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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和奥地利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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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秀 ，女 ，壮族 ，广西田阳人 ，中共党员 ，1989 年 4 月出

生，生前系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理论科副科长、百色

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2016 年 7 月北京师范

大学法学硕士毕业，同年同月成为广西定向选调生，被分配到百

色市委宣传部工作。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3 月，挂任百色市田

阳县那满镇党委副书记；2018 年 3 月起担任百色市乐业县新化

镇百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2019 年 6 月 16 日，黄文秀同志利用

周末回田阳县看望病重手术不久的父亲后， 因暴雨心系所驻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连夜开车返回工作岗位，途中遭遇山洪暴

发不幸遇难，年仅 30 岁。

黄文秀同志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指引下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代表，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先

进典型，是在脱贫攻坚一线挥洒血汗、忘我奉献的基层党员干部

的缩影。她求学时积极上进，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和党的基本理论， 到贫困村任职第一书记后自觉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实践， 向驻村群众宣讲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农村工作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 推动党的创新理

论在边远山区落地生根。她始终把党的事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毕业时放弃大城市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革命老区百色工作，

并报名到条件艰苦的边远贫困山区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在脱贫

攻坚一线倾情投入、默默奉献，奋斗至生命最后一刻。 她把扶贫

之路作为“心中的新长征”，全身心扑在工作上，遍访建档立卡贫

困户，手绘“民情地图”，往来奔波于崎岖的山路，跑项目、找资

金、请专家，组织贫困户成立互助组，建立电商服务站解决农产

品滞销问题，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带动了全村整体脱贫。 她对

群众满怀深情、真诚质朴，虚心向老村支书请教群众工作方法，

关爱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发挥自身法学专业优势，积极为村民

化解矛盾，赢得了群众普遍信任。 她性格坚毅、自强自立、克己奉

公，尽管父母长期患病，家境困难，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

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尊敬孝顺父母，热心帮助他人，用人格

力量感染和温暖身边每一个人。 黄文秀同志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

了脱贫攻坚事业， 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用

短暂而精彩的人生谱写了一曲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奉献之歌。

党中央号召， 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都要向黄文秀同志

学习。 要像黄文秀同志那样对党忠诚、牢记使命，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自觉把

人生追求与党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

命运，积极投身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和工作中去。要像黄文

秀同志那样心系群众、担当实干，勇于到条件艰苦的基层一线挥

洒汗水、无私奉献，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干实事、谋福祉。要像黄

文秀同志那样脚踏实地、昂扬向上，深怀饮水思源的感恩之心，

砥砺攻坚克难的进取之志，勇立潮头，奋力拼搏，用激情和汗水

书写亮丽青春、创造辉煌业绩。

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纳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 采取多种形

式广泛开展学习宣传。 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先进人物为榜样，主

动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斗

者、开拓者、奉献者，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谱写新的华章、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党中央追授黄文秀“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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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艺术节优惠

票销售昨天上午

在上海全市 18 个

社区销售点正式

展开 。 最低票价

仅 50 元 、 占总票量 10%的优惠票可谓

“福利多多”， 难怪一早就有市民在总启

动点美琪大戏院内外排起抢票长队， 更

有市民提前一天连夜排队。

市民购票热情如此高涨不单是因最

低 50 元的优惠票价， 更是为了最早抢到

顶尖、 “爆款” 演出票。 据悉， 相比往

年， 艺术节进一步扩大了优惠票的覆盖

力度， 优惠票涵盖参演剧目、 “艺术教

育” 演出、 “艺术天空” 室内演出部分

及上海共青森林音乐节户外演出、 “扶

青计划暨青年艺术创想周” 邀约演出等

绝大部分艺术节演出活动内容。

今年第一位买到票的是市民王福庆

先生。 为买到心仪的演出票， 他头天一

早就来到了美琪大戏院门口。 24 小时的

等待之后， 他如愿买足优惠票上限———

三场演出六张票。 他告诉记者， 这已经

是他第三次抢到艺术节开票的 “头彩”。

之所以提前一天来排队， 就是连续几年

亲身参与发现 “同好” 越来越多， 抢票

氛围一次比一次热烈， 为了买到票， 他

特地带了板凳 、 干粮 、 雨衣等 “装备 ”

