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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阅读

希梅内斯

要
了解一个民族的心灵，比较靠

谱的方式之一种是阅读这个

民族的文学。而要了解一个

民族的文学，除了阅读其经典作品之外，还

需对其变化演进的脉络有所了解。任何一

部经典作品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的上下

文不仅有空间维度，也有时间维度——也

就是说，它延续了某种意义上的民族文学

传统，并且不断地启发和影响这一传统的

后续者。因此，对于任何一个想深入、全面

地了解西班牙文学的人来说，阅读西班牙

文学史十分必要。而新历史主义的思维启

发我们，逝去的往昔并不是凝固不动的，而

是会随着每一代人认识视角的转变而发生

变化，换句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以我自己学习西班牙文学史的经验来说，

在我的认知视野里，“西班牙文学史”这个

理念是逐渐增厚的。外研社1998年版的

《西班牙文学》（董燕生著）155页，从12世

纪写到1975年之后；北大社2006年版的

《西班牙文学史》（沈石岩著）603页，时间

跨度与前者大致相当，却专辟一章介绍西

班牙内战之后的流亡文学，将那一大批身

不在西班牙却坚持用西班牙语写作的作家

从被遗忘的边缘拉回历史中来；而去年刚

刚出版的这部《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文

学通史》第一卷（陈众议、宗笑飞著，译林出

版社，2017年第1版），仅仅是讲述西班牙

文学的中古时期，就厚达528页。尽管还

没有见到这部通史五卷本出齐时的壮观景

象，单是第一卷就已经做出了一个无论是

在中国西语文学学界还是在国际西语文学

学界都属开创性质的尝试：将西班牙文学

的源头向上延伸至西哥特王国时期，从而

将西哥特拉丁文学与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

纳入西班牙文学史的框架中。这一创举很

可能会招致不少文学史家的反对意见，而

这一可能的论争又不能不使我联想到半个

世纪前两位西班牙学者关于西班牙之起源

的著名论战。

论战的一方是亚美利科·卡斯特罗，他

提出了一个“三文化”或者“三宗教”并存的

西班牙，在这个中世纪西班牙之中，摩尔人

（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和谐共存，共同

参与构建一个混合多元的身份，至15世纪

末，西班牙国族身份最终得以确立。对于

卡斯特罗来说，西班牙正是脱胎于它的这

段多元文化融合的中世纪历史，西班牙的

宗教性因为深受东方文明的影响，成为西

班牙有别于欧洲的标志之一。而克劳迪

奥·桑切斯则认为，西班牙早在摩尔人入

侵之前就存在了；西班牙天主教非但不是

使西班牙与欧洲有别的标志，反而是使西

班牙在中世纪不至于脱离欧洲的重要维

系，正是天主教让西班牙避免了东方化、非

洲化。

相对于欧洲其他很多国家，西班牙的

起源问题更难在历史学家那里获得统一的

意见。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犹太人、

穆斯林都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文明的遗

迹，把西班牙的起源设置在任何一个历史

时代似乎都说得通。更有激进者提出，西

班牙从没有存在过，这片土地从来都仅仅

是几个不同民族的共同聚居地而已。这样

的论点在今天的西班牙地区分裂主义者那

里特别有市场，比如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

者就可以宣称，应当打破“西班牙”这一虚

幻的概念、“民族的牢笼”，建立独立的加泰

罗尼亚共和国……

《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文学通史》

（第一卷）的编写可以说是超越了卡斯特罗

与桑切斯之争，既将摩尔人入侵之前西哥

特王国时期的拉丁文学视为西班牙文学的

贫乏瘦弱却不可忽视的源头，也将穆斯林

在伊比利亚半岛创作的文学视为西班牙文

学的另一重要源头。要反驳这样的做法，

看似很容易，比如我们可以说，在这两个历

史时期，还没有诞生西班牙民族国家，何谈

“西班牙文学”？再比如说，前者是拉丁语

文学，后者是以阿拉伯语为主的文学，怎能

和用西班牙语创作的文学同属一家人？

关于第一个问题，可以联想到其他欧

洲国家的情况。事实上，民族文学的形成

往往是先于民族国家政治实体的诞生

的。关于第二个问题，韦勒克的《文学理

论》早已指出，不应将语言视为文学的惟

一重要的因素；文学不仅是语言，也是人

类的行为经验、思想和态度。从这个意义

上说，用西班牙语创作，不应被视为定义

西班牙文学必需的条件，否则，在西班牙

土地上用加利西亚语、加泰罗尼亚语、巴

