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克莱齐奥作品中的亚洲和跨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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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亚洲文化背景下分析勒克莱齐奥作品中的跨文化研究，

首先要从社会学和哲学的角度考察其跨文化的落脚点，即“文化”和
“身份”；然后追溯过去 40 年间“跨文化”的概念在法国和美国的嬗
变；再分析勒克莱齐奥笔下的亚洲与亚洲文化，包括佛道哲学对《隔
离》和《暴雨》等多部小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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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勒克莱齐奥作品中的亚洲鲜有关注，甚至在第一印象里，
他的作品中几乎不见亚洲的踪影。但仔细阅读后会发现，他作品中的
亚洲人物数量惊人，而且作品自始至终都浸透了以佛教为主的亚洲哲
学。勒克莱齐奥近年来还在大量作品中推广跨文化。为此，在本文中，
首先从不同方面分析其跨文化的含义；其次，概述勒克莱齐奥在作品
中体现的其个人与亚洲和亚洲文化的关系。
分析“跨文化”的概念，首先要分析文化范式。文化几乎是当今
美学层面和社会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现实，文化就在我们自身，处处以
多重面孔呈现着我们，这一趋势不可逆转。从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看，
文化指符号体系的生产（语言、思想、习俗、神话），抑或是物质的各
个方面（工具、住所、衣着习惯和烹饪习惯）。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
是我们在建立与世界关系的过程中美学表现和意识形态表现的总和。
*

本文的初稿曾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在南京大学 “ 勒克莱齐奥与亚洲 ”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感
谢高方女士和张璐女士向我发出邀请，使我得以成行南京，并得以参加这场学术与文化的交流
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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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与文化同质的概念指向跨文化的第二个相关因素，即“身份”。
从米歇尔·卡斯特拉（Michel Castra）的社会学角度来看，身份“由个
人或群体的所有特点和属性构成，这些特点和属性使得个人认知或群
体认知中的自我成为一个特殊的实体，并同样如此被他人认知。要领
a
会这个概念，就必须将其与多种个体或群体的社会诉求相关联”
。阿尔

弗雷德·米歇尔·格罗塞（Alfred Michel Grosser）的著作《身份认同
的困境》（Les Identités difﬁciles）（1996）引发了关于每种文化归属感
的辩论，也就是关于每种文化的认同问题的争论，正是这场辩论使得
作者开始思考自我身份的再现这一概念。他的分析，让我们就身份思
想的理想范式和对各种文化的评价方式进行反思。与他人的关系正是
“跨文化”这一概念的核心所在。
2005 年，伊萨·阿斯加拉利（Issa Asgarally）出版《跨文化或战
争》（L’interculturelou la guerre）一书，勒克莱齐奥为该书撰写序言。
我直接以该书为根据进行讨论。在该书中，阿斯加拉利阐发了跨文化
的基础：
跨文化的基础是什么？必须回顾数十年来助长了敌意和战争
的分歧和冲突，并且换一种方式理解这些分歧和冲突。这并非减
少差异，因为我们必须承认自然和文化差异在人际关系中发挥着
建设性作用；而是应该重新讨论以下观点：差异必然意味着敌意、
被物化和被僵化的敌对整体，以及建立在这种对立基础上、视彼
此为敌人的相互认识方式。
为了指出跨文化对人类的重要意义，勒克莱齐奥援引阿斯加拉利
的话表示：“未来是跨文化，否则就是战争。”我认为，勒克莱齐奥所
倡导的跨文化是对以下作家和哲学家先前阐明的概念进行重新组织和
a