彻夜排队。 59 岁的他， 通过艺术节优惠

票得以用亲民的价格走进高雅艺术的大

门， 并成为爱戏懂戏的资深观众。 今年

他又选择了三场热门演出： 开幕演出杂

技剧 《战上海》、 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的

《魔笛》 以及维也纳爱乐乐团 2019 上海

音乐会。 除此之外， 荷兰国家芭蕾舞团

汉斯·范曼伦作品展演、 法语音乐剧 《摇

滚红与黑》、 新版京剧 《大唐贵妃》、 意

大利斯卡拉歌剧院的另一部重磅歌剧

《假扮园丁的姑娘》、 明星版话剧 《安魂

曲》 和 《革命之路》 等均有不同价位的

优惠票供市民选购。

据悉， 昨今两日的首轮售票后， 优

惠票的第二轮销售将于 10 月 14 日上午

在徐汇区天平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和

上戏实验剧院两个点同时进行。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写小说就是让人在神话中走向成熟
“充满激情的叙事想象力代表了一种跨

越边界的生活形式”———诺贝尔文学奖颁奖

词这样评价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

克。生于1962年1月29日的托卡尔丘克，虽然

晚了一年才拿到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 但她

在波兰早已出名， 有媒体曾称其为同时代最

兼具文学品质和商业成功的作者之一。

毕业于波兰华沙大学心理系的奥尔加·
托卡尔丘克，在成为作家前，很想成为一名

心理治疗师。 她坦言，心理学的学习经历为

她的创作带去深刻影响，强化了她对文学的

感知力：“即使经历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也

会有各自不同的体验方式。 ”

在她的作品里，虽然神话元素是最为鲜

明的标志，但现实的魔幻主义和魔幻的现实

主义依然并存，这背后，暗藏着她对波兰的

历史命运和现实生活的关注。

1987 年，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凭借诗集

《镜子里的城市》在文坛崭露头角，之后接连

出版长篇小说《书中人物旅行记》《太古和其

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等作

品，两次获得波兰文学最高荣誉“尼刻奖”评

审团奖、四次获“尼刻奖”读者选择奖。 2018

年 ，她凭借小说 《飞行 》获得布克国际文学

奖，也是首位获得该奖的波兰作家。 在《飞

行》中，她探讨了现代人类在地球上的“游牧”

生活，故事涉及旅行和人体解剖学，揭示了人

类不断产生和抛弃欲望， 最终难抵生命终结

的命运。今年，她的小说《雅各布书》法语译本

获得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在白骨

上前进》英译本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短名单。

熟悉托卡尔丘克的中国读者多是从

2017 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白天的

房子，夜晚的房子》和《太古和其他的时间》

中了解到这位风格独特的作家。在这两部作

品里，她都选择借神话“寻根”，在她眼里，神

话中关乎死亡、躲避死亡的可能性，对正义的

理解、 内含的社会运行机制是多数人文学之

旅的开端，也是作家说故事、写小说的源起。

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中，多种

文体交杂、多条故事线相互穿插，散文、短篇

小说、民间故事、圣徒传记交错出现，向读者

呈现了千年之间一个边境小镇里不同的历

史瞬间、不同的人生流徙，各种传奇人物在

故事中轮番登场， 一代代人的悲欢离合、世

代更迭在永恒的土地上上演。 而拥有 84 个

章节的《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则以一个长达

80 年的神话故事营造了一场亘古大梦。

托卡尔丘克说：“写小说对我而言，就是

对人讲神话故事，让人在神话中走向成熟。”

时至今日，她仍然认为寓言和神话是“叙事

的黄油和面包”，是一种必需品。 在她看来，

寓言是讲述世界的最古老和最深刻的形式

之一，它是民间自发生长的智慧，关乎一些

最根本的事物；而神话为孩子做好了生活的

铺垫，让他们从中学到很多。

作为语言的产物， 文学可以超越语种，

联结起处于地球上不同地方的人与人。托卡

尔丘克相信：“每一代作家都试图寻找自己

的语言来描述世界， 而随着世界的变化，这

种描述的形式也必须改变。 ”

彼得·汉德克：

更像是一位活在传说中的“写作者”

