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克莱齐奥与丰富的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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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勒克莱齐奥是一位独特的法国作家。他站在西方文明的

对立面观察所处的现代社会，其作品逆西方文明的轨迹追求超脱的境
界，这与东方文化中的虚空思想不无相似之处。如果以东方文化的虚
空思想反观勒克莱齐奥的文学创作，包括他关于时间、语言与景物的
虚空意境的描写，又能对他的虚空思想的内涵做出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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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克莱齐奥作品具有浓厚的异域文化色彩，且多关注社会边缘人
物和弱势群体。流浪汉、社会底层人物、异国文明原住民和纯真儿童
皆是作家钟爱的主题。作家作品惯以西方现代社会非主流人群作为观
察者，站在西方文明的相对面，反思所处的现代社会。2008 年诺贝尔
文学奖评委会对勒克莱齐奥的致辞 :“将多元文化、人性和冒险精神融
入创作，是一位善于创新、喜爱诗一般冒险和情感忘我的作家，在其
作品里对游离于西方主流文明外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性进行了探索。”a
此段文字充分肯定了作家独特的写作特点。
特别是在勒克莱齐奥 80 年代后的作品中 b，作家一改青年时期对西
a

诺贝尔文学奖官方网站、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作家获奖致辞。网址：https：//www.nobelprize.

b

学术界普遍将勒克莱齐奥写作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 80 年代以前，代表作品包括《诉讼笔录》、

org/ 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08/ 下载时间：2018 年 4 月。
《逃遁之书》、《发热》、《战争》、《大洪水》。这一阶段的作品主要体现了对西方现代社
会的逃离、放弃、无力等概念，被视之为一种消极的反抗。80 年代后，作家陆续发表了《寻金者》、
《奥尼恰》、《沙漠》、《流浪的星星》等作品，均反映了一种返璞归真，与自然和谐一体，
追寻幸福乌托邦的超脱。参见勒克莱齐奥、许钧：《存在、写作与创造—勒克莱齐奥访谈录》，
《文艺研究》， 2016 年第 6 期，第 77—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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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明的消极反抗情绪。在坚持反西方理性思维、逆现代文明轨迹的
道路上，追求返璞归真。文字精炼且蕴含诗意的内涵。独树一帜的风
格走向西方文学的彼岸，达到一种超脱的境界。西方人视之为对现代
工业文明的批判，对原始文明、失落文明的维护。
在世界的另一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虚空思想追求去物质化，去
社会化。“无”非空洞，是丰富感知对潜在性的无限探索。这都与勒克
莱齐奥作品中诗意化、潜在性、去物质化等特征不谋而合。本文尝试
从东方视角观照勒克莱齐奥作品，探讨作家与中国文化思想之间的联
系，深入体会作家写作内涵，探寻一条中西方思想“美美与共，天下
大同”a 的会通之路。

一、作家虚空思想溯源
自 1983 年首部中文译本《沙漠的女儿》b 在国内面世以来，勒克莱
齐奥的大部分著作都已被译成中文出版 c。勒克莱齐奥也成为了中国读
者最为熟悉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之一。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在中国接受
度如此高，一方面源于译者们的辛勤耕耘，更重要的是作品本身兼具
东方思维 , 让广大中国读者在异国文学中找到了共鸣。
a

1990 年 12 月，在就“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主题进行演讲时，费孝通先生提出：“各
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参见费孝通：《缺席的对话—人的研究在中国》，
《读书》，1990 年第 10 期，第 10 页。

