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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勋“
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 被称“
现实魔幻主义”开创者

刘震云：我不是故意“现实魔幻”
随着《一地鸡毛》《官人》《手机》
《温 故 一 九 四 二》《一 句 顶 一 万 句》
《我不是潘金莲》等作品先后被翻译
成法文并出版， 刘震云在法文世界
产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近日，刘震
云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法兰西共和
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您的作
品在中国读者中取得巨大成功，并
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 广受国际
读者的欢迎。 您开创了‘现实魔幻主
义’，一些国外评论家认为您是‘中
国最伟大的幽默大师’。 ”这是授勋
仪式当晚， 法国方面给予刘震云的
颁奖词。 说到“现实魔幻主义”的标
签，刘震云称并非自己故意“现实魔
幻”，这源于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就
生活在真实和魔幻的世界里。

法国驻华
大使黎想与刘
震云在授勋仪
式上。

谈个人作品 吃瓜儿女们坐在了幽默的身边

对于“现实魔幻主义”渐渐
变成自己的标签，刘震云认为是
由于他作品的主人公就是生活
在这么真实和魔幻的世界里，当
这些人的心事无处诉说的时候，
他作为一个倾听者坐到了他们
身边。当他把他们的肺腑之言通
过文字告诉中国读者和其他许
多民族读者的时候，更多的倾听
者也坐到了这些在生活中无足
轻重的人的身边。“前两天我去
北大，有几十个博士生在研究
《一句顶一万句》，他提出了两个
话题，一个就是把中国的当代文
学当古典文学来研究，另外就是
把文学作品当文学理论来研究，

我觉得这两个角度非常有想象
力。什么叫魔幻？这也是魔幻。”
刘震云称现实跟魔幻这种关系
其实每天都可以看到，只是现实
并不能成为文学，现实中的细节
仅仅是文学的一个参照，“真正
考量一个作者到达了什么样的
程度，他得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故事怎么讲？比讲故事更重要
的是故事结构上边的人物结构
到底是什么；比人物结构更重
要的是这些人物结构反映了作
者对这个世界的思想认识、哲
学认识和数学认识；比这层更
重要的是作品中的人物都有什
么样的思想认识、哲学认识、数

学认识，以及他们之间能起到
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像居里夫
人这些人在实验室里，物质之
间产生了别人没想到的化学反
应，就特别魔幻，有时候越是魔
幻的东西越是特别的真实。”
对于“幽默大师”的标签，
刘震云则直接“拒认”，他称自
己是中国人里最不幽默的人，
只是生活太幽默了，吃瓜儿女
太幽默了，他们也坐在幽默的
身边。刘震云称“文学和艺术骑
士勋章”这个荣誉真的不应该
属于他，而应该属于作品里的
人物，属于不同民族的读者，因
为倾听也是一种力量。

谈法国文学 普鲁斯特首次把时间极度拉长

刘震云称凡是出版过中文
的法国文学作品，他都读过，
“法
国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品质、气
质，法国作家无论结构、角度、戏
剧，确实有好多值得品味的地
方。”刘震云表示非常喜欢巴尔
扎克、雨果、莫里哀、加缪、孟德
斯鸠、伏尔泰等一众法国作家、
哲学家，“可能他们看待世界角
度非常不一样，但是有一点他们
特别一样，就是他们的作品都有
大量的思想、思考、思索，这是
他们文学的传统。比如像巴尔
扎克的《人间喜剧》，他特别爱
用哲学辩证的句子作为开头。
理性的句子不应该是小说的开

头，但法国却有这样一个传统。
再比如莫里哀，总是把一类阶层
用弱点用喜剧方式突然放大，像
吝啬鬼、伪君子无病呻吟，产生
的效果会是悲剧性的效果。我
一下就知道莫里哀先生是非常
懂文学和戏剧结构的。我说的
结构，不但是戏剧结构和人物
结构，有时候会是思想结构。”
刘震云在解读法国文学时
还特别提到了法国的“不变”特
质，“这个民族对不变的认识，
和不变下边藏着的这些思考和
我们不太一样。”刘震云以普鲁
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为例，
“文学作品会把时间压缩，小说

结构节奏运动的速度会好看，
但是普鲁斯特第一次把世界的
时间极度地拉长，拉长之后来讲
一个人物跟世界的关系。有一种
心理的变化，是在日常生活中微
妙到你自己都感知不到的，但在
小说中普鲁斯特把这些微妙用
放大镜一尺一尺、一寸一寸、一
秒一秒、一毫秒一毫秒给展现出
来了。我们吃早饭顶多吃一个钟
头，稍微■嗦的人吃两个钟头。
但普鲁斯特让一个早饭吃了 5
个钟头。这跟法国日常生活非常
有关系，我去过法国好多次，我
觉得法国最大的特点，永远是不
变的。”

