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文化

致 读 者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上
升，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面向世界、走向世界。为此，更
全面、深入地了解国际文化动
向，更多面、冷静地把握世界
文明浪潮，是丰富我们的全球
视野并推进各国交融的必由
之路。
从 2011年起，我们将推
出《国际文化》周刊，意在聚
合光明日报国内外文化报道
资源，与读者朋友共同探讨中
外文化对话、交流之道。欢迎
您给予批评、指导、评价。

巴尔加斯·略萨其人其文

许多报刊说我是介绍马里奥·
巴尔加斯·略萨到中国来的第一人。
我认为如果忽略了 1979年中国、西
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
的成立，就不可能有这个“第一人”
的出现，因为是在这个研究会成立
的大会上，许多代表听了我的论文
之后，认为介绍巴尔加斯·略萨到中
国是有必要的。有了这个共识，杂志
社和出版社才有了勇气，发表和出
版了他的一系列作品。
从个人角度看，我放在翻译、研
究巴尔加斯·略萨作品上的时间和
精力也不是什么 “毕生研究和追
踪”，因此，我对他的研究是缺乏深
度的；我和他的直接交往仅有两次，
还有些电话交谈，因此，我对巴尔加
斯·略萨其人、其文的看法只是一些
感觉而已。
1994年 7月 12日，中央编译局原
常务副局长尹承东约我一道去北京王
府饭店见巴尔加斯·略萨。我的第一印
象就是双方一见如故。我记得他说全
家六口是从几个不同的地方来中国
的，因为两个儿子、儿媳、女儿分别在
不同的国家工作或学习。大家相约来
北京是因为都对中国的变化感兴趣。
我在翻译《水中鱼》，有些疑难请他帮
忙，他当时正准备去长城，但立刻让他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拥
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作家及
诗人，有“结构写实主义大师”的称
号，酷爱足球。曾短期从政，年轻时
曾加入秘鲁共产党和支持古巴革
命。后组建新党，立场 “右倾”，
1990年在总统竞选中败给藤森。
他读过中国作家鲁迅、茅盾、巴
金等的作品，也曾于 1994年 7月 6
日偕家眷来华访问。

