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殁于清醒
———评佩索阿遗作《受教的斯多葛信徒 》

梅申友

　　 一 、引言

“寂寞生前身后名 ”,这句话用在佩索阿

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他生前只是外贸公司

的文书兼翻译 ,默默无闻 ,逝世后文名渐起 ,

直至上世纪 90年代才真正进入西方评论家

的视线 。如今他已被认为是 “欧洲现代主义

的核心人物 ”、“杰出的经典作家” 、“最为动

人的”和 “最能深化人们心灵 ”的作家 。布鲁

姆在他的名作《西方正典 》中 ,将佩索阿同聂

鲁达 、博尔赫斯并列 ,认为他们是 20世纪最

具代表性的诗人。佩索阿不仅是大诗人 ,同

时还是一位散文大家。这里的散文 ,专指那

些类似随笔的文学性散文 (不包括他的笔

记 、政论或学术性文章),其中最受评论家关

注 、最为他本人珍爱的是他晚期的随笔。众

所周知 ,佩索阿喜用不同的 “托名 ”(hetero-

nym)创作风格迥异的作品 ,借以造成一种异

于作者本人的 “间离化 ”效果 ,不过这主要是

他早中期的写作方式 。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

里 ,尽管还在使用托名进行创作 ,可他已不惮

于自我个性的展现 ,不再像先前那样刻意地

去隐藏自己 。他曾借 《惶然录 》中索阿雷斯

(Soares)之口 ,表达了自己对散文的青睐:

散文能容纳一切艺术 ,部分是因为语言

能容纳整个世界 ,部分是因为散文语言不受

拘牵 、为表达及思考提供了一切可能 。通过

转换 ,我们可以在散文中呈现一切:比如色

彩 、形体 ,在绘画里 ,却只能以直接的方式表

现出来 ,没有什么内在的空间可言;比如节

奏 ,在音乐里 ,同样只能以直接的方式表现出

来 ,却不具有什么外在的形式 ,更不用说什么

“第二形体 ”的观念了;比如结构 ,在建筑师

那里 ,必须依托于一些给定的 、实在的外物 ,

而我们这些散文作者 ,需要的只是节奏 、停

顿 、承续和流变;比如现实 ,雕刻家必须毫不

含糊地将它置于这个世界 ,却又不能营造一

种幻变的氛围;当然 ,还有诗歌 ,可诗人之于

诗歌 ,犹如一个刚刚加入秘密团体的初级会

员 ,他终究是规则和仪式的仆役 ———纵然他

甘心如此 。

诚如佩索阿的研究者理查德·载尼仕所

言:“晚期的佩索阿将更多的心思花在了自

我灵魂的探索上 ,而不是在技法的创新上;他

语气紧迫 ,急于袒露心声 ,似乎感觉到了自己

来日无多 。他试图直抵问题的核心 ,探测他

灵魂的深度 , 散文成为他首选的文体 。”因

此 ,要想更好地了解佩索阿的内心世界 ,最佳

的途径就是阅读他后期的散文 。可佩索阿作

品庞杂无序 ,整理出版十分费时耗力 ,现已出

版的后期散文除 《惶然录 》 (TheBookof

Disquiet)之外 ,只有这本新发现的 《受教的

202 2010.04



斯多葛信徒》了。幸运的是 ,佩索阿身后还

有像载尼仕这样孜孜不倦 、热情不减的研究
者 。载尼仕现居里斯本 ,是佩索阿档案中心
的研究员 ,主要从事佩氏作品的整理 、编辑和
翻译工作。他被公认为是佩索阿最好的译

者 ,其译文准确 、流畅 ,由他翻译的 《佩索阿
诗选 》 (FernandoPessoa＆ Co.:Selected
Poems)荣获 1999年美国笔会诗歌翻译奖 ,

