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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讯

文化评弹
■ 谭敏

“10 年间，学习汉语的中小学生
人数在法国翻了四番”，据法国电视二
台近日报道，汉语已在法国成为初、中
等教育里位列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
语之后的第四大第二外语。

事实上，不仅仅是法国，随着中国
国际地位的提升及与世界各国在经
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合作交流的
增加，“汉语热”已经成为全球潮流。
2005 年，美国只有 200 所中学开了汉
语课，学中文的孩子只有2万人，10年
后，学汉语的人数已经有40万。俄罗

斯目前已有123所教育机构开设汉语
课程，学习汉语的总人数达1.7万人，
汉语还将在 2018 年纳入俄罗斯中学
的 9 年级国家期末考试体系。据统
计，目前全球已有60多个国家将汉语
教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全球学习汉
语的人数从 2004 年的近 3000 万人攀
升至1亿人。

对非母语国家的人来说，汉语是
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那么，为
什么会有这么多外国人热衷于学汉语
呢？“汉语热”大规模大范围爆发的背
后，不仅仅是外国人对中文的关注，更
折射出外界想进一步了解中国，加入

中国“朋友圈”的热切心情。
语言的主要功能就是沟通。从实

用性的角度来讲，许多外国人学好汉
语就是为了增加自身竞争力。因为随
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的加深，许多
工作都不可避免地要和中国人打交
道，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也就等于有了
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这跟中国人如
果想进外企工作，就必须学好英语是
一个道理。据说，巴黎机场免税店会
说汉语的导购员已经成为老板们争抢
的“香饽饽”，为防竞争对手挖人，不
少导购员还被老板要求在名牌上使用
假名。由此可见，中国与法国的人员

往来之密切。
随着中国在全球地位和影响力的

提高以及“一带一路”的推进，相信接下
来，这种交往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

“汉语热”也必将迎来一个新的时期。
目前的汉语热是对方的主动需求，这种
需求更多是实用性、功利性的。但是，
也要看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随着学
习的进一步深入，他们会越来越了解中
国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他们也更容
易接受中国形象和中国的发展模式。

我们不妨抓住这个机会，主动对
接全球学汉语的需求，向学汉语的人
提供更多来中国学习交流的机会，也

创新学习的形式，让更多人能够轻松
快乐地学会汉语。最近在网上引起热
议的“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
等综艺节目，利用大众传播手段让传
统文化重回大众视野，成为网红。殊
不知，也有一档名为“汉语桥”的节目，
在学汉语的外国学生中颇有知名度，
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不妨更多一些。

“汉语热”“中国热”是中国联系世
界、世界了解中国的切入点，让“汉语
热”持续升温，我们将迎来更多的朋
友，也可以润物细无声地向世界传递
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讲好中国故事，
展示中国形象。 （据《广州日报》）

2017年，寒川子的最大愿望是
将《鬼谷子的局》可视化，拍成影视
剧，且这个工程主要在海南的土地上
完成。

寒川子要超越的目标既不是《琅
琊榜》，也不是《大秦帝国》，而是美剧
《权力的游戏》。寒川子认为，《权力
的游戏》在诸多方面与《鬼谷子的局》
有可比之处，不同在于，一个侧重的
是权力，另一个侧重的是智谋。《权力
的游戏》较好概括了铁血时代的西方
权力之酷，《鬼谷子的局》则基本展现
了轴心时代的东方智慧之美。

寒川子认为，他写的小说，一言
以蔽之，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传
统文化。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
精髓在“道”，而不是“术”，如果仅仅
讲权谋、宫斗，不仅不是弘扬传
统文化，反而

是拉低中国文化的精神。
所以，在小说中，他赋予鬼谷子以

新的气质，让他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最大能量，道，也就是现在“正能量”
这个说法，将他塑造为收拾“乱世”的

“神龙”人物。比如书中，苏秦、张仪、
孙膑、庞涓四子进山后，鬼谷子拒不收
徒，变着法儿折磨四人，迫使他们修
道，其实都是在教他们。

寒川子正是通过一个个故事，将
百家思想里所包含的“顺天应人”等天
道境界，“天人合一”等修身哲学，“仁
爱王道”等治世理念，“兼爱尚贤”等处
世法则，融会贯通到小说之中，让这些
传统文化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

