界的认
可，凸显了委员会的勇气。古尔纳小说的特色在于精致的叙述方式
不断带给读者挑战，阅读古尔纳的过程就是克服这种叙述难处的
过程，也是阅读愉悦的来源。

“一个作家如果不够复杂，他可能是有问题的。”徐则臣认为，
世界的复杂性意味着作家也要用复杂的方式进行诠释。古尔纳之
所以获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间进行了缝
合。古尔纳的小说既是地域性的，也是世界性的。尤其当他在英国
接受西方文化教育，返回故乡后创作的作品，可以“随时在第一世
界与第三世界之间来回切换、做比较”。如果古尔纳的视野局限在
坦桑尼亚或桑给巴尔，一直述说本地的故事，缺少世界性参照，或
放回到更宏大的背景，故事便很难有张力，他也很难获奖。

冯涛称古尔纳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古尔纳获奖，就像一束
强光打在一位一直跳舞的舞者身上，让观众看到他的舞技有多么
精湛。不只是因为光照的缘故，大家才发现舞者的舞技，而是他一
直都跳得这么好，只是没有被发现。邱华栋颇为认同这个形象的比
喻，他认为“2021年这束光打到古尔纳的身上，给我们带来一个新
的文学空间，新的文学天地”。

殖民与移民，聚焦身份问题

之前，上海译文出版社举办古尔纳新书发布会，古尔纳特意发
来视频致辞。在视频里，古尔纳表示读者若想进入他的文学世界，
可以先从《天堂》和《来世》读起。这也是邱华栋最先阅读的两本古
尔纳小说，读完后他对古尔纳的建议深表认同。

古尔纳的小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书写桑给巴尔小岛的殖民
历史，一类探讨移民身份危机。这一点与他的经历息息相关：古尔
纳出生在东非海岸边的桑给巴尔岛，并在此长大。因为地理位置特
殊，桑给巴尔不断上演动荡的历史，先是被英国殖民数十年，后短
暂独立，并于1964年与坦噶尼喀合并组成坦桑尼亚。1968年，古尔
纳以难民身份赴英国留学，并在随后几年间用日记写下自己漂泊
异乡的感受。这些内容后来演变成了古尔纳的第一本小说《离别的
记忆》。

邱华栋认为，古尔纳的小说将记忆和现实交织在一起，刻画两
次世界大战和当下难民问题的图景，呈现了非洲大陆和欧洲大陆
在100多年间深邃、痛苦、复杂的关系。通过阅读这位异域作家写下

的陌生经验，邱华栋唤起了自身的生命经验。“文学作品最神奇的
地方在于，不管书写哪里，只要书写主体还是人类，别处的经验就
是我们的经验。”

陆建德表示，古尔纳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多元的、混杂的、“绝
对的家园再也回不去”的现代社会，我们要学会在其中找到一个相
对合适的空间。同时，古尔纳的移民题材类小说展现出一种身份上
的“混杂性”：“不一定要追求一个特别纯而又纯的身份认同，那样
既不现实，也会造成不必要的痛苦。”

徐则臣称阅读古尔纳的小说有如看宗教典籍，去掉了火气。这
与古尔纳给他的印象一致：朴素、平和，对照到小说里便是不紧不
慢的叙述方式。古尔纳之所以能沉得住气，在于他拥有宽阔的全球
化视野。徐则臣认为，这种视野得益于古尔纳在英国的求学经历，
尤其是他对后殖民作家的研究。“当作家处理的仅是偏僻、个体化
的写作资源，容易产生猎奇式的描绘。古尔纳则后撤一步，选择站
到更广阔的背景中。”

古尔纳的沉稳也给陆建德留下深刻印象，他称古尔纳是一位
老练的作家。作品篇幅虽然不大，但用笔很注意铺陈，也忠实于叙
述的技巧。他提醒读者注意，阅读古尔纳的第一人称小说，一定要
与叙述者“我”保持清晰的距离，不要被叙述技法所迷惑，才能发现
更多被遮蔽的细节。

