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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的海外汉学传播
季进

推荐理由：本书是季进教授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访谈录结集，访谈对象包括宇文所安、夏志清、李欧梵、王德

威、葛浩文、顾彬等学者。访谈内容既涉及学术，又时而穿插闲话，机警回答与琐碎闲话的背后，往往渗透着学者们深厚的学

养，颇能予人以启发。作者以一种比较理性的立场来审视评价海外汉学，而不是一味地肯定或否定；既尊重文化差异和汉学家

独有的文化视角，又以自觉的文化意识依托本土资源与之展开平等对话。这样的访谈以及相应的海外汉学研究，对于我们考

察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思考中国文化的输出战略、建构中国文学的世界性维度都是极有意义和价值的。

摘自《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增订版）》，季进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力津报 荐

分享 读悦

聚焦当代中国饮食的嘈杂声色与平民智慧
王萌

读览 题专

北京烤鸭的前身原来是南京板
鸭？狗不理包子的得名真的是狗也不
理吗？牛肉干在古代原来是打仗的军
粮？南方人为什么那么爱吃米粉？被
曹操嫌弃的鸡架，东北人为什么那么
爱？诗人苏轼原来是个大吃货，东坡
肉、羊蝎子都是他发明的……

你不知道的中华美食的奇妙知识
这里都有。大小吃货都爱看，爆笑有
趣，每一页都有梗有料。这是一本集
历史、文化、美食等知识于一体的趣味
漫画书。

7大地理分区，64道让人直流口水
的中华美食，畅读美食背后的名人轶
事，历史文化、植物学、生物学……生
动的漫画形象，爆笑有趣的文字，用轻
松幽默的方式讲述中华美食背后的文
化历史知识。身为中华人，长有中国
胃，更要懂点中华美食的文化和历史，
做一个有文化的吃货。让我们从这本
书中快速了解中华美食，在“中国味
道”中感受文化魅力和民族自信。

《不白吃漫画
这就是大中华美食》

我是不白吃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2年7月

谁解其中味
葛亮

《 燕 食

记》，葛亮著，

人民文学出版

社 2022年 7

月出版。

老话常说：“食在广东。”屈大均在《广东新
语》里，有颇为周详的表达：“天下所有食货，粤地
几尽有之，粤地所有之食货，天下未必尽也。”

既已夸下了海口，便需落到实处。广东人
口不离“食”，粤白便以之为核心要义。粤俚
“揾食”说的是“谋生计”；“食失米”指不思进
取；“食得咸鱼抵得渴”则形容预计后果之权
宜。可看出，岭粤的民间语言系统是很务实
的，将“民以食为天”的道理身体力行，并见乎
日常肌理。

粤食的精粹，其中之一便是点心。粤语发
音的“Dim-sum”也是最早一批进入《牛津英语
词典》的中式词汇。这当然得自唐人街的兴
盛，闽粤人士在各国开枝散叶，也便将之发扬

光大。2018年夏，香港金管局联合中银、汇丰和
渣打三间银行推出新钞系列，二十元纸币主题便
是香港的“点心”与饮茶文化。

所以“饮茶”和“点心”，可谓是岭南饮食文化
最为接近民生的部分。前者是表，关乎情感与日
常的仪式；后者是里，确实是纷呈的“好吃”所在。
记得首次在茶楼，是族中长辈为来港读书的我接
风。我是真被这热闹的气象所吸引，像是瞬间置
身于某个时光的漩涡。他们谈起五哥，即我的祖
父，年轻时来粤饮茶的经验，竟与数十年后的我心
有戚戚。时光荏苒，那间茶楼人事迭转，但总有一
股子精气神儿。这两年，“新冠”让不少香港的老
字号败下阵来。一些店铺勉力维持后，终于关了
张。在新闻里头，我也知这一间曾歇业过。今年
疫情稍好转，重开了午市，我偕一个友人去。人自
然是不多的，但并不见寥落。或许因为老伙计们
都在，店堂依然旧而整洁。因不见了热闹，反而多
了一种持重与自尊。“今日，食啲乜？”沙哑的苍声，
利落，来自年迈的伙计。那刻听来，是很感动的。