斯克语等民族语言创作的文学也不应被

包括在“西班牙文学”的家族中了，而它们

在西班牙文学中并非可有可无的存在。

任何一个西班牙文学史家都能意识到，若

是没有中世纪加利西亚人在阴冷的大西

洋海岸和林间吟出的抒情诗，西班牙诗歌

传统将面目全非。在阅读《西班牙与西班

牙语美洲文学通史》一书之后，同理也可

以说，若是没有曾在穆斯林西班牙（或曰

安达卢斯）生根并开出灿烂花朵的彩诗

（Muwashah），西班牙诗歌必将大为失

色，也就不会在后来出现像希梅内斯、洛尔

迦这样深谙西班牙南方诗歌传统的世界级

大诗人了。

无论如何，穆斯林在西班牙长达近千

年的存在（自公元711年摩尔人入侵算起，

至 17 世纪初西班牙宫廷驱逐摩里斯科

人），是欧洲历史的一个特例，西班牙文化

之所以在欧洲文化中显得如此另类，很大

程度上就与这段独特的历史有关。由此，

在书写西班牙文化不同领域的历史时，如

何看待穆斯林西班牙的存在，成了一个至

关重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有趣的是，艺

术史和文学史不一定能给出一致的答案。

西班牙艺术史家拉富恩特·费拉里认为，穆

斯林入侵中断了伊比利亚半岛上业已存在

的古罗马绘画传统，因为伊斯兰教由于反

对偶像崇拜，禁止再现性的绘画；因此，西

班牙绘画不得不“从零开始”，在北方基督

教王国的《圣经》手抄本彩饰中发端。而在

考察文学史时，我们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

情况，因为文学翻译的作用，因为叙事故事

主题、叙事结构手段、诗歌押韵方式等要素

可以跨越语言的障碍，对相异语言的文学

作品产生影响，或是被照搬，或是发生变

异，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用西班牙语写作的

文学可以说一开始就具备了极为丰富的营

养，这些营养包括拉丁文学传统，包括彩

诗、俚谣、玛卡梅等西班牙穆斯林文学的优

秀成果，还包括西班牙犹太文学的结晶。

按照《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文学通史》的

观点，所有这些都应当被视为西班牙文学

史的组成部分。

为了给这样的文学史观提供证据，特

别是为了给穆斯林文学与西班牙语文学之

间的亲缘关系开具证明，该书引用了不少

极为有趣的例证，有时还在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提出大胆假设。我们可以在书中读到

用阿尔哈米亚语创作的彩诗缀句——哈尔

恰。这种在今天看来既像拉丁语又像阿

拉伯语的怪异文字，是生活在穆斯林西班

牙的基督徒所使用的语言，是用阿拉伯字

母或希伯来字母拼写的拉丁俗语。该书

指出，哈尔恰中频繁出现的女性幽怨与期

待的主题，在后来的西班牙语谣曲中得到

了发展。在叙事文学中，这种承继关系的

例证更为惊人，比如在阿拉伯“玛卡梅”与

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故

事情节雷同现象，阿拉伯寓言故事经典

《卡里来和笛木乃》与西班牙第一部“俗

语”小说《卢卡诺尔伯爵》不仅在内容上，

而且在叙事结构上有颇多相似乃至重合之

处。抚卷遥想，穆斯林在西班牙生活了那

么长的时间，不可能什么也没留下；他们不

但留下了一些建筑遗迹，更留下了潜移默

化到西班牙文化中的精神遗产。当我们

将中世纪时期南方的穆斯林西班牙与北

方的基督教西班牙作比照时，更能意识到

这一精神遗产的重要。穆斯林君主往往

表现得比基督教君主更为宽容，允许治下

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保留各自的信仰，允许

文学创作者自由表达情爱主题。因此，当

西班牙语世俗文学兴起时，相比于中世纪

基督教西班牙留下的庄严颂圣的宗教文

学，作者们倾向于在更有活力、更接地气

的穆斯林西班牙文学宝库中寻找可资借

鉴模仿的资源。然而，对于欧洲人来说，

要承认穆斯林文学对欧洲文学的影响是

需要勇气的，这就牵涉到一个更为宏大的

话题：如何定义欧洲？

试图为欧洲划定明晰的边界、从而建

构一个“纯粹”的甚至超历史的欧洲概念

的人，是拒绝承认欧洲文学中的穆斯林元

素的。在他们看来，与其说欧洲的形成过

程中包含了穆斯林因素，不如说欧洲恰恰

是在基督教反抗伊斯兰教的无数次战争

中渐渐成型的。也有一些人认为，多元性

是欧洲的本质，欧洲的活力恰恰体现在其

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上。这就是为什么在前

南内战中，当信奉天主教的人、信奉伊斯兰

教的人和信奉东正教的人陷入血腥厮杀

时，像苏珊·桑塔格这样的知识分子会为欧

洲感到由衷的悲哀。

无疑，《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文学通

史》体现的是一种宽容的、文化杂交主义的

视角。当我们意识到许许多多的文化事实

上都是杂交文化时，就不会过于纠结文化

的边界在哪里、又如何保持文化的“纯粹”

