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逸琳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最著名的戏
剧之一， 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就像本·琼生所说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
时代，而属于世世代代”。 在中西文化的交
流碰撞中，出现了许多风格迥异的《哈姆
雷特》中文译本，阅读中我发现这是由于
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以及翻译文本中的
主观创造性引起的。

文学创作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来源于
生活又反映生活，就像是太阳光穿透雨的
颗粒时形成的彩虹，折射出了社会生活和
人的心理的方方面面。译者则会根据时代
的不同要求调整自己的翻译方向。譬如在
20世纪90年代之后，许多翻译家寻求以诗
体的形式翻译《哈姆雷特》，裴克安甚至认
为“如果满足于散文译本，中国莎学就无

法再进一步”， 这打破了我国翻译莎士比
亚戏剧时惯用散文体的常态。而进入21世
纪，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人们越来
越喜欢通过看由名作改编而成的电视和
电影，所以翻译家英若诚等人提出将译作
的语言舞台化更具有戏剧效果。

朱生豪和梁实秋都是翻译莎剧的大
家。朱生豪喜爱读诗写诗，诗歌造诣很高。
尽管他用散文体翻译莎剧，但在一些无韵
诗的部分， 我们能感觉到明显的节奏韵
律。 不仅如此，朱生豪在他的《莎士比亚全
集》序中说：“余译此书之宗旨……亦必以
明白晓畅之字句， 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
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硬译，则未敢认同。 ”
因此他翻译时更多地追求字句的“达”，译
文通晓顺畅，不拘泥于原文形式。 梁实秋
受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追求典雅
的意趣，强调翻译要讲究“纪律性”，选择

逐字逐句地翻译原文， 力求不遗漏每一
处，还加上了许多注释和译解，追求翻译
的“信”。 这两种不同风格的翻译，为读者
提供了不同的选择。 如果是一般大众，只
为追求阅读的流畅感，则选择朱的版本更
好； 如果要对莎士比亚做进一步分析，则
选择梁的版本更佳。

由此可见，译作风格的不同，让读者
有了更多的选择或者说自我发挥的余地。
正是由于翻译这种创造性的存在，使得不
同风格的《哈姆雷特》中文译本涌现出来，
我们能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版本
阅读。

阅读不同的《哈姆雷特》中文译本让
我受益颇多，它带我进入了莎翁的戏剧世
界，让我能感受经典的无穷魅力；更重要
的是，通过各个版本之间的比较，我领悟
了一些道理，得到了许多启发。

《中国力量》
金民卿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该书从实现中国梦
的力量基础的角度来叙
述中国力量， 以丰富的
案例、 通俗的语言， 总
结中国力量的主要内
容， 多角度、 多层次展
现中国力量， 展示中国
各方面力量的形成和作
用， 提出了加强和凝聚
中国力量的路径。

《长征之歌
———决定胜利的长征精神》
李红喜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此书全方位地多
视角地描述红军长征
的全过程 ， 用典型的
事例 ， 朴实无华的文
字 ， 并配以合适的照
片来反映中国共产党
和红军用血汗和智慧
凝结的长征精神 ， 对
当代人们 ， 特别是对
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启
迪甚大。

《凤凰： 那些人， 那些事》
范诚 著 岳麓书社

这是一部全方位诠
释中国最美丽的小城凤
凰的文化散文集。 全书
分人物 、 传奇 、 谜案 、
轶闻 、 亲历五个篇章 ，
既有熊希龄 、 沈从文 、
黄永玉等凤凰名人的家
世 、 成长的精彩故事 ，
也有 “湘西王” “青帕
苗王” “聂胡子” 等传
奇经历。

《鲍勃·迪伦： 诗人之歌》
让-多米尼克·布里埃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截取鲍勃·迪
伦的电影、 歌曲、 诗歌
和演讲及其相关的人生
片段， 以时间和主题为
双 重 线 索 ， 涵 盖 了 鲍
勃·迪 伦 的 感 情 经 历 、
电影情结、 宗教信仰和
人生中的重要场景， 展
现了一个真正的鲍勃·
迪伦。

《魔鬼之师 SAS： 英国特种
部队五十年作战纪实》
迈克尔·阿舍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SAS是世界上第一
支正规的特种作战力
量， 是所有现代特种部
队的楷模 ,令人生畏的
特种部队 。 本书重现
SAS在最辉煌的半个世
纪里一系列著名行动背
后的惊险细节以及铸就
传奇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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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婷

诗意，是所有优秀艺术的共同特征。 凡是
好的艺术作品，其本质都是诗：好的音乐，是声
音的诗；好的舞蹈，是动作的诗；好的绘画，是
色彩和线条的诗……而凡是好的文学作品，无
论小说、散文、戏剧等，其本质也都是诗，或者
说，都是充满诗意的。每次读到莫美的小小说，
都有这种充满诗意的感觉；这次，把莫美新结
集出版的小小说集《印象》一口气读完，这种感
觉就更加强烈而鲜明。 我相信，不管是自觉还
是不自觉， 莫美在创作每一篇小小说的时候，
一定都是作为一首诗在写；否则，是难以如此
诗意盎然的。

