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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贺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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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投稿・ご意見・ご要望：mailmag@casej.jpま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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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

━━━━

★編集者語－－－－－－－－－－－－－－－－－－－－－－－－－－－－－－－－康喜軍

■協会動態

・第 11 期理事会及び会長・常務副会長の選挙経緯－－－－－－－－－－－－－－－事務局

・会長就任の挨拶と抱負－－－－－－－－－－－－－－－－－－－－－－－－－－ 滕勁兵
■莫言名誉博士特集

・莫言の演説－－－－－－－－－－－－－－－－－－－－－－－－－－－－－－－－莫言

■研究コーナー

・会員の研究紹介－－－－－－－－－－－－－－－－－－－－－－－－－－－－－陶恵栄
■会員投稿

・アメリカ雑誌 Outside magazine 記事の紹介－－－－－－－－－－－－－－－－－李卿

■その他

・会員状況－－－－－－－－－－－－－－－－－－－－－－－－－－－－－－－事務局

・投稿案内－－－－－－－－－－－－－－－－－－－－－－－－－－－ メルマガ編集部

・メルマガ編集委員募集－－－－－－－－－－－－－－－－－－－－－ メルマガ編集部

★ 編集者語

康喜軍

極寒の候ではございますが、皆様にはますますご繁栄の事とお喜び申し上げます。何か

とお心にかけて下さい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スキー場の雪便りが気になる季節と

なりましたが、会員の皆様にご健康とご活躍を切に祈ります。

今日は2013 年 1 月 1 日です。日本ではお正月や旧暦を睦月（むつき）と呼び、現在では

新暦 1 月の別名としても用います。睦月という名前の由来には諸説あります。最も有力な

のは、親族一同集って宴をする「睦び月（むつびつき）」の意であるとするものでありま

す。他に、「元つ月（もとつつき）」「萌月（もゆつき）」「生月（うむつき）」などの

説があります。

お正月には前年お世話になった人や知人などに年賀状を送る習慣があり、お年玉つき年

賀はがきの抽選日までを正月とする習慣も多い。元来は年の初めに｢お年始」として家に挨

拶に行ったり人が訪ねて来たりするはずのものが簡素化されたものとも言えます。90 年代

末頃から携帯電話やＩPHONEが普及したこともあり、年賀状でなくメールなどで済まされる

ことが多くなってきています。年末に、来年になるまで会わないだろう人とは、「よいお

年を」という挨拶がよく交わされます。

日本では、安倍政権が再び誕生しました。課題は「経済再生と復興が最優先課題」と

し、「閣僚全員が復興大臣である」と復興への並々ならぬ決意がありました。言い換えれ

ば、安部政権は民主党政策と違って、人から国土強靭化への政策転換ではないかとこ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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があがりました。皆さんは一番の関心事は景気回復なので、そのために安倍政権は、大胆

な金融緩和、物価目標率 3％上昇、国土強靭化などの政策を打ち出していますが、経済界で

も大歓迎みたいです。しかし、無駄の公共事業が増えるではないかとの心配の声もありま

した。政治の問題は難しいではないと思われます。

博士協会では、長い選挙過程を経て、第 11 期理事会が誕生し、18 名の理事、3 名の監

事、及び会長・常務副会長が選出されました。今期の第 11 期理事会及び会長・常務副会長

の選挙経緯や会長就任の挨拶と抱負の文章もあります。ご一読頂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また、中国医学四季の食養生方法について、医食同源という観点から四季の養生方法は

相違であることとの文章を薦め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私は書画同源の言葉を聴いたことが

ありますが、医食同源の言葉に聴いたことはありません。勉強になりました。皆さんのご

健康とご長寿のことに繋がりますので、読ませ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この場を借り

て、陶恵栄博士にお礼を申し上げます。

そのほか、今年はノーベル文学賞受賞された莫言氏は話題になりました。莫言氏は2004

年香港公開大学の名誉文学博士の学位を取得されました。彼は小学校五年生のときに退学

されて、その後、中学と高校に入らなかったという経歴がありました。しかし、彼は作家

になりたいという夢を追いながらたくさん困難な事を乗り越えて、結局大物の作家になり

ました。ここでおめでとうという言葉をお送りたいのです。文学は人類にとって重要なも

のであり、ノーベルの遺言の中で文学を表彰の対象に含めました。今月号に莫言の受賞演

説を特集として皆様にお届けします。

なお、李卿博士のアメリカ雑誌 Outside magazine 記事の紹介の文章がありまして、ぜひ

読んでいただくと思います。

第 10 期理事会メルマガ編集委員会は李卿委員長をはじめ一昨年の五月から昨年の七月ま

で全部で12 期のメルマガを編集発行されました。この場を借りて、李卿委員長をはじめ、

孔昌一委員、金俊委員の皆様にお礼を申し上げます。また、李磊名誉会長、劉真名誉常

務、劉学振名誉会長の皆様にお礼を申し上げます。

今年からメルマガの編集メンバーは入れ替わりました。陶恵栄博士、郭陽博士、孫蓮花

博士、及び事務局の方と一緒に頑張りたいと存じます。昨年と同様に、二ヶ月ごとに一期

を発行し、年間六期を発行する予定です。

以上の内容をもってメルマガ60号を会員の皆様にお届けします。時間があるときにごゆ

っくり読んで頂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メルマガに対してご意見・ご要望があれば、ぜひともご連絡いただき、今後の編集に生

