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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书展举办
“麦家之夜”
英国出版社继《三体》之后又推《风声》

答记者问
《风声》英文译者米欧敏：

《风声》真的是一部
非常精美的小说

记者 骆晓飞 综合

第 70 届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于 10 月 10 日至 14 日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图书传媒博览会，今年的书展
吸引了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近 7500 家参展商。德国时间 10 月 9 日晚，也就是书展开幕当晚举办的“麦家之
夜”，重磅发布麦家的第三部长篇小说《风声》的国际版权。20 多个国家的近百位出版人、翻译家、代理商，以及
媒体兴致勃勃地聚集在高雅的罗马大厅，探讨麦家作品的国际化。这是法兰克福书展上第一次举办中国作家
个人主题活动，全球出版商闻
“风”而动，
以麦家《风声》为代表的
“中国文学风”
吹遍全球。

麦家作品的英语译者米欧敏
记：在成功翻译《解密》之后，您又译出
了《风声》的英译本，相比之下，两部小说的
翻译难度哪个更大，
为什么？
米欧敏：三本书的翻译在难度上都提出
了不同的挑战。
《解密》和《暗算》中，有大量
有关解密密码的技术信息，在翻译时必须确
保正确。翻译《风声》时，挑战更多的是如何
在翻译中保留故事的细微之处和含蓄之意，
而不致过度翻译，
使读者始终保持紧张感。
记：您认为在《解密》和《风声》这两部作
品中，麦家的写作思想是否是一致的，是不
是都充满了英雄主义的色彩，或者说《风声》
与《解密》相比，又体现了麦家小说的哪些特
色。

主持人说，
主持人说
，麦家先生完成了他的新小说
麦家先生完成了他的新小说，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 我要让大家一起拍一张照
我要让大家一起拍一张照，
，人这么多
人这么多，
，会很难
会很难，
，但是我们可以试一试
但是我们可以试一试。
。

中国文学“麦旋风”在法兰克福劲吹
作为开幕式当天的首场热点活动，当晚聚会“麦
家之夜”的出版人中，有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西
班牙、俄罗斯等 20 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各自都拥有数
百成千万的爱书人。
自 2013 年麦家第一部被外译的小说《解密》英文
版面世之后，该社已经累计签出了 33 个语言的版本，
并获得了多家西方主流媒体的高度评价。继《解密》
畅销全球之后，当晚《风声》英语、意大利语、葡萄牙
语、土耳其语、芬兰语的 5 个版权尘埃落定，德语、西
班牙语、法语、荷兰语、希伯来语、罗马尼亚语、韩语
等十余个语种达成意向。这无疑向世人宣称中国文
学
“麦旋风”在法兰克福吹向全球。
《风声》讲述的故事发生在 1942 年。中华民族危
难之际，中国英雄与敌人斗智斗勇，挽救国家于万
一。小说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 人民文学最
佳长篇小说”等诸多奖项，至今还被读者津津乐道。
而 9 年前的同名电影同样精彩，它集结了周迅、李冰

冰、黄晓明、张涵予等多位国内大牌明星倾情演绎，
不仅获得了不俗的票房，还获得了金马奖等一系列
重要奖项，成了国产电影的里程碑之作。目前，韩国
著名电影公司 LAMP（曾拍摄《出租车司机》）正在翻
拍《风声》，电视剧版的《风声》也即将与观众见面。
麦家在接受媒体现场采访时说：
“ 坦率地说，要
是十年前出现在这样的场合，没有那么多出版商来
理我们（中国作家）。今天，我们的出现得到了世
界 一 些 大 的 出 版 集 团 的 关注，我觉得这一方面要
感 谢 自 己 ，但 更 要 感 谢 的 是 我 们 背 后 的 那 个 人
——就是中国。中国这些年强大了，引起了整个世
界的好奇，他们想要了解我们。而了解我们最好的
方式就是阅读我们的文学作品。我有幸成为他们
关注的一个（中国）作家，我的作品也因为他们的推
广，现在在世界上应该说影响一点点在增加。我也
很高兴，能够为中国走向世界尽自己的一点绵薄
之力。”