而经他整理翻译的 《惶然录 》(TheBookof
Disquiet)现已列入企鹅经典图书系列。可
以说 ,佩索阿的作品能在西方广为传阅 ,载尼

仕功不可没 。 《受教的斯多葛信徒 》便是他
最新发现的一部佩索阿散文遗作 ,文稿的葡
文版于 1999年出版 ,而英文版直到 2005年

才得以面世 。

这是佩索阿的最后一部托名之作 ,自叙
者是一个名为特维的男爵 (TheBaronof
Teive)。他出身贵族 ,却一心想做个斯多葛

学派信徒 ,因作品断不成章 、受不住情感与理
性的双重折磨 ,而尽毁手稿 、走上绝路 。这是
他的遗书 ,也是他唯一的手稿 。男爵言辞滞

顿;常常是一言未结又另起一言。他语调沉

痛;不时出现的破折号 ,俨然是他上路前的嗫

嚅之词 。全书虽然是散文的形制 ,却富有诗

歌的质素 ,辞约意丰 ,或许称之为散文诗或诗

化散文更为合适。除正标题 “受教的斯多葛

信徒”之外 ,还有另外两个副标题 “特维男爵

唯一的手稿”和 “创造上等艺术之不可能 ”。

通读全书 ,不难发现这三个标题也正是文中

反复出现的主题 ,展现的是自述者在人生信

念(斯多葛主义)、社会身份(贵族)和艺术创

作(片断)上的三重困境。佩索阿以细致入

微的笔触 ,痛而不泣的口吻 ,展现了自叙者盘

杂纠结的内心活动。同时 ,也为读者提供了

一把开启他本人精神世界的钥匙。

二 、斯多葛·贵族·片断

正标题中的 “Education”(受教)一词 ,意

在表明这位斯多葛信徒尚在苦修当中 。然

而 ,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并不是一位恬淡寡欲 、

幸福自得的智者 ,而是一个内心苦闷 、厌弃生
活的绝望者:“我抵至了空虚的顶点 ,获得了

虚无的盈满。”他试图用斯多葛哲学指导自

己的言行 。众所周知 ,斯多葛学派的座右铭

是 “遵从自然生活 ”。按罗素在 《西方哲学

史》里的说法 ,这里的 “自然 ”有两层意思 。

广义上来讲 ,是指自然律或宇宙法则 ,即宇宙

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其间存在着一种支配万

物的普遍法则;这种普遍的法则 ,作为自然的

必然性渗透于万物当中 ,是宇宙秩序的创造

者 、主宰者和维系者;个体的得失荣辱 、悲喜

祸福 ,与宇宙秩序无涉 。男爵深谙此理 。尽

管生活已令他厌倦至极 ,可他并不怨天尤人 ,

并没有对自己的不幸作任何形而上学或社会

学上的附会:“心智的尊严体现在它敢于承

认其自身的局限 ,承认自身之外尚有现实存

在。必须承认———不管我们沮丧与否 ———自

然界的法则并不屈从于我们的意志;世界独

立自存 ,它不随我们的意志而转移;我们自感

悲伤 ,这无关乎星体的道德 ,跟此刻从我们窗

前走过的行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 。”从狭

义上来说 , “自然 ”指的是人的理性。斯多葛

学派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属性 ,而情感是灵

魂受扰的表现 ,是一种疾病;只有让情感听命

于理性 ,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才能符合宇宙

的自然律 。男爵犯难了 。他敏感多愁 ,是个

性情中人 ,根本做不到彻底的理性 。母亲离

世后 ,他起初是头晕目眩 ,继而焦虑烦闷 ,以

致感觉生活是彻底的无聊;门廊上一位素不

相识的老妪 ,能让他的心随即融化;路上一个

脏兮兮的孩子能照得他胸膛发亮 ,甚至一阵

微风都能搅动他的灵魂。他感同身受的脾性

尤其体现在他对旁人痛苦的反应上:

人类最微妙的痛楚 ———纵然稍稍念

及———都会让我焦躁难过 ,无法专注于自身 。

……我们不能没有感觉 , 正如我们不能不走

203TRANSLATIONS　译林　　名家名作评论



佩索阿和他的《受教的斯多葛信徒》

路 。 ……自从我记事起 ,我就怀着崇高的感

情 ,感受着人世的痛苦 、不义和悲惨 ,正如一

个身残者眼看着有人溺水 ,纵然他膂力过人 ,

终究还是束手无策。别人的痛苦 ,在我眼里

不只是简单的痛苦。眼看着别人受苦 ,我很
痛苦;知道别人的苦痛已无药可治 ,我很痛

苦;希望替人减轻苦痛 ,可自知其苦痛已无药

可治 ,因此并不感觉自己有多么崇高(这样

的崇高是无益的)———这份自知也令我痛

苦 。

如此强烈的同情心 ,无疑犯了斯多葛学

派的大忌。斯多葛哲学认为爱邻如己 、体恤

别人并不是有德的表现;真正的道德乃是秉

持理性 ,摒斥一切情感 。男爵想平息心中那

“情感的暴动 ”, 可这不过是枉费心力。情

感 ,他无法抗拒 。 “生活 , 不能依靠理性。

……只要智力存在 ,生活便没有可能。”理性

与情感的双向牵扯 ,让他处于痛苦的犹疑当

中 。

第一个副标题中的 “男爵 ”一词 ,凸显的

是自叙者的社会身份 ,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于

贵族生活欲拒还迎的矛盾心理。一方面 ,他

想摆脱自己的贵族身份。这也许是受了斯多

葛学派平等观的影响:即在人类一体的世界

主义观念中 ,人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一个相

同的类 ,都同受自然律的支配 ,都具有自然赋

予的理性。他生性腼腆 ,不善交际 ,可迫于男

爵的身份 ,不得不应付上流社会无聊的应酬 。

他个性胆怯 ,无意格斗 ,可出于对贵族风尚的

尊重 ,只好接受同僚的邀请。可另一方面 ,他

又不能将贵族的身份和荣誉完全抛于脑后 ,

“我可以对贵族血统或社会地位这些无味的

概念一笑置之 ,可要把它们彻底忘记 ,我从来

都做不到 。它们像是代表了我与生俱来的怯

懦 ,我讨厌它们 ,与之顽抗 ,可它们用一堆死

结缠住了我的心智和意志。”遇事不顺 、心情

不快之时 ,他会莫名地感到像是 “自己受了

冒犯 ,像是受到了底下人的侮辱 ,像是一个随

处可见的侍从突然对我顶撞 ”。言下之意

是:主仆有别 ,怎能以下犯上? 其骨子里的贵

族偏见不言自明 。身为男爵 ,虽有烦恼 ,可毕

竟享有普通人所不及的优越感 。是做贵族 ,

还是做庶民 ,这让他决绝不下 。

“创造上等艺术之不可能”,这是本书的

另一个副标题 ,可以看成是男爵的创作信条 。

斯多葛学派主张寡欲淡泊 、量力而行 ,要有自

知之明 ,认得清哪些事情是力所能及的 ,哪些

是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可男爵偏偏心高气

傲 , “只要是我看不上眼的 、达不到我抱负水

平的事情 ,我都严拒不做。”他矢志要写出一
流的文学作品 ,盼望自己能下笔如流 、一气呵

成。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现实中 ,援笔成章

可遇而不可求 。写写停停 、修改润色本是平

常之事 ,可在他看来是不能接受的 。一旦文

思阻隔 ,他便将文稿弃置一旁 ,就此罢手 ,往

后既不续写 ,也不作任何修改或润饰。然而 ,

对一流作品的向往会驱使他再次提笔 ,另谋

新篇 ,接下来依然是停顿 ,写下来的依然是片

断。久而久之 ,他的文稿便成了无数片断的

堆积 。在经过一番深刻的反省之后 ,他终于

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我无意进取 ,意

志不坚。倘若我将精力集中于力所能及之

事 ,纵然巨著无望写成 ,可从这些散篇乱章

中 ,我至少能整理出一些短文 。我本可以扒

梳出一些结构匀称 、完整的篇什 ,编撰成几本

文集 。我本可以将笔记中那些零落的词句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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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那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录 ,读起来决