b

〔法〕勒克莱奇奥：《沙漠的女儿》，钱林森、许钧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

c

《诉讼笔录》版本一：许钧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年； 版本二：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年。《少年心事》，金龙格译，漓江出版社，1992 年。《战争》，李焰明、袁筱一译，译
林出版社，1994 年。《流浪的星星》，袁筱一译，花城出版社，1998 年。《金鱼》，郭玉梅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年。2010 年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其中
包括：《饥饿间奏曲》（余中先译）、《飙车》（金龙格译）、《乌拉尼亚》（紫嫣译）、《看
不见的大陆》（袁筱一译）、《沙漠》（许钧、钱林森译）、《巨人》（赵英晖译）、《流浪
的星星》（袁筱一译）、《燃烧的心》（许方、陈寒译）、《奥尼恰》（高方译）、《迭戈和
弗里达》（谈佳译）、《非洲人》（袁筱一译）、《寻金者》（王菲菲、许钧译）、《墨西哥之梦》
（陈寒译）、《罗德里格斯岛之旅》（杨晓敏译）、《脚的故事》（金龙格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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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克莱齐奥与中国缘分颇深。访谈中作家讲述了青年时期与中国
文化的初次接触 a。其中特别谈到了对中国道家哲学思想的阅读和理解。
他读过《道德经》，还仔细研究过道家思想。另外，作家学生时期热衷
于对法国诗人亨利·米修（Henri Michaux）作品的研究 b。众所周知，
米修钟情东方文化，其诗歌尤其彰显了老庄思想中虚空的意境 c ：“这
d
是我的生活，我向空的生活。”
对米肖的研究从侧面反映了勒克莱齐奥

与虚空思想的渊源。
虚空是东方哲学与美学的重要概念，历史渊源悠久，对中国文化
影响深远。先秦道家思想以无观有，老子多言虚无之用，因虚无具有
无限性，故能容纳万物。“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
e
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器之用源于

器之空，室之用则归于室中之空间。道家虚空思想中虚可谓抛弃外物。
由空掉外物的虚上升为空掉自我的空则是道家思想的终极追求。至魏
晋，佛教东进入中国，这一过程中渐渐融入了本土的虚空思想，成为
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六祖慧能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
f
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万物皆空象，无是世界的本质，慧能

a

2015 年 10 月，勒克莱齐奥受邀到北京师范大学发表了“相遇中国文学”的主题演讲。以下为演
讲译文选段：
“中国的文化在那个时候就吸引着我，当然是因为它不同于我自身的文化，它很新奇。
但同时，也因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性的特质，与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化大异其趣。我还特别喜欢中
国的音乐，爱它灵动的节奏，虽然对一个不太习惯的听众而言，有的时候它的音色不那么和谐。
我利用在泰国一年的时间，学了一些中国汉字的基础，总之，这成为了我认识中国文化的一条
途径，虽然很不完美但却让我着迷，让我渴望了解更多。后来几年我被派往了世界的另一端，
就是墨西哥，我继续寻觅接触中国文化的机会。首先是通过阅读和研究中国的一些哲学经典，
像《孔子》、《孟子》和《道德经》。我在尼斯有一个朋友他信奉道教学说，所以我有时候和
他一起学习道家的有关文章，并就内容仔细地进行探讨。”（施雪莹译，许钧校）

b

1964 年，勒克莱齐奥的硕士论文名为“La solitude dansl’œuvred’HenriMichaux”（亨利·米修作

c

参考杜青钢：Entre Occident et Orient, Michaux et le Vide，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年。

d

〔法〕亨利·米修：《米修诗选》，杜青钢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 年，第 100 页。

e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 102 页。

f

此偈最早见于敦煌写本《坛经》。此处引用于弘学：《禅宗故事》，成都：巴蜀书社，2008 年，

品中的孤独）。在多次访谈中，作家表达了对诗人的推崇，讲述了自己早年受米修影响的经历。

第 56—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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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偈语正体现了万物皆空的意境。唐诗《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
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描述空不见人的林间景象，实
质是空灵心境的载体。诗人王维是写空的翘楚。其代表作《鸟鸣涧》、
《山居秋暝》
、《鹿柴》均体现了这一境界。借西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
论，旅法学者程抱一对中国山水画中的留白技巧进行深入研究 a。中国
山水画的留白之处不是空洞的“无”，它可以是空气、风、水抑或气。
虚空不是单板的空白，其背后有无限的可能性。
中国思想的虚空是对社会性、世俗性、具象性的摒弃。在自然和
自我中探寻无限性。“实”具象化世界 ,“空”则激发无限想象。这种
逆向性思维与勒克莱齐奥作品中抛弃现代文明的束缚，转向与自然和
谐一体，追求自由、空灵人生体验的写作途径不谋而合。
笔者对勒克莱齐奥与中国虚空思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还源于对作
家作品的一次深入阅读。在《物质的迷醉》一书中 ,“抛弃从出生开始
积累下来的一切肥料，这些坏习惯，语言、习俗、动作、信仰、思想。
变成一个没有出生的人，回到黑暗稠密的完满中，回到历史凝固的那
b
。这与道家思想中“复归于婴儿”所表达的意境如此相似。无
片海洋”

