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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奖
过去与未来在讲述中交替

布克奖被认为是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
奖项， 也是世界文坛上影响最大的文学大奖
之一。该奖从 1969 年开始颁发，每年颁发一
次。最初只有英国、爱尔兰，以及英联邦国家
的英文原创作家有资格入围参评，2014年起，

全世界所有用英语写作的作家都可以参评布
克奖。

当地时间今年 9 月 15 ?，2020 年布克奖
发布入围短名单。今年入围短名单的多为首次
出版作品的小说家， 而像希拉里·曼特尔和安
妮·泰勒这样的明星作家并没有入围。

在 6本入围作品中，有 4本来自首次出版
小说的作家，其中三人是美国人，还有一位拥
有英国和美国双重国籍。入围的作品中有 4本
来自于女性小说家。

入围的处女作小说包括道格拉斯·斯图尔
特的 《夏奇·贝恩》， 讲述主人公在 20世纪 80

年代苏格兰长大的暴力故事； 以及布兰登·泰
勒的《真实生活》，它讲述了一个黑人研究生如
何度过校园生活的故事。

上榜作品还包括黛安·库克的 《新的荒
野》， 她将背景设定在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

在这个未来故事里， 几乎所有的自然世界都
被毁灭了；还有阿夫尼·多西的《焦糖》，讲述
的是一位艺术家如何与年迈的母亲抗争的故
事。

2019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凭借作品《证
言》获得布克奖，这是阿特伍德二度折桂。《证
言》是全球超级畅销书《使女的故事》续作，通
过新角色演绎不同视角，首次披露基列国背后
的秘闻。 本书在英国每 4秒就会售出一本，全
球上市首周 50万册即告售罄。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样介绍这本书：“亲
爱的读者们：你们曾多次向我提问，关于基列
国及其内部运作的细节。这些疑问都成了这本
书的灵感来源。而另一部分的灵感来源则是我
们正身处其间的这个世界。”

《使女的故事》结局 15 年后，基列国的统
治从内部显露出衰朽的迹象。在巨变将临的关
键时刻，三位不同身份背景的女性的命运开始
交错，进而引发了颠覆性的后果。她们从各自
的视角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三种不同的叙事声
音构建起一个更宏大、更开阔的时空。过去与
未来在讲述中逐渐交替，真相以令人惊叹的面
貌呈现在读者眼前。

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玛格丽特·阿
特伍德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 也是 20世纪
加拿大文坛为数不多享有国际声誉的诗人。自
上世纪 60年代中期起， 阿特伍德便以持久旺
盛的创作力不给评论界任何淡忘她的机会。她
获得过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大多数重量级
国际文学奖，并被多伦多大学等十多所院校授
予荣誉博士学位。她的作品已被译成三十多种
文字。2017年， 阿特伍德还获得了卡夫卡奖和
德国书业和平奖。

卡夫卡文学奖
世界文化不容忽视的回应

当地时间 9月 20?，弗兰茨·卡夫卡协会
主席弗拉迪米尔·泽莱兹尼宣布捷克作家米
兰·昆德拉获得今年的弗兰茨·卡夫卡国际文
学奖。

该奖项创立于 2001年， 其宗旨为认可杰
出的当代作家，他们的作品能够超越国家和文
化的藩篱，得到全球读者的普遍共鸣———正如
卡夫卡所做到的那样。卡夫卡文学奖是诺贝尔
文学奖风向标， 凡是获得卡夫卡文学奖的作
家，都会成为诺奖热门人选，登上当年的诺奖
赔率榜前列。

泽莱兹尼表示，评委会欣赏昆德拉的毕生
工作， 他的作品为捷克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且对欧洲乃至世界文化做出了不容忽视的回
应。迄今为止，昆德拉的作品已被翻译为 40多
种语言。 昆德拉在电话中为获奖表示感谢，他
称对此感到非常荣幸，尤其是因为这是卡夫卡
奖———一个以他非常亲近的作家名字命名的
文学奖项。

现年 91 岁的昆德拉是当代最重要的作
家之一。 在欧洲， 昆德拉的声望于上世纪 80

年代达到顶峰。据《卫报》一篇评论文章，当时
欧洲读者几乎人人都读过 《生命不可承受之
轻》和《笑忘录》。《笑忘录》《生命不可承受之
轻》《不朽》 这三部昆德拉创作生涯中期的小

