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Australia Literary Forum 
2013

Selected Online Press Coverage (English)







Set as Homepage | Register | Sign In Chinese | Big 5 | French | Russian | Spanish | Japanese | Arabic | Korean

China Politics | Special Coverage | PD Online Database | Forum Feedback RSS

Photos Military Foreign Affairs Business Society Life&Culture Travel Science

Latest News:  Ancient Shanxi Merchants culture in Yuci

Mo Yan: Nobel Prize is like a mirror reflecting
attitudes
By Ye Xin  (People's Daily Online)

14:36, April 03, 2013 

Mo Yan (L) and J.M. Coetzee (R) address at the 2nd China-Australia Literary Forum
titled on "Literature & Inclusiveness" kicking off in Beijing on April 2, 2013. (People's

Daily Online / Yu Kai)

Beijing, April 2 (People's Daily Online) - "Nobel Prize is just like a mirror that reflects
various attitudes about my winning, and more, reflects the real me," Mo Yan, the 2012
Nobel laureate in literature, shared his feeling about the prize to his counterpart J.M.
Coetzee, the 2003 Nobel laureate in literature.

Mo Yan and J.M. Coetzee were brought together by the 2nd China-Australia Literary
Forum on "Literature & Inclusiveness" which kicked off Tuesday in Beijing. They shared
their views 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and its significance as well as topics such as
writers' creations.

Mo Yan admitted that he misunderstood the criteria of the academy's selection before he
visited Stockholm to receive the prize in last December.

Mo said: "I thought they were judging the authors' personality or political features, but
after several days' exchange with all walks of life in Sweden, I learned the sole criterion
of their selection is literature itself, which is also deeply based in the Swedish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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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established practice of reading a large number of books."

While J.M. Coetzee, who is born in South Africa and living in Australia, thinks the Nobel
Prize is unique but it's not perfect.

Coetzee said that Alfred Nobel, the founder of the prize, had his own literary tastes.
Nobel's personal preference that literary works show "progress and power of the human
spirit" could be an influence on the Swedish Academy's choices.

Although it is Coetzee's first visit to China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his works, including Life
& Times of Michael K and Disgrace, have been popular among Chinese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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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ustralia Literary Forum to open in Beijing

By Lu Na

China.org.cn, March 2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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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Maxwell Coetzee and Mo Yan
The 2nd China-Australia Literary Forum will take place inside the National Museum for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of Beijing on April 2 and 3, 2013.

16 writers, including Nobel Prize winners John Maxwell Coetzee and Mo Yan, will participate,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on March 18.

Additionally, a number of literary editors, critics and scholars will join the forum. The topics of the

forum include the role of writing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e future of literature and the

prospects of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for China and Australia.

The event is hosted by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the Writing and Society Research

Centre with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and Adelaide University.

"The first China-Australia Literary Forum was launched in August of 2011. The Chinese writer

delegation included Mo Yan, Zhang Wei and Sheng Keyi, who all participated in the three-day

forum held in Sydney," a responsible person for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said, "Writers

talked about issues such as cross-border writing and the trends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During John Maxwell Coetzee's in China, the Chinese edition of his new book "The Childhood of

Jesus" will be released. He is the third South African Nobel Prize winner and immigrated to

Australia in 2002. His best-known works include "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Dusklands" and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The organizers offer 100 seats for literature lo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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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 Yan says Nobel led to inner turmoil

     2013-April-4  08:53    Shenzhen Daily

    THE first 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born and living in China has spoken
about his trouble dealing with the sudden publicity, which put a lot of pressure on him.

    Sharing a stage in Beijing with the 2003 Nobel laureate in literature, J.M. Coetzee,
Mo Yan revealed Tuesday that his mood changed after winning the prize last year.

    “I was upset the first several days after the prize announcement, but then I realized
the prize is just like a mirror that reflects various attitudes about my winning and —
even more — it reflects the real me,” Mo said.

    “I only hope to return to my writing desk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I would also like to
do good in society anonymously.”

    He said he also received numerous requests for assistance that sought to take
advantage of his fame.

    Mo and Coetzee were brought together by the Second China-Australia Literary
Forum, held Tuesday and yesterday.

    “I still consider myself an ordinary citizen who writes. And presenting quality work is
my duty and best way of giving back to society,” Mo said. “I’m no superstar,” he
repeated several times.

    Mo also said that Chinese literature has achieved much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and the driving force is not the Nobel.

    “Writers’ creations should not be driven by awards, or criticism, or readers’
expectations,” Mo said.

    “Good literary pieces are always centered on people and human emotions.”

    Coetzee discussed his own views on the Nobel. He spoke of the literary tastes of
Alfred Nobel, founder of the prize, and pointed out Nobel’s personal preference that
literary works show “progress and power of the human spirit,” and this point of view
could be an influence on the Swedish Academy’s choices.

    Mo said he did not understand the standards of the academy’s selection before he
visited Stockholm to receive the prize in December.

    “I thought they were judging the authors’ personality or political features, then I
learned the sole standard of their selection is literature itself, which is also deeply
based on the Swedish people’s long-established practice of reading a large number of
books,” Mo said.

    During the forum, Chinese and Australian writers discussed subjects such as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local and universal issues, and cultural inclusiveness.

    “Both China and Australia are countries with a great literary tradi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aid Tie Ning, chairwoman of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the forum’s organizer. “I hope the mutual exchange will help people understand the
changes happening in China and its various literary expressions.”

    Tie said she hoped that the event would increase interest in Chinese writers among
readers around the world.

    Australian Ambassador to China Frances Adamson agreed. “It’s a milestone of
literary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o are longtime friends,” Adamson
sai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South Africa-born Coetzee, who now lives and teaches in
Australia, has visited China for such an event. His works, including “Life & Times of
Michael K” and “Disgrace,” are popular among Chinese readers, and writer Li Er said

Mo Yan says Nobel led to inner turmoil http://www.szdaily.com/content/2013-04/04/content_7897034.htm



he has been influenced by Coetzee’s writing.

    (SD-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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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ustralia Literary Forum to open in Beijing

The 2nd China-Australia Literary Forum will take place inside the National Museum for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of Beijing on April 2 and 3, 2013.

16 writers, including Nobel Prize winners John Maxwell Coetzee and Mo Yan, will participate,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on March 18.

Additionally, a number of literary editors, critics and scholars will join the forum. The topics of the
forum include the role of writing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e future of literature and the prospects
of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for China and Australia.

The event is hosted by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the Writing and Society Research Centre with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and Adelaide University.

"The  first  China-Australia  Literary  Forum  was  launched  in  August  of  2011.  The  Chinese  writer
delegation included Mo Yan, Zhang Wei and Sheng Keyi, who all participated in the three-day forum
held in Sydney," a responsible person for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said, "Writers talked about
issues such as cross-border writing and the trends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During John Maxwell Coetzee's in China, the Chinese edition of his new book "The Childhood of Jesus"
will be released. He is the third South African Nobel Prize winner and immigrated to Australia in 2002.
His  best-known  works  include  "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Dusklands"  and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The organizers offer 100 seats for literature lo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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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文学论坛中莫言道：我是库切的忠实读者

2013年04月04日 17:54

　　4月3日下午6点，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中国作家莫言和澳大利亚作家库切共同宣布

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闭幕。闭幕仪式上，以莫言和库切为首的中澳作家朗诵了自己的作品。

莫言在请出库切朗诵时说道，“我是库切的忠实读者。”莫言朗诵选择了自己的代表作《生

死疲劳》，库切则选择了自己于2003年创作的一部小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

　　为期两天的中澳文学论坛上，库切和莫言俨然是媒体聚焦的中心。莫言在发表完演讲之

后再难回答任何其他问题，库切也是如此。面对记者“两天的论坛下来，有没有什么观点让

你印象深刻”的问题，库切的回答是沉默，“我没有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了，朗诵马上要开

始了。”实际上，距离开始还有几分钟。

　　不过，两人对于读者的签名要求倒是都来者不拒。读者邀请库切合影，他也很配合。很

多热情的读者这两天一直在现场，好几个读者在请库切签名的同时还顺便送给他自己写的

书、摄影集，诸如此类，库切“回程”的行李估计要沉很多。

　　作为本次论坛最后一场活动，中国作家铁凝、刘震云、徐晓斌和澳大利亚作家周思、卡

斯特罗、琼斯一起朗诵了自己的代表作。铁凝朗诵了自己的作品《大浴女》片段，刘震云选

择了《一句顶一万句》。

　　请出莫言朗诵时，库切用了很高的评价，“这是当今中国最富盛誉的作家之一。”莫言

朗诵时，库切也一直盯着大屏幕仔细阅读。莫言在请出库切时也不吝赞誉，“我是他最忠实

的读者，我想我们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的著作。” 　库切以《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