想写一部关于“吃”的小说，是很久的事情
了。在《北鸢》里头，文笙的母亲昭如，在一个饥
馑的寒夜，对叶师娘说，“中国人的那点子道理，
都在这吃里头了。”她想说的，是中国人在饮食上
善待“意外”的态度。便从安徽毛豆腐、益阳松花
蛋，一直说到肴肉。如此，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里
“常与变”的辩证与博弈。

我念念不忘这个主题，便在这部新的长篇小
说里，将这“常与变”植根于岭南，放在了一对师
徒身上。“大按”师傅在行内，因其地位，自有一套
谨严的法度。守得住，薪火相传，是本分。要脱

颖而出，得求变。只看粤广的漫漫时光，自辛亥
始，便有一派苍茫气象。其后东征、南征、北伐，
烽火辗转，变局纷至沓来，历史亦随之且行且
进。“变则通，通则久”。时代如是，庖理亦然。忽
而走出一个少年，以肉身与精神的成长为经，技
艺与见识的丰盛为纬。生命通经断纬，编制南粤
大地的锦绣，为铺陈一席盛宴。在这席间，可闻
得十三行的未凉余烬，亦听见革命先声的笃笃马
蹄。他闭上眼，用上了一把力气，只管将这味道
与声响，都深深地揉进手中的饼馅。久后，容器
中一体浑然。便用模具打出形状，上炉，慢慢烤，
慢慢等。待到满室馥郁氤氲，席上人也结束了酣
畅。他退到后厨，看窗外，月光如洗，远方一道亮
白，是渐渐退却的潮汐。

白驹过隙，潮再起时，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的香港，经济起飞，是巨变。巨变如浪，将一行一人
生的“常与变”挟裹。这挟裹不是摧枯拉朽，而提供
了许多的机遇，顺应时势，可百川汇海。所以一时
间便是龙虎之势，新的旧的、南的北的、本土的外来
的，一边角力，一边碰撞，一边融合。而饮食，在这
时代的磨砺中，成了一枚切片。在切片里，藏着时
间与空间的契约，藏着一些人，与一些事。他们有
的栖息在这切片里，凝神溯流；有的一面笙歌，一面
舔舐历史锋刃斫戮的伤口；还有一些人，蠢蠢欲动，
这切片中时空的经纬，便不再可困住他们。

然而岁月夕朝，在某一个片刻，时光凝结。
这些人坐在了一桌，桌上是“一盅两件”。端起茶
盅，放下筷子。对面而视，味蕾深处忽而漾起了
一模一样的气息。他们松弛，继而释然。

是为《燕食记》。

《中国人超会吃》，王恺、戴

小蛮著，刘小柱摄影，上海人民

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

电影从诞生之初就和科技发展密不可分，尤其是近
十年来电影拍摄手段的进步，后期特效技术的发展，给
科幻电影这一类型带来了无限可能。

2020年夏天，我有幸接触到了《独行月球》，这是一
部非常有意思的、将喜剧和科幻完美融合的电影项目。
《独行月球》的创意来源于一部漫画，但要将它搬上大银
幕，却得面临很多挑战。

刚开始我是很为电影主控方——开心麻花影业捏把
汗的，从事电影行业的人都知道，科幻电影往往意味着大
投资、高难度、高风险，更何况导演张吃鱼和他的麻花团
队还是首次接触这个类型。但等我第一次到拍摄现场去
探班后，就放下心来，我看见剧组在青岛搭建了一整个空
间站和巨大的月球基地，制作团队专业有序，道具、置景
细节逼真，富有想象力。最后看到成片，更是眼前一亮。

吃鱼导演非常巧妙地将麻花最擅长的喜剧内容融
入科幻大背景中，真正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
伴随着像《独行月球》这样制作精良、内容独特的科幻电
影的出现，相信中国的科幻电影将迎来更有想象力、表
现力，更能体现中国电影高科技水平的大力发展。

