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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遠方

在這本深刻的演說和散文
選集中，強納森‧法蘭岑帶
着煥然一新的力度回到縈繞
心頭已久的主題，包括人和
文學。無論是回憶他在塞普
勒斯和違法獵鳥者的暴力衝
突，省視心中對亦敵亦友的
作家大衛‧華萊士自殺的感
受，或是針對科技如何改變
人們表達愛的方式提出動人
而風趣的看法，這些文章都

實現了法蘭岑「毫不隱瞞」的承諾。出自當代頂尖小
說家之手，《到遠方》是部傑出而具啟發性的作品，
記錄了一顆獨特而成熟的心靈與自我，與文學和當今
一些最重要議題角力的過程。

作者：強納森．法蘭岑
譯者：洪世民
出版：新經典圖文傳播

不安之書

葡萄牙國寶作家費爾南
多‧佩索亞，與聶魯達並列
「最能代表 20 世紀的詩
人」。《不安之書》是佩索
亞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在
華語世界失落已久的經典之
作。它是曾經長期散佚的作
品，多為「仿日記」形式，
由眾多研究專家搜集整理而
成。本書是目前為止最完整
的中文譯本，也將打開一扇

讓讀者窺見他浩淼哲學宇宙的大門。

作者：費爾南多．佩索亞
譯者：劉勇軍
出版：野人文化

機龍警察：暗黑市場

讓宮部美幸放下工作，
恨不得一口氣看完的故
事。壯闊痛快，令人顫慄
的機械人大河劇：不是每
個人的人生都值得有第二
次機會。就算沒有救贖，
滿手是傷是血，那些一度
被埋藏的愛恨及謊言，我
也會親手再挖出來……只
盼知道那場死亡的真相。

作者：月村了衛
譯者：李彥樺
出版：獨步文化

書評

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讀村上春樹的書。不
過，最近讀到他新出中文版的紀行文集《你
說，寮國到底有什麼？》就馬上又被重新吸
引。
這不是專門寫寮國的書。裡面有十篇紀行

文章，有波士頓、冰島、熊本等，寮國的琅
勃拉邦之行為其中之一。而我最初正是被這
篇寫琅勃拉邦的《大哉湄公河畔》吸引住。

對於一次寮國的旅行，什麼是絕大部分人不會去
寫，而村上會寫的？湄公河的河水，酒店裡的當地音
樂演奏。
在東南亞旅行的人，誰沒聽過當地的音樂表演，可

惜我們沒有村上的音樂耳朵。木琴演奏者用八度音奏
法敲出的催眠術般的音階，成為主旋律，其他
gamelan演奏者環繞着他。木琴以單線與他們的合奏
旋律對抗，從淡淡的調和並進，漸漸去到狂暴和挑
撥，暗夜中讓人的意識和無意識邊界靜悄悄地消
失—這種土著潛藏的力量，不大有人這樣說起過。
說起來，現在中國人會比較會把湄公河視為除了一

條大河之外的更多的東西。不過，除了政治、地緣、
資源之外，它本身的生命在哪裡？村上用了頗大篇幅
靜靜地去瞪視作為「水」的湄公河。下過大雨後呈現
茶色的不祥混濁模樣，他在岸邊一邊眺望泥水滾動，
一邊想到這水底下有什麼，是怎樣的生物住在那裡，
體會着悄悄升起的不安感。這條河深深的神秘，和陰
暗沉默的氣質，籠罩着在小船上的人。他筆下的湄公
河和土著音樂，有相同的東西。
村上不只是會修辭。翻湧着生命的世界，不論是湄

公河畔，還是波士頓、熊本，都很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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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雋

法國歷史學家帕斯圖羅（Michel Pas-
toureau）從2001年開始，便陸續出版
一系列探討顏色歷史的著作。去年，北
京三聯書店將其中的三冊——《藍
色》、《黑色》及《綠色》——譯成中
文，在中國內地出版。中譯本面世雖
晚，卻不乏價值。讀過《藍色》後，我
發覺這類介乎「學術專著」與「普及讀
物」之間的書目，一方面應和受眾對於
通俗類歷史讀物的需求，另一方面也為
當下的文化史寫作提供了一個新鮮的向
度。
《藍色》以時間為序展開，講述顏色

的歷史，卻不單單關於藍色染料及油彩
如何被生產以及被使用，而是將這一顏
色及其背後的象徵意義，當做一個符
號，放入社會、文化、政治以及宗教的
語境中講述。作者回溯中世紀至今數百
年歷史，分析藍色在一眾色彩中角色與
地位的變化（有時默默無聞，有時又大
受歡迎），以此佐證技術的進步、地區
間通訊的日漸頻密，乃至時代審美趣味
的變遷。從十三世紀之前的被遺忘，到
浪漫主義年代的被推崇，再到近現代社
會中被廣泛使用，藍色不單出現在畫家
的調色板上，不單是印染工廠的製成
品，還被當成一種符號與象徵。而藍色

與紅、白及黑色之間的互動乃至抗衡，
也從某一側面暗示了權力與權力之間的
角鬥。
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對於所謂