不会觉得肤浅 、乏味 。”眼前的那些散篇断

章 ,让他陷入了绝望:“完美是不可能实现

的 ,对完美的不懈追求 ,最终会让我们精疲力

竭 。那些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和苦修者 ,我理

解他们 。他们在灵魂深处意识到了生命的徒

劳无益 。”

男爵矛盾重重:冰冷的理智与自发的情

感之间无休止的对抗 、贵族出身的体面和贵

族生活的无聊之间的冲突 、完美巨著的梦想

与碎篇断章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他想挣

脱 ,可惜终归徒劳:“一切努力纯是白费 ,一

切谋划均系枉然 。 ……一切动机都令我厌倦

至极。”身为斯多葛信徒 ,他对自身的困境做

了一番理性的审视:既是贵族之身 ,贵族的尊

严理应顾及;面对缺憾之作 ,最好的办法就是

付之一炬 ,让其彻底消失;至于眼前无望的生

活 ,有一个无奈而又不失明智的办法 ,即自

绝 ———斯多葛哲学并不反对自杀 ,当一个人

不能坚持理性而过一种有德的生活时 ,最好

的办法就是自行了断 。此刻 ,他神智清醒 ,毫

无念生者那种习见的凄惶与恐惧 ,而是像苏

格拉底 ———斯多葛学派的圣人———那般凛然

与淡定:“鞠完躬后 ,我将短剑———那柄不是

用作拼杀的短剑 ———推进胸膛。”这是绝路 ,

也是唯一的出路 。

三 、隐秘的动机

佩索阿惯用托名 ,按佩索阿本人的说法 ,

这是源于他不正常的心理。在给一位编辑的

信中 ,他曾这样写道:“我爱用托名 ,是因为

我早就患上了一种类似歇斯底里的症状 。不

知道这是不是简单的歇斯底里 ,还是歇斯底

里与神经衰弱兼有。我怀疑后者更有可能 ,

因为我有严重的 `丧志症 ' ,仅仅是歇斯底里

不会是这样的 。不管怎样 ,使用托名是因为

我一直喜欢 人̀格分解 '和 模̀仿 ' 。”至于为

何要创造男爵这个人物 ,并让他最终亡于自

绝 ,他不曾做过具体的解释 。不过在一篇介

绍托名者关系的文章中 ,他确曾提到索阿雷

斯 、男爵跟自己之间微妙的关系:“有几分相

似 ,却又外化于我 。”载尼仕认为 ,托名是佩

索阿驱邪的工具 ,目的是为了保全自身 。佩

索阿如同一个中了魔的人 ,他害怕自己会成

为像男爵那样的人 ,需要通过创作来排遣内

心的恐惧 。不论是佩索阿本人的暗示 ,还是

载尼仕的揣测 ,都在向读者透露着这样一个

信息:在托名者和真正的作者之间 ,一定有某

些暗合之处。

首先 ,男爵对自己的贵族身份念念不忘 ,

而佩索阿本人也有着欲罢不能的贵族情结 。

佩索阿的先辈有贵族的血统 ,虽然爵位不高 ,

可毕竟是跻身贵族之列。他曾经著文详细描

绘自己的家族 ,声称自己的族姓源自日耳曼

语系 。 1910年 ,葡萄牙的君主制寿终正寝 ,

贵族这一阶层渐渐成为遥远的回忆 。佩索阿

对随后的共和体制并非热心支持;在不少涉

及政治的文字中 ,不时地流露出对君主制的

同情 ,对贵族生活的好奇贯穿于他写作的始

终。在《受教的斯多葛信徒 》的开头 ,佩索阿

杜撰了一篇有关男爵之死的新闻报道 , “他

系出本地望族之一 ,其悲剧的结局 ,令闻者大

为惊愕 , 因为他的品性无可挑剔 , 人人景

仰。”这其中是否也寄寓了作者本人对于贵

族生活的向往和叹惜呢? 《惶然录 》中的索

阿雷斯曾发出这样的吁请:“让我们成为内

在的贵族 。让我们把他从花园客厅里领出 ,

再置入我们的灵魂和存在的意识当中。让我

们在对待自己时 ,也不失礼节和规范 ,如同对

待别人时那样举止谨慎 。”这或许也是佩索

阿本人的心声吧! 纵然做不了现实中的贵

族 ,可这并不妨碍他做一个精神世界的贵族 。

其次 ,男爵的文字支离散乱 。这不仅是

男爵作品的外在特点 ,也是佩索阿手稿一贯

的风格。在他身后所留下的文字当中 ,有数

目众多的未完稿 。就拿这本新书来说吧 ,没

有人知道他何时开始创作的 ,就连载尼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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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下结论。载尼仕说此书很可能成形于