Michel Castra,“Identité”, in Serge Paugam (dir.), Les 100 Mots de la sociologie (Paris: PUF, coll. «Que
Sais-Je?», 2010), pp.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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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升华：桑戈尔（Senghor）的“文化混血”（métissage culturel），格
里桑（Glissant）的“关系”思想（pensée de la Relation）以及德勒兹
（Deleuze）的“块茎思维”（pensée rhyzomatique）。
尽管我们可以质疑桑戈尔从某种程度上将法国文化理想化的做法，
但他也在强调非洲文化的重要性，而且人们不甚了解的是，桑戈尔还
肯定任何文化都是一种混血文化，如古埃及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等。桑
戈尔清醒地认识到，文明之间的交流所萌生的新事物，创造出更加丰
富的文化，新文化的丰富程度超过任何单一组成部分。勒克莱齐奥既
对桑戈尔的思想抱有兴趣，也阅读了大量格里桑的作品，还曾多次与
格里桑本人会面。勒克莱齐奥和格里桑在跨文化的“关系”思想上有
相似的认识。
格里桑的思想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甚至 90 年代末才被理解，并在
法国以及法语国家的知识界传播，包括其思想的发端之地——安的列
斯群岛。实际上，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格里桑就已提出“关系”的观
点。这个观点没有把非洲文化或法国文化放在优先位置，而是推崇一
种处在永恒变动之中的文化。这种文化在各种土壤中汲取营养。由于
安的列斯群岛地理位置特殊，来自加勒比与周围各地区的影响在此交
汇，所以在加勒比滋生出一种变换和联系中的文化。这里所说的加勒
比与周围各地区的影响，是指来自美洲印第安，非洲，曾为法属、英
属、荷属和西属殖民地的影响，以及哥伦比亚、巴西、墨西哥和美国
的影响。格里桑认为，从文化角度和对他者理解的角度看，安的列斯
群岛的复杂文化关系早一个世纪就出现了。事实上，他可能是正确的，
但我们也要看到，许多安的列斯人，包括知识分子，都没有充分认识
格里桑的关系思想的真正意义，或者说不乏排斥态度。但在 2017 年，
在马提尼克举行的国际法语研究学会（Conseil International d’Études
Francophones，CIÉF）的年会上，已有学者在使用格里桑的思想。
2010 年 5 月，就在勒克莱齐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久，他与萨
罗吉尼·毕塞叙尔 - 阿斯加拉利（SarojiniBissessur-Asgarally）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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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语言学家伊萨·阿斯加拉利，在毛里求斯，共同创立了跨文化
与和平基金会（Fondationpourl’Interculturel et la Paix，FIP）。我认为，
这一机构的创立具有重要意义。理由有很多：首先，跨文化是勒克莱
齐奥作品的组成部分，出现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其次，基金会的
成立凸显了跨文化与和平的相互依赖关系。最后，通过毛里求斯的亚
洲人，主要是印度人，在勒克莱齐奥与亚洲之间架起桥梁。
2013 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曾召开“文化间性
与艺术”
（Interculturality and the Arts）学术研讨会 a，勒克莱齐奥曾在会
上做了学术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要谈跨文化就不能不谈到某些霸
权国家，他们强制传播单一文化模式：
的确，如果说跨文化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那是因为文化
往往隶属于权力。当今大部分强国文化都是单边的。这些国家把
自身的社会模式和文化成就作为唯一参照，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
区强行输出。我对文学的作用充满信心，我坚信文学会推动文化
间性的到来。如果我们能够进行翻译，能够自由获取书籍，能够
接触其他文化，能够借助公共图书馆，从当下开始，并借助因特
网的神奇力量开展工作，跨文化就不是一个梦。
跨文化与和平基金会对自身跨文化的使命做出如下定义：“推动对
世界各文化的相互认识，促进各文化互动，让不同种族的男性与女性
都能丰富自身。”基金会还要通过文化间交流，推动各国国内与国际和
平，这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
勒克莱齐奥曾对文学具有改变世界的能力持矛盾态度。他在斯德
哥尔摩发表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承认：“一段时间以来，作家已
不再自负地相信自己还能改变世界，还能以自己的长篇和短篇小说去
a