了。中国文化同样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

化，少数民族文学同样是中国文学必不可

少的组成部分。对于博尔赫斯来说，世界

上所有的作家写的是同一本大书。他的

说法看似荒诞，却提醒我们在看待文学作

品时，应当时时超越语言、民族的边界。

我期待着《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文学通

史》后续几卷的出版，特别是第四卷《西班

牙语美洲文学：古典时期》，应能看到美洲

前哥伦布时代的玛雅、印加、阿兹特克文明

的文学宝藏，这些宝藏不仅是今天拉美文

学隐秘幽深的源头，也是“人”这本大书的

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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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文学通

史》第一卷做出了一个开创性的尝

试：将西班牙文学的源头向上延伸

至西哥特王国时期，从而将西哥特

拉丁文学与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纳

入西班牙文学史的框架中。

洛尔迦

亚美利科·卡斯特罗
克劳迪奥·桑切斯

“文学没有欺骗，因为当我们打开一部虚构小

说时，我们是静下来准备看一场演出的；在演出

中，我们很清楚是流泪还是打呵欠，仅仅取决于叙

述者巫术的好坏，他企图让我们拿他的谎话当真

情来享受，而不取决于他忠实地再现生活的能

力。”（《谎言中的真实》）一向，我对巴尔加斯·略萨

的这句话深以为然，并把它视为小说的真理。小

说可以取自真实生活,也可以是幻想、想象、梦想

与历史发生的混合物，它甚至可以指向未来——

在这场严肃和游戏同在的“演出”中被我们追究的

只有“叙述者巫术的好坏”，它有没有说服能力让

我们“感同身受”或“信以为真”。好的文学都具有

强烈的真实感，无论它们写下的是国王与幽灵还

是卖火柴小女孩的临终生活，是骑鹅的旅行还是

窄门里撒旦出入的世界；只有“巫术”拙劣的叙述

者才难以说服我们，让我们看到假和种种混乱编

造的痕迹，即使他们写下的就是此刻正在发生或

已发生于他的身上。

我对石黑一雄《被掩埋的巨人》的嘲笑与愤怒

即产生于此——我不会嘲笑他故事中的幻觉成份

以及“龙”的存在，恰恰相反，这是故事介绍中吸引

我的地方，我更希望看到一个亚裔英国人所书写

的西方故事，一个容纳历史和神话共存的故事，它

构成了我对阅读的“先期热情”，让我心生嘲讽乃

至愤怒的仅仅是石黑一雄“巫术”的拙劣，是小说

中层出不穷的漏洞与混乱，是他匮乏逻辑和耐心

的粗暴设计。

小说的开头多少带有17、18世纪古典小说已

显滞后的“介绍性”，就整部小说而言，石黑一雄让

主人公埃克索与比特丽丝牵手而行，每到一处都

是毫无生趣和“意外”的介绍……滞后的、臃长的、

套路式的介绍充盈在小说中，他几乎没有更好的

办法将它溶解于故事。不止于此，小说第一句“要

找到后来令英格兰闻名的那种曲折小道和静谧草

场，你可能要花很长时间……”其实是溢出故事

的，它的叙述支点是“现在”，是从故事中的“抽

离”。介绍过男女主人公之后不久，石黑一雄又一

次跳出故事：“我无意让人觉得，那时候的英国就

只有这些东西，以为当辉煌的文明在世界其他地

方蓬勃发展之时，我们这儿的人还刚刚走出铁器

时代。假使你能够在乡间漫游，定会遇到……”他

的跳出让我以为是试图为故事建立一个当下观察

的向度——然而没有，他只是为没到过“我们这

儿”的人做出注释，之后便一头钻进故事跟着叙事

走了。可他的跳出却给我们进入故事造成了小小

阻挡。

如果石黑一雄书写的故事足够精彩深刻，有

足够的说服力，我们可以原谅他的技法滞后和某

种粗劣，原谅他文字中含有旧有方式“未褪尽的