1928年 ,尽管早在 15年之前 ,佩索阿已有了

创作的念头 。佩索阿的创作习惯是早早拟定

写作计划 ,却又迟迟不肯动笔 ,计划只好搁

置;好不容易想重拾旧题 ,待落诸文字之时 ,

偏又冒出新的想法。如此一来 ,原先的计划

只好被更改 、延宕或搁置 ,停停续续 ,难有完

稿之日 。男爵认为这是性格使然 ,主要是他

意志薄弱 ,而佩索阿在给一位法国催眠医生

的信中 ,也有类似的表述:“你无疑已经发现

了我的弱点:像我这种脾性的 ,深受伤害的不

是感情 ,也不在智力 ,而是意志力 。这种意志

因为我的感情和智力而受害 。我极易动感

情 ,从而扰乱了我的意志力;我极端的理

性 ———源于过分的分析和逻辑推理 ———将我

那易受感情扰动的意志力压制 、弱化。这才

导致了我的意志缺失和意志倒错。”在一篇

评点柯勒律治的名诗 《忽必烈汗 》的文字里 ,

佩索阿对柯氏的 “片断说 ”深表怀疑 ,他认为

那个神秘的扰客不是旁人 ,而是柯勒律治本

人 。因为无论谁提笔创作 ,都会不可避免地

受到另一个人的干扰 ,那个人就是我们自身 ,

即心理学上所谓的 “他我”:

《佩索阿诗选 》和 《惶然录》

　　我们人人都在梦中写作 ,哪怕我们创作

时是睁着眼睛 。庞洛克来的那个人 ,那个不

可避免的闯入者 ,造访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即

使我们不曾有过访客 。我们真正想到或感觉

到的 ,我们真正的自己 ———只要我们试图表

达 ,哪怕只是想对自己说———总会受到那个

闯入者致命的侵扰 ,他就是我们自身 。那个

来自外界的访客也存于我们内心 ,比我们自

身更为真切。我们一切的所学 、所思 、所想加

在一起 ,也不如他那么鲜活。

佩索阿的这段文字 ,解释了男爵文章断

篇累积的深层原因———意志不坚 ,故而无法

将那个 “他我”拒之门外。

再者 ,在对待异性的态度上 ,男爵也和佩

索阿颇为相似 。前者面对娇小的姑娘 ,不愿

伤害;而在那些身量高大者面前 ,却又自觉气

短。无奈之下 ,他只好放弃同异性的交往 ,

“经过再三斟酌之后 ,决心将爱情这一无法

解决的难题弃绝。”其实男爵之前几个重要

的托名者 ,对女人的态度大都表现异常 。坎

波斯觉得只有当情人不在身边的时候 ,才对

她感觉强烈;卡埃罗对感情心不在焉 ,在作品

中连他心上人的芳名都未曾吐露;而索阿雷

斯对感情也是一脸的不屑 ,认为谈情说爱 ,那

是 “无聊中的无聊……为人所爱是无聊的 ,

为人真正所爱 ,也是无聊的 。让自己成为别

人感情上的累赘 ,多么无聊! ……人活着 ,却

要完全依赖于另一个人的关系和感情 ,这种

活法多么无聊!你必须对某人有感觉 ,纵然

不是彼此相爱 ,你还是得表现出一点点爱意

作为回报 ,这是多么无聊!”佩索阿本人也不

擅长跟异性相处 。关于他的爱情生活 ,人们

知之甚少 。他的初恋发生在 1920年 ,当时他

已入而立之年 ,对方是一个年方十九的打字

姑娘奥菲利亚 ,可两人的关系 ,只维持了短短

的几个月便告中断 。尽管九年后 ,二人再度

相逢 ,旧情重温 ,可惜没过多久 ,佩索阿就感

觉不适 ,精神甚至出现错乱 ,恋爱关系只好再

次终止 ,他的爱情生活就此终结 。随着年岁

渐长 ,他对自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恋爱婚娶

的情况愈发不满 。在给自己的灵友 、托名者

亨利 ·莫尔博士(Dr.HenryMore)的信中 ,

他曾言及自身在性爱问题上的滞后 。莫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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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是 “没经历过爱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

人 ”,不停地敦促佩索阿尽快告别童男之身。

莫尔的劝说多多少少反映了佩索阿内心的焦

虑 。不论是在男爵还是在佩索阿那里 ,女人

都成为了一个问题。

四 、结语

有人将佩索阿称为 “葡萄牙的莎士比

亚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 这种比较是恰当

的 。尽管前者是以诗歌名达于身后 ,后者是

以辉煌剧作名显于生前 ,可他们之间仍有一

定的可比性 。佩索阿之追攀卡蒙斯 ,正如莎

士比亚之凌越于乔叟 。作为各自民族文学之

巨擘 ,他们都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学作品 ,创

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 。说起莎翁人物创作的

特点 ,英国 19世纪大批评家赫兹列特曾有一

段精彩的点评:

他不像什么人 ,但又什么人都像。他是

最彻底的非自我中心主义者 ,他没有自身的

特点 ,但别人已有的他都有 ,别人可能有的他

也有。 ……他刻画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其自

身 ,不仅与别人截然不同 , 也与作者本人不

同 ,似乎他们本来就是活生生的真人 ,而不是

什么虚构的形象 。

换言之 ,莎翁擅长 “去个性 ”,在虚构人

物时 ,能将对象同自己严格地区分开来 ,而佩

索阿在创作托名人物时 ,或多或少地染上了

个人的情绪 ,这种 “融个性 ”的倾向在像 《受

教的斯多葛信徒》这样的后期散文中尤为突

出。在去世前不久的一封信里 ,他曾这样写

道:“我没有个性:我已经将我所有的人格分

配给那些托名者 ,我只是他们的文学执行人 。

现在我是他们这个小团体的聚集地 ,他们归

属于我。 ……这简直就是我戏剧化脾性极端

化后的结果。我内心的戏剧不是被分成充满

动作的几幕 ,而是被分成一系列的灵魂 。”作

为最后一部托名之作 , 《受教的斯多葛信徒 》

以它深刻的灵魂意识 ,折射出佩索阿晚期复

杂纠结的内心世界。韩少功在 《惶然录 》的

译序里 ,认为佩索阿是 “一个人担当了全人

类的精神责任 ,在悖逆的不同人文视角里 ,始

终如一地贯彻着他独立的勇敢 、究诘的智慧

以及对人世万物深深关切的博大情怀 ”。这

番言语同样适用于这本新书。相信在不久的

将来 ,这本散文集也会跟 《惶然录 》一样 ,成

为关注人类精神生活的又一经典读本。

(梅申友: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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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的斯多葛信徒(片断)