这种诗意， 最直接的感觉是来自他的语
言。 莫美小小说的语言，以质朴简洁、真实生
动、自然流畅见长，不雕饰、不做作、不隐晦，娓
娓道来，在舒缓散淡的叙述中，使作品体现出
一种诗化的特色， 呈现出一种特别的意境，展
现出一种自然天成之美。 如《牛不知道自己的
力气有多大》中的“夕阳西沉，红霞满天”“山脚
下，小河旁，水田里，一头牛，一个人，似乎未
动， 其实在动”“压耙带泥”“抽了老黄牛一鞭”
等语句反复出现，如同诗歌中的“一叹三唱”之
韵。 有的语言本身就是诗。 如《温海垂钓》中对
温海迷人景色的描写：“湖周青山环绕，森林茂
密，空气清新，一尘不染。 湖水自然澄澈，颜色
多变，春湛蓝，夏碧绿，秋斑驳，冬苍翠……”就
是一首山水诗。

这种诗意， 骨子里还是来自作者对历史、
社会、生活的深刻思考。 莫美是一个有着超俗
追求、深刻思想和独特见解的作家。 像他的经
典名篇《牛不知道自己的力气有多大》，就饱含
着作者对基层民主、“三农”问题、人的自我认
识和觉醒等多种命题的现实追问和哲学思量，
不但深刻， 而且显示出“多义多解的长篇气
象”。像《温海垂钓》《赵老请客》等，在看似散淡
的叙述中，寄寓对政治、社会、人生等的深度思
考和表达。 这比那种注重情节起伏曲折的写
法更见功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莫美还善于
在小小说中巧妙运用象征这种极易产生诗意
的手法。 如《路》《汉子》等，完全可以当作充满
象征意味和哲理思考的散文诗来读。

这种诗意， 还得益于对人物的生动塑造。
许多小小说作者，受小小说文体限制，往往注
重于故事的出奇出新，叙述的千回百转，而忽
略对人物的塑造。 莫美的一些小小说，如《提
案》《肝炎专用杯》等，也极尽“曲径通幽，移步
换景”之法，讲究“方寸之内，气象万千”之局，
追求“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之效，情节紧凑多
变，引人入胜。 但他更注重人物的塑造。《摄影
大师张国光》《反动画家王癫子》《杀人犯刘二
根》等小小说，以高超的速写技法塑造人物，疏
疏几笔，即勾勒出性格鲜明的形象，展示出人
物的命运，表达了重大的命题。

（《印象》 莫美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罗宗宇

青春书写是中国当代文学
的一个重要叙事脉络， 在这一
叙事脉络中， 中学校园题材的
青春书写又多有闪光之作， 如
《花季雨季》 《十六岁的花季》
等， 这类作品多以对理想、 情
感的诗意浪漫表达见长。 随着
“80后” 作家对中学校园题材青
春书写的崛起， 中学校园题材
的青春书写开始与叛逆、 忧郁
甚至是不同程度的残酷相联，
呈现出一种另类的书写姿态。
熊棕的 《逆光中的六月》 也行
走在这种逆光的青春书写之路
上。

小说以某县二中高中高三
年级178班学生为重点， 表现了
高三学生学习的紧张， 甚至是
恐惧感。 小说叙述的重点并不
是标题中所说的六月， 但六月
却始终像个幽灵一样徘徊在校
园的日常生活中。 三个主人公
黄梁、 姜明、 张可喜经历了假
期补课、 艺术课被挤、 月考、
公开发榜成绩排名、 高考倒计
时等种种学习增压的生活， 表

现了青春追梦是美丽的， 但追
梦的现实是焦虑和疼痛的。

小说还描写了中学生的情
感漩涡。 随着时代的发展， 中
学生早恋已是一种客观现实存
在。 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一问题，
是校园青春书写无法绕开的内
容， 《逆光中的六月》 直面这
一问题， 既不从道德也不从校
规校纪出发来写早恋， 而是视
之为青春人生阶段的一种正常
的情感需求。 通过写黄梁的高
调公开热恋及失恋， 尤其是失
恋后变得和祥林嫂一样， 揭示
了情感漩涡的凶猛， 如果没有
理性的支援， 中学生早恋会出
现伤不起的后果。 小说对这些
情感漩涡与矛盾的呈现， 让其
校园青春书写走向诗意的消解。

与一般的校园青春书写不
同，《逆光中的六月》在以校园生
活和人物为轴心时，也融入了相
当多篇幅的社会内容，小说中的
青春书写呈现出某种成人性和
社会化的特点。 作者放大了他的
目光和笔锋，在校园生活叙述之
外， 楔入了众多的社会生活内
容，这集中表现在以张可喜为中

心的叙述线索上，通过张可喜与
父母亲之间的矛盾，折射出转型
期中国乡土的躁动与变化。 小说
中这种社会化叙事在一定程度
带来了小说文本题材特征的弱
化，也消融了生活的诗意，但有
利于表现当下中学教育的大社
会背景，带来了现实反映的广度
和力度。