顏色之爭的描述。在十二世紀以前，藍
色是無關緊要、可有可無的，紅色則是
最普遍且最重要的顏色。中世紀至浪漫
主義時期，因為宗教領袖與皇室的推
崇，也因為印染業技術的進步，藍色逐
漸可與紅色抗衡，兩種顏色時常扮演一
正一反、互為映照的角色。而在十七世
紀之後，藍色則漸漸有超越紅色的趨
勢，成為最受歐洲民眾歡迎的色彩。這
一場綿延數百年的顏色之爭，原本在畫
框內、文學作品裡以及男女的衣飾花紋
中悄無聲息地進行，卻被作者敏銳捕捉
到，並以某種戲劇化的方式呈現出來。
這無疑提高了本書的可讀性，也為原本
靜態的歷史書寫增添一些生動與熱鬧的
滋味。
書中最為關鍵的一個概念是「反

轉」。作者在開篇處提出的問題貫穿全
書始終：藍色為何能夠從一種野蠻的、
微不足道的顏色而在數百年之後成為最
受歐洲人鍾愛的色彩？可以說，書中的
文字也好，九十多幅印製精美的圖片
（書中插圖幾無色差，實在難得）也

罷，都在嘗試解答這
個問題。「反轉」從
哪裡來，如何實踐，
又將導向何處？個體
的情緒與情感乃至更
廣泛意義上的社會關
係附着在這一顏色之
上，以至於本書看似
探討與色彩有關的史
料與理論，其實不外
是談論人的經驗與想
像。而以顏色為角度
介入文化史講述，探討顏色對於社會秩
序乃至社會中個體思維與認知模式變化
的影響，這樣的做法其實很討巧，一則
為讀者敞開視野及想像，二來也找到一
個小切口，免於本就不太貼地的歷史寫
作墜入過分玄奧枯燥的泥淖中。
作者在談論歷史之餘，不忘在最末一

章兼及當下。他對於爵士布魯斯以及藍
色牛仔褲之所以流行於當代的分析十分
生動，為藍色找到另一個世俗的、尋常
的面向。當作者花費全書五分之四的篇
幅談論中世紀法國國王、十八世紀威尼
斯洗染商以及法國大革命中旗幟與紋章
配色這類古老的題目時，他在全書最末
提及畢卡索、披頭四以及李維斯

（Levi's）這些二十乃至二十
一世紀生動鮮活的文化符號，
可說是將藍色從爭奪式、對抗
式的權力關係中解救出來，撥

入日常生活的景況中再詮釋。藍色走出
宮牆、走入俗世中，也成為社會現代化
進程的見證者。
讀罷，我發覺本書雖頗多細節，故事

性亦強，卻有些力有未逮。作者試圖以
這樣小體量的一冊書（全書不過二百頁
左右），承載藍色在過往數百年間之於
政治、經濟乃至文化與藝術等領域的諸
多影響，以至於行文略顯匆忙，什麼都
講到一些，卻大都講得不夠深入與細
緻。倒不如，拎出其中一條線來仔細鋪
排，譬如只講藍色在歐洲繪畫中用途與
價值的變遷，或者藍色對於女性服飾設
計的影響，反倒有可能在篇章架構與寫
作目的方面，更顯得明白清晰。

從無關緊要到不可或缺
——讀《色彩列傳：藍色》有感

文：李夢

《色彩列傳：藍色》
作者：帕斯圖羅
譯者: 陶然
出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桑薩爾是一位「半途出家」的作
家， 他年輕的時候，並沒想過要

以寫作為業。桑薩爾求學時代攻讀理工
科，他自阿爾及爾國立理工學院取得經
濟學博士後，分別當過教員、顧問，又
自組過公司，以及在阿爾及利亞工業部
當過高級公務員。如無意外，桑薩爾將
會一直從事上述工作，而不會投身文藝
創作。事實上，桑薩爾並非那種在年輕
時與文藝無緣的作家，相反，早在他成
為作家之前，他便認識一些阿爾及利亞
的重要作家，例如理查．米莫尼
（Richard Mimouni)，就是桑薩爾的好
友，米莫尼在世期間，便一直鼓勵桑薩
爾創作，而儘管桑薩爾當時已是他和其
他阿爾及利亞作家的忠實讀者，但他卻
始終不認為自己需要獻身文藝創作。

藉文學挖掘心靈
然而，1991年爆發的阿爾及利亞內
戰改變了桑薩爾的想法，並於1997年
創作了首部小說《蠻人的誓言》。內
戰摧毀了一切，激進伊斯蘭力量席捲
全國，人們要不逃到國外，就是為自
己的生命倒數，大部分人都陷入了心
理危機，他們不住地質問，國家為何
會弄至如斯田地，人民又為何會變成
這樣。作為經濟及科學家，桑薩爾開