说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作品， 见证了昆德拉如
何为其独特的文学思想找到了最恰如其分的表
现形式。

普利策文学奖
最年轻得主传递故土情结

《解说疾病的人》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一对
婚姻因夭亡的胎儿而陷入破碎边缘的年轻夫妇，

在偶遇的停电夜晚互相剖白心迹，等待着和解或
分离。

相互诉说的一幕幕，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

《解说疾病的人》是裘帕·拉希莉的第一部小
说集，问世以来，几乎囊括了美国所有的小说奖，

其中最大的就是美国普利策文学奖。

普利策文学奖不是一个独立的奖项，而是美
国普利策奖众多分支中的一个。 约瑟夫·普利策
在 1904年立下遗嘱， 将自己的财产捐献给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由他们建立一个新闻学院。这笔
高达 200万美元的款项中，有四分之一被用来设
立奖项， 后来这笔钱成了普利策奖的基金。1917

年，该奖的第一届颁奖仪式举行，此后每年颁发
一次。

普利策文学奖的标新立异之处在于它与大
众口味的背道而驰，畅销的文学作品从不受它的
垂青。

2000年， 裘帕·拉希莉凭借 《解说疾病的
人》这部短篇小说集成为普利策文学奖迄今为

止最年轻的得主，它包括的 9 篇故事里，有写
第二代移民的婚姻和恋情的，比如《停电时分》

《性感》《福佑之宅》；有用第一人称写第一代移
民刚到美国的景况的《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
园》，据说来源于裘帕·拉希莉父亲的经历；《真
正的门房》和《比比·哈尔达的治疗》是两篇写
契诃夫式小市民的，前者写孟加拉国难民布梨
大妈在一栋破旧的居民楼里当门卫谋生，最后
被对自我不满的居民们拿来泄气， 赶上街头。

后者讲无父无母、身患顽疾的单身女如何在周
围人自吹自擂的善良和一次突如其来的暴力
中被迫成为母亲的。

对于《解说疾病的人》里的第一代移民来说，

故土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依旧留有一个难以撼
动的位置。 在 2008年出版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
《不适之地》里，裘帕·拉希莉将目光回到像自己
一样的第二代移民，他们生长在异国，比起父辈，

故土在记忆里只是家庭生活中残留的旧习和远
渡重洋的一次次探访， 他们需要迫切面对的，是
内心不够坚实的故土情结和一个全然不同的外
部世界之间的关系。

美国国家图书奖
依照世界本来面目去理解它

美国国家图书奖是美国文学界的最高荣
誉之一，始于 1950 年，每年年底在纽约颁奖，

设有虚构、非虚构、诗歌、青少年文学 4 个大奖，

颁发给前一年出版的文学作品，并向做出卓越贡
献的作家颁发终身成就奖。 评奖宗旨是扩大美
国文学的影响、吸引读者以及提高作品的文化
价值。

2018年，美国国家图书奖为翻译文学单独设
置了一个类别， 这是美国图书基金会自 1983年
以来首次增加新类别，也是第一次表彰外语文学
的翻译工作。

2015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最佳非小说奖颁
给了美国黑人作家塔那西斯·科茨的 《在世界与
我之间》， 这本书就很能代表美国国家图书奖的
评奖标准。

《在世界与我之间》曾登上当年纽约时报畅
销书榜第一位， 塔那西斯·科茨被认为是描写美
国种族问题的最好作家，他称将这份获奖荣誉献
给他于 15年前被杀的朋友琼斯。 当时警察误以
为琼斯是罪犯，而这样的悲剧也一直贯穿于《在
世界与我之间》这部作品。

奥巴马曾推荐过这本书。本书以黑人作家科
茨通过与儿子通信集的方式展开，作者与儿子还
有读者分享了一系列充满启发性的个人经历。比
如，沉浸在民族主义的神话中的孩童时期；在霍
华德大学开始接触历史、诗歌和爱情；去内战战
地和芝加哥南部旅行；让他重新调整世界观的法
国之旅等等。这些经历让作者清醒地认识到历史
和种族的真相。同时，也勾勒出一条迈向解放的
曲折道路———从恐惧迷惑到完全诚实地依照世
界本来的面目去理解它。