感悟与启发

“文学到底有什么用？文学没有什么实用价值，饿的时候它不
管饱，冷的时候它不管暖，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文学？”冯涛在自问后
总结，“文学是一种精神的需求”。读者之所以对古尔纳的小说感到
熟悉和亲切，是因为古尔纳小说跨越了大陆和大陆之间、文化与文
化之间的隔阂，为读者提供了精神的需求。

读者在古尔纳小说里找到的共鸣，不是殖民因素使然，因为大
家都没有被殖民的经历，古尔纳也没有，他是在回溯故乡的殖民历
史。现在很多人背井离乡，到城市里生活，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得
上“移民”。不同的是，古尔纳是移民异国，现代人是移民他乡；相同
的地方在于，大家都会在精神上产生某种困惑，比如无法在城市找
到原初在故土的归属感，类似这种疏离的感受会在古尔纳小说里
得到深切的呈现。

陆建德的共鸣在于，古尔纳的小说让他看到了，每个人身上其
实都背负着历史的包袱。就像他说的，历史时不时就会进入当下的
生活，想要抛弃或改变这个包袱，既不现实，也困难重重。最终，只
能通过达成某种妥协，追求一种更大的对自我的“生成”。

古尔纳给邱华栋带来了两个启发：一、古尔纳属于那类未来50年
仍有读者阅读的作家，是人类文学史上的鲜明路标；二、古尔纳用英文
写作，壮大了英语文学的繁荣。这让他想起一位在中国用日文写作中
国生活的日本作家，他期待未来有一天，当中国文学足够强大，会有
其他语种的作家来到中国，创造一种新的属于中文的世界文学。

徐则臣读完古尔纳的感受是他与其他非洲作家不同，他的视野
没有局限在一个地方，而是联结不同文明、不同种族、不同文化，是一
位真正意义上全球化时代的作家。“古尔纳的写作开阔了我的见识，
不仅仅是文学上，更多也是社会学上。读他的小说，我看到的不仅
是一块小地方，而是整个文明，甚至不同大陆之间的融合。”徐则臣
由此感悟到，作家不要过于计较非得有一个“预设”，并以文学的方
式论证“预设”，而要兼顾不同层面的整
体感，不单单是创作局部的地域文学。

日前，古尔纳作品上海首发会举
行，孙甘露、小白、毛尖、黄昱宁四位作
家参加了分享活动。古纳尔作品第二辑
五部作品《离别的记忆》《朝圣者之路》
《多蒂》《遗弃》《砾心》也已在编辑出版
过程中，不久读者将可以一睹古尔纳作
品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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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的人，寻着故事回家
——“阅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

…刘鹏波
中国作家网：您认为科幻与科学假说

之间有什么共性和区别？
唐春安：我是一位科研工作者，对科幻

其实算门外汉。之所以近期涉及科幻，是
因为有电影人和文学创作者对我提出的

“地球大龟裂”假说感兴趣，正努力将其搬
上银幕并出版科幻小说。简单地说，科幻
应该是可以超越某个科学原理，延伸出更
大的科学想象空间的。科幻可以虚构一些
不需要特意去证明的“科学幻想”。但好的
科幻作品原则上应该尽量不违背科学原
理，否则就不是科幻而是奇幻了。科学假
说则完全不同。科学假说是人们将认识从
已知推向未知，进而变未知为已知的一种
思维方法，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形式。科学
理论的发展历史就是假说的形成、发展史
和假说之间的竞争及更迭的历史。科学假
说是严肃的科学探索的结果。尽管只是假
说，难免存在某种主观推测，但必须是基于
逻辑的科学推演，是一种思辨的自然结果，
是一种可以通过设计出某种验证实验或方
法进行证实或证伪的学说。

