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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学与神学上的经

历以及我的汉学研究

使 我 对 文 学 文 本 的

角色产生了思考。正如拉纳( K. 

Rahner)所言，文学文本的角色就

是要秘法传授那蕴含在“太初之

言”(Urworte) (1) 的词语偶在性之

中的恩典。我同时属于几种不同

但又互补的文化，而我在言辞和

语言的现实性中找到了自己的身

份。随着时间的推移，属于人类

天性的这两种现象在所从事的文

学研究中显现出来。波兰文化的

经验使我懂得，每一言辞皆为神

圣，就像扔在生活道路上的一粒

面包屑，会被充满崇敬和感激地

拾起来。而法兰西文化的经验令

我发现了言辞能力的深邃广大，

这种深广已经被伟大的法语文学

所昭示。最后，中文的经验提醒

了我，每一个字都具不朽之质，

传言达意，在有无间飘，在虚实

间行，令人之精魂超凡脱俗。

因此，书作为言辞托寄之所

在，在我眼中宛然如人，诞生于

作者读者相契合力，共同营造的自

由空间。让－保罗·萨特曾说过，

有所命名即有所取舍。(2) 同样，写

与读也即人类自由的最高表现，其

形式多样，而在读者身上产生的效

果即为一斑。文学天才巴尔扎克

(Balzac)就曾希望以文学之光照彻

时代疾病，影响读者、净化心灵。

而普鲁斯特，则更倾其所能，追逐

艺术的终极目标，即令人于陶醉中

谛观到平凡生活中所潜藏的奥秘。

文学，尤其是小说，很好地

反映了造物主与其造物之间所建立

Artur Wardega l  万德化

Mystagogy
A suggested approach to the reading of 
literary texts, based upon the inner life

秘传心法
写给文学文本的读者

1. Urworte：词，或者“太初之言”，是《教士与诗人》一文中
的基本概念，讲的是所道出的言辞的最初来源。见拉纳的
《精神神学的要素》法译本，巴黎，DDB 出版社，1964 年。

2. 他  1946 年在索邦大学所做的讲座刊登在《作家的责任》，
Verdier 出版社，巴黎，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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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关系。这种关系以神人之间

的“中介文本”为基础，正是“中

介文本”使传承给被造物的“太初

之言”生机勃勃、绵绵常新。

任何文本都是作者发挥创造的

必然渠道，“舍此即无”(sine qua 

non)。它是

人生戏剧的

舞台。这戏

剧以叙事的

方式而得以

展现，表现

了人如何求

其所来、寻

其所归，且

以 语 言 为

体，言辞为

寄。简而言

之，这是一

出造物主的

合作创造者

与造物主之

间沟通交流

的戏剧。

作者与

读者在戏剧

开展之处相遇，也就是说，在作者

与读者双向互动所构建的中介文本

框架内相遇。一个文本就是一个可

能蕴藏着恩典的地方，一个与造物

主的圣言气息相通、音声相和的地

方，它具备能令作者和读者发生内

在转变的恩典。拉纳所说的太初之

言，即构成文本的要素，就是这恩

典的承载之物。

文本之所造、之所传，皆旨

在给读者一束真理之光，令其作为

人、作为上帝造物主所愿和所爱的

造物完成其命运。

读者的工作与作者的工作之

间的相象令我坚定了一个久存于心

的信念：要知道，所有的文学文本

都与基督相似，它来自作者和读者

双方的激情(既有爱，也有痛苦)。

每一本书都是历经焚膏继晷地书写

才见天日的。在某种意义上，文本

在作者落笔签名之时和读者的受而

读之际被定住了，被钉在了十字架

上。这种钉在十字架上的启示就是

来自作者的天才和创作直觉的一种

恩典，它把文本作为精神食粮和人

类良知的塑造者留给读者。作为忠

实的“秘法传人”的文学文本，在

人之中显像“存在”的表现痕迹，

Vision of St Augustin by Vittore Carpaccio (1475-1526) © Scuola di San Giorgio degli Schiav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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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始终与你我相伴，直至尘世之旅

