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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文化市场对阿拉伯文学的消费

林丰民

　　内容提要　　欧美文化市场对阿拉伯文学的消费主要集中在有争议的作家或遭查禁的作品 ,

以及描绘阿拉伯社会的愚昧落后 、野蛮荒诞 , 状摹准人类学意义上的阿拉伯风俗图景的作品。它

反映了欧美文化市场对第三世界文学/文化进行选择性引进的单一性消费倾向。这种倾向虽不至

于完全改变第三世界文学/文化的生产机制 , 但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

惕。

关键词　　欧美文化市场　　阿拉伯文学　　第三世界文学/文化

1
　　在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影响下 ,欧美的文化市场对第三世界文学/文化的消费呈

现增长的趋势。由于在地理位置上距离欧洲比较近 ,而且在历史上与欧洲文化交流

甚多 ,阿拉伯文学在欧美文化市场的消费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但尽管如此 ,它同样受

到欧美文化市场消费的单一性机制的限制。按照西方标准选择出来翻译的阿拉伯文学作品 ,

不能反映阿拉伯文学的整体面貌和阿拉伯文学美感 。那么 ,欧美的读者究竟喜欢什么样的阿

拉伯作家和什么样的阿拉伯文学作品呢 ?我们发现大体上有两类作家作品特别受到西方读者

的青睐。

一是有争议的作家和遭查禁的作品 。198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纳吉布·马哈福兹(Na-

jib M ahfuz 1911—)是被英译最多的阿拉伯作家。他为西方评论界所发现 ,主要是从他的小说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被查禁开始的 。在这部小说中 ,作家以象征主义的手法 ,把人类历史进程

浓缩在一个街区的故事里 ,反映人类在追求幸福与理想的过程中善与恶 、光明与黑暗 、知识与

愚昧的斗争。小说结尾部分象征科学与知识的年轻人阿拉法特闯进了象征创世主的老祖宗杰

巴拉维的老房子 ,造成了老祖宗的死亡 。①西方评论家和一些阿拉伯评论家认为其中所寓示的

象征意义与尼采所喊出的“上帝死了!”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

这部小说于 1959年在《金字塔》报上连载后 ,遭到阿拉伯宗教学者的猛烈攻击 ,认为它亵

渎神明 ,不久后即遭查禁。(1994年 10月年届耄耋的马哈福兹遭到极端分子的行刺 ,与他这

部小说有很大关系。
②
)1969年才在黎巴嫩出版单行本(在埃及仍被禁),但已有部分内容被删

节。据说 ,只有英译本才是最完整的版本。此后 ,西方的一些东方学家对马哈福兹给予极大的

关注 ,发现他的作品对阿拉伯社会现实多持批判的精神 ,于是翻译了不少他的作品。

伊拉克诗人阿卜杜-沃哈布·白雅帖(Abd al-Wahh ab al-Bay ati 1926—)在西方亦颇有声

誉。他的多部诗集在西班牙出版 ,受到欧美许多读者的欢迎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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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白雅帖因触怒伊拉克政府而两度被开除国籍的经历十分吸引西方读者的好奇心 。他曲

折的人生历程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传奇 。白雅帖于 1944—1950年间就读于巴格达高等师范

学院 ,毕业后从教三年 ,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 ,具有激进的革命观点 ,为此遭到迫害。1954

年他任职的进步刊物《新文化》被查封 ,诗人本人也被关进集中营 ,获释后流亡叙利亚 、黎巴嫩

和埃及等多个阿拉伯国家 ,曾任埃及《共和国》报编辑。1957年伊拉克独立后回国 ,任教育部

编译局局长 。1959年任驻苏联文化参赞 ,不久辞职 ,在莫斯科大学和亚洲研究所任客座教授 ,

并访问东欧各国 。1963年被伊拉克当局吊销护照 ,诗人有家不能回 ,只好移居开罗 。1968年

恢复国籍 。翌年 ,伊政府请他回国担任文化部顾问 ,但很快又因政见不和再度出走 ,客居马德

里。1997年 ,已过古稀之年的白雅帖被伊拉克政府再度开除国籍 ,叶落归根的希望落空了。

此外 ,白雅帖诗歌的苏非神秘主义③倾向也是吸引西方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白雅帖认

同苏菲的某些思想观念 ,并对之做出现代解释 ,创建“革命的神灵潜入人体说” ,从对世界精神

的认知与把握转向内在的自我 ,创造一个独立的精神王国 ,弘扬人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这种