米欧敏：就个人而言，我并不信仰英雄
主义。其实，我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与中国
古代的英雄传说有关的内容，所以这个话题
我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背景。在我看来，这些
小说中很明显没有任何一个人物可以被认
为符合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形象。麦家小说
中所拥有的都是被深深伤害过且有缺陷的
个体，但是他们经常会以牺牲自己作为巨大
代价，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获得让人惊叹的
东西。这在麦家的作品中当然是一个统一
的主题，但我没法确定哪一部小说把这个主
题表现得更明确。
记：
《解密》已经被《每日电讯报》选入有
史以来最佳的 20 部谍战小说，您认为与《解
密》相比，
《风声》的文学性和成就如何？英
语世界读者会喜欢这一以中国的抗日战争
为背景，强调为国家牺牲自我的谍战小说
吗？
米欧敏：
《解密》和《暗算》是同一种类型
的书，但《风声》却不一样——这是一个所
有证人都在撒谎的犯罪故事。 麦家本人将
这部作品称之为是他自己版本的“密室之
谜”。英语读者可能不熟悉历史背景，但我
认为这不是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谜题故
事，读者会沉浸于尝试去发现有什么事情发
生。 我希望喜欢前两本书的读者也能喜欢
第三本书，因为《风声》真的是一部非常精美
的小说。

麦家海外版权代理谭光磊：

“熟悉中带着陌生”就是
文学最引人入胜之处

“宙斯之首”签约《风声》英语版权
《风声》英文版权的签约是“麦家之夜”最引人注
目的亮点。麦家继《解密》之后的第二部里程碑式作
品《风声》的国际版权信息发布，一番激烈竞争后，小
说《风声》的英文版权最终被有着“英国最佳独立出
版社”之称的
“宙斯之首”出版社签下。
关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读者，或者是中国科幻
文学的粉丝，应该不会对这家出版社感到陌生：它就
是英文版《三体》的出版方。这次为了签下《风声》的
英文版权，
“ 宙斯之首”诚意满满，在激烈的竞争中，
它的报价和营销方案最终脱颖而出。出版总监 Laura Palmer 说：
“感谢麦家相信我们的出版社，我的同事
已经成功将中国的《三体》打造出一个科幻市场，我
擅长的是间谍悬疑类小说，而很幸运的是我等到了
麦家的《风声》，我一定不会输给我的同事。”
据记者了解，
“宙斯之首”
最终能够打动麦家以及
他的海外代理谭光磊的原因，是它对每一部签约作

品都能精心策划和推广，也有着成功出版外国文学
作品的丰富经验。谭光磊先生回顾说，对麦家的作
品而言，这样的“麦旋风”在 2014 年也曾刮过，不过是
在英国伦敦。当时，麦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
在伦敦书展成了当年的头号明星书。西班牙 planeta 出版社的版权经理还亲自给《解密》打起了广
告，告诉别国同行：
“ 大胆签约就对了!”这些年科幻
小 说《三 体》，武 侠 名 篇《射 雕 英 雄 传》，到 今 天 的
《风声》，中国的大 IP 类型小说纷纷进入英国出版社
的视野，正透露出英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正日
益浓厚。
《风声》的英语译者还是米欧敏，前不久刚刚获
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大奖”
的她，
也是第三次与麦家
合作，
之前翻译的《解密》
《暗算》被《经济学人》杂志高
度评价为
“翻译界的瑰宝”
。