引我们至“天父之家”，“永恒之

言”之所，而此“永恒之言”仍在

尘世妙音传扬不绝。

最后，我的文章要赞同所有那

些维护文学文本的优先地位的声音，

将文学文本看作是人对其命运和天职

反思的不可或缺的场所。当务之急是

打断文学和语言学中的后现代思潮，

这种思潮造成了言语的去肉身化，使

语言脱离了意义。面对这一解构的趋

势，当代文学最恰当的做法是回到它

诗意和寓言的起源上来，重新找回它

的清晰性和太初之言的超验性，以便

让人稍息繁虑，品味一番词语与静默

的兴神之妙。在此背景之下，我想表

明神学并不是让我们在与绝对之物相

对时，只感到目迷神眩的一种玄学，

它应当是由启示录所启示的人间学

问，以凡俗的语言转述，这语言也

就是虚构的语言，亦即文学叙述的

文本。

借助阅读，人应当像雅各，从

与天使的搏斗中走来，心悟秘法的

他性的存在，在其感悟下，尝试着

阅读自我。

读者—真实性的(再)创造者

当我回忆起自己的初次阅读经历

时，不禁吃惊地意识到，在那之

前我已经读过钢琴的视唱教本和

音阶。在我的生命中，是音乐和

祖父的一台旧钢琴决定性地开辟

了我的文学和写作之路。我清楚

地记得，有一天，对于音阶和无聊

乱弹厌倦了的我将目光投向一台节

拍器上。我把它拿过来，用手指指

着渐变的刻度，逐一辨认上面刻着

的元音和辅音。很快地又看过一遍

之后，我发现这些字的读音是我所

熟悉的：an-dan-te(行板)、an-dan-

ti-no(小行板)、mo-de-ra-to(中速)、

al-le-gr-o(快板)、allegro vivace(活泼的

快板)等等。不过，我却怎么也找

不到 legato(连奏)、staccato(断奏)、

portatto(断连奏)等名称。发现这些

熟悉的词使我心中充满深深的喜

悦。虽然我是独自一人，却突然间

觉得钢琴老师仿佛就在我身边，在

我弹琴的时候用他那清亮、吐字清

晰的嗓音指导着我，这种感觉使我

安下心来，并产生了把那些规定的

曲子再弹奏一遍的欲望。如今，当

我思考阅读、倾听以及受知这些禀

赋时，我更好地理解了伊塔洛·卡

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话：阅读就

是去和将要存在的事物会面。(3) 我

由音乐引起的对刻在节拍器上的意

大利文的初步摸索令我感到了一个

人的存在，这个人使我初次体验了

意大利文的音乐用语的发音。破译

这些记号的第一次阅读使我感受到

一种非肉体的但却同样具有相关性

的、可感觉的存在。是阅读将我引

入了人类的社会和人类当中。因为

阅读，我得以进入我在外表上熟悉

的那些人的圈子里去，或和那些我

根本不认识却通过书写得知他们存

在的人建立联系。随着时间的推

移，阅读成为我的存在的一部分，

3. 尔维诺所著《若来自冬夜的旅人》。这本书是对小说的思
考，主题是对十几篇刚刚开始撰写的小说的阅读，这些小说
既彼此连贯，又都相互包含。由 D.Sallenave et F.Wahl 译自意大
利语，Seuil 出版社，巴黎，1982 年，第 2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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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养成了沉思的习惯，使独处变

得有意义，同时又培养了我对文本

及其文献学的一种真正的激情。由

于经常阅读文本，我越来越喜欢它

们在我身上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效

果。从此，我的思想和存在中就带

有了这些文本。十九世纪的诗歌和

伟大小说陶冶并丰富了我的感觉和

知识。我自由地选择阅读的作品、

时间和地点，带着巨大的快乐发现

作者笔下的人物和思想。我可以继

普鲁斯特之后说，阅读之于我就像

一种无私的友谊，是人们真正需要

并且不愿舍弃的。(4) 

被压抑的阅读，“太初之言” 
发聋振聩的静默   

我的童年和一部分青少年时代是在

波兰度过的。在这个国家，我领教

了写作和阅读这两项关键却又卑微

的活动是如何被政治权力视若危险

并充满嫉妒地看管起来的；只要当

局愿意，就可以禁止成千上万人进

行这些活动。在马克思主义极权制

度下，渴求阅读的大众每天都处在

或去流亡或让心死的矛盾冲突之

中。为了能幸存下来，他们不断地

却又总是得不到满足地一再搜寻可

阅读的文学文本。精神和智识上的

饥荒甚至令他们省下口粮，加入几

百公尺长的购买者队伍，只为能够

得到一本显克维奇(Sienkiewicz)的

《三部曲》或者由米沃什( Cz. 