夫人去招呼全家打点行装，而他自己则 争取自由，他才拼命要去欧洲：先是巴
不急不忙地跟我和尹承东聊天，还接过 黎，后是马德里。文学创作的成功既帮
我手中的原文仔细查出印刷错误，一一 助他解决了生计，又让他找到了宣泄
改正。
精神压抑的渠道。但是，他并不属于秘
1995年 10月我在西班牙教书的 鲁的低层阶级。他自己虽然经济拮据，
时候，参加了穆尔西亚大学举办的
可他母亲方面（尤其是外祖父母、
巴尔加斯·略萨作品国际研讨会。由
三位舅舅） 的帮助对于他完成大
于组委会安排我和巴尔加斯·略萨
学学业至关重要。他婚后独立生
在同一家饭店，因此可以和他朝夕
活时拼命打工，有时兼职多达七
相处，我和他长谈两次，共进早餐两
项，随后就去马德里攻读博士学
次，交谈的内容很广：文学、社会、人
位去了。毕业后，他在大学教书、
生、文化交流等等。记得谈到版权问
在巴黎广播电台做西班牙语播音
题时，他爽快地承诺与版权代理人
员和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生活是
打招呼，事实上当天晚上他就与巴
稳定的。后来他逐渐过上了舒适
塞罗那代理人通了电话。我的感觉
的生活：伦敦有房子，马德里有房
是，此人容易沟通，平易近人，慷慨
子，纽约有房子，利马有房子。如
热情，诚信可靠，可以做朋友。
果说他 1958年前过的是温饱生活，那
关于他的作品，我认为在创作早 么现在应该是“大康”生活了。此时，
期， 他个人的 生 活 体 验 （《 城 市 与 他对秘鲁底层大众的极度贫穷、落后
狗》）、他家乡的环境（《绿房子》）、当 和愚昧的状态虽然有些耳闻，但并没
时他在新闻界的见闻（《酒吧长谈》和 有直接体验过，因此他对秘鲁社会尖
《劳军女郎》）占了主要部分。这就是 锐的阶级矛盾不可能有深刻的认识。
说，早期的巴尔加斯·略萨创作灵感来
读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会发现
自他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和 20世纪 他是“喜新厌旧”的，题材从不重复。
40-60年代的秘鲁社会生活。而那时他 《城市与狗》写军校的学生生活；《绿
的生活有三个方面：缺少父爱及十岁后 房子》写沙漠边缘的一座青楼变化以
与父亲的冲突、枯燥乏味的学生生活和 及原始森林中土著人的习俗；《酒吧
黑暗的军事独裁下的社会，三方面的共 长谈》 写军事独裁下利马市民的情
性就是让他感到压迫。为了摆脱压迫 绪；《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写作者与胡
利娅的爱情以及底层人民的境
遇……这说明作家具有非凡的
作者介绍
才气和丰富的想象力，但他显
然是在刻意求新，也许每种题
材都浅尝则止，挖掘不深。在艺
赵德明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 术表现手法方面，略萨也喜欢
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 花样翻新，他追求过小说结构
名的西班牙语言文学研 更新，喜欢把意识流、内心独
究者和翻译家，翻译的 白、电影蒙太奇手法糅合在一
起；进入 90年代后又回归写实
西班牙语作品达 40多 之路。我的感觉是他并没有形
种。他最早把巴尔加斯· 成自己固定的艺术风格。
略萨的作品译成中文，
巴尔加斯·略萨对社会和
是巴尔加斯·略萨作品 人生的看法也是多变的：年轻
时信仰马克思主义，中年时信
的主要译者之一。
本文作者与巴尔加斯·略萨 1995年摄于西班牙
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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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在文学作品上，中年以后，他的
高峰作都是在欧洲创作的，例如《世界末
日 之 战 》（1981） 和 《 狂 人 玛 依 塔 》
（1984）。这两部作品都批判了无政府主
义思潮和极左游击中心思想，从对拉丁美
洲的本质上说，他的认识有了提升，但对
农民的认识依然只是站在同情的立场上，
对他们在精神上的迷茫和愚昧没有做深
入的发掘。因此，拉丁美洲评论界认为，巴
尔加斯·略萨的思想倾向在“向右转”。
1989-1990年他在竞选总统的纲领
中希望消灭腐败和解决经济危机，“药
方”则是社会财产私有化、政治法制化和
精神文化自由化。可是，从他的回忆录
《水中鱼》来看，他追求的“自由”有相
当多的乌托邦色彩。以秘鲁 80年代末为
例，如何解决贫困问题，是任何一个政党
无法回避的难点。在他竞选总统的纲领
中就没有任何有力的“脱贫”措施，“书
生气”和“浪漫情怀”导致了他在竞选中
失败。
用他自己在回忆录《水中鱼》的话就
是：“我对秘鲁下层百姓的了解，几乎从
零开始。”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
向，到了 90年代以后的创作可以看得较
—情爱笔记》（1997）、
分明：《继母颂——
《山羊的节日》（1998）和《天堂在另外
的街角》（2003），题材分别是婚姻情爱
问题、多米尼加共和国元首被暗杀的故事
以及法国画家高更和他外祖母的故事。三
部长篇小说都与他的祖国无关，都与拉丁
美洲的穷人无关。这恐怕是他长达 40多
年脱离祖国的缘故。
记得 1995年秋天，我在西班牙穆尔
西亚大学举行的巴尔加斯·略萨国际研讨
会上发言时说：“假如您 （他在会场第一
排就座）大选胜利，世界会少了一位优秀
作家， 但未必会增加一位杰出的政治
家。”在会场上响起掌声的同时，我看见
他也在鼓掌和微笑。
作为一名优秀的作家，巴尔加斯·略
萨 50年来对文学的热爱和对创作孜孜以
求、锲而不舍的精神令人感佩。在他经济
拮据的年代里，他坚持写作；在功成名就
的岁月里，他依然坚持写作。例如，1994
年他对我说，准备写一部以暗杀多米尼加
共和国元首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还准备写
法国著名画家高更和他外祖母的故事。我
以为只是他脑海的故事，要变成文字不知
等到猴年马月呢。谁知过了六年后《天堂
在另外的街角》和《公羊的节日》都出版
了，而在这期间他又获得了好几项国际文
学奖，其他社会公务性活动也让他忙得不
可开交。我想其中的关键就是勤奋，就是
对创作的痴迷所产生的动力。我相信“天
道酬勤”的道理，西班牙语也有类似的成
语，直译就是“上帝帮助早起的人”。为
此，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巴尔加斯·
略萨，应该是他当之无愧的了。

