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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霍根(Linda Hogan，1947- )，美国本土裔诗人，作家。霍根

常年致力于研究和撰写美国本土裔奇卡索部落的历史、神话和文化生

活，不断从自然资源和风貌中汲取灵感。她曾提出文化生态系统的概

念，即文化体系中也有掠夺者，有栖息地的失落甚至“种群”的消亡，而

生态劣势源于文化误解、误传和造神。

塞纳河上的东方映象塞纳河上的东方映象
————读巴黎三部曲读巴黎三部曲《《岁月的记忆岁月的记忆》》 □□沈大力沈大力

自环保主义思潮及环保运动发端以来，生态

批评、环境批评相应相随，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深

深吸引着评论者的兴趣。在对自然进行的文学书

写中，文学想象空间对自然的偏离可以是有意为

之的，文学想象能够打开关于人类与自然或自然

与文化的认识论空间，偏重人类对待自然的伦理

回应。美国当代印第安女作家琳达·霍根

（Linda Hogan） 的 《灵力》（Power） 就是这

样一部蕴含浪漫想象和伦理拷问的生态之作。作

为印第安契卡索族一个擅长讲故事的家庭的后

人，她既是一位环保主义者，又是一位杰出的诗

人和小说家，她的环境理念与对自己部族的关怀

紧密相连。《灵力》以部落的传说为背景，以阿

玛猎豹的故事为主线，深入探讨了人类与非人类

自然的关系。在这个半虚构的生态作品中，自然

想象空间中的非人类自然具有不亚于人类的物质

实践能力，自然的主体性被凸显，打破了西方传

统的自然/文化的二元建构，为读者开启了新的

认识论空间，表达了独特的生态关怀，它从自然

想象空间到躯体交互伦理空间的书写尤其应和了

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浪潮。

《灵力》首先展示了非人类自然作为自在体

的维度。物质生态思想认为，自在体不以人的意

向性和主体性为转移，进行本身的自在“表

演”。在《灵力》中，自然是比人类更强有力的

行为主体，欧尼（风）、飓风、风暴尽情甚至是

肆意地表演，“大风吹过，水漫四野……整个大

地都在移动和闪烁，就好像有了生命。道路也不

过是天空折射的光影……天堂坠落了”。作品之

所以描写这种天堂坠落、覆地翻天般的末世景

象，是因为美国土著人民及其家园所遭受的“地

理暴力”。霍根的生态书写融会了种族视野，以

特殊的呈现方式在环境危机与土著居民的危机之

间构成了一种平行关系，泰伽族已成为濒危人

群，而他们奉若神灵的豹也只剩下了三十来只。

白人世界向泰伽部落不停侵入，扰乱了他们安宁

的生活，危及了濒危物种豹的生存，生态平衡的

古老法则被废弃，几近严重到了生态及种族文化

灭绝的地步。而同时，环境在作为一个“非人类

的证人”之时，也做出自身的回应和反抗。所以

风暴降临，鸟、蛇入屋，被风吹走的衣裙在枝杈

上飘动，被狂风卷起的动物恐惧地升上天空。而

自然的反抗在此时，根本“不在乎”人类的渺小

和惊惧。在《灵力》的后人类空间中，人类与非

人类自然同样是有自身能力和权力的行为体，都

是世界生成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暴风雨等典型

场景的营造，拆解了人类固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

观念，为不可忽视的存在与无可否认的能量和力

量正名。

《灵力》中的想象尤其发挥出阐释环境正义

的特殊作用。自然的自在体固然不是拟人化的和