Milosz)翻译的圣经中的《诗篇》。

这些作品都印在质量最差的纸张

上，有时甚至难以看清。这种对

善言的寻觅，就是在寻求一个看

不见的作者的哺育。作者的思想可

以指明方向，引领人们克服常俗的

消沉，帮助人们生存并建设更美好

的生活。常常有一些带着自由和人

道信息的纸片逃过检查，令掌握所

有武器与镇压机器的那个政权不寒

而栗。显然，该体制要所有人的生

活中不可有阅读，完全忘记只有个

别人才拥有的创造性的和鲜活的思

想。体制取消了反思性语词，代之

以不容质疑、甚至不许腹诽的威权

性言辞，让绝对的思想得到专制的

表达，令我们的内心之耳聋聩。(5)

对于我的很多同胞而言，禁止

阅读比禁止写作和出版更加难以忍

受。在波兰，文学一直肩负着一项

崇高使命：滋养灵魂，维护民族的

统一，并确保它对拉丁传统世界的

开放。在如此动荡的历史当中，文

学一直都与基督信仰结合在一起，

这信仰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将她从

被三个强权国家瓜分、从欧洲的版

图上被抹掉一百二十六年的情境中

拯救出来。这首先得益于对祖先的

信仰和对浪漫派文学作品的大量

阅读(密茨凯维奇[A. Mickiewicz]、

斯洛伐支奇[J. Slowacki]、诺维德

[C.K. Norwid])。肖邦的玛祖卡舞曲

和《君往何处去》(Quo Vadis)的作

者所写的爱国《三部曲》保存了波

兰人民的灵魂和精神。在波兰人民

4. 马塞尔·普鲁斯特，《论阅读》，Mille et Une Nuits 出版社，
巴黎，1994 年，第 46 页。

5. 让我们来简要回忆一下人类历史上几个与“阅读殉道”有关
的几个日期。约西元前 411 年，普罗泰格拉(Protagoras)的作品
在雅典被焚。西元前 213 年，中国皇帝秦始皇下令焚烧了国内
的所有经典书籍。约西元前 168 年，马加比起义毁掉了耶路撒
冷的犹太人藏书。303 年，戴克里先(Dioclétien)宣布烧死所有
的天主教徒。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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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里，在文学中所表达的民族语言

成为神圣的宝藏。自此以来，文学

一直是数代波兰人取之不竭的生命

力、团结和认同的源泉。(6) 看到我

的祖国文化与基督信仰的结合，看

到波兰与诗歌和文学文本的紧密关

联，我相信任何社会都不能离开阅

读而存续。(7) 读书使我们明白自己

有要完成的义务，这就是寻找“存

在”的意义。在这一任务中，语词

组成的章句其意义远远超出了顺

序、逻辑和章法这些形式，而成为

一种复活的显示。我们阅读之时，

就是在表现我们内心对于身灭而得

以复活的期待。(8) 

阅读作为自我认知的棱镜

阅读经验同人类的任何经验一样，

首先是一种双重的体验：情与理、

文与意、想像的自由与思考的局

限、关心他人与关心自己。实际

上，这是一种知为之合。阅读将

主客体的本质的问题引了出来。要

理解一个文本，读者就不能满足于

字面上的阅读，他要赋予它一种意

旨。他要创造一些形象，对字词加

以转化，以便理解文本的意义。在

阅读过程中，他不知不觉地将自己

人生经验的回忆与眼前的文字联系

起来，由此而生产意义予以汲取。

对任何一个读者来讲，阅读都是一

套非常复杂的程序。(9) 

一个文本或是一幅画作，其所

成之构，皆与我们的憧憬、要求息

息相通，我们自己意识不到，而它

已接管我们，将我们的意识原则置

于疑问中，使文本的他性充满我们

的思想，令我们脱离自我。于是语

言，凭借其中介功能和人类独有的

词语结构，发挥了持久性改造我们

的作用。由此，一首诗，一个含有

太初之言的祈祷向读者敞开了恩典

的超验维度，使他甚至可以接触到

难以把握的永恒。

这时，读者的价值标准都被

阅读的体验改变了。在我们阅读

的时候，我们会不断地将前面所读

的内容与正在阅读的内容相对照，

遇到未曾见过的内容时，我们就要

调整原先的想法，并重新诠释我们

已读过的内容。因此，阅读同时在

两个方向上进行—一面向前，一

面向后。前后连贯一致这一标准贯

穿于整个索读意趣、反复修正的过

程中，保证我们阅读体验的完整意

义。所以说，文本是一种潜在的装

置，借助它，读者构建了完整一致

的意义对象。意义因而要由读者体

6. 不要忘记，第一篇文学文本是一首祈祷诗，即《神之母》(波
兰语：Bogurodzica；希腊语：Theotokos)。这是一首颂扬神母
荣耀的爱国圣歌，一篇成了国歌的祈祷词，一直到拿破仑战
争时代还在被所有人吟唱。

7. 阅读作为辨识和翻译记号的行为，比书写出现得早。克洛
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巴黎，Plon 出版社，
1955 年)一书中就描述过没有书写的社会。

