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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历史】

《斯大林的战争》
[英]罗伯茨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通过对有关会议
和研讨会文件、特别是已
公开的苏联档案的研究，
阐述了斯大林在二战中的
军事和政治领袖作用。

《明代文人的命运》
樊树志 著
中华书局

作者通过对明代刘伯
温、解缙、王阳明、唐伯虎、
徐渭等著名文人生命历程
的探索和思考，讲述了明代
著名文人从政的悲剧，启发
读者放宽视野，以史为鉴。

《认罪书》
乔叶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小说的核心是想唤起
人们的忏悔意识。作家乔
叶说，故事主人公金金是
一个象征，小说中每个不
知罪的人，都是另一个角
度的金金。

《街猫》
[加]伊夫·博歇曼 著
漓江出版社

小说堪称一部西方当
代底层青年奋斗的辛酸
史。血泪与理想，屈辱与坚
韧，智慧与拼搏，官僚社会
的折磨与金钱势力的无所
不在，都真切地展现在人
物命运之中。

《山大故事》
许志杰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从大清皇帝的“知道
了”、山东巡抚袁世凯的力
推力助，到京师之外第一
所按现代教育制度规范办
学的山东大学堂，再到状
元校长王寿彭……作者欲
将山东大学的故事一代代
讲下去，代代相传。

《永远的质疑》
丁东 著
重庆出版社

作者质疑道德沦丧，质
疑诚信缺失，质疑学术腐
败，质疑知识分子失声……
作者自云：“在众人不疑处
有疑，是公民的优点；面对
权力和主流说出自己的疑
问，是公民的勇气。”

《在大时代，过小日子》
肖锋 著
中信出版社

新世纪的中国社会，
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
式、行为准则都较之从前
截然不同。如何在这个变
化的大时代过好自己的
小日子？作者提出了自己
独到的见解。

【社科】

《周有光：我的人生故事》
周有光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本书引领读者直观全
面地了解著名语言文字学
家、文化史专家周有光的
人生历程、学术贡献、思想
菁华。

【文化】

《生命课：告别与前行》
[美]黛比·吉森妮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心灵导师黛比在四年
中失去四位至亲。在这一
曲“与死神的共舞”中，交
织着亲情、感恩、观照、反
思，正是这些令黛比从未
偏离生命的轨道……

【人物】

《杨绛：“九蒸九焙”的传奇》
杨国良 刘秀秀 著
新星出版社

杨绛生长于中华民族
命运多舛的 20 世纪，一生
经历“九蒸九焙”，炼成中
国人最为推崇的“美玉之
质”，其一百余年的人生智
慧让人受益无穷。

《你想企业长寿吗？》
刘战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精心研读了世界
500 强著作，并联系自己
的相关经验，揭示了把企
业做大、做强、做长远的基
本规律。

上大学的时候，泉京鹿的专
业是“日本古代文学”，她的第二
外语选的是中文，大概是觉得中
文对古代的日本文学影响比较
大。虽然这门第二外语她学得糟
糕，但是到大学二年级暑假，学校
组织到中国旅行时，她还是想都
没有想就参加了。

1991 年夏天，泉京鹿第一次
到北京，交了好多朋友。回到日
本，她的中国朋友给她用日语写
信，而她用日语回信。来往信件
间，她开始对中文感兴趣了。

大学毕业后，泉京鹿先在日
本打了两年工，存了一些钱，1994

年到了北京，开始在北京大学学
中文。两年后，泉京鹿从北大毕
业，在帮 NHK 电视台做节目期
间，遇到了用日文写作的著名旅
日作家毛丹青。

那是 2001 年，见了没几次
面，毛丹青突然问她愿不愿意翻
译一本书。泉京鹿对此很感兴趣，
但她没有自信，她回答：“我感兴
趣，但是肯定做不好，因为我不是
学中文的。”毛丹青当时告诉她：

“不用这样不自信，有热情和你的
母语能力就可以了。”

很快毛丹青就把泉京鹿推荐
给了日文的出版社，也给她介绍
了作家周国平和他的《妞妞：一个
父亲的札记》。泉京鹿和周国平见
过面，然后开始翻译这本书。

在她向中国朋友提起这本书
时，朋友告诉她这本书是很前卫
的。当泉京鹿真正开始翻译这本
书的时候，才感觉这本书并不前
卫，父女之情，在这一点上中国人
和日本人的感情是相通的。这本
书相对于周国平其他的哲学著作
来说，语言平实，也口语化得多。
但是泉京鹿却用了将近一年时间
兢兢业业翻译。她碰到不懂的地
方会问周围的朋友，还会一个字
一个字地查字典，以确定这些字
的意思。