课》朗诵压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近七旬的女作家，名叫伊丽莎白，东西不多却很

有影响，这有点像库切本人。也许，你可以把伊丽莎白视为库切的部分替身，他朗诵的这部

小说第一章，是讲这个作家在异乡领取文学奖的各种感受以及不适。也许对于沉默寡言的库

切，从朗诵的文字中能窥见他的某些真实感受。(来源： 北京青年报  记者：罗皓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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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不管莫言愿不愿意，当他和另一位诺奖得主库切碰面的时候，话题

言不得不“冒着风险附和”，对于诺奖莫言可以说又爱又恨，他甚至

造个谣，说他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昨日，第二届“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在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

凝为活动致辞。出席活动的还有中国作家莫言、刘震云、李敬泽、李

切、布莱恩·卡斯特罗等。

昨日重磅戏是两大诺奖得主莫言和库切以“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

奖不同的观点也碰撞出火花。蒋方舟在现场听过后总结：“同样谈诺

标准的变化，很酷很简洁。莫言老师的发言可以概括为：莫骂我，我

一个热爱写作的孩子。”

首次长谈对诺奖看法

  “库切希望谈，我冒着风险附和”

论坛上，莫言接过话筒，这是他领奖后首次当众长篇发表自己对诺

情愿的一件事。“如果让我自己选择，我绝对不会选和诺贝尔文学奖

生希望谈论这个话题，我冒着风险附和。”他称，诺奖在世界是一个

题，起初自己还愿意表达自己的看法，渐渐这便成了闹剧，变成了无

题。关于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事，莫言评价：“我辈确实缺

莫言称自己和诺贝尔文学奖产生联系是在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

郎先生，他在瑞典学院的演讲中提到莫言的名字，知道这个消息后

静一想这个事几乎是幻觉，因为莫言深知自己的作品无论是从量上

来，大江健三郎在中国的数次演讲中又谈到了莫言是有资格获奖的

也是媒体经常把自己和诺贝尔文学奖捆绑在一起的主要原因。这也

公开表示，“如果你跟哪个作家有仇，就造一个谣，说他是最有希望

家。”

透露获奖轶事

  “瑞典王后读过我的作品”

  “瑞典学院评价标准是文学标准，没有我们想象那样，没有哪一类
品不看人。我的得奖充分证明了这点。”莫言谈了去瑞典的细节，他

来自评委，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我记得和瑞典的国王王后在王宫

对我说，她在十几年前就开始阅读我的作品，最早读的法文、后来读

精通六门语言，上到王宫，下到百姓，评奖建立在反复阅读上，不是

莫言称，有关诺奖诸多传言都是一厢情愿的虚构，去年八月，西方

优胜客公布诺奖赔率。“我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先生分列第一和第二

发作的诺奖综合征提前到来，我在北京不堪其扰，和家人躲回高密

源，随着开奖日期的渐进，各种传闻和谣言也是笙箫日上。

诺奖带来的烦恼

  “想不到还有这么多人恨我”

莫言称，自己当时心烦意乱，“想不到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恨我。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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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陪着库切聊诺奖

“得诺奖后，陌生人找我借钱买房”

成都商报多媒体报刊 http://cdsb.newssc.org/html/2013-04/03/content_1822720.htm



意义，诺奖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世态人情。照出了真正的我，以及

拿到诺奖，我当然很高兴，我当然知道，有人不会高兴。当今世界再

称赞的作者。”

最后，莫言斩钉截铁地说：“不管我配不配，我确实是一个诺贝尔文

就是尽快回到书桌前写出好的作品。这是一个作家对社会最好的发

诺奖提名已经结束，接下来，瑞典学院的5位院士将从两百多名提名

他院士阅读他们的作品，再过六个月，新的诺奖得主就会出炉，到了

了，我期待。”

被诺奖改变的生活

  “亲戚朋友陌生人都找我帮忙”

莫言在现场提到，“诺奖改变作家的生活，不是坏事也不是什么好

改变自己的行事风格是一个难题，“我得奖之后，就有亲戚朋友来找

工作、让我帮他们打官司，也有素不相识的人写信来借钱，帮他们买

人希望我用诺奖得主身份发言，改变一切弊端。”

莫言表示，这是两难选择，“如果我帮了你找工作，势必挤掉别的孩

钱，你会感激我，势必让其他人骂。我利用名声，帮你看病，势必影

处处摆出诺奖嘴脸，别人不厌恶，我也会害臊。”

库切：我非常同情莫言

昨日和莫言对谈的是库切，他是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

《国家中心》。下午3时，库切率先发言。“就我所知，全世界都深知的

诺奖有这样的地位，其中一个原因是存在时间长，而且奖金很丰厚

礼也是如诗如画，各国电视台广泛转播，但这也不能解释为何是终

库切称，台上的他和莫言经历了诺奖，是比较了解程序的，有立场

诺奖人为的不完美的甄选方式。他强调，自己不是批评诺奖基金会

诺贝尔文学奖评定的参考标准。他称诺贝尔文学奖是要颁给“表现

优秀作品的人”。瑞典皇家学院评定谁来得奖，而评定的过程是闭门

了理想主义倾向，并有最优秀作品这一标准让学院很头疼。讨论作

典皇家学院要多严格去遵守？”

他说：“甄选诺奖得主是瑞典皇家学院一个很脆弱的机构来完成，他

选择的是人。”

库切和莫言的演讲角度不尽相同，交流很少。在快结束时，被读者

场合的莫言表示很无奈，“10场活动我最多答应1次，这样你都觉得

尽快回到书桌前安静写作，连这个活动也不愿意参加。库切接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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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中澳文学论坛 莫言对话库切

[提要] （记者许心怡）昨日，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在京启幕，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出席并致辞。

当天两位作家更像是自说自话，莫言侧重于讲述获奖后的心理感受，库切则对诺奖能否坚持为“理
想主义者”颁奖提出了自己的怀疑。

中澳文学论坛 作家合影（人民网记者于凯摄）

人民网北京4月3日电 （记者许心怡）昨日，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在京启幕，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出

席并致辞。论坛上，两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和库切开展了一场关于文学的精彩对话。当天两位作家更

像是自说自话，莫言侧重于讲述获奖后的心理感受，库切则对诺奖能否坚持为“理想主义者”颁奖提出了自

2013-6-4 星期二 用户名 密码 登录 注册 EN  US  EU

国际 快讯 要闻 时评 财经 股票 理财 保险 房产 海外地产 家居 娱乐 明星 电影 体育 旅游 出境 节会 美食 社区

博览 探索 历史 奇闻 汽车 购车 行情 保养 科技 数码产品 手机 时尚 服装 美容 奢品 健康 心灵 养生 美酒 视频

时政

要闻聚焦 时政热点

人事任免 各地新闻

社会

社会民生 节会大全

教育职场 趣闻轶事

深度

深度解读 本网专稿

视频播报 专题访谈

名企

企业动态

投资动态

科技

科技IT
传媒/互联网

0

高清：中澳文学论坛莫言对话库切 - 中国在线 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dfwhyl/2013-04-03/conte...



己的怀疑。

新闻热搜

【祛斑--贴肚脐-巧祛斑--7天见效】

【失眠━睡不着-有妙招-古传中医-自然入眠】

【腰椎间盘突出--家中医好有妙招！】

【肝病可自愈--苗人妙招--震惊美国白宫！】

【给45岁“打呼噜者”建议--小心夜间猝死】

【痔疮-中医巧医痔疮--绝招（图）必看】

【“大肚子茶”7天减掉大肚腩降三高！】

【发型师揭秘：白发转黑秘诀曝光----视频】

环球 E-weekly 特稿 world Now

[强人离世]  “铁娘子”传奇一生

[风云人物] 委内瑞拉总统去世

[印度惨案] 印度黑公交轮奸案

中国日报网版权说明：凡注明来源为“中国日报网：XXX（署名）”，除与中国日报网签署内容授权协议的网站外，其他任何网站

或单位未经允许禁止转载、使用，违者必究。如需使用，请与010-84883300联系；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中国日报网）”的作
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稿件来源方联系，如产生任何问题与本网无关。

首页国际中国财经
　

　

关于我们 互联网举报中心 防范网络诈骗 联系我们

视听节目许可证0108263 京公网安备110105000081号 京网文[2011]0283-097号 ICP：20100000002731

版权保护：本网登载的内容（包括文字、图片、多媒体资讯等）版权属中国日报网（北京英信联信息咨询公司）独家所有使用

未经中国日报网事先协议授权，禁止转载使用。给中国日报网提意见：contact@chinadaily.com.cn

首页国际中国财经评论博览军事体育图片娱乐时尚明星情感社区 合作媒体     合作机构

友情链接： 人民网 | 新华网 | 中国网 | 中国网络电视 | 国际在线 | 中国经济网 | 中青网 | 中国台湾网 | 中国广播网 | 中国西藏网

库切莫言引调侃：同样

的诺贝尔不一样的"背多

芬"

莫言、库切共话诺贝尔
文学奖含义

莫言对话库切：诺奖如

镜子照出世态人情

刘震云调侃莫言库切：

让坐在下面的兄弟情何

以堪？

库切大谈“理想” 莫言称

不堪其扰

3D动作武侠游戏，万人

在线，火爆阵营PVP
2013年夏季中国婚博会

免费索票

注册微积分签到送集分

宝

乐知

猜您喜欢 最热文章

高清：中澳文学论坛莫言对话库切 - 中国在线 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dfwhyl/2013-04-03/conte...