东方神秘主义的氛围在日益物化 、异化的西方人眼里是充满着魅力的 。

沙特作家阿卜杜-拉哈曼·穆尼弗(Abd ar-Rahman Munif)也由于其小说影射当局 ,嘲讽时

政而颇受西方读者的青睐 。他的小说《盐城》(The Sal t City)就曾在多个阿拉伯国家遭禁 。小

说是以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进入海湾地区勘探 、开采石油为背景展开的 ,带有对当时地方统治

者———埃米尔或部落酋长的影射和讽刺 。所以尽管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认

为穆尼弗的《盐城》“还没有西化到创作一部我们可以称之为小说的作品” , ④但西方媒体仍然

热衷于对其作品进行大量的翻译介绍 ,主要就是看中了它的政治意义 。而它与西方媒体(包括

电影)所塑造的阿拉伯人形象相吻合 ,也使得西方读者易于接受 。

另一类是表现阿拉伯社会的封闭性特征 ,描绘阿拉伯社会的愚昧落后 、野蛮荒诞 ,状摹准

人类学意义上的阿拉伯风俗和日常生活图景的作品。阿拉伯女作家奈娃勒·赛阿达薇(Naw a

as-sa`aadaw i 1930—),其作品是当前阿拉伯女作家中被英译最多的 ,仅次于马哈福兹。⑤这固

然是因为她的作品中表现出性与爱的统一性 、性的人道主义等观点符合欧美的性道德观念 。

更重要的是她的作品中勾画出与西方女性原型迥然不同的 、“封闭社会”中的阿拉伯女人形象 ,

大大地满足了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阿拉伯社会里 ,许多妇女至今仍受到

宗教禁律 、传统道德观念的重重禁忌包围之中 。戴着面纱 、幽闭于家中的穆斯林妇女对于西方

读者有一种神秘感 ,他们想知道阿拉伯妇女究竟如何却无从了解 。于是 ,像赛阿达薇这样的作

家将阿拉伯妇女的“隐秘”状况“曝光”以后 ,自然满足了西方读者“一睹为快”的心理。在这种

情况下 ,对其作品进行解读和接受时 ,审美主体对于作家创作意图的理解产生偏差是在所难免

的。作为一位为女性命运而担忧的女作家 ,赛阿达薇的主要意图是想通过对阿拉伯女性非人

的生存境遇和悲惨命运的揭露 ,批判男权为中心的阿拉伯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抨击社会道德的

两重性。但是西方的一些读者从她的作品中看到的却很可能是现在西方难得见到阿拉伯妇女

的割礼景象 ,一夫多妻的生活图景 ,好色的阿拉伯男人和荒淫无度的王子/酋长形象等等他们

视之为落后的东西。

阿卜杜-拉哈曼·穆尼弗也是表现阿拉伯社会落后状态的能手。在他的小说《树林与雇佣

谋杀》中 ,男主人公曼苏尔·阿卜杜-赛拉迈向其女友 ,一位来自比利时的女大学生卡特林娜描

述阿拉伯传统民俗的图景和奇异的自然景观 ,对她谈了许多关于沙漠的事:夜晚 ,漫无边际的

广漠中 ,低近的星星在静谧的夜空中恍如一盏盏彩灯;白天 ,烈日如同火团般从天洒落 ,在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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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方炸裂开来 。没想到他所描述的这种东方情调却深深地吸引了卡特林娜。尽管他一再向