可化约的，但是在文学想象中，人化自然、人化

动物行为的写作的主要目的是对人类主体性的让

渡，是让自然“复魅”的一条通衢，就像作者霍

根借奥米西托之口所言：“我们想要将其神秘

化”。这不仅要求人类观察者降低自身的姿态，

更要重建人类的意识。所以，这种拟人并非“感

情误置”，而是为了唤起人类对自然的敬重，以

共情之能力来修复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裂伤。《灵

力》带领读者进入了一个有生命的地球，非人类

自然中最为有灵性的存在即为豹，它被人格化，

赋予崇高的地位。在泰伽人民所信奉的古老的故

事里，金色的豹子像人一样两脚直立行走，“降

下来进入这个世界，其他所有的人类都跟随在

后”。对豹的敬称，将其视为家族成员，是为了

建立人与自然间的亲缘关系，倡导人类从自然中

获得一种伦理上的指导，批判人类对自然的超

越。豹是神一般的、全能的，其存在则可以产生

一种万物有灵论的召唤。在这个再神话化的过程

中，霍根展现出的不仅有自然的他性，更有女性

的神性。豹部落信奉母豹，暗含着将大地尊奉为

母的“女神神学”。《灵力》之中，女性的身体和

土地一样受到压迫，从土地景观与女性身体之间

的联系上进行生态学维度的批判，给予土地和女

性一种政治性的力量。正如霍根在一次访谈中谈

到，“我的写作是以政治为导向的，因为其中蕴

含的世界观无法与政治分离”，这不是直接打响

一场生态防卫战，而是聚焦个体与精神，她在隐

喻层面上归并人类和动物、女性的身体和土地，

以想象自然的力量约束人类自私自利的行为，给

予非人类自然“反驳”的能力。

在《灵力》为自然复魅的过程中，作者侧重

物质话语实践能力的展现，成为对抗文化建构的

大叙事、讲述自己的故事的重要反话语策略。在

西方传统文化中，自然总是被当成被表征者和认

知的对象，失去了自身的自在性和历史性。然而

霍根想在《灵力》中展示的是拥有话语和意义的

自然：“风说着自己的名字，‘欧尼’”；自然才

是拥有知识的主体，给予人类去认知的机会：豹

“教会我们这个词。欧尼，这就是生命本身的词

语，是风与呼吸”。生命进行物质话语实践，话语

同生命息息相关，“因为风之语就是生命之语”，讲

述的是生命何来的故事，“风将历史和豹的世界带

向我的身边”，风“讲述故事。通过空气、话语和声

音传播开来”；豹子有记忆，记着自己怎样给人类

生命和力量，给他们药物，教他们打猎，指引他

们驱散闪电；文章的后半部分甚至还有以豹为视

角的第一人称独白。非人类自然讲述的故事具有

固有的、不为人类所知的知识，自然与文化难解

难分，这正是《灵力》这部作品的又一新意。性

别化的二元对立都是人为建构起的概念，以此诋

毁某些人群和非人类生命并让他们失声。霍根尊

崇能够表达出自然之“心声”的话语，让自然有

机会阐述自己所具的“文化”，这也在认识论上

进行了革新，为营造伦理空间埋下伏笔。她邀请

我们来倾听、解读自然的话语，让读者感到，这

不仅是霍根的号召，更是自然本身的呼唤。

《灵力》让作为人类的读者以更为周密的方

式来解读自然。从后人类视域看来，人类与非人

类自然都存在于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场域中，即拆

解了界限、具有内在互动性的“躯体交互时

空”。“具身性”成为人类和非人类自然之间的连

接点，身体和自然都由物质构成，共同居住于跨

躯体空间之中，都是物质话语的表现。《灵力》

将肉体的内在性与非人类的生命过程相连结，可

以帮助我们想象一种躯体交互的认识论时空，它

是一种如同我们与自己的皮肤一般的“相接触的

空间”，就像奥米西托说，感觉豹的气韵“就好

像成为了我的皮肤，而我浸润其中”。身体是一