胶州招聘 | 企业商圈 | 胶州房产 | 你问我答 | 博客日志 | 交流论坛

胶州信息港 设计规划并实现

当前位置：《金胶州》 > 第1526期,第8版

上一版 | 下一版第1526期,第8版

2013年度全国图书选题分析报告出炉

两大诺奖得主将聚首北京进行文学对话

呼啸中，爱与恨交织

第1526期,第1版 第1526期,第2版 第1526期,第3版 第1526期,第4版

第1526期,第5版 第1526期,第6版 第1526期,第7版 第1526期,第8版

《金胶州》第1526期,第8版

两大诺奖得主将聚首北京进行文学对话

  4月初，莫言和J.M.库切两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将聚首北京，进行文学对话。据悉，第

二届中澳文学论坛将于4月2日至3日在北京举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将领衔8位

澳大利亚作家参加此次论坛，中方8人代表团则以莫言为首。

  “中澳文学论坛”开始于2011年8月。当时，作家莫言、张炜、李洱、盛可以、赵玫等中

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悉尼，参加了为期3天的“首届中澳文学论坛”。中澳作家围绕跨国界

写作、当代文学趋势、作家与传统、作家的角色，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感等话题进行

讨论。“首届中澳文学论坛”也是当时“中澳文化年”的系列活动之一。

今年“中澳文学论坛”由中国作协和西悉尼大学写作与社会研究中心、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大学等联合举办。

两大诺奖得主将聚首北京进行文学对话 - 《金胶州》电子版 http://jin.52jiaozhou.com/jin/?abc=news&qid=993&id=2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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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首谈诺奖扰：不要再请我，不要再到我老家

2013年04月03日

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两大诺奖得主聚北京。张杰摄

库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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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不要再邀请我；也不要再到我的高密老家。

　　

　昨日，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在北京开幕。之前大家期待的莫言与库切两大诺

终成了各自发表对“诺奖”看法的同题演讲。库切思考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

诺奖身份给自己带来的困扰。

　昨日上午，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拉开大幕，来自中澳两国

别就“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诺贝尔奖及其意义”、“文学的本地化与世界

讲及作品朗读活动。其中，两位诺奖得主，莫言与澳大利亚作家J.M.库切的同台

目。一向话语甚少的莫言，昨天首次打开话匣子，畅谈诺奖给自己带来的困扰：

请我；第二，也不要再到我的高密老家。”

他要求

请让我安静写作

　（“一定要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不能人家说自己是个人物，就真觉得是个

　昨日下午，谈到诺奖话题，莫言显得格外“有话说”。他不光做了约20分钟

库切一起接受记者采访，侃侃而谈。

　早在莫言被宣布得奖不久，他就通过媒体多次对外表示，希望尽快回到书桌

言说：“我现在出席的活动，已经是拒绝大部分邀请之后的结果。一般十个邀请

个。但这都已经让你感觉我到处在露面。”

　莫言还无奈表示，“比如说，今天这个活动，我愿意来吗？我根本不愿意来

素，比如同行及读者的期待。这样一种无奈，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莫言坦

活动也不想参加，我最想回高密老家待着。我在此也通过媒体，希望向社会呼吁

邀请我；第二，不要到我老家去。我用我的新作来回报你们。”

他烦恼

亲戚找上门“求工作”

　（“如果我处处摆出“诺奖”嘴脸，别人即便不厌恶，我自己都会感到害臊

　莫言还回忆了去年被宣布得诺奖之前的“心烦意乱”的心路历程，“我注意

将我和村上春树排在赔率的前两位。这让我不胜其扰，只好和家人一起躲回老家

也不是世外桃源。随着开奖日期的临近，各种谣言甚嚣尘上。面对这些，我感到

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世态人心。”

　莫言透露，“我得奖之后，很多亲戚朋友来找我，让我帮他们的孩子找工作

司，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写信、登门来求助，让我资助给他们的儿子买房，或

这是一个两难选择。我若帮了他们儿女找工作，但是他们挤掉的却是别人儿女的

名声帮你在看病求医的时候开后门，但是势必影响后面的病人。”

他希望

华西都市报—莫言首谈诺奖扰：不要再请我，不要再到我老家 http://www.wccdaily.com.cn/shtml/hxdsb/20130403/82965.shtml



不从政，没能力没兴趣

　（“再过6个月，新的诺奖得主，就会出炉，到那个时候，估计就没人理我

着！”）

　那么一个诺奖作家，该不该比其他作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呢？莫言坦言，

讲，没有这个根据。当然，如果你乐意用这点虚名，多做点写作之外的对社会有

是好事。但我认为，作为一个作家，最好的状态是独来独往，冷眼旁观，只有这

写出好的作品来。”

　莫言还透露，作家转行从政，是一种选择，“但我没有这个能力和兴趣，我

西。但是，我也会悄悄地做些与写作无关、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不管我配不配，

得者。我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尽快回到书桌前，写出好的作品。”现场对话

“过来人”库切笑了：同情你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很多读者期待两大诺奖得主进行对话交流，但是比起两

讲，两人之间的互动并不多。昨日，莫言和库切分别做了以“诺奖”为主题的演

库切：诺奖也有不完美

　作为2003年诺奖得主，库切在演讲中重点谈到对诺奖的看法，“我无意去批

作，但我确实在思考这个奖项能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奖项的背后原因。我认为，

有它人工的不完美的部分。比如评委基本上仍在按照多年前诺贝尔在遗嘱里对文

果不符合那个标准，是不是就很难得奖？这值得思考。”

　虽然很少互动，但两人还是提到对方。莫言提到，他本人非常不愿意谈“诺

“今天之所以选择这个话题，是一种很大的冒险。但是为了附和库切先生，我就

当听到莫言得诺奖对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库切笑着说：“莫言，我真的

莫言：曾以为有“潜规则”

　昨日，莫言还详细梳理了自己与诺奖的多年渊源，“我最早知道诺奖是198

本诺奖作家作品集。那个时候，初学写作的我，觉得诺奖跟我毫无关系。让我开

的是在1994年，获得诺奖的日本作家大山健三郎，在瑞典演讲中，提到了我的名

　莫言还透露，自己曾经对诺奖有过误解，“前几年，我的确对诺奖曾有过几

虽然我得奖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我心里非常清楚：我与诺奖的缘分，应该是像两

远。因为在当时的我心中，诺奖是有‘潜规则’，而我并不符合这个‘潜规则’

十来天期间，我充分感受到瑞典人对我作品的熟悉和喜爱。也让我深刻认识到，

从来都是建立在长期的大量的精读基础上，而不是心血来潮。他们评判文学的最

都是文学本身，而不是其他。”华西都市报记者张杰北京报道

华西都市报—莫言首谈诺奖扰：不要再请我，不要再到我老家 http://www.wccdaily.com.cn/shtml/hxdsb/20130403/82965.shtml



第A28版：文化产业周刊 上一版3  4下一版

“我只是一个热爱写作的孩子”

广告

      

返回主页 | 郑州晚报 | 标题导航 | 郑州日报      

上一期  下一期

下一篇4    【打印】

中澳文学论坛上

与另一位诺奖得主库切碰面

莫言谈甜蜜的烦恼

诺奖改变作家的生活，不是坏事也不是什么好事

不管莫言愿不愿意，当他和另一位诺奖得主库切碰面的时候，话题自然绕不过

诺奖，所以莫言不得不“冒着风险附和”，对于诺奖莫言可以说又爱又恨，他甚至

说：“如果你恨哪个作家，就造个谣，说他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

家。”

4月2日，第二届“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在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开

幕，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为活动致辞。出席活动的还有中国作家莫言、刘震云、李敬

泽、李洱等，澳大利亚作家J.M.库切、布莱恩·卡斯特罗等。

论坛上重磅戏是两大诺奖得主莫言和库切以“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的演讲

切磋，两人对于诺奖不同的观点也碰撞出火花。蒋方舟在现场听过后总结：“同样

谈诺奖话题，库切谈诺奖审美标准的变化，很酷很简洁。莫言老师的发言可以概括

为：莫骂我，我也不想得奖来着。我只是一个热爱写作的孩子。”