8. D.Sallenave，《死者的赠礼》，Gallimard 出版社，1991年，第
175 页。我这里引用他书中的几段：”秘密就隐藏在平凡的生
活中。秘密逃过了那些没能领会它的人的眼睛，并消失在娱
乐、荣誉和金钱里。平凡的生活有一种美，因为它保留了与
宁静事物的静默世界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第 43 页)“真
正的生活不是伟大的生活，而是在真实中生活，也就是说，
在退隐和孤独中、在作为人存在的确定性中、在沉默中、以
及在事物寂静的万物在场中跟前生活。”(第  46 页)“在书
中，我们更多地是在寻找真理，即关于存在、言辞、生存的
真理，而不是梦想和快乐。”(第 55 页)“有艺术作品相伴的
生活是一种重又和解获得安宁与慰藉的生活，一种得到安慰
的生活。”(第  91 页)“文学是对经验的沉思，这种深思得
益于词语的中介，因为而词语则又构成业已根据反思想的模
式，转化为和生活时间的深化建构而成的经验的深沉积淀。
被讲述的生活就等于是被在保存拯救的生活。”(第 117 页)

9. Merlin C. Wittrock：(阅读理解)，载于《阅读的神经心理学和
思维过程》，牛津出版社，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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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产生，而不是先于阅读行为存在

的有限对象。(10) 

阅读作为内在(再)创造的空间

读者-(再)创造者，这潜在的作

者，在被阅读所激励的同时，

也将对自己的知识与价值尺度进

行一番检验，对文本形成某种看

法，甚至于间接地感受到一种召

唤而产生自己的文本或对话。事

实上，读者自己恰恰是自我的最

佳读者。作者的作品只是提供给

读者的一种观测工具，以便读者

分辨出在没有书的情况下可能看

不到的自我。当然，读者是自由

的和独立的，一旦他决定投入阅

读，他就会因为能通过文本理解

自我而更加努力地去理解文本。

阅读同时造就了 gnomosunè 

“体物”(希腊语：体会文本所呈

之物)和  païdeïa“辩义”(希腊：辩

决文本所传之义)的学习体验。进

入阅读后，读者就听由作者的推

理和叙述风格的指引，产生某种

psychagogie“情移”(希腊语：心灵

导引、情移德化)。 (11) 在想象与记

忆的帮助下，读者任文本对自己施

与影响，服从其潜移默化的力量，

并因而改变自己的知识与信念。

文本使读者感受到某种“神性放

弃”(kénose)，(12) 从而使自己变成

一个能够汲取文本中新思想的人。

不妨把阅读比作读者进行的一

次旅行，从中读者体验到一种心身的

穿越。(13) 兼为叙事的作者和主角的菲

利普·拉波罗(Philippe Labro)在经历

了一次临床上的死亡体验之后又活过

来了，他感到了一种要改变生活、成

为一个新的、人道的和慷慨的人的坚

定需要。在这一考验中，作者引用了

早先背诵过的魏尔兰和雨果的诗句，

重又找到了看待生活的新视角。从此

以后，在他眼中日常事物都具有了奇

迹般的重要性。由于他懂得承认并接

受了恩典，他完成了他生命的阅读。

阅读作为适宜“神性放弃”
的超验冒险

进入一个叙事，就是重新开始一次

精神的冒险，就是接受一种召唤，

去倾听自己的心灵、倾听内在的声

音，就是重新发现精神生活说到底

还是一种体验，如同阅读与写作一

样。每一本书都开辟了通向内心之

旅的道路，而出发就意味着痛别，

痛别的全部意义则在于接受文本的

考验，实现内心的皈依(即“神性

放弃”)。卡夫卡曾写道：书应该

是斫破我们内心冰封的大海的斧

头。我相信这一点。 (14) 在这条路

上，只有心无旁骛才能发现上天以

读书之行所留下的标志。

10. 罗曼·茵格尔顿(Roman Ingarden)，波兰哲学家，20 年代美学
现象学的奠基人，他发现了文本中的由读者来具体化的“潜在
结构”。他把阅读视为将文本和一些文学以外规范与价值建立
关系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读者为其文本经验赋予了意义。
简而言之，读者总是用他自己的规范和价值来阅读文本。

11. 心理治疗现象绝不是虚假的。读经康复法证明了阅读的诸如
《溥桦与贝基械》和《地心游记》等书的良好治疗作用。见
Marc-Alain Ouaknin，《读经疗法：阅读就能康复！》，巴
黎，Seuil 出版社，1984 年。

12. “神性放弃”是用希腊词汇表达的基督神学概念，出自《使
徒书信》中圣保罗卷的《腓立比书》(2,7)。“神性放弃”指
的是耶酥基督“反倒虚己”，放下他的神性而成为人的一
员，以至能够遵奉信仰生活并死在十字架上。

