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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和印度之间就展开了文学作品互译工作，一些中国文

学作品被翻译成多种印度文字，通过当代印度英语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可以窥见中印两国

文学交流的成果。本文以阿米塔夫 · 高希的“朱鹭号”三部曲和肖文 · 乔杜里的《孟加拉特

色谋杀案》为解读对象，分析其中的中国人物形象、中国文化元素等内容，以了解两国文

化文学交流的具体表现和特点。文章同时也指出，中印两国文学交流是印度英语小说里越

来越多中国形象出现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印度英语小说  中国形象 “朱鹭号”三部曲 《孟加拉特色谋杀案》

丰富的中国社会文化知识，小说的人物塑造手法、

叙事方式与中国古典文学有着共通之处。本文从

分析作品中的中国人物形象、中国文化元素等内

容入手，通过小说里的中国形象以了解两国文化

文学交流的具体表现和特点。

一直以来，高希都以历史小说写作为主，作

品在印度国内外屡屡获奖，其中，小说《阴影线》

（The Shadow Lines）获得印度文学院奖（Sahitya 

Akademi Award）。2016年，在孟买文学节上，高

希被授予终生成就奖。“朱鹭号”三部曲是以鸦

片战争为背景的系列历史小说，讲述印度、中

国和英国不同阶层的人们在鸦片贸易影响下的

人生际遇和命运起伏，如尼尔（Neel）从印度王

公沦为阶下囚后又流落广州；印度商人巴拉姆

（Burnham）借助鸦片贸易发迹，最后也是由于

吸食鸦片而落水身亡；印度妇女迪提（Deeti）在

情人帮助下逃离丈夫的火葬堆，辗转来到毛里求

斯，衍生出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美国黑奴的

混血儿子扎卡里（Zachary）当船员来到亚洲，在

鸦片贸易中发家致富，成为贸易公司股东等。三

部曲中的《罂粟海》入围2008年度布克奖短名

中国和印度两国间自古以来就有的文学交流

广为人知，如佛教典籍就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产

生过重要影响。泰戈尔于1924年和1929年两次访

华，且不论其他，他的诗歌对中国新月派诗歌创

作的影响也有目共睹。1949年以来，中国在译介

印度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向印度译介中国文学作

品。2013年以来，两国间再次开展了文学经典互

译工作。随着两国之间文学交流的加强，中国读

者不仅可以读到印度作家的作品，中国作家笔下

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印度形象。例如，虹影的小说

《阿难》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印度的爱情故事，郑宸

的《罗摩桥》写一位中国旅人在印度各地游历的

故事。这些作品里的印度人物、文化、风土人情

等向读者展现出一个古老、神秘而不失现代气息

的国度。那么，当代印度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又是怎样的呢？本文选取阿米塔夫 ·高希（Amitav 

Ghosh）的“朱鹭号”三部曲 2和肖文 · 乔杜里

（Shovon Chowdhury）的《孟加拉特色谋杀案》

（Murder with Bengali Characteristics）等印度英语

小说为对象，解读其中的中国形象。这几部小说

中对中国文化现象的描写和介绍，显示出作者们

1 本文为国家社科项目《当代南亚英语流行小说类型研究》（15BWW025）阶段性成果。
2 三部曲包括：《罂粟海》（Sea of Poppies）、《烟河》（River of Smoke）、《火流》（Flood of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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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获得2009年度沃达丰字谜图书奖（Vodafone 

Crossword Book Award）和2010年度丹 · 大卫奖

（Dan David Prize）。《烟河》入选2011年度曼亚洲

文学奖（Man Asia Literary Prize）短名单。《罂粟

海》和《烟河》已经翻译为汉语，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孟加拉特色谋杀案》的作者肖文 · 乔