种有生产性、创造性的身体，环境促成身体意义

的改变。小女孩奥米西托的成长故事发生在这个

跨躯体空间中，土地创造出她们，她们“从我们

祖先的足迹中拔节而出，然后生成一位女子和一

个女孩的血肉”。身体在跨躯体空间中交互，豹

子与阿玛“好像彼此熟识，在彼此的身躯中存

在”；身体在跨界的行为中如植物一般舒展，也

是奥米西托亲自经历豹女虔诚猎豹过程后的成长

体验；身体解除了辖域，“我如同植物的根与茎一

样生长……我是将要绽放的绿色枝条”，她甚至

说，“我就是这片土地”。这即是人类身体与非人

类自然具有的无限的延展性的写照，他们互为彼

此的延伸，这种延展性同时是伦理的扩展，是跨躯

体空间中交互的个体所呵护的“共情”的种子。

奥米西托的自白让读者体会到的是一种同非

人类自然共情的能力，而《灵力》尤其体现了想

象在创造治愈和救赎空间中的作用。奥米西托多

次说道，部族外的人难以理解他们的故事，而作

为猎豹事件的亲历者和部族传说的信奉者，她能

够体谅阿玛行为背后的意义。所以，故事其实也

是一部奥米西托在跨躯体伦理空间中成长的小

说。在这个空间中，自然拥有着“与小说齐名的

灵力”，一边是令人震慑的破坏力，另一边是滋

养生命的再生之力。正是在同自然的交互过程

中，小女孩受到了震撼，“风以你无从知晓的方

式将你改变”，“我刚刚降生，于夜晚的寂静中站

起”。文学语言让读者超出人类界限，让人类作

为边缘者，想象一种进入自然共同体的可能途

径；也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共情想象，人类才可能

减少成为非人类自然的暴君的可能。《灵力》将

“共情”发展为“伦理”，让读者与一个虚构的世

界中的居民进行情感上的融合，从而想象出一种

更好的生活方式，在真实世界中有所行动，将美

好的愿景化为可能实现的真实。跨躯体空间中的

共情交互将治愈性和完整性带给了一个“迷失的

女孩”，也同样为过分入侵自然而正在堕落的文

明人指明出路，一如奥米西托所说，“我们都等

待着同样的东西，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救赎”。

《灵力》由文学想象空间跨入伦理空间，通

过“以自然为上”的叙事技巧，为读者和非人类

自然之间搭建了一种想象的关系的桥梁。作者霍

根以文学想象展现了非人类自然自在性和物质话

语实践的能力，让非人类自然得到了正名和“复

魅”；同时，她借助想象的再生之力，营造了内在交

互的跨躯体伦理时空，以此追寻共情的关怀以及

后人类的生态伦理。人类应当拒绝任何形式的暴

力，不应为一己之利益而攫取自然、破坏生态的和

谐之美；而要打开共情的伦理空间，呵护自然，参

与到自然的生命过程当中。这样，如文中所说，

“创造现实的歌谣”会继续传唱，“世界还会继续

存活”，久远的生命记忆亦不会失去归宿。

荷兰电影艺术家伊文思拍摄的影片《塞纳河

畔》中，法国民众诗人普莱维尔曾经歌吟：

在那塞纳河，

我体验过，

体验过爱情

和苦难的折磨，

而这一切又在忘乡湮没。

继《巴黎的乡愁》和《塞纳河畔的心曲》两本诗

集，以及《法国华侨华人社会发展简史》之后，法国

华人作家梁源法新近又发表长篇小说《岁月的记

忆》，汇成首部以现实主义笔触描述20世纪后半

叶移居法国巴黎的华侨华人“生活三部曲”《苦难

中重生》《孤独却无泪》和《巴黎三闺蜜》，其中《巴

黎三闺蜜》手稿曾经给笔者过目，刊载在大陆的

《十月》杂志上。从一开始，笔者就亲切感到，这部

作品是作家梁源法对海外华人文学的宝贵贡献。

梁源法系浙江台州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1976年开始侨居法国，凭着在国内打下的文学功