独有偶，本书开篇即用连续的否定表现虚无的境界：“我未出生时，我
的生命还未完结时，待成为不可磨灭之物的东西还未开始留下记号之
时；当我不属于任何存在之物时，当我还未被孕育，还没有被孕育的
可能性之时，当极度微小的精确性还未开始造就这一偶然之时；当我
既非来自过去，亦非来自未来之时；当我当下并不存在之时，当我无
法存在之时……当我甚至不是无的时候，因为我并非某种事物的否定，
甚至算不上一种缺席，同样算不上一种想象之无。”c
通过对作家作品的整体阅读，笔者总结出勒克莱齐奥虚空思想表

a

François Cheng, Vide et plein (Paris: Seuil, 1991).

b

J.M.G. Le Clézio, L’extase matérielle (Paris: Folio, 1992), pp.17, 38. 此译文见于《流浪的星星》（人

c

J.M.G. Le Clézio, L’extase matérielle, p.11.

民文学出版社版）后记《去历史化的历史》（张璐译），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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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三个方面：虚空的所见、虚空的语言、虚空的时间。而《物质的
迷醉》对此三类观点均有所涉猎。例如对于语言，作家说道：“其实我
没有交流的烦恼。我不愿用外来的，外界赋予我的语言的碎片与他人
交流。这种交流的方式是错误的，既是虚假的，也没有深入我生活之
中。”a“过去，我属于沉默。我曾与一切不表达自我之物相混，被他人
的姓名与身体掩盖。我曾在不可能之深处，而众多其他事物则是可能
b
的。我的文字、我的语言均是没有价值的。”
对作者而言，文字、语言

皆是人为创造的外物，它既不能真正表达自我，也不能完全表达事物 ;
而沉默是看似不可能的最可能的表达形式。因此得出结论 “
: 我的文字、
我的语言均是没有价值的。”作家对语言深层次的思考与老子思想遥相
c
呼应。《道德经》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可

以言说的道理不是永恒之道。可见语言在老子思想中的否定意义。“多
d
e
“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
语言即是谎
言数穷，不如守中。”

言，沉默才是最本质的语言。
对于时间，作家写道：“（时间的）延续性是一切，没有什么能将
其打破。面对如此的坚持，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时间观念看起来都
有点可笑。永恒才是真正的人文主义理念，是最接近我们生活中所感
f
悟到的……真理，唯一的真理是永恒，无限，绝对，不可见。”
现代社

会中时间被人为限定为具有连续性且单向线性发展的概念。早在 20 世
纪初，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就指出所谓理性抽象的概念分析往往只能歪
曲事实。相较于社会中约定俗成的抽象时间观，柏格森更强调个人感
知的时间理念。时间因此逃离了理性的局限，获得更丰富的表达形式。
柏格森时间理论对后世文学艺术思想影响深远，是西方感性、认知思
a

J.M.G. Le Clézio, L’extase matérielle, p.35.

b

Ibid., p.17.

c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第 54 页。

d

同上书，第 78 页。

e

同上书，第 237 页。

f

J.M.G. Le Clézio, L’Extase matérielle, op.cit., 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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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发展的一座里程碑。上文中作家继承这一西方感性思维模式，摈弃
对时间抽象性的认识，强调永恒的时间理论。这一抛弃世俗、追求自
我体验的观点与中国虚空思想中对时间观的理解相得益彰。“致虚极 ,
守静笃 ; 万物并作 , 吾以观复。”a 排除外界的干扰，自我达到虚静的内
心状态，以此观万物，方能观察到其中的循环往复。此处的“复”何
尝不是作家永恒观的另一种表达呢。
《物质的迷醉》作为一本思想随笔，不同于作家小说的虚构写作，
很大程度上还原了作家的写作心态。随笔中出现了大量如上文举例所
表达的逆向思维，颠覆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语言观、时间观、自我定义，
社会观等。这种抛弃社会束缚，追求纯粹、绝对的思想与中国以道家
为首的虚空思想在出发点和表现形式方面都如此一致，使我们有机会
借中国虚空思想来理解作家作品中的虚空意境。