壳”，问题是《被掩埋的巨人》几乎是混乱、劣质、想

当然的集大成，所谓的深刻一是无法和小说叙事

构成相融性的妥帖，它是硬性的植入同时又是无

本之木；二是这种所谓深刻其实也是拙劣、混乱、

呆滞而缺乏逻辑的，它不仅僵硬而且值得怀疑，经

不起追问。小说中的人物、故事普遍即插即用、用

后即弃，他们完全是无力自我掌控的牵线木偶，不

得不顺从于一个“坏上帝”的随意安排。

许多时候，石黑一雄写下一个词，一句话，而

接下来在同一页上甚至间隔不过几个字几十个

字，他马上又写下另一个词另一句话，它们是自相

矛盾的，缺乏延续和逻辑。纳博科夫曾强调，对于

一个天才作家来说，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

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后果——然而

在《被掩埋的巨人》中，我实在找不到后果、故事走

向和人物性格的必然性。甚至，人物行为的必然

性也不具备，我们不知道他为何如此，是什么原因

让他如此，甚至，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想还是不

想，做还是不做。混乱和前后矛盾无处不在。

比如在龙被杀死、失忆迷雾散去之后，比特丽

丝说，“是回想起来的，还有别的呢，我们之前怎么

会忘了呢？我们的儿子现在住在一座岛上。”——

失忆之雾散尽之后，她应清楚自己的儿子已在瘟

疫中死亡，她如此说，怎么也不像是记忆恢复的样

子。在整个小说中这团造成人失去记忆的迷雾时

而有效时而无效，时而对这个人有效时而对这个

人无效，完全取决于石黑一雄的意图安排。他比

小说中的那个上帝更有控制力，也更具体——他

会照顾到具体人的具体记忆，间隔性、专业性地朝

头脑中塞入迷雾。

“从远处看，这个村庄是两圈整洁有序的房

子，但一走上村子里的路，埃克索惊讶地发现，这

儿成了混乱的迷宫”——小说第48页介绍撒克逊

人寨子时曾这样写到。惊讶地发现这儿成了混乱

的迷宫，这也是我对《被掩埋的巨人》的最大感受，

不断有突兀、混乱、前后矛盾的语词和故事冒出

来，不断有突兀、混乱、毫无逻辑的“深刻”和人物

行为冒出来，然后又消于无形。对于一个反复强

调“文学的魔法”、强调“理念的烟完全可以化身成

真实的魔鬼”的写作者来说，我不会从《被掩埋的

巨人》中寻找所谓真实的生活或者真实的人物，对

于所有的文学我都不会；但我会追究书中“自成一

体的天地”的自洽性，追究它是否让叙事在完整而

严苛的逻辑衔接中走向“必然后果”。石黑一雄完

全视故事的自洽、人物性格的自洽以及问题的自

洽于无物，他无视这些人的内心，也无视他们的性

格因素，更无视他们行为的合理与否。

在《被掩埋的巨人》一书中，诸多人物都带有

强烈的牵线木偶的性质，而其中大部分属于即插

即用、用之即弃。在“废弃的宅子”出现的船夫和

那个剥兔子皮的老妇人，他们其实可以作为故事

中重要的起伏线，因为他们与“寻找记忆”与“记忆

恐惧”是有着特殊的、内在的辅助联系的，如果用

好，它会是妙笔，在这里理念的烟完全可以化成真

实可信的“魔鬼”，然而那种即插即用、用后即弃的

随意感和不顾自身逻辑自洽的行为却毁了它。

虎头蛇尾，是《被掩埋的巨人》显著的习惯性

“通病”，说它是通病是因为在这部小说中这一病

症一再出现。母龙魁瑞格制造了笼罩整片地域的

遗忘之雾——能制造如此宽广厚实的静谧之雾的

龙应是庞然大物，有让人畏惧的某些能力，即使它

在衰老，为我提供这一“印象”的还来自于前面的

诸多渲染。可真正要完成屠龙的时候，它就是一

只连眼皮也抬不起来甚至移动一下都费劲的“大

虫子”，“维斯坦突然开始向前移动……在此过程

中，他的剑划了一道又急又低的孤线，埃克索看见

母龙的脑袋飞到空中，滚了几下，最后在石头地上

停住不动了。”

当然有技术可以处理好这个屠龙的故事，伟

大的作家会有意让读者“心理扑空”，渲染“前戏”