芥川龙之介奖
对于文学重新有了期待

芥川奖的正式名称为“芥川龙之介奖”，最
早是由 《文艺春秋》 的创始人菊池宽创立于
1935 年， 为了纪念他的好朋友芥川龙之介，就
以芥川龙之介的名字来设立了这个奖项。芥川
龙之介擅长纯文学，因此这个奖项的主要评选
对象就是纯文学作品。它是?本文学界的最高
奖项。

其实在芥川奖创立之初， 并不被当时的
文学界看好， 在社会上也没有引发什么太大
的反响，但是随着?本文学热潮的不断兴起，

《文艺春秋》的销量不断提高，燃起了?本作
家们的创作热情，也使得读者对于文学重新有
了期待。

不过也有人曾经对芥川奖提出质疑，因为对
于文学作品来说，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与理
解，那么评选获奖作品的基准或者是评判标准是
什么呢？

?本有不少大文豪，比如村上春树和三岛由
纪夫，都没有得过芥川奖。因此，面对这样的疑
问，在最近的二三十年，比起作品的内容，芥川奖
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到了那些能引起社会关注的
新人身上，比如当年又吉直树的《火花》，就成了
现象级的作品， 把搞笑艺人和文学结合在了一
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感。

《异类婚姻谭》是?本第 154 届芥川龙之介
文学奖获奖作品， 将?本古典怪谈融入现代生
活，情节吊诡，气氛悬疑，立意深刻，令读者不由
自主陷入天才小说家本谷有希子魅惑与恍惚的
文学世界。

小说探讨婚姻关系、 社会关系带来的人的
异化，将人的异化以怪谈的形式来表现。妻子和
丈夫的脸变得越来越像， 丈夫按照自己的意愿
变成一株芍药， 和狗群生活的人渐渐也变成一
只狗……小说汲取了?本古代说话文学的源头
活水，从婚姻这一微观视角出发，描写了一幕幕
小家庭中碎片式的生活图景。小说回归?本文学
的暧昧传统，以戏仿的手段赋予文本细腻的感受
性和冷彻的哲学向度，表达出古典和现代元素交
融的审美意趣。

当地时间 10 月 8 ?，2020 年诺贝尔文学
奖被授予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露易丝·格
丽克因“无可辩驳的诗意般的嗓音”获奖。

除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外，你还知道哪些国
际文学奖项？

《证言》
[?拿大 ] ?格丽
特·阿特伍德 著
于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米兰·昆德拉作品全新系列》
[捷克]米兰·昆德拉 著
许钧 余中先 郑克鲁 马振骋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解说疾病的人》
[美]裘帕·拉希莉 著
卢肖慧 吴冰青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世界与我之间》
[美]塔那西斯·科茨 著
于霄 译
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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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中共代表团迁到南京以后，成立了
新华社南京分社，分社设在梅园新村 17

号。分社人员最初为新华社重庆分社的
班底。 重庆分社是 1946年 2月 1?成
立的，分社负责人先为杨述，不久杨述
调走，由宋平继任，工作人员有杨兆麟、

郭冶方等。4月下旬宋平等来到南京，着
手建立新华社南京分社并开展工作。5

月间宋平调往东北，范长江接替中共代
表团发言人和分社社长职务，直至同年
11月离京赴延安。此后梅益继任分社社
长并兼代表团发言人，坚持到新华社南
京分社最后撤离。

中共代表团新闻组以新华社南京
分社的名义， 每天将抄收延安的新华
社电讯稿，编写、油印成《新华社通讯
稿》，分送各党派、各报社和文化新闻
机构。

由于国民政府不准许 《新华?报》

在南京出版，新华社南京分社已不可能
进行公开的采访报道，编印发行的《新
华社通讯稿》成为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南
京的唯一新闻工具。 南京分社选编的
《新华社通讯稿》的重点内容是：中共
中央领导人的谈话、声明，新华社、《解
放?报》的重要社论，新闻组自己编写
的谈判消息， 抄收延安总社发布的大
量战报、军事消息，有关解放区生产建
设、人民生活的消息、通讯等。1946 年
下半年内战全面爆发后，每天各地的战
报成了《新华社通讯稿》的主要内容，因
为战局的发展关系着国家的前途，是全
国人民最关心的。有的报纸直接采用新
华社的消息，有的则将其改头换面后再