二、所见之虚空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
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
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b《庄生梦蝶》以此句最能体现道家
虚空思想的玄妙之处：“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是
周庄做梦变成蝴蝶，还是蝴蝶做梦成了周庄 ? 何为虚，何为实？周庄
可以是蝴蝶，蝴蝶亦可为周庄。在梦境与现实的虚实之间，世俗社会
中人与物的界限被打破。人脱离蜉蝣人生的桎梏，进入了灵动虚空之
中。这是道家思想对虚空最形象的注释。
透过人物视角的微观所见，笔者在勒克莱齐奥作品中遇见了类似
的虚空幻妙的情景。《寻金者》中，所见之物呈现亦实亦虚的特征，体
现了一种灵动缥缈的风格，主人公亚力克西的目光总在实与虚中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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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第 124 页。

b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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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休止地望着千变万化的天空下凝固不动的风景。我注视
每个细节，每个泉眼，每片树丛，从黑河峡谷到塔马兰。河岸，
烟雾笼罩在大黑河，戈莱特附近。德尼或许在那里，和从前一样，
在老库克陋屋里，我似乎觉得由于不断凝望，在照耀着河岸和大
海的金色光线下，我将推测出我们孩时的身影，那身影穿过高高
的草地，正在奔跑，赤着脚，脸上被抓伤，衣服被撕破，在这个
美誉边际的世界，在黄昏里，窥视神秘的马纳纳瓦上方两只蒙鸟
飞翔。a
泉眼、树丛、烟雾笼罩的大黑河，金色光线照耀下的大海和海岸，
这些风景是主人公所见之实。而在不断的凝望中，真实的风景与虚空
的景象重合。首先是超越时空的界限，现实与记忆重合，亚历克西看
见了童年玩伴小黑奴德尼，两人儿时的身影在草地上嬉戏打闹。继而
主人公窥视到永恒的空间：“神秘的马纳纳瓦上方两只蒙鸟飞翔。”所
谓永恒，这里并不是传统西方文学中伊甸园般的盛景，作家另辟蹊径
描绘了一幅充满东方虚空神韵的景象 : 天空中两只飞翔的鸟儿。浩瀚
天际的广大与蒙鸟的渺小相应和，更凸显出天地间的“空”。视觉上的
空旷实则反映出主人公空灵的心理状态。可见“空”才是主人公所见
永恒之本质。
从真实的风景到记忆中的幻境直至永恒的景象，主人公视角发生
了由实至虚的变化。这种趋势是对西方理性思维的颠覆。回归永恒的
道路更与老庄思想中永恒回归这一主题吻合。“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
于无。”b 作家正是遵循从有到无的回归之路，终得以窥视永恒的盛景。
统观全书，视角由实入虚的趋势普遍存在。在另一处原文中：

a

〔法〕勒克莱齐奥：《寻金者》，王菲菲、许钧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66 页。

b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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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乌玛向我走来，用她轻盈的步伐，走出森林。同一时
刻，我看见两只白鸟出现。她们高高的，在无色的天空，翱翔在
风中，盘旋在马纳纳瓦周围。它们是否看见我了？它们安静下
来，一只鸟待在另一只旁边，翅膀几乎不动，仿佛两颗彗星，望
着地平线上太阳的光晕。因为它们，世界停止了，天体的运行中
止了。a
从看见乌玛姗姗而来的实景到看见一对白鸟的虚幻景象。鸟儿在
天空中翱翔的场景是主人公追求自由的心灵写照。一对白鸟如同他和
乌玛般相互偎依凸显恋人般的亲密。此时亚历克西与乌玛褪去人类的
外衣，化身成天地间这对自由翱翔、相依相伴的白鸟。庄子云 :“堕肢
b
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忘却自己的形体，抛