かし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では、新年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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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会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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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期理事会及び会長・常務副会長の選挙経緯 事務局 李明

次のようなスケジュールで第 11 期理事選挙及び会長・常務副会長の選挙を行った。

7 月第 10 期理事会において第 11 期理事選挙を行うことを承認

8 月 15 日選挙管理委員の候補者募集

8 月 22 日選挙委員会成立

9 月 12 日 選挙委員会より選挙スケジュール、ルールなど公布

9 月 13 日～9 月 22 日 24 時 自薦、推薦による立候補

10 月 2 日 選挙管理委員会から立候補者公布

10 月 2 日（火）～10 月 7 日（日）24 時：立候補者への質問、答弁

10 月 17 日選挙管理委員会より当選者公布

10 月 17 日より 第 10 期理事会解散、第 11 期 理事会スタート

10 月 17 日～11 月 2 日 理事会にて会長・常務副会長選挙

答弁期間：10 月 31 日（水）～11 月 2 日（金）20 時

11 月 3 日 会長・常務副会長当選者公布、事務局交代

以上により、約 2か月間という従来なかった長い選挙過程を経て、18 名の理事、3 名の監事、

及び会長・常務副会長が選出された。

残念ながら会員皆様の理事選挙への立候補意欲が薄れており、理事定員 29 人を満たしてなかっ

たため、無投票当選となった。

会長・常務副会長の立候補ペアも同様 1ペアのみであったので、無投票当選となった。

このような結果は本協会が成立して以来初めてのことであるが、当選された理事は一心同体で

我が協会の団結と発展のために頑張ってまいりたい所存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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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長就任の挨拶と抱負

滕 勁兵

尊敬的各位会员大家好！

首先，我谨代表第 11 届理事会全体成员向所有长期以来关心、信任、

支持理事会工作的会员们前辈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在这天高气爽的金秋佳季，我博士协会辞旧迎新，迎来了新会规实行

后的第一届（通算第 11 届）理事会的诞生。新一届的届理事会将是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的一届，更是开拓创新的一届。我们深知肩上的重任，在继

承和发扬博协优良传统及进一步贯彻协会宗旨“务实，创造，架桥，贡献”

的同时，更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搭建新的平台，开创新的局面，努力使我们协

会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对我们不仅仅是一种压力、更是一种动力！

理事会不是一个凌驾于会员之上的组织机构，而是一个服务于会员的公仆，奉献于博协

的义工。每位理事也不是什么赚面子的领导而是干实事的“干事”。以下是我的両点想法也

请大家探讨指正。

1) 关于新会规：此次换届选举是新会规经历的第一次实践的检验，虽暴露出一些规

定过严过死实际运作困难等不足之处，但总体上做到了各种情况下都能有章可循，有法可

依，不失为一部好会规。今后，不足之处可进一步完善。

2) 关于协会的统合问题：我们将继续和相关人员进一步沟通交流，在会规允许的范

围内以最大的胸怀和灵活性去寻求一种大多数会员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总的来说，这届理事会的工作重点将放在协会自身建设与完善上为今后的发展打好坚实

的基础。在此我代表全体理事会成员恳切邀请每位会员，一如既往地支持与鞭撤我们的工

作，通过我们共同的辛勤浇灌把博协建成我们全日本中国人博士的民主的美好的超越世俗

的世外桃源。

最后，用我的一首拙诗以略表心志。

豪情万丈赴东赢,尝尽世间苦与辛。



寥寥白发催人老,肌肤心志劳益坚。

胸襟坦荡何所惧,口含日月怀宙宇。

恩怨往事如云烟,心底无私天地宽。

鹏鹄既展凌云志,助我博協更辉煌!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協会第 11 期 会長 滕 勁兵

2012 年 11 月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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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分担

第 11 期理事会分担

会長： 滕 勁兵

常務福会長： 李明

副会長： 李卿, 厖楠, 孔昌一, 申雪寒, 司宏俊, 林敏潔

※ 事務局 事務局長 李明（兼）

事務局長代理 李睿棟、李卿（兼）

副事務局長 郭陽（兼）

会計：申 雪寒

※ メールマガ編集部 部長： 康 喜軍（兼出納）

副部長：陶恵栄、孫蓮花、郭陽（兼）

※ 会員交流企画部 部長： 李卿

副部長：杜剛

※ URL 建設管理部 部長： 孔 昌一

副部長：董国卿

※ 学術交流部 部長： 林敏潔

副部長：黄 紅斌

※ 創業支援部 部長: 厖 楠

副部長：金 俊

※ 福祉厚生部 部長： 張暁剛

※ 社会貢献部 部長： 司 宏俊

監事：劉占富、胡偉民、劉学振

================================================================================

■莫言名誉博士特集

莫言演讲题目:讲故事的人

---我的母亲 我的人生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演讲全文）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