杜里虽然一直从事文字工作，但直到近些年才开

始小说写作。《孟加拉特色谋杀案》是乔杜里的第

二部小说，故事发生在2030年，加尔各答已经成

为中国的一个省。中国警员李安奉命调查发生在

那里的一起谋杀案，他查明了案件始末，还阻止

了一起以鱼为缘起的暴乱。这是一部幽默幻想小

说，作品塑造了一些性格、形态各异的中国人形

象，出现了大量当下中国的文化现象、故事等内

容，显示出作者对中国文学文化的浓厚兴趣。

一、中国人形象

在“朱鹭号”三部曲和《孟加拉特色谋杀案》

中，中国人物形象多以绰号命名，人物从一出场

便被用概括性的语言介绍其性格特征，这种白描

式手法在中国文学中很多见。从文本构成、叙事

功能等方面来看，人物形象具有类型化、固态化

特点，是一种扁平人物。福斯特认为，扁平人物

是性格人物，也可称为类型或漫画人物，这些人

物可以被一句话概括描述出来，人物类型具有容

易辨认和容易记忆两大功能，以方便印度读者理

解和接受。

高希和乔杜里的中国人物姓名具有符号化、

脸谱化特点，在描述人物性格时，喜欢借用小说

中其他人物之口进行解释和总结。《孟加拉特色

谋杀案》里只有警察队长有完整的姓名“An Li”，

这个名字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著名美籍华裔导演

李安，他拍摄的电影《卧虎藏龙》在印度可谓家

喻户晓。李姓也是中国大姓之一，据2010年中国

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大陆姓“李”的人口多

达9500余万，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7.9%。小说中

其他中国人物的姓氏如“陈”、“吴”等也是中国

常见姓氏，这种大众化的中国姓氏具有符号功能，

起到泛指作用。这部小说中，其他中国人物都采

用姓氏加绰号或职业（职务）等命名方法，如

“陈大个”（Big Chen）、“陈骚包”（Sexy Chen）、

“吴疯子”（Crazy Wu）、“周将军”（General Zhou）

等。乔杜里在介绍“陈大个”时这样写道：“他是

个长着子弹头般的脑袋、农民般粗糙皮肤的大个

子男人，……人们总认为他很蠢”1。这种概括而

强化某些身体部位的外貌描写，让读者眼前出现

一位鲁莽、愚钝的大块头形象，这样的形象在印

度文学和电影作品中也很常见，因而这位中国人

物也就很容易让印度读者接受了。乔杜里对“陈

时髦”的描写也一样：“他是典型的一心一意向上

钻营的上海人，……高颧骨，小眼睛”2。在中国

文学作品中（甚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上海

男人”给人一种穿着时髦、皮肤白净、缺乏男性

气概等印象，再加上高颧骨、小眼睛这种外貌，

更让读者觉得“陈时髦”是个诡计多端的人。在

这段外貌描写之后，作者接着就写“陈时髦”原

本打算到部队发展的，但由于部队机会太少，转

而跑到警察部门去了。作者利用地域、外貌所带

来的标签性效果，成功勾勒出人物圆滑、钻营的

性格特点。在《火流》中也有类似的表现手法，

如写“（阿霞姐）是典型的广东人，她不喜欢多费

口舌、浪费时间”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

济高速发展，广东人给中国人（甚至世界人民）

留下勤劳、务实、讲究效率的印象，小说中随后

描写“阿霞姐”搬来椅子、凳子等生活用品，很

快把一间空屋整理成可以住人的“家”。《火流》

中还有一个以职业为人物称谓的“Zhang lao-si”

形象，小说中的解释为“Teacher Zhang”，汉语应

该是“张老师”。明清以来，一般称呼教师为“先

生”，直至19世纪末，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

教育的奠基人何子渊等人将美式教育引入中国、

创办新式学校后，在《学生操行规范》里面明确

将教师称谓定义为“老师”，但绝大部分学生约定

1 Shovon Chowdhury, Murder with Bengali Characteristics. New Delhi: Aleph, 2015, p. 13.
2 Ibid., p. 14.
3 Amitav Ghosh, Flood of Fire. London: John Murray, 2015, p.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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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成将“先生”改称为“老师”则是从国民政府时