弃所谓人的理智，摆脱形体和理性的束缚，与大道融为一体，这就是
坐忘。主人公的视角中我们感受到坐忘的意境。结尾处，世界停止，
天体运转中止更揭示了永恒中时间的停止。
透过叙述者的宏观视角，《沙漠》、《寻金者》、《奥尼恰》等代表作
对大海、天空、浩瀚星空的描写层出不穷。这其中属《寻金者》尤为
突出，小说以主人公“听见大海的声音”作为开篇，又以“听见大海
充满活力的声音正在来临”作为结尾。整部小说对大海的描写不胜枚
举：从儿时在海边的记忆到海上探险的经历，与乌玛相遇，最后重回
故乡……主人公的视线从未远离这片空广的海域。“我看见大海艰难地
c
大海的宽广反衬出人
闪耀在阳光下，大海的辽阔让我们沦为了俘虏。”

的渺小。作家笔下的大海是一片空旷而未知的景域，是作家自然写作
的重要对象。作者笔下的自然不单指大自然，而是自然而然，万事万
物自然生成，按自然规律发展，不受现代社会人为造作的场地。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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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法〕勒克莱齐奥：《寻金者》，王菲菲、许钧译，第 309—310 页。

b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 167 页。

c

〔法〕勒克莱齐奥：《寻金者》，王菲菲、许钧译，第 2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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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在访谈中谈道：“自然是自发的、根本的。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
a
自己想寻求的东西，你眼中的自然不同于我眼中的自然。”
大海、苍穹

等景象即是作家心中的自然之景。在东西方思想交汇的视角中，这与
道法自然的理念如此契合，两者均借自然而然的自然表达了一种抛弃
人为造作的虚空境界。

三、语言之虚空
中国的文字表达一贯虚空，没有主语是其重要特征。对中国诗歌
文学颇有研究的勒克莱齐奥曾在访谈中提到 :“我对中国唐宋诗歌感兴
趣的时候，写作受到了它们影响。我觉得唐宋诗歌里经常没有主语，
我非常喜欢这样一种手法，于是我从那时开始，越来越多地写没有主
b
与西方逻
语的句子，但这对法语来说，简直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

辑严密的语言结构不同，中国语言表达中缺少例如主语之类的必要成
分。缺少的空白之处非但不是空洞，往往能引起读者不同层面的理解
和想象，呈现出一种诗意的朦胧美感。
正如勒克莱齐奥所言，逻辑严密的法语语言体系不允许语法结构
的空缺。但这并不妨碍作家对虚空意境的表达。语言的虚空首先体现
在人物的对话中。《沙漠》中主人公拉拉与记者的一段对话 :
a

参见〔法〕勒克莱齐奥、许钧：《存在、写作与创造—勒克莱齐奥访谈录》，《文艺研究》，

b

记者问：很多中国读者有个困惑：唐诗的韵脚怎么译。也有学者认为，你在中国有些吃亏，因

2016 年第 6 期。
为你典雅、朴素的法语很难被翻译成对应的中文，这会影响中国读者对你的接受度。你当过傅
雷翻译奖评委，你怎么看语言的翻译问题？勒克莱齐奥答：翻译是必要的，不然就没有交流。
且不谈翻译的鸿沟和弊端，我想说的是，译文会对原语言产生影响。我对中国唐宋诗歌感兴趣
的时候，写作受到了它们影响。我觉得唐宋诗歌里经常没有主语，我非常喜欢这样一种手法，
于是我从那时开始，越来越多地写没有主语的句子，但这对法语来说，简直是一种大逆不道的
行为。我在某个场合与法国作家谈论过中国文学。他们说，如果中国文学想被法国读者更好地
接受，中国作家必须写更多有主语的句子 —这样才能被完全翻译过来，不然很难办。然而我
的意见是，没有主语正是中国语言和文学的一种特点，不能把它强掰过来，附会我们的传统。
（参
见《 勒克莱齐奥访谈—山峡让人怀旧》，201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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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谈论您，议论海娃这个谜。谁是海娃 ?”
“我不叫海娃，我出生时没有名字，我便取名叫布拉·埃丝
米，意思是无名。”……
“您来自哪个国家 ?”
“我出生的国家没有名字，跟我一样。”
“它在哪 ?”
“在那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的地方。”a
“无名”的名字，“没有名字”的国家，“什么人，什么东西”都没
有的地方，拉拉的回答看似漫不经心，一连串否定的回答实则反映出
主人公虚空的心境。这是对现代社会语言观念的抛弃，它与西方记者
富有逻辑的提问形成鲜明对比。遗落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间碰撞的现
象在《少年心事》中也有出现 :
一旦发现有喜欢他的人，他便走上前去，平静地问他：
“您好，您想不想收养我？”
可能有不少人非常愿意收养他，因为蒙多那圆圆的脑袋、油
亮的眼睛很是逗人喜爱。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人们不能就这样，
这么快地收养他。他们开始向他提问题，诸如多大了，叫啥名字，
住在什么地方，父母都在哪儿，可梦多不怎么喜欢这些问题。他
回答：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说完，他便跑开了。b
对于到处流浪，从未受社会教化、约束的蒙多而言，“您想不想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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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法〕勒克莱齐奥：《沙漠》，许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第 319—320 页。