首次长谈对诺奖看法

“库切希望谈，我冒着风险附和”

在第二届“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上，莫言接过话筒，这是他领奖后首

次当众长篇发表自己对诺奖的看法。但是这并非他情愿的一件事。“如果让我自己

选择，我绝对不会选和诺贝尔文学奖有关的题目，但是库切先生希望谈论这个话

题，我冒着风险附和。”他称，诺奖在世界是一个话题，在中国又是一个话题，起

初自己还愿意表达自己的看法，渐渐这便成了闹剧，变成了无论怎样回答都要挨骂

的问题。关于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事，莫言评价：“我辈确实缺少鲁迅那

样的骨气。”

莫言称自己和诺贝尔文学奖产生联系是在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

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他在瑞典学院的演讲中提到莫言的名字，知道这个消息后，

莫言称确实很高兴，但冷静一想这个事几乎是幻觉，因为莫言深知自己的作品无论

是从量上还是质上都相差甚远，后来，大江健三郎在中国的数次演讲中又谈到了莫

言是有资格获奖的中国作家之一，莫言想这也许是媒体经常把自己和诺贝尔文学奖

捆绑在一起的主要原因。这也让莫言很烦恼。所以，莫言公开表示：“如果你跟哪

个作家有仇，就造一个谣，说他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透露获奖轶事

“瑞典王后读过我的作品”

“瑞典学院评价标准是文学标准，没有我们想象那样，没有哪一类作家可以获

奖，他们是看作品不看人。我的得奖充分证明了这点。”莫言谈了去瑞典的细节，

他发现对诺奖的评判不只是来自评委，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我记得和瑞典的国

王王后在王宫里吃饭的时候，王后亲自对我说，她在十几年前就开始阅读我的作

中澳文学论坛上
与另一位诺奖得主库切碰面

莫言谈甜蜜的烦恼
诺奖改变作家的生活，不是坏事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只是一个热爱写作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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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最早读的法文，后来读了英文、西班牙文，王后精通6门语言，上到王宫，下

到百姓，评奖建立在反复阅读上，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

莫言称，有关诺奖诸多传言都是一厢情愿的虚构，去年8月，西方两家著名博

彩网站立博和优胜客公布诺奖赔率。“我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先生分列第一和第

二，这让每年晚些时候才会发作的诺奖综合征提前到来，我在北京不堪其扰，和家

人躲回高密，没想到高密也不是世外桃源，随着开奖日期的渐进，各种传闻和谣言

也是甚嚣尘上。”

诺奖带来的烦恼

“想不到还有这么多人恨我”

莫言称，自己当时心烦意乱，“想不到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恨我。这就是诺贝尔

文学奖被曲解的意义，诺奖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世态人情。照出了真正的我，以

及被哈哈镜扭曲的我。最后拿到诺奖，我当然很高兴，我当然知道，有人不会高

兴。当今世界再也不会产生一个让全世界称赞的作者”。

最后，莫言斩钉截铁地说：“不管我配不配，我确实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我能做的事就是尽快回到书桌前写出好的作品。这是一个作家对社会最好的发

言和回报。据说2013年的诺奖提名已经结束，接下来，瑞典学院的5位院士将从200

多名提名作家中，选出小名单让其他院士阅读他们的作品，再过6个月，新的诺奖

得主就会出炉，到了那个时候估计就没人理我了，我期待。”

被诺奖改变的生活

“亲戚朋友陌生人都找我帮忙”

莫言在现场提到：“诺奖改变作家的生活，不是坏事也不是什么好事。”他透

露，得奖之后是否改变自己的行事风格是一个难题。“我得奖之后，就有亲戚朋友

来找我，希望我帮他们孩子找工作、让我帮他们打官司，也有素不相识的人写信来

借钱，帮他们买房子，帮他们治病。也有人希望我用诺奖得主身份发言，改变一切

弊端。”

莫言表示，这是两难选择，“如果我帮了你找工作，势必挤掉别的孩子的工

作；如果我给了你钱，你会感激我，势必让其他人骂。我利用名声，帮你看病，势

必影响后面的病人；我发声，我处处摆出诺奖嘴脸，别人不厌恶，我也会害臊”。

陈谋

■对话大师

在这次文学论坛上，莫言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称想通过媒体呼吁：第一，不

要邀请我参加活动，第二不要到我的高密老家去。大家各干各的，然后我用新作来

回报你们。

记者：获得诺奖后，莫言先生的活动越来越多，库切先生是否有过同样的困

惑，会不会影响到二位内心的文学孤独和宁静？

莫言：你看到我好像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活动里面，实际上这是我把大部分的邀

请拒绝之后的后果，十次邀请我顶多答应一次。今天这个演讲，讲这个题目，我愿

意讲吗？我根本不愿意讲。不讲心里也对不起你们，不来好像也对不起澳洲的同

行。

库切：我非常同情莫言先生，事实上诺贝尔奖有的时候是颁给一个正在创作当

中的作家，有的是颁给写作结束之后的作家，比如说莱辛几年前获得诺奖，并没有

影响到她的写作，她还可以后来做一些慈善活动，因为这已经是她写作生涯的末期

了。但是如果是颁给一个年轻作家的话，确实对他的写作生涯有很大的影响。就像

莫言刚才说的，好多场合不得不去应付一下。

■库切简介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第一位两度获得英

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的作家，分别是1983年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和1999

年的《耻》。2002年，从南非移居澳大利亚，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还

“我只是一个热爱写作的孩子”－郑州晚报数字报-中原... http://zzwb.zynews.com/html/2013-04/04/content_452560.htm



有《等待野蛮人》《国家中心》等，新作《耶稣的童年》近期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引

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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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大师对话：沉默是金

分享到： 0

我来说两句(0人参与)

　　本报记者将作为特邀嘉宾见证莫言与库切的思想碰撞记者 文敏

　　本报杭州3月31日讯 记者　文敏

　　对于文坛而言，最让人期待的事莫过于两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和库切在京城的一场文学对

话了。4月2日和3日，两人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进行一场引人瞩目的文学对话。库切来华期间，其最

新长篇小说《耶稣的童年》中文版也将出版。作为本书的译者，记者将作为特邀嘉宾，见证两位诺

奖大师的思想碰撞。

　　库切的作品早在十年前就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当时他还没有获诺贝尔文学奖。浙江文艺出

版社副总编曹洁记得，当时库切著作版权的价格并不是很高。十年间，库切的粉丝在中国成倍增

长，他所有的小说已全都被翻译介绍给了中国读者。4月2日，曹洁将带着一套14本最新库切文集作

为嘉宾到北京出席中澳文化论坛。

　　曹洁告诉记者，库切此次中国之行，与莫言等作家两年前的澳洲之行有关。2011年8月，莫言、

张炜等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悉尼，参加了为期3天的“首届中澳文学论坛”。库切作为澳洲作家的

代表当时参加了活动。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将于4月2日至4日在北京举行，中澳双方各有8位作

家与会。以库切为首的8位澳大利亚作家代表团，与以莫言为首的8位中国作家的对话，将讨论写作

在当代世界的角色、文学的未来、中澳出版交流的前景等议题。参加中澳文学论坛的中方8位作家分

别是莫言、张炜、赵玫、胡平、徐小斌、商震、李洱、盛可以。其中，自从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

一直深居简出不接受媒体采访，几乎也像库切一样成了隐形人，所以这两位沉默寡言者的对话让人

备受期待。

　　库切于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代表作品有《耻》、《等待野蛮人》和《国家中心》

等。库切本人一直是一位具有些许神秘色彩的作家。他出生于南非开普敦，是荷兰裔南非人，却总

幻想自己是真正的英国人。后来他到美国攻读文学，获博士学位。1973年因参加反对越南战争的游

行而被捕，离开美国后回到南非。2002年移居澳大利亚。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南非几乎没人

知道他是谁。

　　库切以不苟言笑闻名。开普敦的社交界说，若是请他出席晚宴，他就会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一

样，把整个房间的生气都给吞下去。中国记者在采访中问他，“这是真的，还是谣传？”库切的回

答是沉默。

　　但有意思的是，他写过三部自传体作品《男孩》《青春》《夏日》，人物姓名都与自己一样，

小说人物基本经历也与自己相似，他还无比“话痨”地把自己成长过程中的那点小心思、小八卦统

统抖落无疑……但库切郑重地声明：不要把这一切看作是作者自传，事实也许会与描写相去甚远。

　　“与库切一起沉默”是豆瓣上“库切小组”成员们的共识。有读者预测库切来华发言将不超过5

句话，而中国作家莫言为自己起了“莫言”的笔名，也是提醒自己少说话。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同样是“莫言”，两人的相遇，将会迸出什么样的火花？