行发表。

每天早晨，分社编辑拿到报务组抄收
并译出的新华总社播发的新闻电报后，立
即开始阅读、选编、拟标题、排次序，经分
社负责人审阅后， 由几个人分头刻写蜡
纸。印刷开始仅有一台手推油印机，费力
多，进度慢，后来购买了一台滚筒油印机，

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每天能发行 100 多
份，每份 10多页至 20页。

邹晓青回忆当年的工作情景时说：

“五月的南京，天气逐渐热起来，连蜡纸上
的蜡都化了，印出来发花。我们刻写时就
用纸垫在胳膊下， 不使手臂直接碰到蜡
纸，结果还是不行。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向
组织上提出来，组织上就每天派人送冰放
在室内降温。电讯稿印好后装订，再装信
封送走，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当天晚报
可以见报。我们不采访，有时有送来的南
京的稿子，当天必须发出，如周恩来的谈
话、代表团的一些活动情况、新华社在南
京的记者采访民主党派的一些活动情况
等。早报赶不上，一般都是赶晚报，这样就
要发第二次稿。如果下午再发稿，赶不上
当天晚报，就要到第二天才能见报，所以

总是争取当天上午发第二次稿。第二次稿
印得较少， 常有号外性质，11点左右能出
来。”

《新华社通讯稿》印好后，在长桌（或
几张桌子拼成）上按顺序摆开，大家像走
马灯一样，从这头跑到那头，一页页配齐
并装订成册。这时，南京各报社记者已在
梅园新村 17号门口等着取走当天的 《新
华社通讯稿》。 其余的由新闻组分送代表
团领导和各个部门，交收发室分发南京各
新闻机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邮寄南
京各高等学校、 文化团体和图书馆等，以
及一些外城市的文教单位。中共代表团驻
上海办事处每天派人来南京取回一份《新
华社通讯稿》，在上海翻印，分送当地进步
团体和人士。代表团外事组也每天从《新
华社通讯稿》中选择一部分，译成英文，打
印成外文《新华社通讯稿》，分发给外国驻
南京各报社、通讯社。

与此同时，分社工作人员每天还按时
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口语广播，将广
播新闻或记录新闻仔细地记录下来，有选
择地刻印出版，作为对新华社文字电讯稿
的补充。因为新华社未被国民党当局批准

在南京派驻从事采访活动的记者，分社同
志有时也需要担负一些国共和谈以及代
表团重大活动的报道，如周恩来的记者招
待会和重要谈话等，将稿件经分社和代表
团负责人审核后， 直接发往延安新华总
社。

1946年 8月 7?，国民党在北平一手
挑起了“香河事件”，猖狂地向中国共产党
军队进行武装挑衅，并开动所有的宣传机
器，歪曲事实真相，把挑起内战、破坏协议
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周恩来一面
指示《新华社通讯稿》编辑人员迅速、准确
地报道“香河事件”的真相，一面在谈判桌
上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他
们接受重新调查这一事件的主张，其反动
宣传机器不得不偃旗息鼓。1946年 8月 2

?，国民党悍然出动 7 架飞机，大肆轰炸
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在周恩来的指示
下，《新华社通讯稿》从 3 ?开始，连续四
五天刊登了大量新闻、社论，以无可辩驳
的事实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的罪行，又一
次揭穿了蒋介石和谈的真面目。

《新华社通讯稿》的编印发行，打破了
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被一些进步的报刊大
量采用，一批进步的记者、编辑则把通讯
稿的内容巧妙地在他们自己编写的文章、

消息中透露出来，扩大了宣传范围。

为了保证中共代表团的通信畅通无
阻，周恩来十分重视电台工作。当时电台
的主要任务是与延安党中央直接联系，就
是把中共代表团每天的电报拍到延安党
中央，并把党中央的指示准确、及时地收
录下来。对外的公开活动，机要科和电台
的同志都不参加，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完
成通讯联络任务。电台除了与党中央保持
通信联络、收发密码电报外，还抄收延安
新华社播发的新闻广播。

（二十六） 连 载

周恩来与
国共南京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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