作者为中影股份董事长

大概从2004年开始，因缘际会，我的学术
方向有一部分转向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研
究。我们曾在苏州大学策划了“海外汉学系列
讲座”，邀请海外学者来苏演讲，同时作一些对
谈，陆续整理发表了若干篇访谈，产生了一定的
反响，特别是那篇《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
录》，可能是葛浩文比较早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
译介的夫子自道，所以深受欢迎。虽然这些访
谈有的内容或已时过境迁，但是敝帚自珍，我一
直视为自己学术生命中的重要标记。这些访谈
中的大量信息和思想刺激，直接影响了我们关
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如果没有这
些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访谈，可能也没有我们
后来的《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这本
著作。当下的海外学界已然发生很大的变化，
但以访谈的形式见证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浩荡
洪流，引介信息，反躬自省，以至积累文献，依然
是海外中国文学传播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
是推动海内外学术对话的重要方式，不可轻忽。

陈平原曾说，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代
转型，不妨有一种声音的现代性。虽然他
所关心的是演说，但同理以推，这些访谈或
许也形塑了一种近似意义上的现代？比起
那些高深的晦涩理论，这些回归语言现场

的活泼言论呈现出一脉更为平易近人的治学
理路，同时也大大弥补了海外汉学著作的翻
译总要迟来一步的遗憾。更为重要的是，借
着对话的形式，让这些海外学者夫子自道、自
省自察，既省却了吾辈隔靴搔痒的揣摩猜度，
也让文化的交流走向更深一层。这些海外学
者致力于异域语境中的中国文学流播，既有
中学的造诣，又有西学的烛照，乾坤浩荡，笔
底澎湃，让海外汉学的中国文学研究与传播
焕然一新，成为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线。

于我而言，每一篇访谈，都是一次美好的
记忆和难得的缘分。记得2004年3月，我第一
次拜访夏志清先生，在他家坐拥书城的客厅
中，畅谈三小时。整理而成的《对优美作品的
发现与批评：夏志清访谈录》，颇受夏先生好
评。谁能想到，在夏先生身后，我竟有机会协
助夏师母王洞女士整理编注了五卷本的《夏志
清夏济安书信集》，现在又在继续做《夏志清夏
济安学术年谱》。疫情之前，每年都要去夏师
母家搜集资料，那间著名的客厅和纷杂的书房
成为我熟悉而亲切的空间。人与人之间的缘
分真是不可言喻。如今重读这些访谈，最想感
谢的是曾经接受我访谈的老师和朋友们。即
便在访谈结束以后，我也会不时在那些场景与

时光中流连，品茗聊天，如沐春风，恰似孔子讲
“风乎舞雩，咏而归”。虽然不用说“胜读十年
书”的套话，但确实有时看似琐碎的闲话，却悄
然渗透了这些学者深厚的学养，也透露了无限
的话语机锋，正如龚自珍诗所云：“万人丛中一
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

2008年，我曾将部分访谈结集为《海外汉
学三家访谈》，请乐黛云老师作序，交付出版。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三家访谈未能出版。2011
年有机会把其他访谈与三家访谈合并成集，由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再次求乐老师作序，乐
老师依然一口答应，重改序言，老师提携后进
的热情与宽容令我感动。乐老师从文化交流
与文化融合的高度，充分肯定海外汉学的学术
价值，明确海外汉学在推动不同文学的多元理
解与融合方面的作用，高屋建瓴、丝丝入扣，成
为我这些年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
重要指引。这个增订版，当然保留了乐老师的
序言，在某种意义上，乐老师的序言既是学术
性的指引，也是精神性的力量。

从2011年到现在，转眼已经十年过去了，
旧版本早已杳不可寻。承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不弃，提议出版这本访谈录的增订版，我欣然
同意。原因除了敝帚自珍的私心外，更重要的