b

〔法〕勒克莱齐奥：《少年心事》，金龙格译，广西：漓江出版社，1992 年，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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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我 ?”这一问句是蒙多式与人交流的一种形式。蒙多并不在意其语义
所指 a，构成了怎样一个社会世俗的概念。而与之相反的则是人们的回
答，诸如“多大了，叫啥名字，住在什么地方，父母都在哪儿”。显然
这里的问句是现代社会语言体系的体现，即语言建立在庞大的结构体
系之上，每一个语音和字符都被分配与某一概念发生关系。“你想不想
收养我”这一问句，必然引起对“收养”这一概念的联想，从而人们
进入“收养”这一语境中，深入询问相关的问题。挣脱了所谓理性分
析中语音与语义间的限定，蒙多的语言更呈现出一种诗意的美感。而
这种诗意正是建立在虚空于社会限定性的语言模式之上，进入了空无
的语言境界。
“无为而无不为 b”人物语言因此具有了无限的潜能，引发
读者无尽的想象。可见在强调语言的自由不羁以及对社会语言体系的
批驳方面，作家与老子思想提倡的无为思想之表达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家善于将符号、图形和文字游戏穿插于作品中，《寻金者》中的
星空图形，《蒙多的故事》中的五角图案以及用各种象形图形描述 26
个字母的段落等。在笔者观察中，这类写作现象均属虚空语言之体现。
现代西方社会，语言是表述周遭一切的工具。而文学中语言却时常暴
露出天性的不足。语言既是谎言，它即无法真正表达事物最本质、潜
在的特征，也无法完全诠释人类内心细微的感受。19 世纪末以来，对
传统语言的控诉引发了西方文学界多次革新 c。然而在西方理性主导的
社会环境下，对语言的突破往往走向理性的反面 : 不明所以的癫狂 d 或
不可谓的秘境 e 之中。勒克莱齐奥对语言的探索是一次超越理性的大
a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提出“所指”的观点：特定的声音或形象在社会的世俗约定中被分配与
某个概念发生关系，在使用者之间引进某种概念的联想。以索式为代表的现代语言体系，将语
言看作一个结构来进行理性的分析。索绪尔因此被后世学者认为是结构主义的创始人。

b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第 209 页。

c

其中包括 19 世纪初 20 世纪末以马拉美为代表的法国诗人在诗歌语言方面的探索，20 世纪 30 年

d

以超现实主义否认理性，强调无意识或潜意识文字写作为例。

e

以法国诗人马拉美作品中空无境界为例。参考张亘：《马拉美：“无”与“物”之间 》，《 外

代的超现实主义的潜意识文字写作等。

国文学评论》，201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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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尝试 : 借探寻失落文明之机，超越西方现代语言的观念，建立一套
凌驾于文明社会语言体系之上的诗意语言体系。语音不再局限于指定
的语义概念，而某个概念也不在受逻辑表达的限定，图画、符号以及
融合东方象形文字思维的文字游戏都是这一理念的产物。