中国作家网：您认为，基于科学假说创
作的科幻作品其最大魅力和价值是什么？
您关注过科幻文学或者科幻影视中基于假
说创作的这类作品吗？能否举例介绍一下
其中的代表作？

唐春安：目前，有团队正在创作有关
“地球大龟裂”的科幻电影和小说。我感觉
到，其最大魅力在于科幻作品将我在假说
中推演和推测的场景用动感图像或鲜活文
字更加丰富地展现出来了，其价值是可以
让更多的观众或读者从娱乐中理解科学假
说，让科学探索走出象牙塔，让普通的科学
爱好者产生兴趣，推动更广泛的思考。我
认为这是科学假说通过科幻传播的最有价
值的一项功能。科幻研究学者吴岩教授指出，科学
家的科幻未来主义是科学家从事科幻创作的重要动
力，以往的科学普及理论在这个地方已经“过时”，必
须站在新的时空状态下审视科学家作品的价值与作
用。就我个人来说，将“地球大龟裂”用动漫加故事
的形式展示给大众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我相信魏
格纳时代如果有这种表现形式，也许他的大陆漂移
学说百年前就已经传播开了，不会因为学界的打压
而被雪藏了半个多世纪。

非常遗憾的是，我除了看过一两部科幻电影外，
对科幻作品关注太少。倒是我们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
学会的一位老前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家
铮先生，被誉为“水电巨匠与科幻大咖”的奇才。《地球末
日记》《一千年前的谋杀案》等科幻小说集使他获得了中
国新闻出版领域的最高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殊荣。

中国作家网：基于科学假说的科幻文学作品与其他
门类的科幻作品有什么不同？其特点是什么？

唐春安：我认为最大不同在于，科学假说的提出者
希望科幻作家能够真实、全面地在科幻作品中反映他的
科学理论。这对科幻作者来说是一种挑战，因为从某种
意义上说，假说已经给了科幻作者某种创作约束，限制
其想象空间。因此，基于科学假说而创作的科幻文学作
品，首先科学假说本身应该具备充沛的科幻想象空间，
可以为科幻作者提供更多创作灵感。这就需要科幻作者
具备充分发掘科学假说中的科幻元素的综合能力。一部
优秀的基于科学假说的科幻作品，不仅应该使观众或读
者在接受过程中产生强烈的愉悦感，更应激励观众或读
者的观后思考，能够形成观后话题。准确地说，科学假说
的提出者希望通过科幻的形式让大众了解其科学理论。

中国作家网：科幻一直被称为是一种思想的实验，
科学假说能算是一种思想的实验吗？您觉得科幻、科学
假说与思想实验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是什么呢？

唐春安：我不知道科幻被称作思想实验的内涵，但
我要强调，科学假说就是一种深刻的思想实验，或者我
更想说这是一种科学思辨。我们有一些科技同行在肯定
我的假说的同时，经常会发出“要是能够用实验或证据
证明就好了”的感叹。言下之意，假说再好，不能证明有
什么意义？这其实是对科学假说价值的误解。提出科学
假说本身就是科学，是科学探索的重要方面。提出科学问
题和解决科学问题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范畴。据说爱因斯
坦曾抛出过“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高论。暂且
不论谁更重要，但历史上因提出科学问题而闻名的科学
家比比皆是。哥德巴赫猜想就是实例。哥德巴赫1742年
在给欧拉的信中提出了一个猜想：任一大于2的整数都可
写成3个质数之和。但哥德巴赫自己无法证明它，于是就
写信请教赫赫有名的大数学家欧拉帮忙证明，可直到欧
拉去世他也无法证明。但这并不影响哥德巴赫因猜想而
闻名。如果说，解决科学问题需要有科学实验或者科学
观测来证明，那么提出有科学价值的问题乃至形成假
说，的确主要是基于思想实验的成果。科幻很难与科学