代开始，并一直沿用至今。很显然，高希没有注意

到这种历史变化。小说中，高希借流落到广州的印

度落魄贵族的视角，对比写出中国的“张老师”和

印度婆罗门教师之间的不同在于：“张老师”不关

心抽象思维和哲学沉思，只对有用的知识感兴趣。

《烟河》第三章题为“林大人”，高希没有正面描写

林则徐，而是通过洋商的评价、描述来表现林则徐

的为人行事等，用洋人之口赞扬林则徐是位“了不

起的人——是中国最好的诗人和学者。他有远见、

思想开明——总想学习新事物。”1

总的来说，高希和乔杜里塑造中国人物的方

法颇有中国古典文学的风格，《水浒传》等作品

中人物名字构成方式相似，像“及时雨宋江”、

“智多星吴用”、“九纹龙史进”、“高衙内”等，

用人物性格特点、外貌特征、官衔、职业等做

人名，修饰词可以帮助塑造人物，形象地向读

者传递人物信息。借用人物之口对其他人物进

行介绍，这在中国文学中也很常见，如《红楼

梦》中，甄士隐向贾雨村介绍贾府，门子向贾雨

村介绍“四大家族”等，这种叙事方法，能帮

助读者快速了解人物，也利于作者表达自己的观

点和看法。这些描写虽流于表面，但也是高希和

乔杜里对中国人的一种普遍而具有代表性的认

识，这种认识具有固态性、单一性等特点，从一

个角度也反映出印度文学中，中国人形象的套话

（stereotype）现象。

与这些符号化的中国人物形象相比，高希在

“朱鹭号”三部曲中着墨最多的中印混血儿阿发

（Aa Fatt）的形象则显得丰满一些。阿发父亲是印

度鸦片商人巴拉姆，母亲是疍民，只能生活在船

上，不准到陆地上谋生，这个群体本身就受到其

他中国人的歧视，再加上阿发又是混血儿（中国

人称他“杂种”），在身份上，他不仅受到中国人

的歧视，也得不到印度人群体的认同（如在中国

的白帽子们嘲笑巴拉姆），父亲也不敢自己带他

上船玩，怕消息传到印度妻子、家人耳朵里。高

希给这个人物的命名也颇有象征意味，母亲给他

一个中国名字“阿发”，但这种名字却是底层青

年的代号，正如小说中所写：“为什么这么多人

叫阿……如果你要问这个‘阿’是什么意思，他

们会告诉你，就像英语一样，广东话里这个音没

有意义，只是清清喉咙而已。因为叫这些名字的

人经常是年轻人或穷人，你想不到他们会叫其他

名字。”2。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这种

“阿”式命名法某种程度上象征了人物的底层身

份。母亲去世后，阿发改用父亲给的名字“佛雷

迪”去印度寻亲，却沦为阶下囚发配到毛里求斯

服苦役。讽刺而可悲的是，阿发身为一个大鸦片

商人的儿子，自己染上毒瘾后只好投靠黑帮大佬

希望谋一口生计。黑帮大佬的小妾也是一个中印

混血儿，因为染上鸦片瘾而委身大佬。阿发和小

妾同病相怜，两人发生私情，事情败露后，大佬

追杀阿发，小妾也自杀身亡。阿发避开大佬的追

杀，去南洋寻找父亲，在加尔各答却被捕入狱。

他在押往毛里求斯途中逃到新加坡，和父亲短暂

团聚，但父亲对他的关心却让他觉得陌生、局促。

父亲去世后，他见到了来中国寻找自己的继母，

在将要开始新生活的时候，还是被黑帮大佬派人

杀害了。阿发的出生与死亡，与鸦片贸易息息相

关，他的人生命运是鸦片支配下无法逆转的悲剧。

高希描写阿发曲折的人生遭遇，使人物性格有层

次地发展，阿发从和平生活到亡命天涯的经历，

从单纯少年变成吸食鸦片者到鸦片贩子，再到黑

帮受害者，这个“中印混血儿”隐喻地表明中国

和印度都是鸦片贸易的受害者。另一方面，阿发

的故事可以概括为“黑帮小弟喜欢上大哥的女人

最终被杀”的模式，这在中国武侠小说、香港黑

帮电影里比较多见，高希的人物灵感来源就不得

而知了。

高希的“朱鹭号”三部曲内容繁复，但叙述

条理清楚。像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一样，小

说先分别叙述主人公的故事，他们各自经历人生

遭遇之后，都汇集到了“朱鹭号”船上。主人公

1 Amitav Ghosh, River of Smoke. London: John Murray, 2011, p. 282.
2 Ibid., p.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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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船上相逢相识，成为患难与共的朋友。之后，