勒克莱齐奥所作报告视频发布在 YouTube 上，网页：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GNztjdR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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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一种更美好的生活。”但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所作的
报告中，他又指出，当今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人们的阅读量太小。要
么不识字，要么太穷买不起书，要么从小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他认
为，阅读文学作品是让人走上文化间性之路的最好方式。虽然笔者承
认书籍大有裨益，包括为人打开通往其他文化的大门，让人接触到无
限广阔的各种领域。我不确定能否仅通过阅读本身来预防战争、独裁
和种族灭绝的爆发。毕竟大量的战犯都曾经是贪婪的阅读者，不过，
他们抑或对阅读内容有所选择，抑或在阅读过程中，眼前有一个筛子，
能筛除他们不想看的内容。我们可能应该将反思的范围扩展到跨文化
在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以便从更加全面的视角研究这一概念所涵盖
的内容。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不仅跨文化问题及其定义成为法国内外
许多学术作品探讨的焦点，跨文化意识的发展也是如此。由此，克
劳德·克拉内（Claude Clanet）为跨文化提出了一个基础性的总体框
架 a。在他的定义中，跨文化是“在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关系中，在交
流者之间维护各自相对的文化身份的同时，在不同文化的互动中产生
的心理、人际关系、群体、制度过程的整体。”此外，让 - 勒内·拉德
米拉尔（Jean-René Ladmiral）和爱德蒙 - 马克·里皮安斯基（ÉdmondMarc Lipianski）认为：
“这个词本身就隐含了不同文化关系之间、关联
和交流的观点。与其把它理解为两个独立客体（两种相互接触的文化）
之间的往来，不如把它视为不同文化在沟通过程中相互构建的一种互
动。”b 我们关注到关于跨文化研究模式及其他场域界定的困难。1995
年帕特里克·德努（Patrick Denoux）对法国跨文化研究进行了整体的
a

Claude Clanet (dir.), L’Interculturel en éducation et en sciences humaines (Toulous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Mirail,1986). Lire également Claude Clanet, L’Interculturel. Introduction aux
approches interculturelles en Éducation et en Sciences Humaines (Toulous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Mirail, 1993), p.21.

b

Jean-René Ladmiral et Édmond-Marc Lipianski,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is: Armand
Colin, 1989),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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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和盘点，他明确指出，成果梳理所遭遇的困难是研究主题纷繁复
杂造成的，“无论是固有公理，还是从该场域隐含的定义”均是如此。a
相比于历史研究的视角，德努更倾向于主题研究，他指出，跨文化研
究中存在某些不变的话题，并说明其应用领域，包括跨文化教育和教
学、跨文化心理学、跨文化人格、跨文化想象、国内与国际跨文化关
系、跨文化组织机构。从这一观点，我们还可以联想到茨维坦·托多
洛夫（Tzvetan Todorov）
，他曾通过《我们与他者：关于人类多样性的
b
法兰西思考》和《义务与乐事，摆渡人的一生》
，对身份间的关系进行

反思。
但是，跨文化研究希望在他者的问题上与传统人类学划清界限，
跨文化探讨他者和自我的动态关系，而非将他者视为一种客观的、有
限的事实。在法国的跨文化文学研究中，个案研究的比重最大，这种
研究具有经验主义色彩，依靠举例说明的方式的理论著作同样如此，
因此要给跨文化找到普遍的定义很难。
伊夫·温金 c（Yves Winkin）就美国与法国跨文化交际的产生和发
展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分析跨文化，对于人类学没有成为跨文化研究的
“学科矩阵”（matrice disciplinaire）感到惋惜。在法国，跨文化交际研
究领域由社会心理学和教育科学主导。他以批判的眼光看待那些声称
属于跨文化范畴的学术作品存在明显的混淆：描述与规定的混淆，知
识和能力的混淆，对文化概念的理解过于粗糙。温金同时还列举其他
法国学者就“文化交叉”
（croisement des cultures）所撰写的内容丰富
的作品，比如托多洛夫和塔吉耶夫（Taguieff）
，在他们的作品中没有
a

Patrick Denoux, “Pour une nouvelle définition de l’interculturation”, in Jeannine Blomart et Bernd

b

Tzvetan Todorov, Nous et les autres, la réflexion française sur la diversité humaine, 1989; Tzvetan

c

Yves Winkin, “Émergence et développement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ux Etats-Unis et

Krewer(dir.), Perspectives de l’Interculturel (Paris: L’Harmattan, 1994), p.67.
Todorov，Devoirs et délices, une vie de passeur，2002。
en France”, in Khadiyatoulah Fall, Daniel Simeoni et Georges Vignaux (dir.), Mots, Représentations,
enjeux dans les contacts interethniques et interculturels (Ottawa: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Ottawa,
1994), pp.33-50.