昨天，奥地利剧作家、小说家彼得·汉德

克成为了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汉德克是

当代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被称为

“活着的经典”，曾与文德斯合作完成《柏林

苍穹下》的编剧工作。 2016 年底，彼得·汉德

克的中国之行曾来到过上海的思南文学会

馆，与众多读者、戏剧爱好者以及影迷见面，

探讨其对于当代生活的观察、思考与感受。

1966 年，24 岁的汉德克发表了他的成

名剧作《骂观众》，这部反叛的“说话剧”在德

语文坛引起了轰动。而许多中国读者最早知

道汉德克，也源自《骂观众》。 早在 1990 年

代，孟京辉等热衷实验戏剧的中国导演就已

成为他的追随者；也有人因为文德斯的电影

《柏林苍穹下》而认识背后这位编剧；汉德克

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 《左撇子女

人》， 还曾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

2004年， 耶利内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也

不忘向他致敬：“汉德克比我更有资格获奖。 ”

五年前，因为汉德克临时进行心脏搭桥手

术，使一场粉丝与作者的对谈，演变成一次偶像

缺席状态下的表白。 孟京辉、毛尖、孙孟晋这三

位文化界知名人物，竟然在谈论他们共同的偶

像彼得·汉德克时，纷纷化身“迷弟”“迷妹”。 彼

时， 这位欧洲文学界的大拿尽管还没得到诺

贝尔奖的垂青， 但他在一批专业读者心中的

地位，已摆在了那里。 毛尖表示，汉德克在上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每一个时间点上都切

入了最先锋的写作。他用那么抽象的词汇，却

能够把感情放进去。 这点感受可能与中国先

锋戏剧的先驱人物孟京辉有某种联结。

孟京辉回忆 2008 年自己第一次在纽约

去现场观看彼得·汉德克戏剧时的场景，并

开诚布公地承认，《我爱×××》中间有一部分

是源自于彼得·汉德克。 而他第一次接触汉

德克的书则更早，大约是 90 年代初期，有一

个北大德语专业的朋友自己把汉德克的《骂

观众》翻译了，然后在朋友间互相传阅，“当

时我看完后真的很震惊，就觉得和当时北京

人艺的那些传统话剧样式完全不同。”后来，

孟京辉又陆续看了他的一些电影，深受影响

的可能并不是汉德克的文字，而是他作品所

投射出的某种精神特质。

特立独行与尖锐见解是汉德克身上最

鲜明的两个标签。 在德国他负有盛名，但是

极难对付。这位“老炮儿”甚至反对自己被称

为一名作家，“我只是一个写作者，不知道怎

么去解释作品，我负责写出来就够了……不

要问我内心是怎么想的这回事。 ”

在一些戏剧研究者看来，汉德克是一位

完完全全的“形式摧毁者”。这多少解释了为

什么他在世界文坛如此有影响力，而他的戏

剧在中国几乎没有演出的机会，即使是中戏

和上戏这两所相对站在戏剧艺术前沿的专

业戏剧高校，在教学演出中都几乎没有上演

过彼得·汉德克的剧本。 即便如孟京辉这样

贴着先锋戏剧标签的人，也并未排演过这位

重要作家的作品。

这使得彼得·汉德克更像是一位活在传

说中的人。 而这种现象， 根本归结于一个

“难”字。 看过汉德克戏剧剧本的人，都会有

这样的感觉：他只是借助话剧的形式，来阐

述他的社会批评和哲学见解。 而一般标准

的戏剧 ， 是通过人物关系和对话展开的 。

彼得·汉德克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三一律”

