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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与马尔克斯“搏斗”多年

巨匠，永不消逝
哥伦比亚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

得主马尔克斯 17日在位于墨西哥首都
墨西哥城的家中辞世，享年 87岁。

马尔克斯 1999 年确诊罹患淋巴
癌， 化疗后康复。 他 3 月 31 日因脱
水、肺部感染和尿路感染住院，本月 8
日出院返回家中。

马尔克斯患病期间， 墨西哥总统
培尼亚·涅托、 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
努埃尔·桑托斯等政要在个人微博客
上发布消息，祝愿他尽早康复。

今年 3月 6日，马尔克斯在妻子陪
伴下度过 87岁生日。 当天， 他走出寓
所，朝人们挥手致意。 细心人注意到，他
胸襟上插着一支黄玫瑰。

马尔克斯与妻子梅塞德丝·巴尔查
牵手半个多世纪，育有两个儿子。 过去
几十年间， 马尔克斯每天黎明即起，读
书看报，然后写作 4小时，而妻子总会
在他书桌上摆上一支新鲜的黄玫瑰。

得知马尔克斯辞世的消息后，不
少政界和文学界人物表达哀悼。 哥伦
比亚总统桑托斯在微博客网站 “推
特”上写道：“哥伦比亚有史以来最伟
大的人物辞世，留下千年孤独和悲伤。
巨匠，永不消逝。 ”

魔幻，震惊世界
作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

人物， 马尔克斯 1982 年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主要代表作有《百年孤
独》、《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和
《霍乱时期的爱情》。

其中，《百年孤独》 刚一面世
便震惊拉丁美洲文坛及整个西班
牙语世界， 很快被翻译成超过 25
种语言，销量超过 5000万册。 据统
计，马尔克斯作品的西班牙语版本
销量之大，仅次于圣经。

《百年孤独》描述了布恩迪亚
家族百年七代的兴衰、荣辱、爱恨、
福祸以及文化与人性中根深蒂固
的孤独，可说是拉丁美洲历史文化
的浓缩投影。 这本书被公认为魔幻
现实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被誉
为“拉丁美洲的《堂吉诃德》”。

马尔克斯 1927 年 3 月 6 日出
生于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城市阿拉
卡塔卡，是家中长子，有 10 个兄弟
姐妹。 他从小跟随外祖父生活，后
来就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附近
一所寄宿学校，对阅读产生浓烈兴
趣，尤其深受海明威、福克纳、陀思
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作家影响。

拉美，他的灵感
马尔克斯曾在古巴居住， 与古巴革

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建立亲密友
谊，多次把书稿送给卡斯特罗阅读。

卡斯特罗曾经在笔下写道， 马尔克
斯拥有 “不可限量的才能， 孩子般的慷
慨”，而他的作品“是他敏锐鉴察力的权
威证据， 也表明他永远不会抛弃自己的
出身、 他的拉丁美洲灵感和对真相的矢
志不渝”。

马尔克斯多次批评美国干涉越南、
智利等国政局，抨击美国缉毒战争“不过
是干涉拉丁美洲的工具”，再加上他与卡
斯特罗的亲密关系以及被怀疑支持委内
瑞拉游击组织， 因此长期被美国拒绝入
境。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他长期在墨西
哥居住。

值得注意的是， 马尔克斯虽然吃了
美国政府的“闭门羹”，却与美国前总统
比尔·克林顿、 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
特朗等人关系不错。

得知马尔克斯辞世后，克林顿 17 日
说：“他在真实和魔幻两种布景中捕捉住
我们共同人性中的痛楚和喜悦。 作为他
的朋友，过去 20 多年间认识他伟大的心
和睿智的思想，我感到荣耀。 ”

杨舒怡（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拉美哀悼
马尔克斯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
外记者报道：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百年孤独》
作者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因病辞世的
消息传到马尔克斯的故乡哥伦比亚， 上至政
要、下到百姓，人们纷纷对这位文学巨匠的离
去表示悲痛。

哥伦比亚总统曼努埃尔·桑托斯当
天在其个人微博上称赞加西亚·马

尔克斯是史上最伟大的哥伦比亚人。
他当天发表电视讲话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

作品改变了读者的人生， 他的辞世让哥伦比亚举
国悲痛，带来“千年的孤独和悲伤”。他宣布，哥伦
比亚将举国哀悼 3天，政府机构降半旗。

桑托斯说，纵观历史，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最
大程度提升了哥伦比亚国际形象的哥伦比亚人。
他表示，感谢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警醒，无论是哥
伦比亚还是拉丁美洲都不会再次经历 “百年孤
独”，拉美正积极努力为这片土地带来新的生机。

哥前总统乌里韦在个人微博上说， 感谢加西
亚·马尔克斯大师，是他让成千上万的人爱上了哥
伦比亚这片土地。

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涅托表示，他
以国家名义向当今拉美最伟大作

家的辞世表示哀悼和惋惜，并赞扬加西亚·马尔克
斯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走向了世界。