欧洲人的担心与宽心

域外杂谈

去过亚洲，可我知道，欧洲离不开亚洲，
离不开中国。
意大利一家公关公司的职员路易
莎的回答却充满了亚平宁半岛的智慧：
也许现在就该轮到中国了！欧洲不也曾
经辉煌一时吗？大家都应该被轮到。中
国人过后，也许是巴西人、非洲人……
听听，她的意思是“城头变幻大王旗”，
“你方唱罢我登场”。
法国诺曼底一家苹果烧酒酒庄的
所有者色希尔，则坦率地说，欧洲人害
怕中国人。中国人太勤奋、太能干。中国
经济近年高速发展，而同时欧洲企业倒
闭、失业增加，即使二者没有直接关系，
也让欧洲人对中国很害怕。不过，他强
调说，这倒不是欧洲人讨厌中国人，欧
洲人对中国人还是尊重的。
色希尔还说，他得到的“好消息”是，
欧洲人自己内部讨价还价、吵吵嚷嚷，从
—喷法
中国人也开始注重生活品质了——
根儿上说，其实都是这个事。
自己内部摆不平，现在又冒出来个快 国香水、喝葡萄酒、吃大餐，热衷旅游、度
速发展、欲图重新振兴的文明古国中国， 假、享受等等。“这样，不光我们的产品有
欧洲人由此感到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威胁， 新的市场了，特别是……”他带着资产阶
其实逻辑上也是自然的。把“如何看待中 级特有的审慎，表情神秘地对我说，“人，
国”这个问题提给欧洲人，得到了不尽相 只要一开始注重享受，一般而言，工作就
不那么勤奋了。这也能给我们欧洲人留点
同的答案。
马 祖 迪 埃 是 法 国 国 民 经 济 统 计 院 机会。”
—哦！我明白了，他的逻辑是，中国
——
（相当于我国国家统计局） 的总经济师，
现在已经退休。他认为欧洲人还没有认识 人勤奋就是威胁，中国人如果也和欧洲人
到中国的重要性。他以曾经终生服务过的 一样香车美酒纸醉金迷、追求高福利早退
这家法国机构为例说，他们更愿意去援助 休，那威胁好像也就没那么大了！
一个非洲小国的统计项目，而不是和中国
作者介绍：
的同行交流。
何农，本报常驻布鲁塞尔记者，曾任
而比利时一个还在念私立高中二年
级的学生于勒则说，要是没有欧盟，比利 本报常驻巴黎记者。出版《推开法国一扇
—因为我们 窗》、《左岸偏左右岸偏右》、《以巴黎为
时在中国面前，什么也不是——
太小了！有了欧盟，虽然在中国人眼里，比 借口》等多部著作。
利时可能还是“什么也不是”，可欧盟加
插图作者 赵和平，本报国际部编
在一起，那就不一样了。他还说，虽然我没 辑，曾为文摘报美术编辑。

希帕提娅的故事属于历
史文化的一部分，直至今天，
还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我
们所说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四
世纪至六世纪之间。
是那个时代掌权的男性
出于嫉妒，而不经过任何审
判程序，杀害了希帕提
娅——
—一个为大家所欣赏的
科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
哲学家。
她曾是一位为大家所公认的智
慧女性。如果她没有被杀害的话，那
么今天，在柏拉图哲学学派中，我们
将会看到她的作品和柏拉图、普拉
提诺的作品在一起。
希帕提娅公元 415 年死于亚
历山大港。
在电影中，关于她的死的处理
被表面化和淡化了，实际上，她是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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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帕提娅的错误
——
—电影《城市广场》人物心理分析
（安东尼奥·梅内盖蒂）
作
者
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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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梅内盖蒂
意大利著名心理学家，本
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哲学博士。
其心理学著作有 40余部，中文
译著有 《本体心理疗法》和
—电影和
《电影本体心理学——
无意识》。