始反思一些問題：國家經濟蕭條，到
處都是貪污，貧困生出了愁怨而愁怨
則使人投向伊斯蘭教，但事實上伊斯
蘭教又改變不了國家……因此，桑薩
爾認為，解決國家問題的答案，必須
循其他途徑去尋找，特別是人的內
心、從阿爾及利亞人本身、從歷史、
從心理學、從人們能夠理解的文化和
文學層面去找。桑薩爾發現，人並非
理性的動物，人經常受到激情、神秘
事物，乃至魔術所吸引，所以桑薩爾
希望藉着文學創作去探挖人的心靈。
因着這信念，桑薩爾決定去探索內戰
期間那些看起來毫不起眼，甚至讓人
誤以為非常和平，但卻在不動聲色
間，逐漸引發出暴力的問題。桑薩爾
以德國為例說，只要人們看看德國這
個歐洲其中一個最文明、最講求秩序
的國度，曾如何誤入歧途，就大概能
看出人類心理活動之複雜。至於要探
究箇中的來龍去脈，就必須從歷史及
文化的不同方面，加以分析。
桑薩爾的家族來自阿爾及利亞北部

的烏額生尼絲山區（L'Ouarsenis)，屬
於柏柏爾族。柏柏爾族有自己的方言
和文化，但為了生活，他們一般都會
講阿拉伯語，正因其特別的文化背
景，柏柏爾人雖生活在北非等信仰伊

斯蘭教的國家，但他們並不一定信奉
伊斯蘭教。因此，在阿爾及利亞爆發
內戰期間，柏柏爾人面對激進伊斯蘭
信徒的威脅時，陷入了非常尷尬的處
境，他們要麼選擇流亡，要麼就得考
慮信奉伊斯蘭教。桑薩爾對於這種宗
教、文化的迫害可謂深惡痛絕，而這
個主題亦反覆出現在他的小說之中。

以筆抗爭
2008 年，桑薩爾發表了一篇名為

《德國人的村莊抑或席勒兄弟的日
記》的小說。小說具有相當的現實基

礎，但桑薩爾對人物的原型
作了相當的調動。故事關於
一對生長在阿爾及利亞偏遠
地方，混有阿爾及利亞和德
國血統的兄弟。七、八歲的
時候，父母將他們送到法國
的叔叔家裡寄養，冀望他們
日後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條
件。哥哥後來成為了工程
師，而弟弟則在城郊無所事
事。某天哥哥自殺了，弟弟
看到哥哥的日記，方知道哥
哥在兩年前，在他們的父母
被伊斯蘭武裝組織屠殺後，
在家裡發現了一些文件，並
發現他們的父親原來是納粹
黨人。他參與過屠殺猶太人
的計劃，並為了逃避紐倫堡
戰爭法庭的審判，而藏匿到
阿爾及利亞。桑薩爾借這個

故事表述了兩個訊息，分別是罪債的
延續，以及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武裝
組織與納粹黨的相似性。
桑薩爾常想到，那些父輩曾經在內

戰中強姦婦女，屠殺過整條村落的武
裝分子的孩子，他們在內戰期間如果
只有五、六歲，那麼現在已差不多剛
好是成人，當他們從報章、書籍或者
紀錄片發現到父輩的所作所為時，他
們會作何感想。桑薩爾認為，這種罪
債不會只在一代人之間就結束，下一
代人，同樣會為上一代人的罪債而感
到痛苦甚至覺得無顏再生存下去。
至於伊斯蘭激進派與納粹的相似

性，則從主角父親既是劊子手，又是
被屠者的身份可以看到。而這個主
題，桑薩爾在他最新的小說《2084》
作了更形象化描繪。這本以「世界末
日」為副題的小說，以一個在「偉大
聖戰」後誕生的封閉國度為舞台。該
國有一位獨裁者，在他的管治下，人
民必須每天敬拜尤拉神九次。桑薩爾
說，人們往往低估了激進伊斯蘭教的
危險性，尤其當它和大家庭的極權主
義相結連。阿爾及利亞內戰期間，政
府為了更有效控制人民，就隨便從黎
巴嫩、伊拉克、敘利亞等地伊斯蘭信
仰地區引入教員，取締阿爾及利亞原
有的人才，對社會造成了深遠的影
響。而正因為桑薩爾親身經歷過這些
禍患，所以即使他每天都收到恐嚇信
件，他仍堅持寫作，為自己生長的土
地，為下一代，爭戰。

以平和的方式爭戰
——布阿萊姆．桑薩爾和他的小說創作
日前，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聯同法國領事

館，邀請了阿爾及利亞的法語作家布阿萊姆‧桑薩爾 (Boualem

Sansal) 主講了一場題為「西方是否敗於對抗伊斯蘭激進主義的戰爭」

的講座。除了桑薩爾，講座尚有三位浸大學人列席，分別為政治及國

際關係學系的高敬文教授、陳秀瓊博士，以及於人文及創作系任職的

筆者。桑薩爾於講座上分享了個人的創作觀和世界觀，並對今日西方

與伊斯蘭世界日趨尖銳的衝突，作了深刻的評論。

文：唐睿 圖：HKBU European Studies / French Stream 提供

■■布阿萊姆‧桑薩爾布阿萊姆‧桑薩爾 (Boualem Sansal)(Boualem Sansal) 日前在浸會大學演講日前在浸會大學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