小说的理性也与去诗意化
的书写相适应。 小说中尽管偶
尔有抒情化的表达， 但整体而
言却具有一种理性的节制。 对
青春期的心灵没有细腻的描绘，
对青春期的情感体验和成长感
悟也是平实地展现， 对人物性
格的把握基本上是情节化而非
情绪化的。 小说改变了对校园
青春的单纯浪漫叙事方式， 让
人们看到了中学校园生活在栀
子花或白玉兰之外的另一种状
态。 小说大胆直面并且大力书
写现实问题， 体现了作者的责
任意识和反思意识。 这使其在
一定程度上从类型化的青春书
写中跳脱了出来。

（ 《逆光中的六月 》 熊棕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走马观书
特别推荐

，至性至情
董晓磊

范雎曾说过：“《红楼梦》 如
果出现在 《资治通鉴》 里， 也就
一两句话： ‘贾贵妃讳元春， 入
选掖庭， 妃有才色， 得幸， 为贵
妃。 后以忤旨， 薨， 宫掖事秘，
未知其由。 有司奏宁国公、 荣国
公子弟横行枉法诸阴事， 上震
怒， 夺爵， 籍没家产。’ 这样的
描写， 在二十四史里不知凡几。
读史的时候一眼而过， 不觉得稀
奇。 但如果以正史为纵线， 只要
想到纵线上的每一个点， 都有类
似于 《红楼梦》 那样细致的横切
面， 就能感觉历史的厚重。 寥寥
数语， 埋葬着无数狂喜与跋扈、
无数悲呛与无奈。 翻一页纸， 知
三生事， 这是我喜欢历史的原
因。”

这也是我喜欢 《见字如面》
这本书的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评价 《见字如
面》： “真正动人的是书信背后
的一个个故事， 大江大海， 至性
至情。”

摘录令我动容的细节：

“这场战事不知道还要持续
多久， 谁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意
外。” 秦楚大战间隙， 一对兄弟
黑夫和惊躲在淮阳战壕的一角，
给大哥写信， “借战友的钱， 都
用光了”， 黑夫求母亲“给我们
做好夏天穿的衣服”， 惊惦念刚
娶过门的新媳妇， 叮嘱她“打柴
不要去太远的地方”。 这封写在
木简上的信， 距今2200多年， 是
已知的中国最早的战地家书。

我读到了亲情和爱情。
甲午海战开战前， 经远舰二

副陈京莹已经预料到自己时日无
多， 在写给父亲的家书里解释：
一直拿着国家的俸禄， 也就没有
了退路， 只能准备战死了……现
在国家有事， 理应尽忠， 这是人
臣的本分。 况且大丈夫战死沙
场， 这是人生幸事。

写完此信的第二天， 经远舰
在甲午海战中遭到四艘日舰围
攻， 管带林永升， 帮带大副陈荣
阵亡后， 陈京莹毅然接过军舰指
挥权， 最终不幸中弹牺牲， 舰上
水手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 仍然
坚守岗位， 继续向日舰发炮还

击 ， 直至经
远 舰 沉 没 ，
全舰270多名
官兵除16人获救， 其余全都
壮烈殉国。

我读到了家国大义。
与其说这是一本带人回

到旧时光的船票， 毋宁说它是引
发今人思考的中国私人史之大
成： 1870年冬天津教案， 民众焚
毁了教堂， 法国驻天津领事以及
20名传教士丧生， 曾国藩受朝廷
委派赶赴天津处理此事， 并收到
恭亲王指示： 偿命的中国人人数
最好略高于洋人伤亡的人数， 否
则我们想一命抵一命， 恐怕洋人
会变为一官抵一官， 更费周折。
曾国藩于是命手下缉拿逮捕了37
人， 最终处死了20人。 此事一
出， 民怨沸腾， 曾国藩自己也觉
得“外惭清议 ， 内疚神明 ” ，
1872年黯然离世。 《见字如面》
收录了曾国藩写给恭亲王的回
信， 并配上了节目总导演关正文
亲手翻译的白话文版本。 在这封
信中， 曾国藩呈现出与时下各种
传记中的“大儒” 形象截然相反

的一面， 值得深思。
关注重大历史节点之外 ，

《见字如面》 也对寻常百姓生活
中的喜乐悲苦给予深深关注和同
情。 1930年， 走西口学买卖的商
号学徒卫景安写给父母的家书
（含原件照片） 也被收入本书。
家乡遭受旱灾兵灾， 身处异乡的
卫景安担心家族破产， 一边苦求
父亲戒烟， 一边深深自责穿衣吃
饭的钱都不够， 难以接济家人。
他惦念妻子， 但不敢在家信中声
张， 只说妻子寄来的鞋子上有小
洞， 做活不细致， 问家人妻子在
家是否孝顺， 近况如何。 一封家
书中， 不独大时代下小人物万般
纠结的生存境遇跃然纸上， 字里
行间所述， 也是那个时代最真切
的世态民生见证。

（《见字如面》 关正文 主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读有所得

生活的
诗意书写

好书导读

去诗意化的
校园青春书写

我读经典

魅力无穷 异彩纷呈
———读《哈姆雷特》诸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