　　正是这种悬念，值得我们期待。

快来说两句，发表您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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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切：诺奖有神话般的地位 不完美的机制

2013年04月03日19:15中国网我要评论(4)

字号：T|T

[导读]所谓“表现出理想主义倾向”的界定这些年肯定让瑞典皇家学院非常头疼，这个要求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于一百多年前的遗嘱，我们要多严格地遵守？难道今天的评委没有权

力用当代表达重新诠释？

莫言和库切，两位诺奖得主的碰撞引人注目，但他们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似乎并不相同。

转播到腾讯微博

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今后大家最好不要邀请我，多么光彩的事我都不参加。第一不要邀请我，第二不要到我老家去，大家各干各的，我用我的新作回报你。”在获得诺奖后莫言似乎不胜各种打扰，

昨日在第二届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上，莫言在与2003年诺奖得主库切对话的场合说出这样一番话。

莫言：我不愿意来这个活动

莫言是在和库切各自发表了20分钟的主题演讲后回答现场提问时说出的这样一番话，他说获奖后自己频繁出现在各种活动上，但这已经是他将大部分邀请拒绝后的结果。“有10次

邀请我顶多答应1次，人经常处在身不由己中，我也不愿意来今天的活动，这个题目我也不想谈。但是不讲我愧对澳洲同行，对不起今天到场的人。”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莫言和库切共同面对的一个提问是现场有读者问文学的意义和诺奖评选标准。莫言回答认为就像他演讲中提到的，诺奖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文学，评委们没有

强烈的政治观念，看作品不看人。“我的得奖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库切对这个问题显然和莫言的看法不一致，库切说：“瑞典皇家学院的成员也是人，他们做出的选择也是人的选择。在诺奖早期，政治的影响还是存在而且很容易看见的。比

如说，‘人类的进步’；‘最伟大的贡献’这类授奖辞体现了诺奖最主要的标准，这也是明显的政治表达。皇家学院即便不愿这样想却还是受到政局变动的影响，比如丘吉尔获奖就和

冷战有一定关系。”

库切：非常同情莫言先生

而随后莫言在下一个问题中就表达了自己并不想来参加这个论坛的真实想法，并希望大家最好也不要再请他参加其他活动。在莫言回答完之后库切马上说：“我非常同情莫言先

生，诺奖有的时候颁给正处于写作生涯中间状态的作家。莱辛几年前获奖时并没有因此影响到自己的写作，因为她得奖已经是写作生涯的末期。如果颁奖给一个还将持续写作的作家确

实会有影响干扰的效果。”

这是前南非作家库切（现已定居澳大利亚）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就像之前传言所说，库切话不多，很多时候只用一两句话带过读者提问。在昨日上午场的活动，库切还作为主

持人主持了第一场中澳作家的对谈。中午在用餐后他和其他几位澳大利亚作家一起找了一家现代文学馆附近的咖啡厅休息了半小时，他点了一杯洛神花茶。

此次随团而来的还有另外7位澳大利亚作家，包括尼古拉斯・周思、布赖恩・卡斯特罗等人，他们在为期两天的论坛里将和其他7位中国作家两两组合展开主题演讲并回答读者提问。

文学论坛昨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现场致辞，按照日程安排，她还将与作家刘震云、徐小斌等人一起参加明天的闭幕式和现场朗读活动。

■ 演讲内容摘录

库切：诺奖的神话与不完美

我想来谈谈诺贝尔奖。在艺术领域，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奖项，有的只是颁发奖章证书、有的有奖金；有的意义重大、有的意义小一些。就我所知，唯一一个价值在自身领域之外，

全世界只要是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的奖项就是诺贝尔奖。

为什么会是这样？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诺奖存在了很久的时间、每年由瑞典国王亲自颁发等等，但这都不能解释为何诺奖在大众心里至高无上、会被看成对获奖者终极嘉奖

的原因。现在台上有两个人更了解诺奖，因为我们经历了整个程序，也有立场去思考差距。我想谈的是诺奖——神话般的地位和人为的不完美甄选方式。

我想说的是，我不能代表莫言的观点，我想谈的是我对诺奖的看法。我强调我不是批判诺奖，正是他们的慷慨让我受益匪浅。

诺贝尔在遗嘱中把遗产大部分用来资助这个年度奖项。根据其遗嘱，奖项要颁给“过去的一年，为人类做出最伟大贡献的人。”而文学奖上，是要颁给“表现出了理想主义倾向，

并有最优秀作品的人”。我觉得所谓“表现出理想主义倾向”的界定这些年肯定让瑞典皇家学院非常头疼，这个要求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于一百多年前的遗嘱，我们要多严格地遵守？

难道今天的评委没有权力用当代表达重新诠释？

诺贝尔在世的时代，瑞典最著名的作家是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但是诺贝尔对他的作品没有共鸣，斯特林堡在1912年去世，瑞典皇家学院从1901年至1911年有12次几乎可以把奖颁

给他，但是他们没有。1903年他们给了挪威作家比昂松，1909年给了瑞典作家拉格格芙，比昂松的授奖辞里说他有着少有的纯洁精神而拉格格芙则有着崇高的理想主义。

这样大家就略懂一二了，这两个人并不是当时最伟大的作家，但他们必须是和诺贝尔本人世界观相容的作家。到了今天，如果说理想主义还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标准似乎并不公

平，但事实上这个奖项依然受这一表述的约束。皇家学院努力把即便并非理想主义者的作家也要在授奖词中将他们划入理想主义者。我举三个例子，2004年获奖的耶利内克，2001年的

奈保尔和1969年的贝克特，他们三个作家都不是我认为的理想主义作家，我觉得将理想主义作为他们一生著作的总结也不切题。皇家学院下决心从他们作品中看到光明的一面，其实他

们每部作品都是相当黑暗的。

莫言：想独往独来，好冷眼旁观

如果让我自己选择今天的演讲题目，我绝对不选诺奖，但现在我只能冒风险附和库切先生一下。

诺奖在世界是话题，在中国尤其是话题。鲁迅 拒绝诺奖提名是抽打中国现代作家的鞭子，我辈被认为缺少鲁迅骨气。鲁迅被奉若神明，而中国当代作家却不被当人看，这样的做

法稍显过分。中国当代作家在过去30年来努力创作，我们的原动力不是诺奖。

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奖，他在瑞典演讲时提到了我的名字，我很高兴。大江先生认为我是有资格得诺奖的人之一，这也成为媒体经常把我和诺奖捆绑的主要原因，我之后不胜

其烦。我曾公开表示，如果你跟哪个作家有仇，就造谣说他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然后他的苦日子就来了。

如果这个作家想表达一些看法，人们会说“小心，他在用这样的方式吸引瑞典评委的注意。”如果他批评体制，就逃脱不了向评委会献媚的大棒。

很多事情是在你几乎忘记时悄然而至，前几年我还对诺奖抱有几丝幻想，最近几年，我觉得这是跟我擦肩而过的两颗行星，渐行渐远。我也一度认为诺奖有潜规则，而我不符合这

个潜规则。

但实际上这个奖首先是文学奖，最根本衡量准则是文学，最根本意义是文学意义而不是其他。10月11日宣布我获奖那天我很高兴，有少数人不高兴或者很不高兴，当今世界，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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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评论(4)

相关专题:

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

订阅

相关阅读:

·莫言库切聚首中澳文学论坛 2013.04.03

·诺奖得主库切与莫言将聚首北京 展开文学对话 2013.03.18

·葛红兵：莫言之后的中国批评界 2013.03.18

·杨照：莫言创造的语言非常奇特 我对他高度尊重 2013.03.11

·小记者突破“默言” 政协委员莫言首度开腔 2013.03.07

推荐微博：

换一换

赵丽华

国家一级作家

纪连海

百家讲坛讲师

七堇年

80后严肃派作者

笛安

青年女作家

苏童

著名作家

俞天任

著名旅日作家

蔡天新

诗人、游记作家

南派三叔

知名网络写手

王斌

作家编剧文学策划

无法产生一个毫无争议的诺奖获得者。

获奖之后，亲戚朋友找工作打官司的都来找我，还有素不相识的人登门找我借钱，想买房子治病。也有人希望我发言，借此改变社会弊端。如果我帮了你的儿女，不就是挤掉别人

儿女的机会，我如果处处发声，处处摆出诺奖得主的嘴脸，我自己也会害臊。写作也是发声，文章改变不了的现实，说话就能改变？

获得诺奖后该不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在法理上我没改变自己的公民身份，我的奖金不是从纳税人那里来的，我也没有这样的义务。我讨厌拉帮结伙、党同伐异，我喜欢独往独