“当作家，一要有
爱

好，二要有天赋，三要有阅历，四要有
悲悯心。其中，悲悯心是最重要的。”
在他看来，作者有大爱，创作出的作
品自然而然能感动所有人。

在网络喜马拉雅电台上，《鬼谷
子的局》已经超过六千万听次，是当
之无愧的大IP。所以，寒川子决定将
此改为影视作品时，格外慎重，不仅
要亲自操刀改编剧本，更是在海南专
门成立了影视文化公司，以免剧本、
影视剧被改得面目全非。

《鬼谷子的局》要做成超级网剧，
分为六季，每一季不低于五十
集。这是一

个“超级大的体量”，寒川子计划用10
到12年的时间去磨完它。当被问到时
间、精力投入过大时，寒川子笑称，“这
个故事我已花了14年，仍有三分之一
没有完成，再多十年又有何妨？”

那为什么选择定居海南来完成这
件事呢？“海南能带给我更好的生活居
住体验。”寒川子认为海南的环境与氛
围适合创作，有意将《鬼谷子的局》打造
成海南的文化名片，让更多的读者了
解海南的精气神。

■ 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

继久享盛誉
的“文学陕军”“文
学湘军”“文学豫
军”等地域作家群
体之后，一支实力
雄厚、成就卓著的
“文学海军”已蔚
然成军，成为我国
当代文学事业中
的 一 支 新 兴 力
量。除了大众耳
熟能详的作家韩
少功、孙皓晖，日
前，海南日报记者
了解到著名作家
寒川子也已定居
海口多年。

作为历史小
说创作的佼佼者，
寒川子著有《战国
纵横：鬼谷子的
局》（共8册）、《第
一商会》《四棵杨》
等作品。

“我正在创作
《鬼谷子的局》的
剧本，差不多已经
完成第一季了。”2
月15日，寒川子告
诉记者，他刚在海
南创办了一家影
视公司，不仅要把
小说拍成影视剧，
还要重新修改出
版所有小说。

有读者认为寒川子的书，“涵盖
管理驾驭、商业谈判、说话技巧、职场
策略、为人处世、内心修炼……处处
充满机智，是职场宝典。”写小说需要
一定的生活历练，早在2013年，《雍
正王朝》的制片人苏斌选中寒川子创
作剧本，正是透过他的阅历看出了其
文学创作的潜力。

寒川子原名王月瑞，1962年生
于河南省镇平县，大学读的是外语专
业。“那个时代，读的多是原版英美文
学作品。”通过这些阅读，寒川子比较
系统地学习了原汁原味的世界一流
作品。

后来，寒川子考入军校读研，在部
队服役至团职，于1998年选择复员，
自谋出路，“做自己喜欢的事，寻找自
己专注的点”。之后数年，他开过厂，
当过老师，办过公司，做过企业高管，
当过记者和译者，因为想把自己村子
的故事写下来，阴错阳差成了作家。
对此，他戏称自己做全“工农商学兵”。

在他看来，文学创作要建立在一
定的阅历基础之上。“阅即读，读的是
别人的经验；历即体验，是自己对这个
世界的体悟。”从2003年起，在《雍正
王朝》制片人苏斌的鼓励与指点下，寒
川子着手创作系列历史小说《战国纵

横：鬼谷子的局》，翻遍典籍史书，六易
其稿，终于在2008年付梓成册。

作品从纵横家这一角度，解读战
国中期波澜壮阔的历史。他认为，先
秦文化尤其是诸子百家，迄今未被文
学界作为核心主体写过，这对他很有
诱惑力。“如何走进那个时代，把握那
个时代的精神与气质，理解并描写影
响古今中外的诸子百家，是我的最大
挑战。”