〔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　著

梅申友　译

　　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Pessoa),葡萄牙

现代大诗人 。 1888年出生于里斯本 ,父亲是司法

部官员兼业余音乐评论家。 5岁时 ,父亲病故 ,不

久母亲改嫁葡萄牙驻德班的领事 。 1896年 ,佩索

阿随母亲来到南非 ,并在那里上完小学和中学 。

生性腼腆的佩索阿 ,在校成绩优异 ,尤其是英语成

绩名列前茅 。 1905年 ,佩索阿回国 ,进入里斯本大

学 ,不久后退学 。由于精通英语和法语 ,他在一家

进出口公司谋得了一份职务 ,主要工作是翻译 、书

写商务信函 。自此 ,几乎终身未曾离开过里斯本 。

1935年 ,佩索阿因肝硬化病逝 。

佩索阿熟谙英语文学 ,其早年诗作深受英语

经典名家的影响。回国后 ,他开始接触葡萄牙文

学 ,并通过葡文阅读了波德莱尔 、马拉美等法国象

征派诗人的作品 。同时 ,英语现代诗人如叶芝 、庞

德 、艾略特对他的创作亦影响甚巨。

佩索阿生前诗名不显 ,只出版过三本英文诗集 、一小本葡文诗集《使命》和百来篇散文 、评

论 。他大量的作品是在逝世后 ,由研究者整理出版的。佩索阿———Pessoa这个词在葡文里意

指 “人格 ”、“面具 ”———喜欢使用不同的托名(或曰 “异名 ”)创作诗文 ,最重要的托名有卡埃

罗(Caeiro)、坎波斯(Campos)、雷斯(Reis)和索阿雷斯(Soares)。这些托名者经历迥异 、个性

不一:卡埃罗是个牧羊人 ,反对情感的外溢 ,写自由诗;坎波斯是航海工程师 ,生活上狂放不

羁;雷斯是位奉行享乐主义的医生 ,自幼受古典文学的熏染 ,诗作有贺拉斯之遗风;索阿雷斯

是个助理簿记员 ,对生命充满了疑虑和惶惑 ,专写笔记体的短章。

佩索阿一生著述庞杂 。虽然冠以 “全集”之名的文稿已经出版 ,可仍有不少作品处在进一

步的发掘和整理当中 。 《受教的斯多葛信徒》(TheEducationoftheStoic)是新近发现的佩氏遗

作 ,自述者是特维男爵 ,这极有可能是佩索阿使用的最后一个托名 ,其葡文版发表于 1999年 ,

英文版发表于 2005年。这里摘译片断若干 ,以飨读者 。

196 2010.04



　　我感觉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因为这

是我的心愿 。这两天 ,我一直在烧 ,一份一份

地烧(之所以要花两天的时间 , 是因为我有

时在重读),烧掉我所有的手稿 、我那些已逝

思绪的笔记 、草稿 ,甚至那些我本不可能写就

的段落 。我毫不犹豫 ,可内心的隐痛却迟迟

不去:这是辞行的代价 ,为的是决绝此生 ,我

犹如一个渡者 ,为了向此岸作别而将桥焚断。

我已准备妥当让自己解脱。我要了断自己 ,

可我至少要给自己的一生 ,留下一部知性的

回忆录 ,尽可能用文字准确地展现出我的内

心世界 。我要留下的不可能是一串美丽的谎

言 ,而只能是一点零星的真理———万物虚幻 ,

我们却以为自己真理在握 。

这将是我唯一的手稿。我把它留下来 ,

不是像培根那样为了得到后世仁慈的念想。

我无意模仿谁 ,我考虑的只是未来的同道 。

我与生之间 ,只有一线相系 。我的灵魂 ,

此刻它感情明澈;我的知性 ,此刻它思维清

晰 ,它赋予我文字的力量 ,而不是什么文学著

作 ———我一生都不可能写就 ———我不过是想

简述其中的缘由 。

留在这些纸页上的 , 不是忏悔 , 而是释

辞 。我觉得 ———自我动笔之时———我写下的

不全是诳语 。

＊

对于同一颗灵魂或同一个人而言 ,最大

的悲剧莫过于他的知性情感与道德情感强烈

得不分伯仲 。谁想成为完全 、绝对意义上的

有德之人 ,他就得有几分愚笨 。谁想做到绝

对的知性 ,他就得在德行上稍打折扣。我不

知道造化玩的是什么把戏或反讽 ,让人不能

两者兼具。可不幸的是 ,这种二重性出现在

我的身上。我德知兼备 ,这让我一事无成。

不是因为我多知欠德或多德欠知 ,而是因为

我德知俱盈 ,这让我无法生活。

＊

我仍然记得 ———记得很清楚 ,差不多能

嗅到那个春日的空气中所弥漫的馨香 ———那

个下午 ,我经过再三斟酌之后 ,决心将爱情这

一无法解决的难题弃绝 。时值五月 ,一个轻

柔的初夏的午后 ,庄园附近的花儿已经盛开 。

随着太阳的缓落 ,花容也渐渐黯淡 。我在稀

朗的树丛中散步 ,心里满是悔恨和自责 。早

饭早已用过 ,我符号般独自游荡 ,头顶是无用

的树影和叶子轻弱的窸窣 。猛然间 ,我的内

心被一股欲望攫住 。我想做一次彻底的撤

退。我感到极度恶心 ———我想到了周身盘踞

的欲望和希望 ,有那么多满足 、实现它们的外

在条件 ,而在内心我却又无法将之变成现实 。

那温柔伤感的时刻 ,是我轻生念头的肇始。

＊

那个秋夜 ,空气轻柔地吹拂 。远处的群

山在天空的衬托下 ,显得格外清冷 ,可对此 ,

我没有多想。我聚神凝思:此刻 ,我经历的一

切 ,似乎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伤怀。

＊

小时候 ,我易生怨 、爱报复。少年时代 ,

我不再心胸狭窄 ———这个毛病源于我的过分

敏感 。(我想我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 ,与此

亦有关系 。)不过我换了一种方式 ,将过去的

那个自己保留了下来。要是我忘了某个想

法 ,或者有个词本该记下来 、最终却给忘了 ,

或者有个观点一时记不起来 ,这都会让我耿

耿于怀。我发现自己经常无法给这些粗略的

轮廓赋予实形 。我也嫉妒我自己 ,我对抽象

的东西总有贪念 。我意识到了 ,从本质上来

讲 ,贪婪和报复无甚差别 ,也许是因为它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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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心胸狭窄的表现。

＊

我所属的这代人 ———假定这一代人里 ,不止

我一个人———丧失了信仰 ,既不信古老的宗

教神祇 ,也不信主张无神论的现代神祇。我

拒绝了耶和华 ,正如我拒绝了人类。对我而

言 ,耶稣和进步是源于同一世界的两个神话。

我不信圣母玛利亚 ,亦不信电气神话 。

我考虑问题时 ,总是谨小慎微。不论是

选字遣词 ,还是运思谋篇 ,我都一丝不苟。

母亲的过世 ,切断了我与生活相系的纽

带 ,那是我与外界的最后一丝联系。起初我

感觉眩晕———不是那种让身体旋转的眩晕 ,

而是脑袋里空荡死寂的那种眩晕 ———我本能

地意识到了空虚的存在。先前让我颇感焦虑

的那种烦闷 ,萎谢成了彻底的无聊。

我想放下手里的笔 , 可没来得及放下。

透过窗户 ,我朝黢黑的乡间望去 。玉盘高悬 ,

银光渗透在空气中 ,如同空气本身一样新鲜

可见。多少次 ,这样的景象曾陪伴我度过无

眠的夜晚 ,我陷入了无端的思绪和无用的梦

境 ,无心工作 ,亦无心写作 。

我觉得 ,自己的心像是了无精气的负累。

纹丝不动的黎明时分 ,漆黑寂静 , 此时

晨曦的侧影凸现 ,俨然真理现身 。

＊

良善之主是否存在? 我受苦的事实 ,也许会

成为我对这个问题不能做出明确回答的障

碍 ,可这也不能证明主之不存在 ,或恶主之存

在 ,甚至不能证明存在一个非善非恶的中性

之主 ,而只能说明世上有恶 ———而这根本称

不上是什么发现 ,因为没有人会对此予以否

认。

＊

我曾经有个想法 ———与其说是真正的信

仰 ,不如说是闲暇中的沉思 ———既然生是一

切生存的法则 ,那么死一定是源于外在的干

涉 ,即任何死亡均为暴力之举 。有些死亡是

可见的暴力 ,其中大多数是我们自身引起的;

其他所谓的 “自然死亡”可能同样充满暴力 ,

只是其元凶不为我们所感知。正如一个国

家 ,不管它已经怎样颓败衰落 ,最终的灭亡还

是得依靠外界的侵略和暴力;人性命的终结

也许是基于同样的道理。自绝本身———这是

我陷入逻辑的幻想后得出的结论———可能是

迫于外力的结果;没有哪个生命会自动地结

束自己 ,然而就自绝而言 ,死亡的工具便是轻

生者本人 。这一轻率的想法 ,我差点给忘了 ,

要不是它曾将我从自绝的道路上给拉了回

来———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大学刚

毕业 ,生命受着痛苦的折磨 。我的想法兴许

是正确的 (同其他任何理论一样 ,都有正确

的可能 ), 正因如此 , 加上我自己也不情

愿———万一我的想法是对的———受人差遣而

成为别人手里的工具 ,阻止了(我不知道这

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最终动手 ,延宕至今 。

＊

我从来都不相信自己或者有什么人 ,能

够让人类的病痛有所减轻 ,更不用说将它治

愈了 ,可我也做不到视而不见 。人类最微妙

的痛楚———纵然稍稍念及 ———都会让我焦躁

难过 ,无法专注于自身。灵魂的一切处方都

是无效的 ,这一信念本来会很自然地将我带

至冷漠的峰顶 。如此一来 ,喧闹的人世会被

峰顶之下那些冷漠的云层所笼罩 ,让我无从

得窥 。信念尽管坚定 ,可还是压不住情感的

暴动 。我们不能没有感觉 ,正如我们不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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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于是 ,我目睹着一切 ,一如从前 。自从