是，这些访谈中所提出的很多问题和思考，比如关
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挑战、中国文学的物
质文化研究路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中
国当代文学的翻译等话题的讨论，至今仍不算过
时，甚至渐成热点。旧作新订，或许可以为相关的
讨论增加一些花絮。此次增订，增加了近年新作
的四篇访谈，即《说唱文学与文学生产：伊维德访
谈录》《全球化下的人文危机：李欧梵访谈录》《退
热？升温？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法国：何碧玉、安必
诺访谈录》《关于概念、类别和模糊界限的思考：罗
鹏访谈录》，其他一仍其旧。另外四篇附录，都是
我指导博士生或硕士生所作的独立访谈，现承蒙
他们的允许，一并收入集中，以便更好地呈现海外
中国文学研究的面貌。可惜的是，一些曾经来访
的海外学者，比如胡志德教授、田晓菲教授、黄英
哲教授、罗然教授等，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作访谈，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弥补，让更多的声音参与到中
国文学研究众声喧哗的话语场之中。

最后，特别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
的精心编校，让这本小书有机会再次与读者见
面，重新唤醒那些访谈和对话的美好记忆。此
时的心情，真可以借用钱锺书《谈艺录·引言》中
的那句话，“何意陈编，未遭弃置，切磋拂拭，犹
仰故人。诵‘卬须我友’之句，欣慨交心矣”。

开心麻花科幻喜剧电影《独行
月球》燃爆影市，电影中沈腾扮演
的独孤月、马丽扮演的马蓝星、全
球顶流金刚鼠的故事搞笑不断，首
周末已突破10亿票房，《独行月
球》无疑是当下最热电影，而同名
原著漫画也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

原著漫画由韩国漫画家赵石绘制，实体漫画全套共
四册，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联合读创出品。

原著漫画笑点密集

漫画中的独孤月不是电影设定的维修工，而是一名
动物学家，他是一个典型的“透明人”，从小到大长相不起
眼、成绩不起眼、工作不起眼，好不容易登了回月，结果还
因为太不起眼，在全员撤退时被遗落在了月球上。

漫画中独孤月曾经尝试跳楼，可是由于重力原因，月球
上的建筑物本来就不高，人体也是半飘浮状态，多达45次
的跳楼自杀只是让他学会了空中转体这种体育技能……

于是他开始琢磨，或许通过减少营养可以自然死
亡？可是严格节食加体能锻炼没能带来死亡，反而为他
甩掉了长期囤积的脂肪，意外获得的八块腹肌简直是对
他赤裸裸的讥讽……他马上又想到了一种死法：不睡觉
让自己活活累死。为了不睡觉，他开始没日没夜地看书，
直到修炼成了超级学霸，也没看到任何会累死的迹象。

电影剧情中，独孤月在月球的生活被马蓝星全球直
播，成为全球次顶流，然而这部分在漫画中有更多的笑
点。原来独孤月花样百出的自杀行为，一场意外而被全
球人直播观看，而因为信号和画面限制，独孤月很多作死
的奇葩行为，被地球人完全误解为他在努力生活，尽管被
困月球，依然在学习、健身，用力活下去。

众人被独孤月顽强生存的精神感动了，此时的地球
因为被陨石撞击，生活水平倒退半个世纪，人们生活和精
神生活极度匮乏，电视画面中独孤月“努力活下去”的画
面鼓舞了众人，向他学习，积极生活。

漫画中独孤月孤独而终

电影中沈腾饰演的独孤月，为了保护马蓝星和地球，
选择牺牲自己与陨石同归于尽，悲壮感十足，而漫画独孤
月的结局更多的是孤独感。

漫画独孤月为了保护地球，放弃了唯一可以回家的
方式，独自留在月球继续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数
个日夜里，独孤月为了能记住流逝的岁月，每天耗费了大
量的时间在回顾和记录曾经的地球生活。直到有一天他
突然发现自己的记忆越来越模糊，甚至因为无人交谈，舌
头能够发出的字节也越来越模糊……