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在自己的
推特上写道， 她痛悉加西亚·马尔

克斯的去世，“加博将读者带到其梦幻般的马孔
多小镇（《百年孤独》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展现
了一个婴儿眼中的新世界。 他塑造的人物独特新
奇，他描述的拉丁美洲丰富多彩，这些都将长留亿
万读者的心中”。

洪都拉斯总统胡安·埃尔南德斯通
过其社交账户表示，他和洪都拉斯

人民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辞世深感悲痛，“他的
离去使拉丁美洲和哥伦比亚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
儿子”。

尼加拉瓜前副总统、著名作家塞尔
希奥·拉米雷斯在表达悲痛的同

时，赞扬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拉美和西班牙语文坛
泰斗， 传承并延续了塞万提斯时代造就的西语文
学传奇。

拉美歌坛天后夏奇拉将她与文豪的一张合影
上传到网上，在照片下方写着：“亲爱的加博（加
西亚·马尔克斯的昵称），你说过人生的内涵并不
是所经历的过程，而是对生活的回忆。 ”球星法尔
考写道：“加博，无尽的感谢，是你让这个世界充
满了魔幻和想象。 ”

文学巨匠马尔克斯陨落

合上百年孤独
留下千年孤独

4月 17日，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路易斯·安赫尔·阿朗戈
图书馆，一名妇女参观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平展。 新华社发

4 月 17 日，在哥伦比亚的阿拉卡塔卡，当地
居民点燃蜡烛悼念加西亚·马尔克斯。

新华社 /路透

马尔克斯的代表作《百年孤独》
被誉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巅峰之
作， 在世界文坛的影响至今绵厚深
远。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莫
言就坦言当年曾深受《百年孤独》的
影响。

《百年孤独》对于中国读者的影
响是毋庸置疑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
在 1982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
的一系列作品在国内出版，而其中出
版数量最多的就是《百年孤独》。《百
年孤独》以及马尔克斯的其他作品在
中国掀起一股魔幻现实主义的旋风，
受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读者，许多著
名作家都直言深受马尔克斯的影响，
其中就包括在 2013 年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的莫言。

在获得诺奖前后， 许多人都把莫
言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相提并论。瑞典

文学院在诺奖的颁奖辞中说他的作品
是“梦幻的现实主义”。 对此，莫言并
不否认马尔克斯对自己的影响， 但是
他强调，他与马尔克斯“搏斗”多年，
一直想写出有自己特色、 中国特色的
小说，而非写西方小说的翻版。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从根本上颠
覆了我们这一代作家，包括上一代的
老作家对文学的认识， 我在 1984 年
第一次读到《百年孤独》，心情就像
当年马尔克斯在巴黎读到了卡夫卡
的《变形记》一样：原来小说可以这
么写。 ”莫言 2013年 12月在浙江大
学发表演讲时回忆说，当时的中国作
家们也意识到生活中充满了魔幻的
素材，可以来描述和表现个人的经历
和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一些荒诞的事
件，完全用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写很难
表现，也没有批判的力度，而用魔幻

现实主义的笔法写，可以产生很强的
艺术效果。

莫言坦言：“在 1984 年、1985
年，中国文坛有许多（马尔克斯的）
模仿者，我早期写的一些中篇像《球
状闪电》《金发婴儿》也有它的痕迹。
像《百年孤独》的开篇句式，在许多
小说里也可以看到，但这不是我们有
意识的模仿，而是它给人的震撼力特
别大。 艺术特点鲜明的作品，模仿起
来是最省事的，只要喜欢上它，写作
时就是不自觉地模仿他的特点。 ”

但他同时强调说：“我想这样的
模仿没有出息，马尔克斯和（美国文
坛巨匠威廉·） 福克纳绝对是世界文
坛的两座高峰， 而我在 1985 年则提
出要 ‘避开这两座灼热的高炉’，年
轻作家靠得太近就会融化，我们要学
习他们的思想本质、用小说处理现实

的方法、写作的角度，而不是在字面
和细节上机械照搬。”莫言表示，要有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当代中国小说，
才能在世界文学之林中找到自己的
位置。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克林顿父女痴迷《百年孤独》
《百年孤独》在世界范围内拥有

众多的“书迷”。
2007年 3月， 美国前总统比尔·

克林顿在哥伦比亚城市卡塔赫纳参加
第四届世界西班牙语大会时表达了他
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喜爱，并称他为
“文学英雄”。

克林顿回忆说， 自己第一次阅读
马尔克斯的 《百年孤独》 是大约 35

年前在耶鲁大学法律系读书的时候，
当时《百年孤独》 英文版刚刚出版。
他说，阅读《百年孤独》，发觉马尔克
斯所描述的东西“看似幻想、却又非
常真实和充满智慧”。

他说：“我从早到晚捧着这本书
看，在课堂上也偷着看，还被老师发现
挨了批。 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小说。
《百年孤独》 不仅向我展示了什么是