13. 参见 Philippe Labro的《穿越》，Gallimard，出版社，1996 年。
14. 卡夫卡：“给 Oscar Pollak”的信，1904 年 1 月 27 日，载于《书信

集 1902-1904》，Marthe Robert 译，Gallimard 出版社，196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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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读 者 的 这 种 种 转 化 ，

我称之为内在的(再)创造。这

是阅读恩典的收获— 好的阅

读能够重构读者的“敏感的自

我”、读者的审美价值、观点、

信念和成见，而所有这一切使

读者的生活能够发生决定性的

改 变 。 乔 治 · 斯 坦 纳 ( G e o r g e 

Steiner)说：“不要只求理解性的

接受，要创造。我们应是能够重

新行动的，就象但丁所明确要求

的那样，应该进入一种新的生活

(vita noova)。(……)在艺术中，

这种要求始终是含蓄的，是在艺

术形式当中体现出来的。” (15) 从

这个角度来看，读者应视文本

为微观宇宙(即拉纳所说的“贝

壳”[Muschel])(16) 馈赠之礼欣然予

以接受，令其可透过文本的宣扬

讲述，反观现实世界。(17) 在这微观

宇宙的贝壳中听到的呜鸣声是海

涛声的回荡，大海无垠，却向有

限之物呼唤。聆听到这种声音，

听者有幸之余，也会在类比中产

生遐想，思考起自身的本源。人

的内在性、他性的存在和宗教的

追求殊途同归，归之于心，人与

物，灵与心，奇与凡泯然为一。

希 丽 薇 · 杰 尔 曼 ( S y l v i e 

Germain)用来描述阅读现象的词精

准细腻。她说，每对阅读之际，皆

须“敞开胸怀、欣然接受、持同求

会、细听无言之语、妙察无字之

句，这全是人意识所专时得以达

臻的最高境界。浮躁之心万不可

有，也别指望有人指点迷津，也

勿东看西找，到处想觅证据。意趣

的痕迹，是东鳞西抓，似有若无，

稍纵即逝，仿佛明白，实已迷惑，

不会让你抓得住，只会让你永远惊

奇，恍然若梦，憧憬无已。”(18) 倘

若听从作者在阅读中对我们提出的

所有要求，我们就要甘冒内心里被

改造一番的风险，这种改造并不总

是愉悦的。不应忘记还有些糟糕的

作者、甚至于堕落有害的文本、书

籍，把似是而非的所谓真相呈现在

我们面前，鼓动我们接受。

阅读—写作—(再)阅读
作为人性化的螺旋式轨迹

由于阅和写这两种行为如此接近，它

们相互包容。在圣经最初的用语阿拉

米语和希伯来语中，对读和写是不加

区分的，用于指代这两种行为的都只

有一个词，这就是一个征兆。(19) 

在文本中读者与作者相遇，

凭“信”而与之相应，就象人对

他的造物主所做出的反应一样。

这“信”的基础是上帝的圣言，由

圣子所道出的信言(《提摩太后书》

2, 13)。圣子不能否认自己的身份，

这本身就是读者对作者的言辞所表

达出来的信任。人对于显现的上帝

15. 见《Errata：思想的叙事》，Gallimard 出版社，1998 年，第 41-
42 页。

16. 转引自 Y. Tourenne，《拉纳神学美学的发端》，RSR85/3 (1997) 
第383-418页，其中提到引文出自拉纳，《神学论集》，第  9 

期，法译本，巴黎， DDB 出版社，第 193 页。
17. 此中有一种无穷：手上的书本即是世界所有书本的回响。
18. S. Germain，《无垠》，Gallimard 出版社，1989 年。
19. Henri-Jean Martin：〈守护阅读史〉，载于《法国图书史评

论》，第 46 期，巴黎，1977 年。在 Martin 看来，苏美尔语和
希伯来语都没有指称阅读的特定用词，见第 64 页。在希伯来
语中，近似“读”的词同时也指喊叫、呼唤、命名或者背诵
等行为。Y. Tourenne 告诉我，《创世纪》(1,5)中，被上帝称
作“昼”的光最终可以译作“他已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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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回应(《罗马书》1, 5)则是他自