假说进行这种比较。科学假说需要有缜密
的科学思维、严密的逻辑推演、严格的科学
原理三方面的支持。

中国作家网：通过科幻作品来传播科
学假说会对大众提升对科学的热爱起到什
么样的作用？

唐春安：通常，科学假说的传播只在科
学家和学科层面，并因科学家或者学科对
科学假说的认可度不同，传播范围相异。有
些科学假说因为缺乏主流学界的认可，未
能得到传播，从而很难像科学理论那样通
过科普途径传播给大众。因此，对于科学
假说来说，科幻可能是一种非常妥帖的传
播途径。甚至我认为，科学假说的提出者
应该主动地与科幻作家合作，联袂打造精
彩的科幻故事，将科学假说融入科幻故事
中进行传播，也许可以激发大众对科学的
热爱，甚至激励更多科学家进一步探索科
学假说。

科学理论融入科幻是防止“伪科幻”的
重要保障。科学家参与科幻创作，将推动
科幻提升成为借助科幻的娱乐功能促进全
民科学素质提高的重要途径。科学家更应
积极参与科幻创作，主动占领科幻这个理
想的科学假说传播舞台，不仅为自己的科
学探索成果提供非学术传播的平台，也促
进了大众对科学的热爱，激发更多人参与
科学探索的热情。

中国作家网：“地球大龟裂”是您研究
和探索的一门科学假说，您觉得什么样的
科幻作品适合将它融入其中并加以传播
呢？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或者通过何种手段
融入和体现呢？

唐春安：“地球大龟裂”是一个关于45.6亿年地球演
化历史的新说。它所涉及的地球大事件包括板块起源、
超大陆裂解、雪球事件和生物灭绝等，尤其该假说中有
关地球未来会出现大幅度冷热波动的推论，给灾难类型
的科幻作品创设了阔大的写作空间。用写实手法展开

“地球大龟裂”相关的科幻故事创作更适合传播假说，让
观众从科幻故事中感受科学假说的基本内涵，让科幻作
品承载一种科学假说的传播功能，使科幻作品更好地促
进科学探索、提升民众科学素质。

中国作家网：历史上有众多的科学假说，比如“恐龙
灭绝之谜”“平行宇宙”“生命的起源”等，有许多都未能
被真的证明，但是却在科幻作品里面频频出现。这样的
科学假说在文学作品里应该怎么去体现和融入？

唐春安：科学假说往往有自己封闭自洽的理论框
架。尽管未被证实，科学假说也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科学
探索成果。只要科幻作品遵循原科学假说的基本原理
或理论框架，并融入一个能够打动观众的科幻故事，就
是一部好的科幻作品。

中国作家网：很多科学假说最早是出现在科幻作家
基于科学的幻想文学作品之中，之后才被科学家发掘和
研究，成为一种科学假说。您觉得科幻文学作品对科学
假说的形成有多大的作用呢？科幻作品是否对启发和
引导科学家探索未知有积极作用？

唐春安：科幻作品对启发和引导科学家探索未知的
积极作用，最好的例子要属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古
生物学家徐星教授认为，这部科幻电影激发了越来越多
的学生从研究哺乳动物化石转向研究恐龙化石。甚至
《侏罗纪公园》被认为影响了学科研究的方向，使死气沉
沉的恐龙研究过渡至有血有肉的恐龙研究，从研究恐龙
蛋里的DNA发展到研究用古DNA复活猛犸象。

中国作家网：就目前众多的科学假说来说，您觉得
哪些科学假说最值得被科幻作家书写，值得借科幻文学
作品传播呢？可否给科幻作家们提供一些选择？

唐春安：与自然或宇宙相关、具有宏大叙事可能性、
可以展示跌宕起伏的重大地质事件的科学假说，我觉得
最值得科幻作者书写。具有重大挑战性或划时代意义的
科学假说，最值得借助科幻文学作品传播。随着中国涉
及上天、入地、下海的深空、深地和深海科学技术的发
展，上至月球、下至海沟，都会不断为科幻作家提供创作
的新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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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春安在线上会议中讲解“地球大龟裂”科学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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