四、时间之虚空
时间原本是人类用于描述物质运动或事件发生过程的一个参数。
正如上文柏格森时间观所言，这一人为制定用于衡量的数据并不能完
全表达真实的时间，尤其是对人类可感知却无法言说的超验时间方面，
传统时间是无法界定的。作家笔下的虚空时间首先即是对传统时间观
念的否定。
然而在我要写上日期的时候，我察觉到自己不再知道何日何
月。有一刻我想跑到电报公司的办公室，像过去一样询问：今天
几号？但是我立即发觉，日期对我没有任何意义，不再有任何重
要之处。a
对年、月、日的界定均属传统时间范畴。而对何年何月的茫然则
凸显主人公对世俗约定时间观的摈弃。主人公身处自然之中，远离人
类文明，借此获得超验的机遇。老子思想中“复归于婴儿”即是这种
抛弃社会种种限定、束缚，回归婴儿般本初的状态。可见东西方对超
验时间的追求首先建立在遁世的基础之上。挣脱纷繁的世俗时间的藩
篱，时间进入了空的境界。
在研究“道”的本体论中，老子谈到“道”作为万物发生发展的
原动力，虚世界的重要表象，其时间特点为“寂兮”而“周行而不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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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勒克莱齐奥：《寻金者》，王菲菲、许钧译，第 2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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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殆”
。道的时间静默，但并不静止，时间是往复循环而从不停息。而勒

克莱齐奥笔下的永恒时间则是虚空时间的另一种体现。在《寻金者》、
《乌拉尼亚》之类探寻乌托邦式理想世界的作品中，作家对永恒时间的
处理极具典型性。时间停驻的现象首先引起笔者的注意。当小说人物
感到幸福的当下，时间即停止，在静止中幸福的时间被无限延长，最
终成为永恒。主人公在乌玛的陪伴下，时间停止在永恒的瞬间中：“我
觉得这一天没有止境，像大海一样。b”他们更化身成一对翱翔天空的
白鸟，“因为它们，世界停止了，天体的运行中止了”c。当身处大海感
到惬意时：“风不会老，海没有年龄。太阳，天空永恒。”d“月亮的美
e
f
丽让时间停止。”
“时间停止奔跑。
”
当主人公与儿时玩伴乘独木舟泛舟

大海时，愉悦的经历更让他感觉时间被无限拉长：“我永远都忘不了这
一天，如此漫长，仿佛几个月，几年，那时我第一次认识大海。g”
作家笔下永恒时间作为一种超越世俗的虚空时间观在人物融入自
然的经历中时常出现。自然是缺乏社会定义的场所，它为时间的超验
提供了必要条件。这也是为什么上文中反复出现永恒时间与大海、夜
空等场景相伴的情况。相较于老子理论中对虚空时间的周而复始这一
螺旋运动模型的设想，勒克莱齐奥的永恒时间观则呈现出将短暂的瞬
间无限拉长的线性结构。这是对同一主题的不同诠释。我们还应注意
到，作家的永恒时间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时刻与社会时间相伴，或是
乌玛相伴左右的时刻，或是与玩伴嬉戏的时光。这种实与虚时间交织
的写作手法巧妙突显了幸福的短暂。社会定义的瞬间幸福却在个人体
验中化为永恒的存在。
a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

b

〔法〕勒克莱齐奥：《寻金者》，王菲菲、许钧译，第 204 页。

c

同上书，第 310 页。

d

同上书，第 145 页。

e

同上书，第 279 页。

f

同上书，第 303 页。

g

同上书，第 43 页。

字之曰道。”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第 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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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对勒克莱齐奥虚空意境及其潜在性的研究来源于作家与东方思想
文明接触并产生交集的写作背景之下。作家小说中的虚空境界与中国
传统虚空思想在目的和本质上相似性强，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两
者在思想上达到琴瑟和鸣。因此借中国虚空思想观作家作品更能深刻
体会其虚空的内涵，掌握其特征。本文的研究文本主要集中在作家 80
年代之后的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多探寻以感知、直觉体验为主的原
始文明思维模式，抛弃以理性、逻辑为本的西方现代社会思维模式。
此特征为研究虚空这一超验体会打下了基础。然而对于作家前期作品
中是否已出现这一趋势还有待研究学者们的深入挖掘和研究。其成果
必将进一步完善对勒克莱齐奥的相关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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