156

跨文化对话第 43 辑

出现“跨文化交际”的词语，但在温金看来，跨文化交际正标志着法
国研究这一课题的未来走向。
在 英 美， 贝 内 特 (Milton J. Bennett)、 班 克 斯 (James A. Banks,) 和
赫尔姆斯 (Janet E. Helms) 认为，跨文化竞争力可以从许多范例中显
示出来。具有批判性的范例会引人构思一种教育方式，旨在让学生
了解自己出身所特有的多文化属性，并且明白这是现实。例如，贝
内特强调跨 文化敏感性的发展 a，班克斯注重族裔类型学（typologie
d’ethnicité）b，赫尔姆斯的研究角度则隐含其对种族身份发展的重视 c。
200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通过并实施《保护和促进文
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这是跨文化在世界上范围展现所取得的成
果。勒克莱齐奥的作品便是跨文化艺术表达的杰作。
根据上述观点，亚洲地缘诗学在 2008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
齐奥作品的情节构思中随处可见。他将想象扎根于文化交汇的特性中。
玛丽娜·萨勒（Marina Salles）在她的著作《勒克莱齐奥，我们的同代
人》（Le Clézio, notrecontemporain）中指出，勒克莱齐奥作品中宗教信
徒的存在，但这并不是为了和许多新信徒一样，声明某种宗教优于其
他宗教，那将是一种不幸。玛丽娜·萨勒更多地是为了凸显作品中众
多醉心于宗教的人物身上的智慧和人生财富，其中以道教和佛教这样
的亚洲宗教和哲学为主。在勒克莱齐奥的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Le
Procès-verbal）（1963）中，主人公亚当·波洛对道教产生兴趣，并试
图和自己保持距离，使自我（moi）和自身（soi）消失，与动物、植
物和岩石相融合。与现代社会分离，让本质乃至存在回归，并和世界
融为一体，这样的想法在勒克莱齐奥的散文《物质的迷醉》（L’Extase
a

Milton J. Bennett,“Towards Ethnorelativism: a 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

b

James A. Banks, Multiethnic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and

c

Janet E. Helms,“Development of the White Racial Identity Inventory,”in Janet E. Helms (Ed.), Black