来，才能冷眼旁观、才能洞察世态人情。大千世界人各有志，每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地位抬举太高是对作家的伤害。我没有政治家的兴趣和能力，只想安静写点东西，我也

会悄悄做一些好事。

不管我配不配诺奖，我都已经获得了诺奖，是该回到书桌前写出好作品的时候了。据说2013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已经结束。希望半年后新的得主出来时，就没人再理我了。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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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作家最好的状态是独来独往

2013年04月02日22:13腾讯文化艾莘我要评论(2)

字号：T|T

[导读]莫言与库切的对话围绕“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展开。交流中莫言表示，作家写作中应忘记奖项、忘记理论与主义，专注于故事与人物。他也认为“作家最好的状态是独来

独往”。

我要评论(2)

相关阅读:

·电视版《红高粱》编剧已定 莫言爱女管笑笑挑梁 2013.03.30

·莫言用《红高粱》开辟出一个鲜活的民间世界 2013.03.29

·藤井省三：村上只是看起来比莫言自由 2013.03.29

·莫言作品德国受热捧 几十个版本正在翻译出版 2013.03.19

·诺奖得主库切与莫言将聚首北京 展开文学对话 2013.03.18

推荐微博：

换一换

莫言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余华

转播到腾讯微博

今日上午10点，第二次中澳文学论坛在北京开幕。两位诺贝尔奖得主莫言与库切，与各自的团队进行交流。莫言与库切的对话围绕“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展开。交流中莫言表

示，作家写作中应忘记奖项、忘记理论与主义，专注于故事与人物。他也认为“作家最好的状态是独来独往”。

首先莫言在谈及诺贝尔奖的意义时表示，尽管诺贝尔文学奖享誉世界，但文学的前进并非单单一个奖项能推动的。“人类追求光明惧怕黑暗的本性”以及“人类认识自我，表现自

我的愿望”，才是文学发展的根本动力。

但他也说，人们一直对诺贝尔文学奖有所误解误解，自己的获奖让他明白，诺奖的评判标准首先是该作家的文学成就，然后才是其他。对于诺奖的评选程序，他说，瑞典皇家学院

对获奖者的评判不局限于18个评委，而是社会各阶层都有所关注，建立在长期大量的阅读之上。

就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莫言说得十分实际，在短期内让文学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当文学渐渐被人们遗忘的时候，诺贝尔文学奖就会出来刺激一下”，也许多平时不看书的人

也会买本获奖者的书来看。

莫言认为“把作家地位抬得过高是对作家的伤害”。

他坦言获奖后许多人怀揣着各种理由愿望登门。但他对作家将自己身份抬得过高的行为不以为然。凭一个奖项就“错认为自己是个大人物，就可以颐指气使”，“不止是肤浅，简

直是混账”。他犀利地指出，“在中国，作家的高尚地位基本上是某些作家的自大幻想。”

在他看来，诺奖得主相比普通作家，并没有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义务。只有潜心写作发声，才是作家对社会最好的回报。

他也指出“作家最好的状态是独来独往”，只有独往独来才能“冷眼旁观”，才能洞察世态人情，从而创造出好的小说。

其间莫言不乏抱怨诺贝尔文学奖对他带来的困扰与尴尬境地，“如果你跟哪个作家有仇，你就造一个谣言，说他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一再表示自己希望

回归平静生活，安心写作。对于自己近期似乎曝光率增高的现象，他也无奈表示身不由己，也是他一推再推的结果。甚至幽默呼吁媒体帮他宣传，“第一不要邀请我，第二不要到我老

家去。”

此后的问答环节，台下嘉宾提出“获得诺奖对作家在国内地位有什么改变？”莫言认为自己内心深处的定位比外界评价更重要。奖项不可能改变作家作品本质的性质。他说自己并

未有所改变。

而嘉宾问到诺奖的获得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作家写作时，莫言说不必为获奖特意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与倾向。理想主义也好，其他主义也罢，“那都是理论家的事，跟作家没有关

系”。写作时应该牢牢盯住人物、感情与语言，忘掉所有奖项与各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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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切：诺贝尔文学奖被神话了

莫言：别老找我，等着看新作

得过两次布克奖的有三人，而同时又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只有来自澳大利亚的作家库切。当库切遇到

去年刚获得诺奖的中国作家莫言，会擦出什么火花？昨日，为期两天的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在北京举行，诺

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领衔8位澳大利亚作家参加此次论坛，中方8人代表团则以莫言为首。这是莫言和库

切两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首次聚首，进行文学对话。在库切来华期间，他最新一部小说《耶稣的童年》中文

版将出版，几乎与3月的英文版全球同步出版。

莫言（左一）与库切（左二）参加论坛演讲。（图片来自新浪微博）

库切开金口了

昨天的中澳文学论坛共分三个单元，其中第二单元为两位诺奖得主库切和莫言的演讲并答问，无疑，这

也是最受瞩目的单元。同样谈诺奖话题，库切谈诺奖审美标准的变化，十分简洁。莫言的发言可以概括为：

莫骂我，我也不想得奖来着，我只是一个热爱写作的人。莫言幽默地说他特别不想谈论任何有关诺贝尔文学

奖的话题，但库切先生很喜欢这个话题，那么“我就附和一下”。

库切在简短演讲中谈了诺贝尔奖的来由，介绍了诺贝尔的生平、文学喜好、遗嘱对诺奖评选的影响。库

切说，诺贝尔文学奖地位几乎被神化。作为诺奖评委，瑞典皇家学院的评审是封闭进行的。他提出，难道

“表现理想主义倾向”这一百年前的评判标准，不能紧随时代而变通吗？库切表示，诺贝尔本人对文学作品

的喜好受主观影响。而瑞典皇家学院这一机构十分脆弱。在诺贝尔在世时，诺奖获奖者并不一定是当时最伟

大作家，而是与诺贝尔观念一致的作家。而事到如今，其评判依然受“理想主义”的约束。

莫言表示，文学的前进并非单单一个奖项所能推动的，真正的动力是人们挣脱黑暗向往光明的愿望。为

获奖而写作只会南辕北辙。莫言说，“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头衔让他一度苦不堪言。“你要是

恨谁就说他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吧。”而他表示自己的获奖，让他明白他一直对诺贝尔文学

奖有所误解，诺奖唯一的评判标准首先是该作家的文学成就，然后才是其他。

莫言说，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在于能在短期内让文学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许多平时不看书的人也会买

本获奖者的书来看。获奖后，他坦言许多人怀着各种理由愿望登门。他说，作家不应凭一个奖项把自己抬得

过高。而诺奖得主并无义务对社会承担更多责任。莫言认为，“作家最好的状态是独来独往”，只有这样才

能洞察世事，写出好作品。

谈到获诺奖后受活动相邀之累，莫言说，人有的时候很无奈，我希望大家理解。如果就我自己而言，我

什么活动都不想参加，只想呆在家里，希望大家什么活动都不要邀请我，也不要到我的老家去。我会用我的

新作回报你们。

中澳16位作家与会交流

“中澳文学论坛”开始于2011年8月，当时来自中国的作家莫言、张炜、李洱、盛可以、赵玫等中国作

家代表团访问了悉尼，参加了为期3天的“首届中澳文学论坛”，中澳作家围绕跨国界写作、当代文学趋势、

作家与传统、作家的角色，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感等话题进行讨论。“首届中澳文学论坛”也是当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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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你己经轰动了，已经出名了！你把

那些个不调查求证就发稿的记者，嘲讽

得无地自容了。[转]:【网民自称捕到外星

人 警方认定伪造】6月9日，山东滨州网

民李某发帖称自己用高压电网电兔子时

，不小心电死了一个“外星人”。昨日，滨

州警方称，所谓“外星人”系李某用钢丝和

骨胶制作而成。在接受警方传唤时，李某

无辜奋斗的中考非深户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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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昨开幕 两诺奖得主京城论剑_人文_晶网 http://www.jingme.net/content/2013-04/02/content_7890865.htm



网友评分：

澳文化年”的系列活动之一。

昨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澳文学论坛”为第二届，由中国作协和西悉尼大学写作与社会研究中心、澳大利

亚阿德莱德大学等联合举办。中澳两方各有8位作家与会，澳大利亚方面的8位作家，除了库切本人，其他知

名作家还有亚历克西斯·赖特，他的《卡彭塔利亚湾》去年也在中国出版。中方作家是莫言、徐小斌、李洱、

刘震云、叶辛等。

本次论坛主题为“文学与包容”。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文学的意义正在于抵制高

速发展的社会中种种的‘一次性’。在信息爆炸的如今，我们更有必要沉下心研究文学。”澳大利亚驻华大

使孙芳安在致辞中对中澳之间文学交流抱持热忱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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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文学论坛开幕：库切莫言谈诺奖