底，他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在巴黎创办《欧洲时报》，

担任总编辑，致力于在异域传播祖邦华夏历史文

化，以赤子之心推动欧洲“龙吟诗社”，在华文媒体

的国际新闻战线上艰苦奋斗几十载。尤其值得称

道的是，他“以文会友”，在组织并活跃当地华侨华

人社团文化活动中功不可没，荣获“欧洲华文传媒

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是巴黎侨界有口皆碑

的著名文化人。梁源法自少年时代就喜爱文学，

移居法国后埋头从事介绍当代中国，弘扬中华文

化的新闻工作，真正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还是最近

10年。他的创作源泉来自累年实际的生活体验，

作品没有丝毫玄虚造作成分，让读者感到自然，有

亲和力。

“巴黎三部曲”中《巴黎三闺蜜》最先完稿，描

写的是林芬、陈美英和张莉三个中国女性在上世

纪80年代一股出国潮中涌到法国，加入所谓“新

华侨”群落的艰难曲折历程。林芬是温州医学院

一年级学生，见家乡一带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女子

到法国闯天下，回来探亲穿戴得珠光宝气，便做起

了“法兰西美梦”，21岁时以旅游签证来到巴黎谋

生。她先在中餐馆“中华怡园”跑堂，后来到一家

服装店打工，整日奔忙，累得筋疲力尽，甚至无暇

去参观“花都”巴黎的博物馆，体会不到任何一点

国内盛传的“法兰西浪漫”。几年后，她碰上了从

事计算机编程的中年法国人保尔，感到似乎与他

有缘分。不料，保尔出了车祸，送医院抢救无效，

不治身亡。林芳闻此噩耗，如坠空谷，仰天哀叹

“人生如梦”，一切都是过眼烟云。

比起林芳遭际的旦夕祸福，她的两个闺蜜张

莉和陈美英的厄运更令人难以接受。张莉的夫婿

徐海涛是温州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

开放的弄潮儿。他看准商机，利用政府对华侨华

人回国投资给予的优惠政策，靠跟当地主管土地

的官员和银行行长的关系，经营起房地产开发，短

时间内便轻易赚取了几千万红利，在法国一跃成

为侨领，名利双收。然而，徐某骄奢生淫逸，在大

陆“泡妞儿”，包养情妇，风流

韵事传到巴黎，导致夫妻分

手。张莉跟丈夫离婚后，精神

空虚，姘了个赌场混混，在老

虎机的丁当响中掉进了无底

洞，输得精光。对方见她落到

借高利贷度日的可悲境地，再

没有油水可榨，即刻消失得无

影无踪。

张莉饱尝人间冷暖，来找

两闺蜜吐苦水，哪知陈美英跟

法国“如意郎君”的婚姻也亮

出红灯。陈美英毕业于上海

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一心向往

法式浪漫，在攀附地道法国人

米歇尔到巴黎的当夜便与其

同枕共眠，以闪电般的速度嫁

给信誓旦旦的碧眼高卢子孙。米歇尔是二婚，婚

后不久即原形毕露，不但酗酒，还公然带其他女人

回家上床，甚至逼迫怀孕的陈美英堕胎，二人最终

“劳燕分飞”。陈美英伤透了心，去到“汉宫大酒

楼”做女招待，屈就当了老板高荣的情妇。

至此，“巴黎三闺蜜”都没能圆异国成家梦，加

入了法国社会人数过半的单身女子行列。三个人

同病相怜，孤伶地坐在塞纳河堤岸上远望巴黎圣

母院高高耸立的尖塔。小说作者描绘道：

“三姐妹也顾不得旁边不时经过的路人，紧紧

拥在一起，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哗哗跌落，淋湿了

胸襟。”