西班牙导演亚历桑德罗 -阿曼巴
作品，讲述公元 4世纪的埃及，杰出的
女数学家、占星学家、哲学家希帕提
娅，被当时逐渐兴起的基督教视为异
教徒而最终害死的故事。

开完一个柏拉图会议，在回家的路
上被极其残忍地杀害的。
我们先把她所受的折磨和感情
放在一边，也先不去分析历史原因，
让我们分析一下希帕提娅是否也有
一些心理错误。
希帕提娅没有使用双重道德：
人有一个主观的真理，它是纯洁的，
任何人都不能违背它；但同时，还有
一个社会的真理，是其他人的。人不
能将他的主观性强加于成千上万人
的意识之上，这样将变成幼稚的无
政府主义的独裁。希帕提娅应该采
用双重道德，继续使自己能够影响
社会。因为她是亚历山大港柏拉图
学派的负责人。
另外一个问题，是希帕提娅对
自己女性身份的管理。
她一直在明显地、不断而全面
地展示自己女性的性感。她在当老
师的时候，只教男性，就是在电影
中，也没有看到女弟子。她非常直接
和移情。她把性感的语义传递给所
有的物和人：“都来看我吧。我是唯

船主与爱犬
摄影

一的，你的脑子里和记忆里不应该有
任何其他的人！但是，你不能碰我！”
她并没有解决自己的本能，她谈
论宇宙，谈论月亮，但是不断地将自
己作为一个位于第一位的、被渴望
的、却又得不到的事物播种在周围人
的心中。就像一些母亲，对自己的儿
子们所做的一样。
研究一下她的人生，就会惊讶于
—剥皮、肢解和
人们杀死她的方式——
焚烧。我意识到，她的行为让人们对
一个总是在不断诱惑着他们，却又从
来不会得到的事物感到绝望的无能
和备受折磨；是一个主要本能的持续
的、苦涩的、处于下风的失败。这就是
为什么她被残忍杀害的原因。这是她
自己在人们身上所播种下的感情而
引发的宣泄方式。
她是一种情结的牺牲品，是一个
巨大力量的牺牲品，这个力量无法被

转化为理性，无法投入到主体的
“我”中。
发生在希帕提娅身上的悲剧，是
她不成熟的心理导致的。
希帕提娅的第一个错误，在于毫
无保留地将自己作为女性的性感展
现在没有受到教育的大众面前。这引
发着周围人的愤怒，直至将她杀死。
第二个错误在于，她在社会中，
努力要显示出自己的智慧和哲学头
一把交椅的地位。但让人们承认一个
女性是柏拉图学派中的头号哲学家，
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不能容忍的。
这是一个本来有机会使自己伟
大的女性。她的错误对于今天的女性
也有很多启示。
一位女性是领导者、是职业人员
抑或是在显示自己的女性身份，男性
是能一目了然的。如果一个出色的、
智慧的女性想成为领导者、教师或是
心理咨询师，她就要做到职业。如果
她意识到自己正在 “玩女性游戏”，
她就应该改变工作。
（熊妤译）

布拉格伏尔塔瓦河畔，从事旅游业的私人
游艇很多，竞争非常激烈。这位年轻的女船主是
为没有游客而着急，还是另有所思？这让每天跟
随她的爱犬难以揣测。
吕淑梅，新华通讯社摄影部记者，中国摄影
家协会会员，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会员，本报驻布
拉格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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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上说，20世纪之前的几百
年，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是欧洲的
天下。欧洲的经济在那几百年中得
到了长足发展，欧洲的科技和文化
水平，在那时也独领风骚。即使在
国际关系、地缘政治中，欧洲也取
—遍布世界各
得了巨大的成就——
地的殖民地就是证明。
19世纪末期开始，特别是经过
欧洲人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最终
让欧洲人意识到：欧洲世纪恐怕要
彻底结束了！自从美国崛起、苏联崛
起，还不说现在正在加速发展的中
国、巴西、印度等等，使欧洲人明白
了一个道理：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今
后想只靠自己，与这些国家平起平
坐，难了！
二战后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欧洲大
国成立法德煤钢联营，以至于发展成今天
已经有了 27个成员国的欧盟，其最直接、
最世俗的考量和实际功用，除了最大可能
地避免了像一战、二战那样欧洲人自己之
间的互相残杀，就是“团结起来，一致对
外”了。其实很多欧洲老百姓心中都有一
个若隐若现的担忧：欧洲会不会被淘汰？
再进一步说，欧洲还有无可能重振雄风？
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科技上的、文化上
的，引领世界潮流的雄风？
这里，问题就提出来了。如果要走联
合图强的道路，就要面临一个放弃现有的
各自权利（主权让渡）的选择。而这些权
利是过去几个世纪中，各国经过多少腥风
血雨才得到的。所以，对相当多数的欧洲
百姓而言，让渡权利的路能走多远、自己
能承受到什么程度，尚无法预料。多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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