2013-04-03  作者：邱琪 来源： 新浪读书         我要评论

第二次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开幕式上嘉宾合影

2日上午十点，第二次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拉开序幕，本次论坛主题是“文学与

包容”。本次论坛将持续两天，在今天的活动中，徐小斌与布莱恩·卡斯特罗、J.M.库切与莫言、李洱与大卫·沃

克等中澳作家分别就“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文学的本土化与世界性”三个话题进行

了交流。

本次论坛由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主持开幕式，在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和澳大利亚大使馆孙芳安简短致

辞后，10点45分，由澳大利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J.M.库切主持、中国作家徐小斌和澳大利亚作家布莱恩·

卡斯特罗围绕“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这一话题先后发表演讲并现场回答媒体提问。

布莱恩·卡斯特罗(左)与徐小斌(右)对谈 “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

一、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

徐小斌：只要好的传统不丢失 不用担心文学的未来

布莱恩·卡斯特罗：文学不会死，只是越来越少的人感受到它的气息

徐小斌在演讲中说，受众的品味是游移的，作家要做的是引导受众的口味，而文学的现代性决定我们能吸

引到什么口味的读者。尽管纯文学创作现在不被看好，但徐小斌说文学梦应该是所有梦中最美好的，“写作是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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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于地狱仰望天空，是在精神的炼狱中创作作品。写作不是市场需要，而是人类精神需要。”卡斯特罗在演讲时

则说，传统总归是传统，但文学是活的，与现代性分不开。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文学日益变得浅薄，以前长

篇大论的书评现在越来越倾向寥寥数语，现代的人们也不再像古人崇尚神一样崇尚伟大的作家，有思想、高雅

的写作正越来越少，导致现代社会出现精神真空。尽管如此，但他相信以“L”开头的文学不会死，只是越来越少

的人感受到它的气息。

在被问到文学如何捍卫精神世界时，卡斯特罗说现代作家的内省性和自我质疑越来越少，文字内部的自我

争议不见了，而这些对保持作品的精神性十分重要。徐小斌对此也表示认同，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痛苦和巨

大的作家内省正从写作者中消失。而文学持续发展的潜力在哪里？卡斯特罗说，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在于对

过去的反思挖掘，由此生发文学潜力。写作由缺失感和哀伤感驱动，且个人潜力对文学潜力也有重要作用。徐

小斌也同意人的忧伤感和孤独感是写作动力，但她认为人的潜力无限，“科学实验证明，从生到死，人利用到的

脑神经元只占大脑的一小部分，这说明还有很大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她对人的文学潜力抱持乐观态度。在

创造未来方面作家起什么作用？卡斯特罗说，文学只是文化的一部分，除了作家，电子化、数字化都会影响到

我们，言下之意作家在创造未来只其部分作用。徐小斌则说，不用为文学未来担心，书和数字化各有好处，但

都有精美和粗糙之分，只要五四时期提倡的“审美、审丑、审智”传统不丢失，文学的未来一定会因优秀作家的

存在更美好。

在被本对谈主持人库切问到大学怎样保留文学传统以防止文学灭亡、怎样解决大学教纲和经典阅读之间的

冲突时，卡斯特罗不无悲观地说，现在大学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提供很多东西，学生没有阅读，只为获取文凭

和找工作，经典已被遗忘。而徐小斌对此持不同看法，她说，阅读经典和大学教纲不一定成为悖论，将经典纳

入大纲顺理成章。但只有出于对文学的由衷热爱，才能持续阅读和写作。谈及作家的责任心问题时，卡斯特罗

说，我对读者没有责任，如考虑读者我就会写一堆意见。作为作家，不应说得太多，教师可以，但作家不行。

徐小斌也表示，写作时不会考虑到读者，作家如带着目的创作就矫情、不自然了，作家应该坚持自己的精神品

味和追求，在时代中做出选择，并为此承担得与失。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Tags： 中澳论坛 库切 莫言

复制链接 打印

精品阅读

相关新闻

莫言获奖等当选2012全国知识产权保护重大事件

第六届读者大会高端访谈第一场：柳斌杰、谭跃、莫言

"莫言式幽默"：文学与人的关系就像人与头发

莫言新书在书博会上首发

王蒙、莫言：读者要坚持传统阅读和经典阅读

莫言否认女儿是经纪人 回应国内作家是否要经纪人

莫言将携新书亮相第23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库切：把我比做鲁迅？我同意

王蒙莫言将出席第23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莫言新作《盛典》细说诺奖七日所思所悟

相关讨论

中澳文学论坛开幕：库切莫言谈诺奖_出版界_文化新闻... http://www.dajianet.com/news/2013/0403/198762.shtml



凤凰卫视

资讯 财经 娱乐 体育 时尚 健康 亲子 汽车 房产 家居 科技 旅游 读书 教育 文化 历史 军事 视频 博客
论坛 公益 佛教 星座

美日互壮胆 夺岛剑
指中国？

美日军演精锐尽出，剑指钓岛，习奥会后“抚
慰”日本，借日遏华。

如果废除高考就更“拼
爹”了

程方平教授认为，废除高考只会让教育选拔
上的权钱交易更厉害。

小红帽注意 狼外婆出
没！

《雪夜漫谈》嘉宾谭伯牛：教育界的品德败坏
一点不输于别的圈子。

凤凰网文化 凤凰网文化 > 文艺活动 > 正文

诺奖得主库切与莫言4月北京对话 开启中澳文学论坛

2013年03月15日 08:59
来源：东方早报作者：石剑峰 13人参与 1条评论

频道推荐

来源：360新闻

易中天：文人不是“荣誉称号”

易中天称用侦探法写“史诗”|易中天回应
娱乐化质疑

·【年代访】陈丹青：木心最好的25年被

文革毁了

·韩少功：若唐朝有视频流传下来的唐

诗会少70%
·新疆黑白石条墓葬群考古初步进展：

共47座太阳墓

·慈禧北海特制小火车六千元买入可

容纳容28人
·明故宫端门午门与端午节无关午门

斩首系谣传

新闻热搜词

广州的士爆炸 济南大火 领导有时
要做孙子

厦门8考生全部遇难 广西多地暴雨

电死外星人

刘志军374套房产 日美演练联合夺
岛
中国庄园会晤 名模全裸拍公益大

片

商讯

更多

分享

到：

2003年诺奖得主J.M.库切2012年诺奖得主莫言

搜索站内

凤凰网首页 手机凤凰网 新闻客户端
注册登录

诺奖得主库切与莫言4月北京对话开启中澳文学论坛... http://culture.ifeng.com/event/detail_2013_03/15/23135828_0...



新闻图片

去大肚子 清除色斑 塑造型男

· 糖尿病——巧化糖-2013安全绿色化

糖新突破-必看

· （痛风病）—高血尿酸—2013获得国

际新突破！

· 关注：让男人强壮的秘诀--男人必备
--（图）

· 哮喘--气管炎--美国新突破（提免活

肺新成果）

· 股骨头坏死—骨病—2013新突破--选
择高科技

库切《耶稣的童年》中文版

4月初，莫言和J.M.库切两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将聚首北京进行文学对话。早报记者昨日从西悉

尼大学得知，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将于4月2日至3日在北京举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将领衔

8位澳大利亚作家参加此次论坛，中方8人代表团以莫言为首。在库切来华期间，他最新一部小说《耶

稣的童年》中文版将出版，几乎与3月的英文版全球同步出版。

中澳16位作家与会

“中澳文学论坛”开始于2011年8月，当时来自中国的作家莫言、张炜、李洱、盛可以、赵玫等中国

作家代表团访问了悉尼，参加了为期3天的“首届中澳文学论坛”，中澳作家围绕跨国界写作、当代文

学趋势、作家与传统、作家的角色，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感等话题进行讨论。“首届中澳文学论坛”

也是当时“中澳文化年”的系列活动之一。

今年“中澳文学论坛”（第二届）将在北京举行，由中国作协和西悉尼大学写作与社会研究中心、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等联合举办。根据西悉尼大学的信息，中澳两方各有8位作家与会，澳大利亚

方面的8位作家名单已经确定，除了库切本人，其他知名作家还有亚历克西斯·赖特，他的《卡彭塔利

亚湾》去年也在中国出版。根据澳方提供的信息，以莫言为首的中方代表团名单目前还未确定。

除了中澳两方的作家，还将有一批文学编辑、批评家、学者参加此次论坛，今年论坛将讨论写作

在当代世界的角色、文学的未来、中澳出版交流的前景等议题。这些活动都将在4月2日和3日举行。4

月4日，则将举行一次大型圆桌论坛，与会者包括西悉尼大学、阿德莱德大学、东英吉利大学、英国文

学翻译中心和中国的大学学者、出版商。

库切新作《耶稣的童年》中文版将出版

就在库切访问中国期间，其最新长篇小说《耶稣的童年》的中文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耶