麦家部分海外封面

麦家海外代理谭光磊

麦家作品国内版

成就“麦家之夜”
的幕后原因：国际化的作家和国际化的作品
早就开始关注《风声》的也不仅是英国人。
在东道国德国，之所以本届书展主办方盛邀麦
家，
既得益于麦家作品的文学魅力，
也缘起于 3 年前的
一次相聚。当时，麦家带着德语版《解密》来到了德
国，
与德国同行和德国读者见面。这部作品就立即吸
引了德国前柏林文学会主席乌里·亚涅斯基的目光。
亚涅斯基先生认为，
《解密》让他想到了本国著
名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值得好好推广。而
在这两年间，法兰克福书展始终关注着“麦家”这个
中国作家的名字，继而发出了这次邀约。德国专家
首次发起了“麦家之夜”的概念，他们的共识是，一个
国际化的作家、一部国际化的作品，应当在国际书展
上让更多国家的更多出版人共同看到闪光点，让他
们一起探讨如何让它更好地走近各国的读者，除了
《风声》的国际版权推广，法兰克福书展还邀请麦家
登上世界思想论坛。
迄今为止，麦家第一部被外译的作品《解密》获
得了多家西方主流媒体的高度评价。英国《经济学
人》将它评为“2014 年度全球十佳小说”，美国《华尔
街日报》则在书评中将它与尼采、博尔赫斯、纳博科

夫等大哲学家、大文学家的文风相提并论。而另一
家英国大报《每日电讯报》更是把它与毛姆的《英国
特工》、007 系列电影、
《谍影重重》的原著小说一同纳
入
“史上最杰出的 20 部间谍小说”
。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风声》的授奖辞中写道：
麦家的小说是叙事的迷宫，也是人类意志的悲歌；他
的写作既是在求证一种人性的可能性，也是在重温
一种英雄哲学。他凭借丰盛的想像、坚固的逻辑，以
及人物性格演进的严密线索，塑造、表彰了一个人如
何在信念的重压下，在内心的旷野里，为自己的命运
和职责有所行动、承担甚至牺牲。麦家说，
“ 总体而
言我的书写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解密’，去发现
那些幽暗的、被遮蔽的世界。我所描写的是一群世
俗的阳光无法照耀的人，我笔下的天才，他们的聪明
才智可以炼成金。”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世界正越来
越关注中国、越来越了解中国，希望麦家笔下的“中
国英雄”和“中国天才”也能成为被世界津津乐道的
“世界英雄”和“世界天才”，让更多的读者正确地了
解中国历史，
这也是文学独有的内在魅力。

麦家和海外代理谭光磊(左三）及海外出版人

记：您估计《风声》能和《解密》一样，在
西方读者中产生强烈共鸣吗，
原因何在？
谭：
《风声》是我读的第一部麦家作品，
但最终选择了从《解密》开始推，主要是考虑
到里面的历史背景和国共日伪的复杂关系，
对西方读者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相较之下《解密》是数学天才容金珍的成长
史，中国近代史作为背景来衬托，就比较容
易进入。但现在已经有了《解密》的基础，喜
欢麦家的外国读者和出版人就更有动力、也
更愿意去了解《风声》相对复杂的历史文化
背景。另一方面，
《风声》是密室推理、也是
罗生门的多角叙事，这都是西方读者熟悉的
元素，但麦家的笔法又与西洋作家截然不
同，这样“熟悉中带着陌生”，就是文学最引
人入胜之处。
记：
《解密》开启了麦家作品海外出版的
道路，我感觉这条路始终是稳扎稳打的，换
句话说，没有一下子把作品全推出去，而是
分批推广，这是不是中国作家走向海外的比
较好的策略。
谭：从版权代理的角度，要推介一个作
家，肯定是从最容易引起（目标读者/市场）
共鸣的作品开始做起，有了成果，再继续推
进，而不是要求外方一下子全部买单。稳
扎稳打确实是我们的策略，我宁可单本书
的影响力做到极大化，再来推第二、第三本
书。中国作家走向海外，如果要走真正有
市场影响力这条路，那么找到最适合国际
市场的作品，作为开路先锋，可能是最关键
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