由决定信仰他的结果。正如圣保罗

所说，对作者的作品的信任与信仰

开了心目(《以弗所书》1, 18)。

在《忏悔录》的一个关键段

落中， (20) 圣奥古斯丁描写了对他

影响极深的一段经历。因犹疑、不

满和过去犯下的过错而倍感困扰，

又因担心最终审判的来临而焦虑不

安，奥古斯丁离开了正和他一道在

夏园中高声朗读的朋友阿利比乌

斯(Alypius)，独自向隅而泣。猛然

间，他听到有童声歌唱传来，歌词

中反复的叠句是“tolle, lege”(取

之，读之)。奥古斯丁断定这歌声

是为他而起的，于是跑回了阿利比

乌斯坐着的地方，拿起才刚中断阅

读的书籍，那是《使徒书信》中圣

保罗的一卷。奥古斯丁说：“我拿

起并翻开这一卷书，静静地看我目

光触及的那一行。”(21) 当他看完那

句话的时候，他感受到了雷击般的

震撼，信心之光充溢了他的内心，

那些疑虑蒙昧都烟消云散了。信心

的复归赋予了奥古斯丁一种质性的

信念，这种信念对于此后的一切阅

读都是必不可少的。奥古斯丁的高

声朗读还突出了另一个重要的方

面：一旦面对一个书写文本，奥古

斯丁作为读者，把他的声音加之于

无声的文字，即“写出的”，而使

之变为“说出了”，即与精神同生

的语言。对他而言，语辞应该把它

说出来、宣读出来，让社会共享。

语辞应该让空气振动，并栖身在声

响的空间中。他说，默读只能让个

人观念清明。这里，应当指出，奥

古斯丁作为声名显赫的米兰的安普

瓦兹(Ambroise)的学生和朋友，对

于安普瓦兹的阅读能力印象深刻。

有关阅读的历史告诉我们，默读实

践正是安普瓦兹引入的。(22) 

书中有“玄神”(23)  

在文学理论中，读者所遭遇的命运

是令人惊叹的。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读者先后被文献学、新批评主

义、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所忽略，

被排斥为是“感情用事”的干扰

者。然而读者又回到了文学的场景

之中，来到了作者和文本跟前，打

碎了他们面对面的私语。读者的相

对于作者和文本的特权地位使阅读

主体化了，而且最终也使阅读发生

了变形。

今天我们看到文学的“生

产 ” 往 往 是 令 人 疑 虑 的 被 操

弄 之 物 。 同 样 ， 作 品 的 “ 做

为”(poïesis)和“感知”(aisthèsis)，(24) 

就如同作者的角色一样，也受到了置

疑。60 年代，福柯和巴特声称作者已

死，并引发了有关文学和文本的争

论。自此，新的批评不断指控作者，

视之为布尔乔亚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的化身。从此，作者作为文学创造和

20. 圣·奥古斯丁，《忏悔录》，IV.3，巴黎，1959 年。
21. 这里所指的是《罗马书》13, 14 这条告诫：“总要披戴主耶稣

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22. 圣·奥古斯丁还向我们描绘了安普瓦兹正在阅读时的形

象：“当他阅读之时，他的双眼浏览书页，他的心灵考虑着
文所意指，但是他不发一声，默默无语。他从来不高声朗
读。”(前引书，VI.3)。从十世纪起，西方对这种阅读方式已
经习以为常。数百年之后，随着宗教改革，这种阅读方式在
路德·加尔文和新教那里，甚至成为正当化圣经的个人诠释
的一个理由。

23. 拉丁文，指隐密的、难测的、神秘的上帝。24. 在斯多噶学
派那里，经验知识通常被看作是知的最高形式。

24. 在斯多噶学派那里，经验知识通常被看作是知的最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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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的本源，就得被非人格和匿名的