我记事起 ,我就怀着崇高的感情 ,感受着人世

的痛苦 、不义和悲惨 ,正如一个身残者眼看着

有人溺水 ,纵然他膂力过人 ,终究还是束手无

策 。别人的痛苦 ,在我眼里不只是简单的痛

苦 。眼看着别人受苦 ,我跟着痛苦;知道别人

的苦痛已无药可治 ,我很痛苦;希望替人减轻

苦痛 ,可自知其苦痛已无药可治 ,因此并不感

觉自己有多么崇高 (这样的崇高是无益
的)———这份自知亦令我痛苦。我缺乏主

动 ,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我要想得到什

么东西 ,事前不可能不思考一番;我不敢承

诺;我不会用唯一做决定的方式去做决定:即

通过决定 ,而非思考。我像是布里丹 (Jean

Buridan)笔下的待毙之驴 ,在感情之水和行

动之草之间奄奄一息;倘若我不思考 ,我也许

照样会死 ,可至少不是源于口渴或饥饿。

不论我想到什么 ,或感觉到什么 ,我必定

会陷入怠惰 。思想 ,是人们行动的罗盘 ,于我

却是行动的显微镜。我用它来审视宇宙 ,聚

目于寸步之内 ,似乎芝诺关于人不可能跨越

任一给定空间 ———空间之所以无限 ,是因为

它无限可分———的论辩 ,成为了一种奇怪的

致幻剂 ,让心理的自我为之陶醉。感情对他

人而言 ,渗入意志 ,如同手戴上套子或握持宝

剑 ,可于我却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思想 ———

它犹如狂怒一般无所用处 ,只会令我不停颤

抖 ,以致动弹不得 ,又似一阵恐慌(我的恐慌

是因为我的感觉过于强烈),令惧者却步 ,而

本来他应该拔腿逃走的。

我的一生是一场停在纸面上的战争 ,注

定是要失败的 。怯懦让我连战场都未曾上

过 ,倘若真的踏上战场 ,怯懦说不定也会随即

蒸发;怯懦的想法 ,连同那必败无疑的信念 ,

萦绕在参谋长的心头 。他不敢将计划付诸实

施 ,因为这样的计划注定是不完美的 ,他没有

勇气让计划变得完美(尽管真正的完美是做

不到的),无法做到完美的信念扼杀了他追

求完美的欲望。他从未想过纵然他的计划有

欠完美 ,却有可能比对手更加接近完美 。实

际上 ,我真正的敌人是力求完美这一想法本

身。在我面前 ,它是仅次于上帝的常胜将军 ,

率领着全世界的军队冲在前面 ———悲壮的先

驱 ,跟随其后的是全世界的武装部队。

＊

我自然认为格斗是荒谬的 。可跟其余每个人

一样 ,我总是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社会习

俗 ,并从中获益(首先是头衔给我带来的社

会地位)。倘若仅仅因为格斗会让我有性命

之虞而回避那一习俗 ,这在我看来有欠妥当 。

我更有可能受伤 ,而不是被刺死 。意识

到这一点之后 ,我即刻不想评论此事 。受苦

我从来都不怕;我不仅鄙视痛苦 ,而且对任何

围绕痛苦而展开的喋喋不休的闲谈 ,我也鄙

视。正因为类似这样的态度 ,我才打消了从

理论上进行点评的念头。

＊

我害怕伤害别人 、因身体接触所引发的

欲望 、意识到其他魂灵的真实存在 ———这些

想法成为我生活的羁绊 。此刻我扪心自问:

考虑这些 ,于己 、于人有什么用 ?那些我不曾

引诱的少女 ,会落入他人之手 , 因为毫无疑

问 ,会有人去引诱她们。别人不假思索的问

题 ,我总会顾虑重重。看到自己不敢造次的

事情 ,别人做了 ,我不禁要问:如果这样做只

会让自己痛苦 ,那我为何要瞻前顾后?

＊

顾虑是行动的终结。谁要是考虑他人的

感情 ,他就会滞于行动 。没有什么行动———

无论它是多么不起眼(动作越大 ,我这一说

法愈显正确)———不会让另一灵魂受伤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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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因此而受到伤害 ,总会在某个方面让