而在关键性节点则戛然而止——可他们不会让几

乎所有埋设一并虎头蛇尾，顺流滑下，而是会在另

外哪怕支流处设置纠缠和阻挡，关键性节点的戛

然而止才会生出力量。一个好的作家应当也必须

懂得阅读者有怎样的阅读期待，如何利用并时时

挑战这种期待，尽管他可能会固执地写给“无限的

少数”，但在对无限少数的具体针对中，他能在博

弈中获胜。当然，卓越的作家不会只满足于此，他

们更愿意告知你世界和人生，并不像你想象的那

么简单，它的丰富和歧意在真理和真理的背后。

巴尔加斯·略萨曾表示，他着迷的是小说中的

智性因素，但他也为小说的智性因素提供了限制

性的前提：一切智慧的因素，都要以某种方式溶化

到情节中去；不是通过作品的思想，而是通过作品

的颜色、感情、新颖、奇特、悬念和神秘感等等完成

一个极具魅力的、独成一体的天地。如果一部作

品仅仅提供了历史参照或不可融化的所谓深刻也

是很不够的，因为它缺乏艺术的魅力，而这样的所

谓深刻往往可以在哲学、社会学的粗陋的小册子

里得以更好的说明。

小说第一位的是艺术，第二位的还是艺术，第

三位的依然是艺术，在艺术性之后才能谈及它是

否“思想深刻”，能不能提供我们需要认识却还没

有认识的可能。我们且看石黑一雄在小说中试图

植入的理念是什么，它是否新颖和合理，是否的确

对我们习焉不察的生活提出了警告？

战争与和平、民族之间、不同信仰之间，这些

当然是重要而又有现实针对的重要议题。不列颠

人和撒克逊人之间的和平来之不易，但它是以不

列颠的亚瑟王背信弃义的血腥屠杀来完成的，这

便成为不列颠人的“原罪”，不仅使僧侣们承担着

忏悔，就连不列颠人的上帝也不愿回忆。母龙魁

瑞格和它的遗忘之雾就是如此产生的……但和平

与和解只能依靠遗忘之雾才能完成吗？如果人们

有了记忆就开始仇恨和复仇，就会尸横遍野，那遗

忘之雾是不是也是仁慈和良善的手段？小说中没

有提供答案，它没有提供通向问题内部的途径。

这很重要，它会把我们的思考引向深入——是的，

我们多次阐述小说并不负责提供解决问题的办

法，小说的诞生地是“道德被悬置的领地”，但，通

向问题内部的途径不可或缺，任何小说的深度都

不会只停留于呈现的表面。

遗忘之雾或失忆之雾——它的确可以容纳众

多的赋予，它可以暗含权力组织的遗忘，暗含因为

羞愧和不愿提及而自我回避的遗忘，麻木生活和

不思忖而造成的遗忘等等……遗忘之雾封闭的是

两个民族之间“可怕而痛苦的记忆”，当然具备深

刻性。可这是“深刻”的起点并不是“深刻”本身，

要达向深刻需要一系列的环节搭建，需要通过作

品的颜色、感情、激情、热情、新颖、奇特、悬念和可

能产生的神秘感——可石黑一雄没有做到。

有朋友曾对我提示，对这部小说的阅读是有

门坎的，如果我不了解不列颠人与撒克逊人曾经

的战争历史就进入不了它——我理解他的意思，

但我从来没有为任何一部小说准备历史词典，无

论是在阅读《哈姆雷特》还是《静静的顿河》，无论

是阅读《铁皮鼓》还是《午夜的孩子》。它们是小

说，我阅读它是想进入它自成一体的独特天地，是

想和其中的人物一起面对事与史，面对内心和炎

凉。而且，任何一部技艺高超、有艺术魅力的小

说，都不会在所谓的知识上设置阅读障碍，它会有

相应的、恰当的处理，就这些知识而言，他要让本

民族的人懂得明白，而另外民族的、另外语言的人

凭借良好翻译同样读得明白。

巴尔加斯·略萨认为小说的真实性“取决于小

说的说服力，取决于小说想象力的感染力，取决于

小说的魔术能力。一切好小说都说真话；一切坏

小说都说假话。因为‘说真话’对于小说就意味着

让读者享受一种梦想；‘说假话’意味着没有能力

弄虚作假。”如果仅以这部《被掩埋的巨人》为凭，

我会认定石黑一雄是“没有能力弄虚作假”的。

《被掩埋的巨人》：匮乏逻辑的设计与僵硬的牵线木偶
□李 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