他敢于死磕，“累计读了不下
5000万字的资料，包括正史、野史、
后世研究、文学、传奇等，凡是我目力
所及的材料，我全看。”比如，为了写

好庄子，让读者认为他笔下的庄子就
是庄子，他读了许多有关庄子的著
作，甚至可称作是“庄子研究专家”。

“作家要有眼界，即便是写中国历
史小说，也不能只是将眼光放在先秦，
要在世界格局下了解先秦，才能读出
先秦的意义与价值。”定居海口后，寒
川子的作品陆续修改完毕并出版，成
为出乎人们意料的一匹“黑马”。

寒川子的小说，《鬼谷子的局》
《第一商会》《熬过》《四棵杨》，几乎每
一部都是不同的题材。显然，寒川子
不仅仅想当作家，更想做一个时代的
记录者。

“我尊重历史，但我写的不是历
史。”许多读者称读寒川子的小说，犹如
坐了时光机，可以身临其境穿越到先
秦。寒川子却认为，“历史就是过往，从
现在起算，过去的每一秒都是历史，都
不可复原，只能部分地还原或再现。”

虽然有大量的虚构成分，寒川子
认为历史小说仍然有其巨大的价值，
因为它们所讲述的不是真相，却胜似
真相。“事件是演绎的，精神却是真实
的。这个胜似真相，就是精神真实。
这也是我们读历史小说的意义所在，
我们可以借由过去来理解现实。”

同一个历史事件，《史记》有《史记》
的解读，《左传》有《左传》的解读，《战国
策》有《战国策》的解读，历史小说自也
有历史小说的解读。寒川子认为，历史
是人的经历，由古迄今，时光流转，境况
不同，人可以生生死死，但人的本性大
同小异，几乎没有或很难改变。

“战国时期男人爱美女，女人爱俊
男，男女都爱财富，现在也是这样。战
国时期人们崇尚真善美，唾弃假丑恶，
现在仍是这样。怜悯、爱、恨、嫉妒、贪
欲、同情……古今中外、男女老幼，普遍
存在。这就是精神真实。”他解释道。

在创作中，如果能够抓住“精神
真实”，直入人的本性，作者就能走进
人物的精神世界，写什么，像什么
了。比如，寒川子要塑造苏秦的父亲
苏虎，就要考虑农民的精神真实是什
么。“一是对庄稼、土地的虔诚和爱，
这是农民的普遍特质；二是对周天子
充满感恩，因为他家的土地是天子赏
赐的；三是作为父亲，对孩子的爱。”

塑造苏虎时，寒川子抓住这三点
反复描写，在他看来，这是他赋予苏
虎的精神气质。“每个人都有他的精
神气质。我基本上没有描写过某个

人的外部特征，甚至连他们的外貌、
年龄、衣着等也不描写，但读者仍然
觉得他们是鲜活的，是胖是瘦是美是
丑是老是少各人都有明判，就是因为
他们感同身受到了这个精神真实。”

“《鬼谷子的局》中的战国，不是战
国的真实，而是战国的精神真实，所以
读者能有身临其境之感。”寒川子将之
视为吸引读者看下去的诀窍所在。“只
有把这个精神真实表现出来，才能引
起大家的共鸣。这是我在创作过程
中，包括人物造型、情节设计、事件发
展与高潮等，时刻把握的惟一尺度。”

从阅读与经历中寻找创作灵感

还原精神真实，让读者如身临其境

在海南打造超级IP，拍东方版“智慧的游戏”

寒
川
子

汉语热背后是“中国热”

将《鬼谷子的局》拍摄成东方版“智慧的游戏”

“海南能给我更好的体验”

村上春树出长篇新作
《骑士团长杀人事件》初版130万册

日本新潮社20日表示，村上春树最新长篇
小说《骑士团长杀人事件》初版发行量将增印至
130万册。

《骑士团长杀人事件》是《1Q84 》以来，村
上春树暌违七年再次推出的多卷本长篇小说。
该作品于2月24日正式上市，初版发行量原定
为100万册，上下部各50万册。

20日，新潮社在发行前夕公布了增印计划，
第一部增加至70万册，第二部60万册，总计130
万册。初版发行量与 2010 年出版的《1Q84
BOOK3》相当，为历史最多。 （人民）