作者利用海上飓风将主人公们“吹”至各处，再

次分别经历种种波折之后，又“汇合”于毛里求

斯的岩洞里，他们被画在岩洞壁面上，作为家族

祖先供子孙祭拜。这样的叙事顺序构成“分—

总—分—总”的形式，既交待清楚人物的来龙去

脉，又将人物勾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故事网，也

使小说内容具有层次性，最大容量地承载故事。

二、中国文化现象

在“朱鹭号”三部曲和《孟加拉特色谋杀案》

中，中国历史、社会事件和文化现象等成为小说

重要组成部分，高希和乔杜里对中国元素的应用

方法，体现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接受，用

小说向读者展现出具有印度风味的中国形象。

“朱鹭号”三部曲以中英鸦片战争为小说创作

背景，与中国作家类似题材的小说不同，高希将

中国、英国、印度以及新加坡等国都作为相关故

事发生地，更多地从印度人的视角来展现鸦片贸

易以及鸦片战争给中国和印度所带来的深重灾难。

19世纪，英国殖民者迫使印度农民大面积种植罂

粟，破坏了当地农业生产。可以说，这些人物的

命运都被鸦片所左右，正如小说主人公迪提所说：

“其实掌握她生命的并不是天上的那颗星星，而是

这个极小的小圆粒——既象征丰裕又极尽毁灭，

既仁慈宽恕又破坏摧毁，既长久持续又图谋报

复。”1在“鸦片”拨弄下，这些人被甩出原有的

命运轨道，开始不同的人生。鸦片贸易将来自美

国、英国、印度等不同国家的人结合在一起，将

出身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汇聚到一起。正如

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在鸦片的作用下，即使地

位尊贵的王公也会沦为阶下囚，而地位卑贱的农

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却砸碎枷锁，远走异

国开始新的生活。鸦片贸易给一些原本没有多少

出路的人带来生机，像巴拉姆、扎卡里这样具有

才能，却苦于没有资金、时机的人，抓在鸦片贸

易所带来的机会，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些鸦

片通过英国商人、印度商人等销往中国，虎门所

销毁的鸦片中90%来自印度。高希认为鸦片战争

给中印两国都带来消极影响，这种影响一直遗留

到现在。中国和印度都是亚洲发展中大国，在新

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中，两国再次被拉

入相似的发展背景中，高希以国际视野回顾历史，

将曾经有过类似历史境遇、现在具有共同发展诉

求的两个国家置于小说空间里，从文学视角思索

两国在种种无法回避的利害关系中如何共同发展。

自上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各地都能看到

“中国制造”的产品，印度也不例外，有些印度人

认为这也是一种“侵略”和“占领”，乔杜里把这

种想法反映到《孟加拉特色谋杀案》中，小说的

故事地点设定在2030年被中国“治理”下的加尔

各答，以文学手法表达出对中国经济蔓延的思考，

这或许是对高希“鸦片战争”式中印关系的夸张

式答复。

小说《烟河》中，高希利用大量篇幅评述中

国的绘画、园林、苗圃、饮食等，充分展示出他

这些方面的了解和感受。小说中，高希利用罗

宾、尼尔等人物视角，细致描绘出19世纪时期广

州城的样貌和人们的生活情景，并将它们和加尔

各答等地的印度生活相比较。罗宾在广州飞地生

活，他经常写信给朋友介绍广州的生活。在这些

信件里，高希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巧妙地描绘出

鸦片战争前夕，广州城方方面面的情景，以及中

国人和在当地从事鸦片等贸易的洋人之间的交往

和斗争等。如罗宾在信里告诉友人，广州城郊最

漂亮的地方就是它的河流，河流上有各式贩卖小

船，水上世界让罗宾“更想去探索那里。这实在

是太抓人眼球了”2。利用人物的艺术家身份，高

希还描写了对中国绘画、园林艺术等方面的内容。

如，他写广东绘画和中国绘画的差异之处，还写

了广东艺人对西方绘画技艺的模仿，在继承和发

展之中，广东艺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艺术。

对于园林，罗宾震惊于中国人对奇形怪状石头的

1 Amitav Ghosh, Sea of Poppies. New Delhi: Viking, 2008, p. 451.
2 Amitav Ghosh, River of Smoke. London: John Murray, 2011, p.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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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还说这些石头其实还很讲究产地，就像印