谈中国文学 现当代中国文学不能夜郎自大

“有时候我在街上走，会突
然出现一个陌生人，他说，刘老
师我喜欢你的作品，接着就走
了。我们之间不认识，但是我们
又非常熟悉，是通过我的作品
认识的，比如小林、李雪莲、杨
百顺、牛爱国，我们中间有那么
多共同的朋友。”刘震云称一个
作家的地位是群体的标志，属
于“别人怎么看你”的范畴，对
于一个作者来讲更重要的是
“你作品里的人物处于什么样
的地位。”
而谈到当代中国文学在世
界上的位置和影响力时，刘震
云表示，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一

个知识系统来讲一定不比任何
区域上的文学版图要差，但现
当代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
上还属于一个弱小的语种。“汉
语确实是现在世界上最多人说
的语言，有 14亿人在说，只是
在文化和文学的版图上还是比
较弱的声音。但从屈原开始，包
括像司马迁，一直到李白、杜
甫、李商隐、苏轼、李清照、曹雪
芹、蒲松龄，再到鲁迅，一直到
我，这些人对世界、对生活、对
本民族、对外民族的感受，那种
痛切和深切的程度，在世界上
一点不逊色。我们伟大的作家
像灿烂的明星一样照亮我们

民族的过去，当然他们也照亮
了这个民族和文化的未来。”
刘震云称最近几年中国最大
的变化就是中国人可以走出
去，”自己几十年之前到国外，
很少能见到中国人，而现在不
管到世界哪个角落，不出五步
必有中国话的声音出现，“ 这
是比较好的，能走出去，同时
国外也能走进来，这是一种融
合。首先你会知道自己的语种
确实是一个弱小的语种，这个
不能夜郎自大。但是在弱小语
种里能不能产生特别强的作
家？我觉着一定会。”
北京晨报记者 王琳

■链接

刘震云答
普鲁斯特问卷

普鲁斯特问卷由一系列
问题组成，问题包括被提问者
的生活、思想、价值观及人生
经验等。因著作《追忆逝水年
华》而闻名的马塞尔·普鲁斯
特（Marcel Proust）并不是这份
问卷的发明者，但这份问卷因
为他特别的答案而出名，并在
当年时髦的巴黎人沙龙中颇
为流行。在当天的授勋仪式现
场，刘震云给出了他的普鲁斯
特问卷答案。
●最喜爱的美德：远见。
●最欣赏的男性优点：远见。
●最喜欢女性的优点：见识。
● 朋友中最欣赏的优点：说话
算话。
●最主要的缺点：笨。
●喜欢的事：跑步。
●幸福之梦：每天跑步。早晨
跑两个小时。
● 希望生活的地方：希望空气
清新，每天能跑步。
●最喜欢的鸟：鹰，飞得高看得
远，这是鹰和鸡的区别。
●最喜爱的诗人：李商隐。
●最喜爱的音乐家：贝多芬。
●最喜爱的画家：莫奈。
●最最讨厌什么：
说话不算话。
● 最希望拥有的天赋：神经末
梢不停在生长。
● 最能包容的缺点：说真话。
把实情告诉你。
●座右铭：七分准备，三分做。

■速读

连环画交易会闭幕
北京晨报讯（记者 张硕）昨
日，潘家园第 24届全国连环画
交易会和拍卖会在潘家园旧货
市场落幕，交易会为期 4天，汇
集了来自不同年代的连环画精
品，包含名家手稿、获奖作品、古
典故事题材等，“ 连环画拍卖预
展”亦同期举行。
此次活动有 300多件作品
参与竞拍，其中《三国演义》一套
（60本）连环画成书于 20世纪
60年代初，汇聚全国优秀绘画及
文本作者达数十人之多，历时数
载而成，极具收藏价值。此外，人
民美术出版社于 1981年发行的
一套 30本《水浒传》也颇受关
注。人民美术出版社曾于 1956
年至 1962年间陆续出版《水浒》
连环画，而 1981年版连环画套
书即在此文学脚本上重新绘制
完成，不仅绘画精美，而且品相
相当完好，每幅画面都自然生
动、韵味无穷。

姜泉甬新诗集首发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琳）昨
日，诗人、爱酒堡集团董事长姜
泉甬的第 8部诗集《诗经·爱的
味道》在京举办了新书发布会。
该书由知识产权出版社“来出
书”平台策划出版，共编选了约
200首诗人近年来创作的优秀
诗歌作品，同时也是一部由 24
位名人献声朗读、中央电视台等
10多位知名主播录制的诗歌集。
《诗经·爱的味道》分“爱的
箴言”“ 云水禅心”“ 春华秋实”
“天地人和”四篇，传达诗人对爱
与和谐、美与温暖的热情讴歌与
赞美。评论认为，其诗立意高远、
韵味悠长，既有意境美也有情韵
美，更是从哲学与美学出发，在
“天地之外再造一种神奇”。昨天
的发布会上，诗人姜泉甬分享了
他从 2013年开始诗歌创作的故
事，运动、诗歌与红酒，已经成为
他的生活日常，因此他善于在其
诗歌中阐释人生哲学、表达心中
大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