刘德安作品集

《高度与绝响》等出版
海南资深媒体人、作家、诗人刘德安的作品

集近日由团结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作
品集一套三本：《高度与绝响》、《红楼寻梦》、《随
缘斋诗稿》，是作者近年来新作的结集。

《高度与绝响》用文化随笔的形式，以读书
人的视角看鲁迅，还原了一个生活中的鲁迅。作
者笔下的鲁迅是一个具有大爱、有着丰富情感、
平易近人、可亲可敬、学问渊博的普通人；特别是
鲁迅先生一生买书、藏书、勤奋读书、写作，以燃
烧生命的方式，体现人生价值，成为文学巨匠的
奋斗精神，给了人们深刻的启示。本书是作者多
年来阅读鲁迅的成果。《红楼寻梦》是一部文化随
笔集，作者从《红楼梦》小说文本切入，围绕小说
本体，以小说欣赏为主题，展开叙述，围绕小说中
的人物、故事、艺术，解读《红楼梦》，演绎了作者
的寻梦历程，给人新的阅读体验。《随缘斋诗稿》
是一本古体诗集，收入古体诗180余首。作者用
古体诗记录了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全书分为“古
都遗韵”“回望故土”“往事如烟”“阅读经典”“雅
好情趣”“诗意风景”。每首诗有题解和一篇优美
的小散文“诗意如莲”，对本诗诗意解读。

此前，刘德安已出版了散文集《渡口的风
景》、诗歌散文集《秋天的阳光》、诗集《谁种相
思》、随笔集《活个好心情》、文论集《艺文漫
笔》5部文集。 （舒迅）

大批严肃文学期刊稿费上涨

千字千元已不稀奇
优秀稿件每千字800元，其他稿件平均在

每千字500元左右，新春伊始，严肃文学第一大
刊《人民文学》便传来了涨稿费的好消息。

其实，近一两年来，涨稿费似乎成了国内
文学期刊都在忙活的事情，有的在全国带头开
启涨稿费先河，有的在低调中默默提高了稿酬
标准，还有的正奔走在涨稿费的路上。尽管写
作者不会因为稿费高低而增加或减少对文学
的热爱，但越来越高的稿费，的确让写作变得
更有尊严，也更能激发优秀作品的诞生。

涨稿费的钱，多数来自财政支持。相对流行
文学来说，曲高和寡的纯文学往往不能独立依靠
市场的力量，需要政府给予一定扶持。《人民文学》
上涨的稿费来自中宣部的一笔专项资金。《长篇小
说选刊》今年新开了“长篇小说论坛”栏目，专门刊
登评论家对长篇小说的争鸣与观察，稿酬定为千
字千元。这笔钱除了杂志社自筹一部分，其所属
的作协和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也会有一定补贴。

稿费上涨以后，会不会出现更多怀揣作家梦的
文学青年，暂时还是一个未知数。但可以肯定的是，
期刊质量会因此而走高，一分钱一分货，高稿费可以
吸引到更好的稿子，从而提高期刊整体质量。（中新）

寒川子的作品《鬼谷子的局》
徐晗溪 摄

作家寒川子在他海口家中的书房 徐晗溪 摄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
启动编纂

一部将囊括中国百年来各类民间文学的集
大成之书《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近日由中国文
联、中国民协宣布正式启动编纂工作。在未来
八年，来自全国的专家将把过去数代文化工作
者搜集到的民间文学资料整理出书。

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是一个绵延了约
一个世纪的大工程，每一代文化人都为民间文
学的搜集整理付出了心血。仅上世纪80年代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
语集成》“三套集成”出版前，搜集到的民间文学
原始资料就已达10亿字，而且这些资料当中只
有极少数公开出版过。

中国民协名誉主席冯骥才介绍，从前的“三
套集成”只出版了省卷本，绝大多数县卷资料都
未能公之于世，且还欠缺民间说唱小戏、各民族
的民族史诗等内容，这些遗憾都将尽量在此次
编纂中弥补。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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