人”(storyteller)。



演讲全文如下。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

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

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

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 1922 年，卒于 1994 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

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

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

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

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

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

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

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

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

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

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

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

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

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

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

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

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

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

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

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

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

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

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

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

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

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

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

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

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

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

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

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

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

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

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

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

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

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

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

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

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

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

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

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

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

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

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

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

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

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

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

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

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

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

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

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

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

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

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

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

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

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

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

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

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

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

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

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

的强烈愿望。

1976 年 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

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

认，如果没有 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

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

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

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

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 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

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

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

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

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

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

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

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

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

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

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

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

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

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

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

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

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

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

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

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

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

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

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

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

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

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

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

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

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

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

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

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

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

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

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

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

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 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 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

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

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

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

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

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

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

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

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

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

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

此

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

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

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

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

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

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

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

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

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

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

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

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

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

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

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

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

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

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

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

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

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

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

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

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

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

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

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

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

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

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

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 2005 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

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

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

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

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

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

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

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

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

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

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

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

一个警告处分。

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

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

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



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

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

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

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

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

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

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

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

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

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

■研究コーナー・会員の研究紹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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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員投稿

アメリカ雑誌 Outside magazine 記事の紹介

李 卿

Outside magazineが2012年 12月号（2012年 11月 28発売）にて、「TAKE TWO HOURS



OF PINE FOREST AND CALL ME IN THE MORNING」という記事を掲載し、日本医科大

学准教授・李卿博士らの研究を取り上げました。

李卿博士が日本における森林医学研究についてOutside magazine 誌からインタービュー

を受けました。

この記事の著者であるFlorence Williams 女史はこの記事の作成にあたり2012 年 8 月末に

一週間滞在し、森林セラピー認定実験（青森県深浦町）に参加するとともに、千葉大学宮

崎良文教授ならびに香川隆英室長（森林総合研究所）の取材を行いました。その後、日本

医科大学衛生学公衆衛生学を訪れ、李卿准教授のインタービューを行うとともに奥多摩に

て森林セラピーを体験しました。この記事は彼女の日本における森林セラピー実験参加、

セラピー体験ならびにインタービューに基づいて作成されており、日本の森林セラピー・

森林医学研究の現状をアメリカの読者に詳しく紹介してくれています。詳細については以

下のサイトにアクセスして下さい。

http://www.outsideonline.com/fitness/wellness/Take-Two-Hours-of-Pine-Forest-and-C

all-Me-in-the-Morning.html

Outside magazineは、アウトドアに関する話題を中心とするアメリカの月刊誌で、1977 年
9 月から発行されています。人物、スポーツ、政治、芸術、文学等を含め、アウトドア全般
をカバーしています。その創立者の一人であるジャック・フォードは元米国大統領ジェラ
ルド・フォードの息子で、現在はアメリカの大手人気雑誌として多くの購読者を有してい
ます。公式サイトはhttp://www.outsideonline.com/です。

================================================================================

■その他

会員状況

事務局

今日現在までに、478 名が入会しています。

～～～～～～～～～～～～～～～～～～～～～～～～～～～～～～～～～～～～～～～～

投稿募集

協会のメルマガが隔月１期を発行しています。会員には、ご自分の研究紹介、感想、雑

談、思い出、提案などがあれば、どんなささやかのことでも構いませんので、皆さんから

のご投稿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連絡先：メルマガ編集委員会 mailmag@casej.jp

～～～～～～～～～～～～～～～～～～～～～～～～～～～～～～～～～～～～～～～～

メルマガ編集部の募集

メルマガは我が協会内の情報誌で、全ての会員のご参与を期待しております。メルマガ

は毎月一回発行し、今のところは4 人の編集者が分担して編集・校正を行い、作業自体はそ

れほど複雑ではないです。我が協会を活性化させるため、有志の方にはぜひご応募頂けれ

ば、と思います。一緒に博士協会を盛り上げましょう！ご応募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応募先：メルマガ編集部 mailmag@casej.jp

～～～～～～～～～～～～～～～～～～～～～～～～～～～～～～～～～～～～～～～～

事務局からのお願い

転職や就職などでメールアドレスの変更が発生した場合には、ぜひ事務局あて

(office@casej.jp)にご一報ください。

http://www.outsideonline.com/
mailto:mailmag@casej.jp
mailto:mailmag@casej.jp
mailto:office@casej.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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