文学，还让我了解了人生。 ”
克林顿透露， 他的独生女切尔西

与马尔克斯“熟识”，切尔西从少年时
期便开始阅读马尔克斯西班牙语版的
著作。 克林顿说：“如果马尔克斯知道
切尔西是我们家唯一一个读完他的全
部西班牙语著作的人， 他一定会很高
兴。 ”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哥伦比亚

墨西哥

巴西

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

《百年孤独》
之父马尔克斯

1927年 3 月 6 日，马尔
克斯生于哥伦比亚的小镇阿
拉卡塔卡。 8 岁前，马尔克斯
一直居住在外祖父家， 他的
外祖父是上校， 曾经两次参
加哥伦比亚内战， 外祖母是
一个勤劳的农妇， 对拉美传
统神话故事非常熟悉。

1940 年，马尔克斯迁居
首都波哥大，1947 年入波哥
大大学攻读法律，并开始文学
创作，在大学期间，马尔克斯
如饥似渴地阅读西班牙黄金
时代的诗歌，这为他以后的文
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8 年，马尔克斯因哥
伦比亚内战中途辍学， 不久
他进入报界，任《观察家报》
记者。 1955 年，他因连载文
章揭露被政府美化了的海难
而被迫离开哥伦比亚，任《观
察家报》驻欧洲记者。他在该
年出版了他的第一篇小说
《枯枝败叶》。 他花了 7 年时
间才找到愿意出版它的人。
马尔克斯曾经写道，“在所有
他 的 作 品 中 （截 至 1973
年），《枯枝败叶》是他最喜欢
的作品， 因为他觉得它最真
诚和自然。 ”

1958 年， 马尔克斯结
婚， 次年有了第一个儿子。
1960 年，马尔克斯任古巴拉
丁通讯社记者。 1961 年至
1967年，他移居墨西哥，从事
文学、新闻和电影工作，之后
他主要居住在墨西哥和欧洲，
继续其文学创作。

1975 年，他为抗议智利
政变举行文学罢工， 搁笔 5
年。1982年，马尔克斯获诺贝
尔文学奖。

1999 年，马尔克斯患淋
巴癌。由于受家族遗传、癌症
化疗等因素的消极影响，马
尔克斯罹患老年痴呆症，其
写作能力受到严重打击。

2014 年 4 月 17 日，马
尔克斯病逝。

马尔克斯主要代表作有
《百年孤独》《一桩事先张扬
的谋杀案》和《霍乱时期的爱
情》等。 行销全球的《百年孤
独》 是他作品中最广为流传
的一部。 （史辑）

《百年孤独》：

和房租赛跑
的世界名著

《百年孤独》反映了拉丁美洲一个世纪以来
风云变幻的历史。 小说描绘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
人的传奇经历， 以及加勒比海沿岸小镇马孔多的
百年兴衰，融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宗教典故等
神秘因素，巧妙地糅合了现实与魔幻，展现出一个
色彩斑斓、瑰丽诗意的想象世界，成为 20 世纪最
重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

马尔克斯晚年时回忆说，经过 10 多年的酝
酿， 他从 1965 年才开始在墨西哥着手创作这
部小说。 为了专心写作，他辞去了当时在广告
公司的工作。 失去了经济来源，维持一家四口
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到了马尔克斯的妻子梅塞
德丝身上。

马尔克斯深情地回忆说， 在长达 18 个月的
写作期间， 自己都不知道妻子是如何筹款维持生
活的。 直到有一天，梅塞德丝接到房东电话，催她
交已拖欠 3个月的房租， 便问丈夫还有多长时间
才能写完。 马尔克斯答道：“6个月”。 于是，梅塞
德丝对房东说：“先生，我们不仅要欠您 3 个月的
租金，还要再欠您 6个月的房租。 ”与马尔克斯一
家是旧知的房东很爽快地回答：“那么 7 个月之
后您能全部还清吗？ ”在梅塞德丝表示同意后，房
东说：“只要您能信守诺言，我也完全愿意继续等
下去。 ”豪爽的房东帮助马尔克斯一家人度过了
最为艰难和拮据的一段日子。

马尔克斯和妻子在《百年孤独》初稿完成当
天便赶赴邮局， 准备将稿子寄到阿根廷的一家出
版社。700页的书稿被称完重量后，他们被告知需
要 83 比索邮费， 而山穷水尽的马尔克斯当时只
有 45 比索。 夫妻俩不得已只能先邮寄一部分书
稿， 可谁知仓促寄出的居然是后半部分。 尽管如
此，出版社的编辑在阅读书稿之后如获至宝，立即
请求马尔克斯将前半部分寄给他。 在出版社的资
助下，《百年孤独》才得以问世。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影响

书迷

故事

悼念

哥伦比亚著名作家、
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百年孤独》作者加西
亚·马尔克斯 17 日下午
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
因病去世，享年 87岁。

哥伦比亚总统曼努
埃尔·桑托斯当天在其
个人微博上说， 马尔克
斯是史上最伟大的哥伦
比亚人， 伟人永远不会
与世长辞。

马尔克斯使拉美魔
幻现实主义文学走向了
全世界。 《百年孤独》被
誉为“拉丁美洲的《堂吉
诃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