我们感到遗憾 ,只要我们良心尚在。我常想 ,

隐士真正的哲学不是建立在为隐退而隐退的

理念之上 ,而是基于对恶行的弃绝 、恶行是源

于生存这一简单的事实。

＊

当我看见那些我避而不做的事情 ———在我看

来太过乏味 ———别人却做了 ,我才意识到 ,那

不过是世间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

＊

普通人 ,其潜意识里都有个秘密:面对生活中

的浪漫 ,待之以激情;面对生活中的粗鄙 ,赋

之以浪漫。

不要以师者自居 ,因为一切都还等着你

去学习 。

梦 ,倘若太像生活本身 ,或让我们感觉太

过熟悉 ,便会成为另一种现实 ,变得同现实一

样专横 ,而不再是人的庇护之所。梦里的千

军万马最终要灰飞烟灭 ,如同在现实的沙场

上 ,经过一番鏖战血斗之后 ,最终仍然以落马

收场。

＊

成天做梦 、做白日梦 ———这种精神上的

纤弱 ,常见于某些人身上。面对王子公主 、热

恋情侣 、各界名流及衣着时髦之辈 ,他们会望

而兴叹 ———这在我看来 ,可怜而又可恨。

＊

一天 ,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我对自己的冷

漠 ,对曾经的心头之物的冷漠 。那是在回家

的路上 ,我听到了火警的叫声 ,像是来自我住

的小区。我想到了自己的房子可能陷入火海

(尽管实际并非如此)。我过去一想到自己

的手稿被付之一炬 ,不禁要毛骨悚然 ,可令我

惊讶的是 ,那时我房间有可能着火的想法却

让我无动于衷 。想到没有了那些手稿 ,自己

的生活必定会简单不少 ,我几乎生出一些惊

喜。过去 ,丢失手稿———哪怕是一些残章断

篇 ,可那毕竟是我一生的苦心孤诣之作———

会让我发疯 ,然而现在我只把这种可能发生

的景象当成了命运里的偶事一桩 ,而不是什

么致命的一击。我的人格不会因为表象的被

毁而与之同灭 。

＊

我感到贫瘠无聊的岁月 ,用同样的干枯和极

度的无聊 ,年复一年地 ,填满了我灵魂的深

穴。我已沉睡 ,我灵魂的一切特权 ———激情

梦想着的欲望 ,热烈梦想着的情感 ,逆向梦想

着的忧虑 ———均已在我的内心沉睡 。

＊

像唯灵论者那样思考 ,像唯物论者那样行动 。

这不是一个荒谬的信条 ,而是整个人类自发

形成的信条。

＊

说到底 ,我不崇拜希腊人 。他们给我的

感觉始终是———不能说他们完全不对 ———简

单过分。跟我们比起来 ,他们是孩子 ,拥有儿

童般的魅力 ,可也像孩子般尚欠完满 。他们

身上的那些优点 ,是儿童———保留了异于成

人的地方———胜于成人之处。孩子长大后 ,

想法变得复杂了 ,这并不是件好事 ,因为就感

情和感受而言 ,不再像儿童时代那样自然;在

这方面 ,只有希腊人是个例外 。成人在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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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时 ,不再像孩童时代那样思维清晰 、对问

题穷追不舍 ,只有希腊人是个例外;那种单纯

而率直的个人主义 、鲜润而又充满人情味的

想象力 ,以及阐述事理时的谨小慎微 ,也都统

统丧失了 ,只有希腊人是个例外 ,正因为这

些 ,希腊人才在生活 、思想和艺术领域独树一

帜 。希腊人的有些成就看上去像是孩子们自

己发明的游戏 ,比如以抓稻草的方式进行选

举 ,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 ,保证士卒与长官地

位平等 、共商作战大计 。

＊

然而 ,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有心力不及之事。

我从不允许自己半途而废;只要是我看不上

眼的 、达不到我抱负水平的事情 ,我都严拒不

做 。倘若我觉得自己心智不足 ,做不了综合

性的工作 , 那么我的自尊心定会有所收

敛 ———太强的自尊心在我看来是一种疯狂的

表现 ,可我的心智没有缺陷;相反 ,它总是特

别擅长于统筹综合。问题出在我那不冷不热

的意志 ,它不愿付出足够大的耐力 ,去完成一

篇完整的作品。

依照这个标准 ,也许就不可能有什么创

造性的作品问世 。这一点 ,我已经意识到了 ,

我意识到了那些伟大的心灵 ,倘若他们对完

美总是孜孜以求 ,或至少要求所做之事与他

们整体的人格相配———因为完美是不可企及

的 ———其结果必然是跟我一样选择放弃。

此刻 ,没什么能引起我的注意 ,除了死亡

(即 “空无 ”)。尽管如此 ,我还是把头探出窗

外 ,看见成群欢快的农民正在回家的路上。他

们一路唱着 ,那歌声在夜晚宁静的空气里 ,近

乎圣曲。我认识到了:他们的生活是幸福的。

我站在自己长眠之地的边沿———我将自掘坟

墓———认识到了这一点 ,怀着最终的自豪:我

毕竟认识到了。折磨人的一己之苦痛 ,关这随

处可见的葱绿的树木何事?数九隆冬 ,我越陷

越深 ,可这关春令何事?因着自然的法则 ,此

刻的大地春机勃发 ,星星沿轨道运行 ,玫瑰含

苞待放 ,尽管我即将结束自己的生命?

悲剧属于很多人 。如果把那些偶然之事

算在内 ,可以说悲剧无人能免 。然而 ,面对悲

剧 ,态度因人而异。他可以做个硬汉 ,对悲剧

缄口不言;他可以做个艺术家:像硬汉一样 ,

将烦心事秘而不宣 ,转写或转吟其他之事 ,或

怀着崇高的信念 ,从中提炼出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人生教训 。

＊

我感觉我已经将理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就

是我准备自绝的缘由。

＊

如同被逼参加角斗的奴隶 ,我的剑一旦亮出 ,

即意味着我的失败;拒不出鞘 , 那是我的自

由。我庄重地向命运之神行礼 ,这将是生命

里倒数第二个手势 ,尚有最后一个姿势殿后 。

藉此 ,在承认自己被征服的同时 ,我自己也成

了一名征服者 。

恺撒将我们扔进角斗场 ,进行殊死拼杀 。

身亡者为人征服 ,幸存者将人征服 。

＊

身为奴隶 , 角斗士注定要来到角斗场 。

群星环抱的竞技场内 ,恺撒端坐其间 。我鞠

了一躬 ,对他无所畏惧。我深鞠一躬 ,毫无自

傲之态 ,因为奴隶之身 ,无以为傲;我面无悦

色 ,因为行将受死之人 ,笑颜难展。我鞠了一

躬 ,为的是不愿抛弃律法 ,尽管律法此刻已将

我完全抛弃 。鞠完躬后 ,我将短剑 ———那柄

不是用作拼杀的短剑———推进胸膛 。

如果说身亡者为人征服 ,幸存者将人征

服 ,那么通过此举 ,我在承认自己为人征服的

同时 ,我也让自己成为了一名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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