普莱维尔有诗云：

生活静悄悄地

把相爱的人分开，

无声亦无息。

潮来汐去，

冲去了沙滩上

离散情侣的足迹……

《岁月的记忆》第二部《孤独却无泪》记述的是

作者本人目睹全过程的法国女华侨辛酸史。女主

人公是上海人，名叫岳玲，回首自己由中介公司办

“商务考察”签证，怀揣在工商银行总共换到的

500欧元，偷渡到巴黎的“苦涩的十年”，竟欲哭无

泪，迷茫问苍天。岳玲起先在巴黎近郊的“东方饭

店”当洗碗工，后来到离香榭丽舍田园大街去无多

路的“美味餐厅”老板家里当保姆。主人吴伟雄是

温州人，也是趁出国潮偷渡到巴黎的“黑户”。他

靠勤奋和八面玲珑，当上了一个同乡会的侨领，在

一次主持接待中国高规格侨联代表团的欢迎宴会

后，回家乘酒兴强奸了岳玲。人在屋檐下，岳玲不

敢声张，屈辱地默然回到原先与另三个姐妹合租

的蜗居，苟且偷生。不久，四闺蜜之一的陈明英

服毒自杀。陈氏是东北人，丈夫在矿井塌方中被

压死。她凑足8万元人民币交了中介费，由蛇头

牵引，踏上远赴欧洲的“掘金之路”，取道阿尔巴

尼亚首都地拉那，偷渡来到巴黎，为解决居留问

题嫁给年龄极不相称的东南亚华人万富华，并把

儿子姚天升办到了法国。谁知，孽子深陷赌场，

债台高筑，陈明英最终抑郁自尽，让前途渺茫的

岳玲倍感凄凉。

岳玲为取得在法国的合法居留权，结识了法

国人保罗，一年里既为他当免费家庭保姆，又成

了对方的泄欲工具，因为此人丝毫没有娶她为妻

的诚意。岳玲最后认识了被法国当局收留的柬

埔寨华侨姚培林，后者当年在柬埔寨失散的妻女

一直生死未卜，属于只身流落法国的另一类华

人。姚培林愿意帮助岳玲，终于除去伊一大心

患。《岁月的记忆》第一部《苦难中重生》追述的就

是这一部分巴黎新华人在欧土找到异域生活天地

的故事。

《苦难中重生》的主人公是来自柬埔寨的一对

华侨夫妇林海毅和应美妮。迄今，他们俩在法兰

西这块土地上已生活了40多年，但依然保留着一

颗赤诚的“中国心”。1978年10月，林氏夫妇带

着三个孩子逃避“红色高棉”制造的恐怖，在国际

红十字会安排下，从泰国难民营来到法国。林海

毅先在雷诺汽车公司做工，又给犹太裔制衣厂商

当中间承包人，为客户送货，日日辛劳。夫妻俩坚

持让三个孩子学习中文，翻开汉语教材第一页念

“我是中国人。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要求

他们在家里必须讲中国话，在异乡不忘记自己的

祖国。读到这一对普通柬埔寨华侨夫妇的心态，

笔者不禁联想起一位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来法，最

后入法籍的一位知名华人曾在法国电视台上公开

宣称：“我的灵魂属于法兰西！”人各有志，可悲的

是，此君的黄皮肤毕竟难以变更。林海毅靠勤奋

劳作，在巴黎开了中餐馆“金凤凰大酒楼”，生意做

得红红火火。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他遂投身公

益事业，办起了中文学校“法亚友好联盟”，自己担

任校长。他的合伙人陈永华是金边华侨，也有一

段家庭悲欢离合的“人间戏剧”，令读者嗟叹。笔

者不在此赘述，待有兴趣者自己去阅读小说的曲

折情节。

应该说，“巴黎三部曲”乃是《岁月的记忆》作

者尽“民族回忆”的责任，这也是当今的一种普世

现象，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特征。卒读这

部回忆性的文学作品，掩卷细思，领略到作者是要

以法国一代新华侨华人个体生活的实际描绘，凸

显中西方不同文化习俗之间的差异，和由此产生

的冲突。显然，这一矛盾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学因

素。笔者感触最深的，是华侨华人在异邦生存，远

离祖国怀抱时，难免涌上心头的无尽“乡愁”，一种

潜意识的、无言的“月是故乡明”。

《岁月的记忆》表明，小说的作者踏踏实实接

着地气，胸怀寻根意向，直面海外侨界现实，全无

虚饰，通过现实负载忧伤和烦恼的回忆，运用朴实

的白描手法叙事，每一个篇章都是生动的具象，让

读者从中获得深切的感悟。

在塞纳河畔，生活在法国的华侨华人若漫步

到石砌堤岸，观望逝水，嗟叹岁月不居，或许会拂

去往日的尘埃，“回风为飘”，想到阿波里奈尔让人

抒怀的诗句，作为岁月回忆的经脉和拨动人心弦

的修辞意象：

米拉波桥下流着塞纳河，

宛若我们爱的逝波。

旧情已成追忆，

犹记那痛定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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