R. M. Page (ed.), Education for the Intercultural Experience (Yarmouth, ME: Intercultural Press,1993).
Bacon,1994).
and White Racial Identit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Westport, CT, Praeger, 1990), pp.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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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érielle）（1967）中亦有体现。
虽然存在的不安在《诉讼笔录》以及勒克莱齐奥最初作品的主人
公身上显而易见，这些人物难以和身边同类的人建立联系。不久后，
在 1978 年，勒克莱齐奥发表了《蒙多和其他故事》（Mondo et autres
histoires），开启了他的文学的新时期，在此期间，他对人际关系和文
化间交流给予更大关注。在这部短篇小说中，那位名叫蒙多的孩子遇
见了一位越南老妇蒂钦，蒂钦将成为他的朋友。要知道，蒙多是一个
不知来自何处的孩子，小说的开头两句话这样写道：“也许，没有人说
得清，蒙多从哪里来。偶然有一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我们这座
城市，谁也没注意到，后来大家就对他习惯了。”人们不知道他从哪里
来，即便人们可能认为他来自东欧；不过，他首先是来自另一种文化
的孩子，在寻找一个可以理解他、收养他的成年人，正如他对自己信
任的人提出的问题：“您想不想收养我？”他的名字极具象征意义，因
为他属于世界（monde）。他是全世界的孩子（enfant universel）。在小
说中，勒克莱齐奥着力表现一个乐于助人的孩子和他所处社会的暴力
之间的反差，这个社会不能容忍有人到处流浪，想把他关进收容所。
理解蒙多、保护蒙多的人仍然是在山上拥有一座闪着金光的漂亮老房
子的他者（l’Autre）——越南女人蒂钦。
1993 年，在接受克洛德·卡瓦莱洛（Claude Cavallero）的访问时，
勒克莱齐奥特别提到，在巴拿马达里恩（Darien）丛林中那样不同文
化的接触，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他渴望探索多种
宗教思想，走近不同文化，对不同文化实践展现了极大的包容，这些
文化实践自然会切实推动跨文化的发展。
我们还能在勒克莱齐奥的多部小说中重新发现佛教思想，例如
《彼界之旅》（Voyages de l’autrecôté）（1975）、《逃之书》（Le Livre des
fuites）（1969）和《大地上的未知者》（L’Inconnu sur la terre）（1978）。
2009 年，萨罗吉尼·毕塞叙尔 - 阿斯加拉利在以勒克莱齐奥为主题的
《伊塔利克》（Italiques）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勒克莱齐奥：印度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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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哲学》（“J.M.G. Le Clézio : Mythologies et philosophies de l’Inde”）。
毕塞叙尔 - 阿斯加拉利在文中阐述了佛教神圣文本《奥义书》如何在
上述小说主人公的思考中占据核心位置。按照他的说法 a，
《奥义书》向
我们展示了通往梵天智慧的道路，也就是万事万物都具有的灵魂世
界（âme-monde），就像《彼界之旅》的主人公娜迦娜迦所经历的旅行
和融合。娜迦娜迦扮演着良师益友般的引导角色，帮助作品中的其他
人物真正“渡到彼岸”，使他们发现灵魂世界。当娜迦娜迦达到这种
与世界完全融合的状态时，她便成为了菩萨（Bodhisattva），字面意义
是“求道求大觉之人”（Bodhi 在梵文中意思是“觉、智、道”，Sattva
意思是“众生、有情”），也就是人的最高境界——佛。同样，《大地上
的未知者》中的男孩饱经游历，在这一过程中跳脱出自我，进入世界，
并成为菩萨。笔者在此援引勒克莱齐奥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山
海彼端、幻景之外的事物。眼眉低垂的孩子的样貌，菩萨的样貌。”b
《逃之书》里的年轻人奥冈（Jeune Homme Hogan，也被称为他名
字的首字母缩写 J. H. H.）出生在越南。他展开了一场漂泊的旅行，在
全世界游荡。他的名字代表了同时跨越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同类人
的名字。他的旅程类似一场逃离，离开西方世界，试图找回自由。还
记得他断然抛弃西方世界说：“我不再是希腊、罗马世界的儿子。我不
能继续成为它的种族中的一份子。”c 回到墨西哥后，奥冈找回了安宁，
似乎已经脱离这个世界，最终成为他自己，并接受了这样的自己。这
些同化作用的启发属于跨文化的实际化操作。如同将自然象征神圣化
的神话所强调的一样，东方传统中事物的价值重新具有了专有名词的
理据。问题不在于对两者或多者之间的身份横加指责。作为起始点的
根源决定了叙事命运的走向，在与具有他性的人物的相遇游戏中面对

a

Sarojini Bissessur-Asgarally,“Le Clézio : Mythologies et philosophies de l’Inde”
, Italiques, Hors-série
«J.M.G.Le Clézio», 2009, pp.46-49.

b

J.M.G. Le Clézio, L’Inconnu sur la terre (Paris: Gallimard, 1978), p.232.

c

J.M.G. Le Clézio, Le Livre des fuites (Paris: Gallimard, 1969), p.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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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随着交流不断丰富自己。
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中，前两个部分在本质上带有殖民
主义色彩，阅读勒克莱齐奥的作品，会发现，这前两部分是站不住脚
的。1978 年《蒙多和其他故事》发表后，相关的讨论便开始了，显
而易见，在勒克莱齐奥的作品中，亚洲和西方的跨文化关系得以巩
固。另外还有两部作品，同样尤其突出勒克莱齐奥与亚洲的缘分，
如《隔离》（La Quarantaine）（1995）和最近出版的中篇小说《暴雨》
（Tempête）（2014）。
《隔离》讲述了一场跨文化之旅。众多叙述者的声音把现实时间
（按先后顺序线性发展的时间）的各种表现方式杂糅在一起，以展现
起源的年代，也就是传说中最初的年代。莱昂是传奇般的舅公唯一的
后人，他将自己的声音转让给他日记里的其他叙述者（苏瑞亚瓦提的
母亲和外祖母）
，向读者说明其起源以及亚洲地缘文化中人名的特殊含
义。我们明白了叙述者生活在当代，有一位欧亚混血的外曾祖母，她
是莱昂和雅克的母亲，莱昂和雅克曾在普拉特岛上待了四十天；同样，
苏瑞亚瓦提的母亲阿南塔是英国人，在 1857 年印度士兵的起义中被吉
莉芭拉救出。经历了亚穆纳河上的惊险航行后，吉莉芭拉来到毛里求
斯，随后在普拉特岛上生活，阿南塔在岛上长大，后来苏瑞亚瓦提也
在那里长大。皈依印度教就像在亚穆纳河顺流而下那样自然，阿南塔
《隔离》扎根于印度文化，这种皈依被生
就这样成了这条河流的女儿 a。
活在当代的叙述者强化，叙述者坚信“呼唤吉莉芭拉是为了纪念泰戈
尔”
。树立起这一人物的社会人类学地位颇有深意，正如卢卡奇在《小
说理论》（1968）中强调的，表现了一种“主人公和世界的他性”。勒
克莱齐奥的关系诗学引领我们探索一个异质的世界。毛里求斯和印度
两国的文化元素相互连接匹配：泰戈尔是连结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坐
a