稣的童年》在英国也才刚刚出版，两个版本几乎全球同步出版。

《耶稣的童年》是一部关于新移民的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难民的孩子，名叫大卫，他

和家人失散了，不知道他母亲的名字；上船时他带着那封能够说明情况的信件，但是信件弄丢了；于

是，一个名叫西蒙的老人带他去寻找母亲，在他们移居的那个新国家里，这一老一少相依为命，开始

新生活。这是一部以童年、移民、教育为主题，揭示世俗经验之谜的小说。但光读小说开头几章，并

不清楚它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也不清楚书名“耶稣的童年”是什么意思，具体喻指什么，和故事里

的男孩有何关联。

可以确定的是，《耶稣的童年》写的是一个孩子的故事，写移民的童年，写童年生活的奇异和现

实。

2003年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其身份其实已经从“南非作家”变成“澳大利亚作家”，《八

堂课》和《慢人》正是库切澳大利亚阶段的起点，通过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这个虚构的澳大利亚作家描

写澳大利亚，通过保罗·雷蒙特这个富于澳大利亚文学特色的人物探讨移民生活。这些作品并未脱离

后现代创作意识，但是以公民身份关注澳大利亚现实，表现“新移民”的情感和社会关系，这是库切

之前的创作中未曾出现过的，跟描写南非的那个“局外人”阶段判然有别。《凶年纪事》是由两个移民

——JC和安雅讲述的故事。《耶稣的童年》无疑又是他移民写作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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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生产,销售,设计,施工,安装为一体厂家 月阳轻钢,雄厚的技术力量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changchunyueyang.com

发泡混凝土保温，首选优耐德

墙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屋面保温、地暖垫层、 回填、现浇发泡水泥墙体，北京优耐德领先

www.chinaufc.com.cn

自强优质防锈剂 价格优惠

自强原料专业供应各种防锈剂,防锈剂, 畅销全国!订购热线:13923285760
www.fshuagongyuanliao.com

百度推广

社会 娱乐 生活 探索 历史

网罗天下

·40岁男人--必看(组
图)
·失眠—睡不着怎么

办？

视频

48小时点击排行

157835

1 5尊新出土兵马俑亮相 衣服用圆泡装饰

127531

2 江苏首次发现蓝田玉矿 或不开采仅供参

98890

3 前苏联逃过审查的裸露电影镜头曝光

34340

4 语文出版社社长炮轰高考作文题：思想浅

27408

5 舍利供塔将现身上海拍场 塔中供养舍利

25329

6 “阿童木之父”手冢治虫罕见二战漫画消

20046

7 作家叶永烈赞高考作文题：没有偏题 难

18739

8 端午

男人必看--让男人强壮的秘密武器

(图)

尽管库切在华期间恰逢新作在中国出版，但浙江文艺出版社方面表示，目前还没有安排库切与

中国读者交流的计划。

更多

分享

到：

同步到微

博

相

碉堡

友私奔

骗钱

诺奖得主库切与莫言4月北京对话开启中澳文学论坛... http://culture.ifeng.com/event/detail_2013_03/15/23135828_0...



CALF 2013 was also featured on the following Chinese lanuguage online 
news sites-
http://www.topnews9.com/arc/20130403/18476.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8e53290101b8ta.html
http://book.qq.com/zt2013/zawxlt/
http://book.qq.com/a/20130403/000011.htm
http://www.bj.chinanews.com/news/2013/0404/29360.html
http://www.sinologystudy.com/news.Asp?id=234&fenlei=19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7990125/
http://cul.sohu.com/20130315/n368914658.shtml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ddwx/2013/0415/81351.html
http://book.people.com.cn/n/2013/0412/c69360-21115285.html
http://style.sina.com.cn/col/books/2013-04-10/0817119965.shtml
http://enjoy.eastday.com/e/20130403/u1a7299978.html
http://blog.cntv.cn/10447889-4303842.html
http://www.lahoo.ca/portal.php?mod=view&aid=6766
http://www.pdsxww.com/news/2013-04/06/content_2055805.htm
http://www.artsbj.com/Html/news/zhzxzx/wx/177182.html
http://news.sdchina.com/show/2588084.html
http://www.ymysw.cn/List.asp?ID=2049
http://www.ccmedu.com/bbs13_188033.html
http://www.zsnews.cn/Culture/2013/03/18/2385209.shtml
http://culture.jwb.com.cn/art/2013/3/19/art_906_2549571.html
http://ent.163.com/13/0328/18/8R2TRLDV00032DGD.html
http://msn.ent.ynet.com/3.1/1304/03/7928006.html
http://www.gxworker.com/a/130410/122898.html
http://quyu.qianlong.com/44348/2013/03/18/6304@8570666.htm
http://www.cdwb.com.cn/html/2013-04/10/content_1825921.htm
http://www.canonvideopresenter.com/a/tiyu/2013/0408/3786.html#0-qzone-1-77609-d020d2d2a4e8d1a374a-
433f596ad1440
http://www.sznews.com/culture/content/2013-03/19/content_7832732.htm
http://www.zgfznews.com/fznews/yule/zongyi/2013/4/3/1015008.shtml
http://tieba.baidu.com/p/2248531837
http://qy.0532bm.com/2013/0320/18703.html
http://wc.66wz.com/54787.html
http://wxy.sdut.edu.cn/a/wenxue/2013/0321/3171.html
http://www.hnr.cn/hnr/book/dsyw/201303/t20130319_375655.html
http://qclz.youth.cn/lzrs/201304/t20130403_3056128.htm
http://pingguqu.jinanjie.com/article/article_76500.html
http://life.zhiyin.cn/html/20130319/20712.html
http://news.163.com/13/0319/00/8Q9PNGNE00014AED.html
http://www.xs91.net/thread-167342-1-1.html
http://tech.92jn.com/yanlun/2013/0403/156979.html
http://news.cqnews.net/html/2013-03/18/content_25172705.htm
http://article.wn.com/view/WNAT155e39cc331bc2b14ad36105fa9494fe/#/related_news
http://finance.huagu.com/cjrw/1304/155966.html
http://www.365huodong.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3&id=10571
http://news.gmw.cn/newspaper/2013-03/18/content_1168546.htm
http://www.gzdfxw.com/a/20130319/64630.html
http://www.xswhw.com/bbs/simple/index.php?t40696.html
http://www.dzhou.com.cn/intl/specials/2013-03-18/441983.html



http://www.showchina.org/wenhua/whbb/201304/t1306010.htm
http://news.xinmin.cn/world/2013/03/18/19271418.html
http://www.ilf.cn/News/83812.html
http://www.iincn.net/culture/2013-03-19/109261-1.html
http://www.cnovn.com/Html/Culture/2013/04/161_10664520130403112215.html
http://www.headnews.cn/2013/0413/272373.shtml
http://culture.gog.com.cn/system/2013/04/01/012142581.shtml
http://culture.hebei.com.cn/system/2013/03/28/012663953.shtml
http://news.stnn.cc/c6/2013/03/18/1363583502996.html
http://gpc0575.blog.163.com/blog/static/1345030722013339540628/
http://www.xibuscw.com/article-14320-1.html
http://www.wlmqwb.com/wlmqdzb/b/page_15/201303/t20130318_3150925.shtml
http://ent.lanzhou.cn/system/2013/03/15/010365569.shtml
http://ent.zq6.com/guonayule/2013/0329/537012.html
http://dyfzc.com/a/guanfangzhidingbocaiwangzhan/599.html
http://www.022my.net/article-1721-1.html
http://www.funhillmedia.com/news/2013-03/19/cms16168article.shtml
http://xueli.yibanglianhe.com/zikaozhuanye/wenxue/2013/0401/15626.html
http://bbs.letfind.com.cn/thread-503904-1-1.html
http://www.zhuoyangdx.com/lunwen.asp?yao=426
http://3g.163.com/news/13/0319/00/8Q9PNGNE00014AED.html
http://www.kejiaoy.com/ys/Read.aspx?id=28268
http://166xyz.blog.163.com/blog/static/13126810820133394052826/
http://www.cnhuadong.net/system/2013-3-20/content_184813.shtml
http://www.shigecn.com/2013/zuojia_0319/3300.html
http://www.careading.com/plus/view.php?aid=36913
http://lwnews.sdinfo.net/html/shandong/20130321/98671.html
http://tit2007.blog.163.com/blog/static/1356364042013361156810/
http://nykjsw.com/sbhuangguanbocaiwangzhan/20130504/18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