的背反者。 他的戏剧完全没故事，仅以语言

解读世界，完全脱离角色塑造、戏剧冲突等

传统戏剧结构。比如《骂观众》开场，四位“说

话者”走上舞台，无论是穿着打扮，行为举止

都与一般戏剧人物大相径庭。 然后，他们开

始说话，“在这里，你们不会听到任何你们未

曾听过的东西。 在这里，你们不会看到任何

你们未曾看过的东西。”“你们将不会看到一

出戏。 你们的观看乐趣将不会得到满足。 你

们将不会看到演出……”就是这样的，汉德

克通过直截了当的叙述将他的反传统创作

主张推向顶峰。可以这么说，在他的剧作中，

舞台与观众间的“第四堵墙”从未存在过。这

或许多少解释了，无论在德语文坛，还是在

世界文坛， 彼得·汉德克的每一部作品一经

问世，都会引起强烈反响的原因。

800年前的宋朝水手海上也不忘精致饮食
30多年打捞起18万件文物，“‘南海1号’探秘”科普大讲坛讲述“水下考古”往事

浩瀚无垠的大海是冒险家的乐土， 早在

800 多年前， 中国的大航海历史卷轴就徐徐

展开。过去我们只能从文人诗词中感受“潮来

涌银山”的壮阔和“零丁洋里叹零丁”的缥缈。

但是，持续 30 多年的水下考古，发掘出的 18

万件文物， 终于让我们可以一窥南宋时期繁

盛的航海业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智慧。日前，

记者在采访 “‘南海 1 号 ’探秘 ”科普大讲坛

时，专家讲述了这段“水下考古”往事。

等待十多年， 就为培养能在
伸手不见五指的水下考古的队伍

1987 年，广东阳江海域，一艘沉睡了 800

多年的南宋木质古沉船被发现深埋在 24 米

水下，经过初步潜水探查，这是世界上发现的

海上沉船中年代较早、船体较大、保存较完整

的远洋贸易商船。然而，直到 2007 年，它才被

整体打捞出水。

从发现到打捞，为何用了 20 年？ 复旦大

学文博系教授魏峻道出了一个令人心酸的事

实：因为那时我们没有“水下考古”经验。

水下考古与陆地考古有着很大不同，除

却气候、水文、压力等自然条件，仅仅是水下

的可视程度就几乎让考古工作寸步难行。“在

‘南海 1 号’沉船区域，你几乎看不到任何东

西。 ”魏峻说，“我们都是靠用手摸来感知。 ”

为了对“南海 1号”进行考古研究，国家花

了十多年时间培养出一支能够胜任水下考古

工作的队伍。 经过多方考量，考古队最终选择

整体打捞、迁移研究方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

会副理事长詹长法称其为石破天惊的过程。

在魏峻口中，两年多艰苦的打捞过程说来

简单： 先用没有底的大罩子把整艘船给罩住，

然后用 36 根托梁给“罩子”镶上底，最后用塔

吊将其拉出水面。 但事实上，这每一步都是力

量与智慧的结合。比如，一根托梁 5吨重，只能

由一个潜水员操作，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水下，

潜水员得保证对穿偏差不超过 15厘米……如

此种种，都是水下考古需要面对的全新难题。

南宋船员爱吃咸鸭蛋？ 这样
的发现并不少

“‘南海 1 号’上甲板以下保存完好，我们

原本估计能有七八万件文物， 最终清点完我

们自己都吓了一跳，居然有 18 万件！ ”魏峻

说。通过这些文物，他们把原本只存在于历史

书籍中的宋朝海洋贸易过程， 以及水手的生

活，一一还原了出来。

在茫茫大海上航行时，水手们吃什么？考

古过程中发掘出了大量鸡、牛、羊、猪的骨头，

居然还有一罐咸鸭蛋！另外，船上发现的水果

残骸有梅核、槟榔果核、橄榄核、枣核、滇刺枣

核、南酸枣核、葡萄籽、荔枝核，坚果有锥栗、

银杏、香榧子、松子……看来，以精致生活著

称的宋朝人，到了海上也不忘精致饮食。

整体打捞船只的好处，是当时的海上贸易

如何装载货物都能很清晰地加以辨别。 比如：

瓷器并不是简单堆叠，而是用四根木头把一床

瓷器固定住。 不过，“最珍贵的文物当属整艘

船”。詹长法说，这艘长达 22 米、宽 10 米的巨

型船舶，是目前所见舱数比较多的船，甚至超

过元初马可波罗在其行记中所说 “若干最大

船舶有最大舱十三所”的标准。 从它身上，人

们仿佛能看到郑和下西洋时的宝船雏形。

魏峻在科普大讲坛讲述“南海1号”考古往事。 本报记者 沈湫莎摄

昨天在美琪大戏院，市民早早排起长队。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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