《妞妞》在日本出版了 7000

册，这在翻译书中已经算比较高
的印数。完成了第一部书的翻译
后，当毛丹青问她愿不愿再翻译
一本时，她已有了些自信。第二本
书是卫慧的《像卫慧那样疯狂》。

卫慧当时在日本已经很有
名气，她的《上海宝贝》不但在中
国畅销，在海外不少国家也是畅
销书。当时日本也引进了版权，
卖了二十多万册。

出版社安排她和卫慧见面。
去上海见卫慧前，泉京鹿准备了
很多关于翻译《像卫慧那样疯狂》
的问题。可见到卫慧之后，她们发
现彼此年龄相近，最后，一次公事
会晤简直变成了女孩间的聊天，
她们聊了四五个小时，从工作聊

到恋爱。
第一次见面快结束时，泉京

鹿发现很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
问。卫慧安慰她说：“没有关系，我
们聊天聊得这样开心，你翻译的
时候问题应该也不大。”翻译了

《像卫慧那样疯狂》，泉京鹿又接
着翻译了《我的禅》。

随后，泉京鹿又在朋友的推
荐下和朋友一起翻译了《水煮三
国》和《孙悟空不是好员工》。因为
日本人对《三国演义》和《西游记》
的故事比较熟悉，所以这两本翻
译书在日本卖得出奇好。

即使是这样，在译完《水煮三
国》后，泉京鹿发现自己赚的钱都
用光了。当年在广告公司的收入
不错，做电视工作时赚的钱也不
少，但经过几年的翻译工作，这些
积蓄都用光了。

泉京鹿搭进去的不仅是自己
的存款，还有一些“向父母借的
钱”。翻译工作量巨大，但收入却
不那么好。日本的翻译市场本来
就很小，一部翻译书籍卖一万本
就已经不错，这里面的利润非常
少，付给翻译者的稿费就更少。

不过，泉京鹿的翻译热情已
经一发不可收拾，她又翻译了当
时非常有名的女性作家安妮宝贝
的一本书。安妮宝贝的文字比较
特别，委婉秀丽，所以泉京鹿说：

“可以说，我翻译的时候有些困
难，花的时间也挺长。”

这时，泉京鹿在翻译之余开
始在日本的一些大报刊上，比如

《朝日新闻》上，介绍中国的作家
和目前的畅销书。她向日本读者
介绍了余华的《兄弟》，因为她自
己被这本书打动。

此前，泉京鹿经手翻译的书
基本都是由出版社找她来译，或
者被朋友推荐接手一个翻译书
目，这是第一次泉京鹿自己计划
向日本出版社推荐一本书。

那一年，最好的中国作家无
疑是余华。和余华见面时，泉京
鹿向他推荐了自己。因她的两位
老师跟余华关系好，余华也很爽
快，“可以啊，你就来吧，我给你
了”。

然而，后面的出版却太不容
易了。为推荐这本书，泉京鹿详
尽介绍了这本书的背景、余华是
怎样的作家、这本书在中国的反
响等等。当《兄弟》终于得到出版
社的认可并进入翻译阶段，和田
原的《双生水莽》一起，差不多翻
译了两年时间。

即使在翻译了几本书后，泉
京鹿渐渐有了经验和自信，但翻
译《兄弟》时，常常一天只能译一
页。那时，泉京鹿还兼职了中国
外文局的日文杂志《人民中国》
的专家工作。白天她要工作，只
有晚上才有时间翻译，因为在

“整个翻译过程中，如果不在《人
民中国》工作的话，完全没有收
入”，翻译的版税都是在成稿之
后才结算的。

泉京鹿 2011 年 2 月在日本
结婚，她的爱人原本是她的日本
朋友，“他向我求婚的第一句话
就是：你可以不用回来，继续呆
在北京。我们结婚吧！”她接受了
他的求婚，并且准备继续留在北
京做她的翻译工作。他们的计划
是，和从前一样，两个人有时间
就探望对方，可以有时在北京，
有时在日本东京。

很快，泉京鹿就发现自己怀
孕了。为了孩子，她回国了。在离
开北京的两年中，泉京鹿又翻译
完成了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
和三本儿童绘图本，现在翻译的
是彭学军的《腰门》。

翻译者泉京鹿
与中国作家

【书摘】

《他们的中国》作者席越自 2010 年起，采访了三十余名
在北京、上海生活的外国人，将采访录编辑成书。日本翻译家
泉京鹿是其中的一位，她在中国生活了 16 年。

□席越

《他们的中国》
席越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8 月出版

《最美的时光在清迈》
叶波 著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颗淡泊宁静的心，才
能去欣赏清迈的美。能在清
迈这座古城住下来的人，是
幸福的。叶波就是其中之
一。这本书，就是他在清迈
自由自在生活的写真。

【旅行】

《再生之门：中国式监狱
探秘》
许晨 李延国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本书记录了山东省
监狱几十年来走过的历
程，其中有从劳改队到监
狱的历史变迁，有监狱警
察与服刑罪犯的斗智斗
勇，也有外国同行参观中
国监狱的感慨。

【纪实】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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