故事的最后，只见到了独孤月在月球立下的墓碑。

《独行月球》，【韩】赵石著，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2021年12月出版。

《独行月球》原著漫画大解读：
笑点与泪点更加丰富

夜凉

《独行月球幕后那些

事儿》，开心麻花影业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2022年8月出版。

本书是电影《独行月球》的官方幕后全记录，由开心

麻花团队对这部电影的诞生始末进行了深度复盘，以幽

默的风格回顾了从筹备阶段、开机拍摄到后期制作，欢笑

与汗水齐飞的创作历程。

主创团队深度访谈，沈腾、马丽手写寄语，内含超过

300张美术造型图稿与珍贵剧照。以开心麻花特有的幽

默风格，揭秘电影中的专业细节，如镜头设计与硬核视

效。从筹备阶段、开机拍摄到后期制作，全程追踪创作过

程。那些未公开的遗珠剧情、麻花即兴表演现场、“全球

顶流”金刚鼠的“出道纪实”、导演

无奈放弃的“高能场面”，电影中

只出现1秒的画面，背后有逾

1000人在打磨……带你了解欢

笑与汗水齐飞的独家幕后故事。

中国科幻电影的无限可能
傅若清

由活字国际策划，世纪文景出品的《中
国人超会吃》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得到《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文化学
者毛尖、脱口秀红人李雪琴鼎力推荐。

这本旨在进行“当代中国餐桌新巡礼”、
聚焦其中嘈杂声色与平民智慧的新书，由精
研美食文化的作家王恺、资深媒体人戴小蛮
联合撰写，从“菜、肉、鱼、禽、豆、米、面”等七
大食物类别出发，精选55道灵魂食谱、14篇
饭桌观察、6地市集万象，以及800余幅现场
摄影作品，描绘了一幅烟火气扑面的当代中
国平民饮食图卷。

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真实记录了制作
菜品时的食材选择及操作步骤，收录名店名
厨的独家烹饪技巧，更透过追溯一道菜的源
流与变化，呈现中国人对吃的热爱与讲究。

14篇饭桌观察则敏锐捕捉当下中国人的
饮食变化，剖解中国人的请客之道、网红餐厅
与苍蝇小馆的风靡，讨论中国人在旅途中怎
样吃，外卖又如何改变着我们的用餐习惯。

6篇市集采访，选取北京、上海、南京、扬
州、苏州、成都这六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菜
市场，囊括历史变迁、特色菜品、交易语言，
呈现活色生香的买卖众生相。

为采集多元、一手的素材，包括文字作
者、摄影师在内的三人创作团队，花费近四
年时间，亲赴中国美食之都，遍访百年名店、
人气餐厅与街头小馆，拜访扬州狮子楼、上
海索菲特大酒店在内的多家名店名厨，扎进
街头巷尾的土著生活现场，记录下嘈杂声色
与平民智慧。

正如作者所言，“对于吃的执著，中国人
在世界上罕有对手！”而在美食背后的，是中
国的悠长历史、山川湖海、四季物候、仪式人
情，更是中国人对生活朴素又真挚的热爱。

趣味散文观察 扫描中式餐桌的变与不变

从拥有悠长历史的农耕国度，变成世界
上智能手机应用最广泛的国家，从曾经饱受
饥荒战乱、肉食份额不足，到全民脱贫，通过
《反食品浪费法》……经历了惊人变化的中
国，其餐桌内容和饮食法则会有怎样的变与
不变？《中国人超会吃》试图用《如果可能，炒
一切蔬菜》《中国人的一日三餐》《当中国人请
你吃饭》《中国人在旅途中怎样吃》《苍蝇馆子
和网红餐厅》《适合约会的小餐馆》《外卖改变
中国》等14篇趣味盎然的饮食观察进行回答：

在某些方面，中国人对吃的态度从来顽
固不变。比如，对食物极高的包容度——吃
臭的食物，各个城市基本都有炸臭豆腐的摊
位；吃昆虫；吃素、吃生的食物，甚至是看起

来完全不能吃的东西——竹鼠。再比如苏
州、扬州等自古富裕之地对“不时不食”“食
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坚持。还有，中国人喜
欢借助食物祈求福气降临，所以八大碗、全
家福暖锅在一些地方长期流行。