语言所取代。语言逐步被马拉美、瓦

莱里和普鲁斯特以及超现实主义者和

语言学家推崇为文学的唯一质料。对

这些语言学家来说，作者从来都不过

是写了文本的人而已。马拉美甚至要

求诗人在言辞上消隐，即从今往后应

该停止创造语词。(25) 因此，作者要在

属于写作、文本或者书写者的台前止

步，他从来都只不过是一个语法或语

言意义上的“主体”，是纸上的存在

而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个人。这是叙

述的主体，他不是先于他的叙述，而

是和叙述一起在当下产生的。写作于

是不再反映或表现先于叙述存在的事

物，也不再具有不同于语言的别的

起源。

在作者之死中还生发出文本

间性的观念。至于批评分析，则和

作者一起消失了。因为在文本深处

不再有独一的、原本的意义，写作

也就走向末路，随着作者的死去，

悄然谢幕。在这一轮新的安排中，

读者，而不是作者，才是文本得以

统合的所在。于是，写作，或者说

文本，就促进了一种反对神学和反

对意有不变观念的活动。(26)
 写作取

消了上帝与理性、取消了科学与法

则。这是一种 68 年 5 月运动式的反

权威的造反，它打倒了作者，并宣

布了后结构主义的到来。

然而，正如莫里斯·布朗肖

在他的关于“作品辨证法”的隐喻

文本中所言 ，(27)“在“能名”的神

面前，诗让出了尊位，诗由言兴，

而言由静启，神在诗中言，但神是

无法形之于言的，神本身也永无所

言。因此，作品在神的深沉自在面

前是隐而不见的，而当神隐无形

时，它就处处可见。(……)作品

就这样自神而来，向人而去，在

人神间助渡，因为它每以超出大千

世界、万象之力的原创方式，道出

开始这个词，而大千世界、万象之

力皆只是借它来展现自身、表演自

己。”简言之，文学作品是神无言

的神秘之作，是神不在之显在。

在我们这个时代，浸透了逻

辑无神论的科技理性具有优势，

对上帝的信仰似乎被放弃了，甚至

连诗也不再能取代信仰，发挥救赎

的功能。结果，艺术家很难找到词

汇来为其创造定性。但是否恰恰因

为这一事实，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世

俗诗学才能够得以存在？这个问题

看上去有些荒唐，因为作为每个作

品之特征的两个范畴—严肃性与

持久性—似乎意味相反。但我们

身上确有某样东西可以不依赖我们

而存在，而我们无法说出这样东西

是如何进入我们的。艺术把这种直

觉转化为从生活中走来又到生活中

去的各种形式。(28)
 而美学的光荣就

在于维护并照耀时间与永恒、物质

与精神、人与上帝之间的那条不断

的长路。正是得益于宗教方面及宗

教所保证的潜在的形而上学，“做

25. 马拉美，《全集》，七星丛书，第一卷，Gallimard 出版社，
1996 年，第 366 页。

26. 雅克·德里达在他的作品中承认以上所讨论的议题既不是语
言－审美的，也不是哲学的，它们事实上关系到上帝之存在
这一公设所保证的意义。可以肯定，语义学和诗学都是与超
验公设密不可分的。

27. 见《文学空间》，Gallimard 出版社，1955 年，第 307-308 页。
28. Jacques Maritain：《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Desclée De 

Brouwer 出版社，1966 年，第 420 页。



90第四卷第二期 2007 年 4 月

Chinese Cross Currents

神州交流

学 t 艺术与文Arts & Letters

为”才能向意义敞开。没有了意

义，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我们

所经历的一切将一无所知。

文本—秘传，从读者的陪伴者
到蒙遇恩典

正因如此，对文学文本的阅读还可以

把我们引向另一个发现，一个有关作

者的发现。事实上，阅读还可能揭示

出作者的灵魂，让作者的人格反映出

来，借助作者人格的光照，读者可以

反观自身。与此同时，文本也表白了

作者的信仰，因为作者常常借其权

威讨论人类自身提出的那些问题，

即人一旦进入时间的人生旅程就要

承担的道德和伦理选择的问题。《

启示录》(10, 8-10)中的一则寓言所讲

的正是这一现象，在阅读—感受品

味—的快感之余，产生了艰难的道

德选择。在约翰教派的描述下，“一

本被读过的书”让读者“充满发自肺

腑的苦痛”。正如让－保罗·萨特所

指出的：“作品从不提供天然可取

的内容，它送一份礼物，也有一个

要求。”(29)
 审美律令往往有道德律令

相随。

这无疑关乎对意义探询的某

种回答——而文学文本得天独厚恰

可有所作为。在回答有关意义的问

题时，文学文本俨然如师，它讲解

(字面意义)、诱导(寓言意义)、敦

促(道德意义)，并向读者指出对现

实应作怎样的期待

(解秘的意义)。每个文本，不

仅在其内容中，同时亦在其语言、

句法和语义的形式中，都透露了它

的起源何在，证实了某种赋予其灵

感的的存在。但是，为了使意义不

致失去现实之感，文本必须意指丰

富。尤其是在诗歌和文体学中，意

指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蒙田早就

说过，文本所指要超出其所说。(30)
 

“意义”指的是在叙事和对叙

事的接受中皆能保持稳定者。不变的

意义根植于太初之言的意义。但“意

指”所指的是在对文本的接收中的变

动者。意义是独一的，而将意义置于

情境中的意指则是变动的、多样的、

开放的、无终极的。当我们阅读一个

(当代或古代的)文本的时候，是根据

自身的经验重读这一文本的意义的，

人们赋予了文本一种独立于其原初上

下文的价值。意义因而是文本诠释的

对象。而意指则是在接收和评价的上

下文中文本应用的对象。同样，读者

是以由象征性的语词所承载的意指为

中介才找到意义的入口的，这些语词

使读者接近生活的秘密，为读者打开

通向无以言表者的一扇门。在理想的

状态下，文本借助其秘法，以教导的

方式陪伴读者面对生存问题，面对其

人生的起源和终极目的。

整体而言，文学文本所应扮

演的角色类似于中国绘画艺术的

角色。中国画是一种典型的神秘

艺术。以静观的方式，中国画促

使读者从叙事的织体中辨认出太

初之言的本质性叙述核心。 (31)
 唯

29. 让－保罗·萨特，《文学是什么》，Gallimard 出版社，1948 

1985 新版，Folio-Essais，第 78 页。
30. 米沃什说：“你得理解这些简单的词，其他的让我羞愧。/

我发誓，我的语言不是诱惑性的，/我在用沉默的方式讲
话，/这是云，这是树。”见〈切斯瓦夫·米沃什：诗人拉撒
路〉，《研究》，1981 年 2 月(354/2)，第 196 页。