在亚穆纳河顺流航行的更多细节，参见上文提及的萨罗吉尼·毕塞叙尔 - 阿斯加拉利所写论文
与 Bénédicte Mauguière,“Mythe et épopée de la descente du Gange dans La Quarantaine de J.M.G. Le
Clézio”, Europe, dossier Le Clézio (dir. Claude Cavallero), n957-958, 2009, pp.16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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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纽带，是连结借助于图像的记忆和人物的叙事地位之间的纽带。
跨文化也体现在《隔离》中水的流动性这一符号逻辑中。为了逃
离战争，吉莉芭拉和阿南塔踏入河水中：
她感觉似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她怀里欢笑舞动的小朱恩
就是那个世界的入口。在这条河流的世界里，一切皆有可能，没
有战争，没有鲜血，没有仇恨，没有恐惧，她被世界紧紧地抱住，
好好地藏起，仿佛被捏在巨手中的一块小石块。
时间的线性被打断了，远古的故事发生在今天，通过这样的叙事
安排，我们惊讶地发现，许多人物是相同的，从这个浸润着印度教信
仰的故事可以看出，爱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消解个人主义的河水也把
他们结合在一起。对于勒克莱齐奥而言，巨手这个强化的隐喻，是对
世界性这一当今现实的参照。这是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对跨文化中的社
会学批评进行的乌托邦式表达。通过生命的神话，通过水以及水的创
造革新之力，亚洲所处的位置成为世界的入口。
2014 年，勒克莱齐奥出版了中篇小说《暴雨》。故事发生在韩国的
牛岛（Udo）上，这是他第一次将整部作品的情节放在亚洲展开。此
外，他还在卷首语中向海女（Haenyo）致敬，这是一群屏气潜水捕捞
鲍鱼的女性。小说展现了众多出身不明的人物在这个世界尽头的海岛
上的相遇。所有人，或者说几乎所有人都为了逃离自己极为灰暗的过
往而迁移到牛岛。譬如宋玛丽，她因一次强暴而出生，被母亲抛弃，
后来被一个堪萨斯的农民家庭养大，随后逃离家庭，成为一名歌手。
玛丽的丈夫菲利普·克约先生是一位记者、作家、摄影师，他因在越
南战争中目睹一名女性被强暴而没有上前制止，被判刑六年。茱莉亚
是俊娜的母亲，是生活在首尔的华人，曾和一名美国黑人士兵有过一
段关系，后来和 13 岁的女儿俊娜两人都被这个士兵抛弃。三十年前，
在牛岛海岸，玛丽消失在大海中，是意外还是自杀？循着妻子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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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约来到岛上，与俊娜相遇。小说呈现出一个跨文化氛围极其浓厚的
世界，书中人物的出身、种族、宗教、文化各不相同，都置身于一个
壮美的背景下，也就是这个吸引了众多游人的海岛上，同时在这个世
界里对于捕捞鲍鱼的女子而言，现实也是尤其残酷的。
总而言之，亚洲和跨文化构建了格里桑“关系”思想层面上的诗
学视角，构造了相遇与相互丰富的图景，也构成了丰富的经历和视角。
勒克莱齐奥的作品是一个讲坛，亚洲的神话和混杂的、来自各处的文
化的表达，均得以开放地展现，这是对世界诸文明的神圣事物与世俗
事物的郑重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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