但在吃的问题上，中国人又非常乐于拥抱
改变，追求创新。二十多年前，水煮鱼原本只
是重庆机场旁边乡村小餐馆的看家菜，后来却
风靡全国，甚至跟随中国移民，走出国门扎根
北欧。更不用说小龙虾这种原本并非产自中
国的动物，近年来成为国内夜宵市场的绝对霸
主，而且被各地发展出多种奇特口味。今天，
中国人甚至已经可以借助互联网软件在高铁
沿线各站订购新鲜出炉的快餐食品。

精选代表菜品 揭秘上乘烹饪法则

生于美食名城扬州的作者戴小蛮，至今仍
记得幼时自己所受的饭桌“教育”：讲规矩的扬
州人，包出的包子必然是32道褶；样貌平平无
奇的老饭馆服务员，可以在辗转几桌之后，仅
凭脑子就记住若干人的需求。在了解食材特
性，探索无限可能方面，中国人的智慧和实践
不可小觑。本书便通过精选出的55道代表菜
品，分享了中国人在漫长历史中发展总结出来
的一些烹饪秘法与金律：做八宝豆腐，聪明人
不用工业合成的鲜味剂，而是用猪骨头、鸡肉、
鸭肉、排骨之类的食材，提前一天做好上乘高
汤，所谓“厨师的汤，唱戏人的腔”。做蒜粒鳝
筒，大蒜一定事先在油里炸过，过一下沸水，还
要经历微煸，让它呈现肥润口感。生煸酒香草
头，每株草头只取顶端三片叶子。拔丝苹果，

炒糖时要用绵白糖而不是白砂糖，因为后者结
晶颗粒小，口感更好。

与传统的食物指南书不同，《中国人超会
吃》采用多层立体式的编排结构与图文犬牙交
错的排版形式，在主体文字和精美大图之外，
辅以背景知识、食材准备、制作步骤、针对特殊
食材的百科小知识。每道菜谱既提供关于食
物烹饪的实用法则，也将与食物相关的历史传
统、山川湖海、仪式人情娓娓道来——带你捕
捉食物、土地与人息息相关的内在联系。

6地市集采风 展现鲜香沸腾生活

在《中国人超会吃》中，你还将看到来自
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扬州、成都六地各异
的市集采风——从特色食材、服务观察到买
卖语言。

南京人遇到相熟的摊贩，热情地打招呼：
“老板，多少日子不见了？”

上海人砍价时会：“葛末卖便宜一点末
好！侬再送我点小葱。”

成都人挑到满意的食材，不禁感慨一句：
“这个看到有点安逸（巴适）喃！”

菜市场成为联结人与人的公共空间，承
载了我们对一座城市味道的记忆，有时候也
是魂牵梦绕的乡愁所在。曾经，在资源匮乏
的北京菜市场，每逢冬季白菜就像是唯一的
蔬菜。现在，不但来自各地的蔬菜输入异常
丰富，原本只管把毛豆堆成山堆的粗放卖家，
也开始学习南方卖家的细腻贴心，卖起了现
剥毛豆米。在人气很旺的三源里菜市场，更
每天走动着不同国别、肤色和语言的顾客，挑
选着来自全球不同产地的蔬食、调料、水果、
奶酪、牛排、海产。在这样丰富的市集表相之
下，其实隐藏着种植技术的进步、交通运输的
发展、不同地域和国别之间的互通有无。

阅读这样的烟火市集，感受其外的活色生
香，其内的暗流涌动，快感不亚于品尝一道好菜，
让人看到个性独具又生机勃勃的当代中国。走
在由《中国人超会吃》引领的这趟饮食之旅中，你
会认同本书作者王恺所说：“中国人超会吃，爱
吃，与吃相伴终生，这也是某种国民性的表现。”

编者话：中华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编者选出最近不同角

度关于饮食的书籍，和大家一起从我们的磅礴的饮食画卷中窥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