31. 这一“气概”即是元气，是道德精神，所以中国画家所讲的
不是作品之美，而是作品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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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ross Currents

神州交流

学 t 艺术与文Arts & Letters

万德化现任澳门利氏学社出版的双语季刊《神

州交流》的副主编和书评编辑。他在波兰克拉

科贾吉龙大学获得法国文学硕士学位，并在耶

稣会主办的巴黎塞佛尔中心获得天主教神学硕

士学位。万德化目前是巴黎第七大学汉学专业

博士生，专攻二十世纪中法文学。他已在《神

州交流》杂志上发表了数篇文章，并已将著名

客家作家钟理和(1915-1960)的小说《笠山农

场》翻译成法文(小说法文版正预备发行)。万德

化的三语著作《安德烈·纪德<伪币制造者>一

书中的纹心结构》于 2007 年 3 月由中央编译出

版社在北京出版。

Artur K. Wardega is Associate Chief Editor and Book 
Review Editor of the bilingual quarterly Chinese Cross 
Currents, published by the Macau Ricci Institute. He 
received his MA in French literature from the Jagiellon 
University of Cracow, Poland, and his MA in Catholic 
Theology from the Jesuit-run Centre Sèvres in Paris. He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in Sin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VII and specialises in 20th century Chinese and French 
literatures. He has written several articles published 
in Chinese Cross Currents, and translated into French  
“Lishang Nongchang” (La Ferme du Mont Li), a novel 
by Zhong Lihe (1915-1960), a renown Hakka writer 
(a French edition is being prepared for publication). 
His latest tri-language book entitled “The technique 
of mise en abyme as employed in André Gide’s The 
Counterfeiters”, has been published in Beijing by the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in March 2007.

有这种与其起源的重逢，才能让人

愉悦并对其命运抱有信心。不幸的

是，在第三个千年的来临之际，全

球化与世界的多元主义产生了一种

对各种(宗教的或非宗教的)意义建

言和各种价值的普遍相对化，令个

体与社会群体丧失了辨别取舍的标

准。甚至文学也不再敢倡言任何普

遍意义了。今天，文学只呈现针对

人生的某些方面的各类混杂观点。

文学把人封闭在一种他无能为力的

胞膜中，听任历史与科学发展的摆

布。而今，文学甚至把历史也抛弃

了，陷入书写的虚无主义，以犬

儒主义展示其事业惟利是图的一

面。法国的“新文学”就是这种

情况。胡尔贝克(Houellebecq)、达

利厄斯克(Darrieussecq)和拉瓦莱克

(Ravalec)等新时代的使者声称西方

天主教的价值已经衰落，应该让位

于科学的霸权，他们认为欲望应该

被制度化，他们把流产称作积极的

优生学而大加欢迎。(32)

然而，能言的人不会听凭剥

夺。了解到“言”的起源，人应该

明白他的言远远超越科学的语言。

人的言辞首先是肉身化的圣言，尽

管困于人的肉体之身与人的思维，

但却能实现超越。“言”的这一来

源，以及“言”在人的救赎中的角

色赋予了言一种独一无二的价值，

一种极端的重要性，人对言的使

用，无论其好歹，都表明了这一

点。在各种所说或所写的言辞中，

有些言辞照亮了我们，使全部实相

的无限性转而在个别中显现。它们

小如贝壳，但其中却回荡着无垠的

大海之声。拉纳称之为“太初之

言”(Urworte)，在其中灵与肉、所指

与符号，物与形仍浑然为“一”。

因而，这太初之言有助于把人构想

为灵与肉、超验与直觉、形而上学

与历史的无上统合。(33) 

汲 与刘露译

32. Henri Raczynow, “De l’ordure en littérature” (On Filth in Literature), 载
于 Le Monde，1998 年 10 月 10 日。

33. 拉纳：“圣职诗合集序”，被  Jorge Blajot 以“La hora sin 
tiempo”为题收入《精神神学的要素》， DDB 出版社，巴
黎，1964 年，第 2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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