度人喜欢吃的糖品，要看出处的。一些暂居广州

的洋商们，也入乡随俗，在院子里摆上各种石头。

罗宾去参观苗圃时，完全被人工培植、雕饰出的

盆景迷住了，感叹这些植物可以随着季节有景象

的变化，可以随着人的心情而变换。对这些异域

文化，罗宾的感受是：“你能想象得到我在走进那

扇门的时候有多么激动吗？……不论我看到哪里，

都会有些奇怪、有趣或是完全新颖的东西打动着

我。”1“尝鲜在广州”，对于广州的饮食文化，高

希的描述也颇费了一番功夫。印度商人巴拉姆将

广州喝早茶的习惯和帕西饮食习惯结合起来，他

将早餐视为一天中最隆重的时刻，按照广州的习

惯，厨师给他做了各种帕西食物，他既享受到广

式饮食习惯的悠闲，又享受到了自己民族食品的

美味。小说中还写了一段中国大商人宴请外国商

人的情形，按照中国宴会的习俗，有唱曲的演员、

演奏弦乐器的乐手助兴，饭前，桌子上会摆上各

种小碗、小碟装着的坚果、蜜饯、瓜子等；每上

一道菜，主人就向客人介绍食材、做法和吃法。

小说里写道，巴拉姆吃得津津有味，对甘蔗地找

来的烤毛虫这样的菜也毫不畏惧。

高希和乔杜里用不同的表述方式多元化地运

用中国文化元素，不仅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不同于

其他印度英语小说的文学魅力，也向读者介绍了

他们所理解的中国文化。《孟加拉特色谋杀案》

中，中国文化元素比比皆是，如中国的国骂、成

语、传统习俗和当下社会现状等，乔杜里掌握了

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并将这些内容巧妙地运用

到小说各处，使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显得生动有

趣。小说里，中国“文长官”对印度下属说：“我

属猪，所以我非常诚实友好。”2在乔杜里的介绍

下，印度读者知道“猪”在中国可以代表忠诚和

幸运，按照中国农历，每一年都对应一个动物生

肖，猪年出生的人意味着幸运。印度占星术盛行，

印度读者不难理解中国人的“生肖运程”。中国成

语“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形容女性美貌，乔杜

里就用英语意译出“她美到让月亮逊色，让花儿

觉得羞愧，让鱼儿沉入水里，让野天鹅飞上天”3。

对拥有《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等美妙梵文

诗歌的国度，它的读者一定也能理解中国这句成

语。与乔杜里翻译中国习语的做法不同，高希采

用国际拼音方式直接描摹语言，如他用“saang 

gou wohug dai yuhn”4直接拼出“山高皇帝远”

的句子，说广州官员不听朝廷号令处理事务。小

说里还有一些人物间简单的对话，如“yan-chah”

（饮茶）、“daaih-yin”（大烟）、“mh-goi-saai”（没

关系）等，这些带有浓厚外国腔调的广东话无形

中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印度读者对这种

转写方式并不陌生，它和印度英语作家在作品中

用拉丁字母转写印地语、乌尔都等印度地方语言

的做法一样，鲜明地体现出人物的民族身份。乔

杜里对当代中国历史和社会事件颇为熟悉，他灵

活地将中国当下一些热点问题写入小说。《孟加拉

特色谋杀案》中有一个中国电影制片人形象，作

者说这是一位“拍摄低成本抗日剧的制片人，就

是中国士兵朝空中扔手榴弹炸下日本飞机的那种

抗日剧”5。乔杜里还把中国人调侃中国足球队的

话写入小说，说13亿中国人，找不出11个能踢球

的人；他还知道中国社交媒介微博，说自己笔下

的一个人物是“微博红人”；他还提及中国正在

进行的反腐行动，说不能随便聊“官员的银行存

款数额啊，将军有多少套住房啊，去年有多少党

员的孩子拿了美国护照”6等。在印度公众眼里，

乔杜里本人就是一位“业余幽默大师”，读者也就

不难理解他以幽默、调侃的方式把中国元素运用

到小说中的做法了。乔杜里熟悉网络，善于利用

互联网获取信息和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名为“印

度最新资讯”（India Update）的博客（Blog）拥

有数量可观的读者，他还曾利用脸书（Facebook）

1 Amitav Ghosh, River of Smoke. London: John Murray, p. 264.
2 Shovon Chowdhury, Murder with Bengali Characteristics. New Delhi: Aleph, 2015, p. 111.
3 Ibid., p. 170.
4 Ibid., p. 192.
5 Shovon Chowdhury, Murder with Bengali Characteristics. New Delhi: Aleph, 2015, p. 52.
6 Ibid., p. 175.

比
较
文
学
与
跨
文
化
研
究



张 玮

81

开展过研究工作，他告诉笔者，自己会随时阅读

网络上中国文化信息，并把它们归纳、汇总并恰

到好处地运用到作品中，它们虽然是写中国，但

也可以通过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印度。

当然，印度作家所使用的中国文化元素难免

会有语义误差。乔杜里在小说里写到“少读多

做”（Read less, Work more.），这可能是对“少说

话，多干活”的误解。其他小说里也有类似情况，

如西方人普遍认为“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1是中国人诅咒别人的话，而从字面意思

“愿你活在好时代”来看却是一句祝福语，这可

能是语言在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误解。《孟加拉特

色谋杀案》还有一些中国俚语，如“rice buckets”

（饭桶）指人光知吃饭却没有本事，“small people”

（小人）指行为卑鄙的人。乔杜里在小说中并没有

专门解释这些词语，他尽管采用翻译法而不是高

希式的转写法，也无法准确地传递出这些词语的

言外之意，给没有中国文化知识背景的普通印度

读者带来阅读、理解上的困难。

高希准备写“朱鹭号”三部曲时，曾专门到

广州待过一段时间搜集资料，小说结尾附录了很

长的参考书目，俨然如学术专著一般，读者随着

他的小说，也进行了一次中国历史、文化之旅。

高希说自己创作“朱鹭号”三部曲时，惯常的生

活状态是每天早晨沏一壶绿茶，边喝边听粤语歌

曲磁带。他除了爱喝茶外，还从小就喜欢吃中国

炒面，年轻时曾迷恋过电影《卧虎藏龙》。2乔杜

里为了写《孟加拉特色谋杀案》，阅读了一些中

国小说，如马建的《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

2008）、阎连科的《列宁之吻》（Lenin’s Kisses，

2013）等，以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现状。印度作家笔

下的中国形象，向世界读者展现了他们所理解的

中国文化，以不同于中国作家的维度来表现中国。

结语

在印度著名英语小说家拉贾 · 拉奥（Raja 

Rao）的小说《棋王奇着》（The chessmaster and 

His Moves，1988）中，拉奥就写了中国人（周恩

来）、中国文化（中国道家思想）等内容，近年

来，中国形象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印度英语小说

中，如，入围2012年度布克奖短名单小说《大

毒会》（Narcopolis，2013），主人公是位吸食鸦

片的中国人，《一个印度女孩》（One Indian Girl，

2016）中女主人公在香港上班。产生这种变化的

原因很多，从高希和乔杜里小说里的中国形象可

知，中印两国间的文学交流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两国陆续展开文

学作品互译工作，文学作品担负起向两国人民介

绍彼此国家形象的作用。以鲁迅作品为例，外文

出版社曾将《鲁迅全集》（共四卷）和《鲁迅短

篇小说选》译为英文，也曾将一部分作品译为印

地、乌尔都、孟加拉、泰米尔等文字。作为进步

作家，鲁迅作品在印度受到普通读者和作家们的

喜爱，乔杜里说自己读过《狂人日记》和《阿Q

正传》等作品，《孟加拉特色谋杀案》以“墨写的

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为卷首语 3，这是印

度作家受鲁迅作品影响的例证之一。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外文局组织中外专

家开展了中国文学作品各类印度语言的翻译和出

版活动，并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到印度。几

十年间，除英文外，外文出版社出版了很多印地

文、乌尔都文、孟加拉文、泰米尔文的中国文学

译本，这些作品内容广泛，从中国民间故事、古

代寓言、神话到毛泽东诗词、《骆驼祥子》等作

品，除了英文版的《西游记》外，经过20年的努

力，2009年，印地文版的《西游记》终于出版问

1 Somnath Batabyal, The Price You Pay. Noida: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dia, 2013, p. 19.
2 杨伟明，《专访印度作家阿米塔夫 · 高斯：关注鸦片战争》，国际在线，2016年9月21日。http://news.163.com/16/0921/10/

C1FV8CCR00014JB5.html
3 《孟加拉特色谋杀案》卷首，题为Lies written in ink cannot disguise truth written in b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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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除文学作品外，中国翻译到印度的书籍还包

括历史、文化等著作。这些图书的出版，客观上

向印度读者和作者介绍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学。

自2013年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以来，两国政府间

开展了“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对

此，印度尼赫鲁大学汉学专家狄伯杰认为：“对印

度普通人来讲，认识中国不能少了文学。”1中国

和印度自古以来就有通过互译经典作品增进交往

的传统，可以说，“中印文学互译对于充实各自文

化资源，塑造彼此在对方期待视野中的文化形象，

1 邹松，《认识中国不能少了文学》，《人民日报》， 2017年2月22日。
2 贾岩，《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在印度的译介与接受初探》，见姜景奎主编《东方语言文化论丛》（第35卷），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社，2016年，第422页。

都发挥着相当关键的作用。”2

继“朱鹭号”三部曲之后，高希在所做的相

关研究的基础上，正在写一本关于印中两国关系

的书，这本书更多关注的是两国之间的文化交

往。随着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加强，中国和印度

间文学互译工作进一步发展，中国作家会越来越

多地写印度，中国形象也将更多地出现在印度作

家笔下。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编：薛原

比
较
文
学
与
跨
文
化
研
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