她说明自己的祖国是如何贫穷落后 ,却改变不了卡特林娜对东方的向往之心 。他向她描述自

己的祖国时说道:“要是有人接到一封信 ,他会带着这封信走一天的路程 ,找到一个缠头的算命

先生给他读信。这位算命先生如唱歌一般地把信读完 ,然后索取一只鸡和十张大饼作报酬 。

这位算命先生还可能和信主人那不满 11岁的女儿结婚 ,使她成为第 10个老婆 ,而以前的 9个

老婆中有 4 、5个在生孩子时死去。”⑥作者在这里通过男主人公之口道出了阿拉伯世界的落后

状况:教育滞后 ,文盲现象严重 ,迷信盛行 ,童婚普遍 ,医疗卫生条件极差 ,妇女命运悲惨……等

等。

男主人公还对女友说了另一番话:“卡特林娜呀 ,我们这里的王侯跟你们的国君绝对不同 。

在我们这里 ,每个男人都是国王 。我们的小王国小到跟咖啡馆和饭店的卫生间一样 ,密集为

邻。这些国王们殴打他们的妻子 ,拽她们的头发 。他们碰到比自己大的国王时 ,便趴在地上 ,

吻对方脚下的土 。大一些的国王则跪在更大的国王面前 ,甚至所有的国王都跪拜一个国王 。

而这个大国王不会读也不会写 ,他的后妃比其他所有国王的老婆加起来还要多 。他有 100个

妃子 ,来自全球各地 ,说不定就有一个比利时妃子 ,名字或许就叫卡特林娜 。你别生气 ,我说的

都是实话。我不想让你伤心 ,卡特林娜! 但我们国家里的一切事情都是颠倒着的。”
⑦
作者在

这里透露给读者的信息是:这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盛行的 、一夫多妻的社会 ,与西方社会截然不

同。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 ,统治者没有什么文化 ,没有什么修养 ,却专制暴虐 ,荒淫无度 ,还大

搞个人崇拜;普通男子在女人面前大发淫威 ,但遇到有权力的统治者却俯首贴耳 ,奴性十足 。

过了多年以后 ,男主人公从欧洲回到阿拉伯祖国 ,发现自己的同胞不仅仍处于落后的时代 ,还

处于一个遭受镇压的时代 。那是现代化装饰之下的亚洲专制时代 ,是秘密警察 、特务 、打小报

告 、监禁 、地窖 、折磨和有形清算的时代 。尽管阿拉伯社会现实如此残酷 ,但卡特林娜仍不为所

动 ,顽固地抱守着一个欧洲姑娘对东方情调的欢心向往 。

苏丹作家塔伊布·萨利赫(at-Tayyib s alih 1929 —)也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他曾在英

国伦敦大学学习国际关系并获得学位 ,娶一位英国姑娘为妻 ,曾在 BBC 电台任职 ,较多地受到

一系列英语作家和诗人如斯威夫特 、康拉德 、福克纳 、莎士比亚和叶芝等的影响 ,这些因素使他

较易于为英国人所接受。但他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却波及世界的许多地方。其代表作《迁徙

北方的季节》被译成英文 、法文 、德文 、意大利文 、波兰文 、希伯来文 、俄文 、日文和中文等多种文

字 ,并特别受到西方评论界的赞誉 。

萨利赫的叙述使西方读者很容易透过他的视角看到作者对阿拉伯文化遗产 、对伊斯兰教 、

对穆斯林和对苏丹人特性的感悟和理解 ,特别是他的作品多以苏丹北部的农村为背景 ,细腻地

描绘了苏丹农村居民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信仰和习俗以及盛行的苏菲神秘主

义 ,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他的作品所表现的多为东西方文化冲突 、农村与城市的差异 、进步

与落后的斗争 、新与旧的交锋等主题 ,也是西方读者乐于了解的 。

《迁徙北方的季节》就是在淳朴的乡土气氛和神秘的东方情调中展示东西方文化的冲突 。

在这部小说中 ,一位英国姑娘苏珊喜欢上主人公穆斯塔法·赛义德 ,完全是被他所营造的“东方

情调”所诱惑。他故作神秘地在自己的房间里精心布置了波斯地毯 、玫瑰色窗帘 、鸵鸟毛绣花

枕头 ,摆着乌木雕像和硕大的象牙 ,书柜上放着封面印有秀丽的库发体书法的阿拉伯文书籍 ,

墙上贴着各种阿拉伯风景画和照片:尼罗河边的枣椰树 、风帆如鸽的碧波泛舟和红海落日 ,也

门边境沙丘上行进的骆驼队 、库尔多凡的参天古木 ,赞迪 、努威尔和谢勒卡各部落的裸体少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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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巴地区的古老神庙 。他还点燃奇南香和龙涎香 ,使房间里烟雾缭绕 ,香气四溢 ,显得神秘兮

兮的。这种在欧洲很难见到的异国情调令苏珊为之陶醉 ,深陷其中而不可自拔 。她甚至深深

地迷恋穆斯塔法·赛义德身上的汗臭味 。在她的想象中 ,这就是非洲原始大森林里腐叶的气

味 ,是阿拉伯半岛大沙漠雨水的味道。

苏珊对男主人公的欣赏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误读 ,是一位西方女性对阿拉伯文化的误读 。

总体上讲 ,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的误读普遍带有一种把东方神秘化和野蛮化 ,甚至于妖魔化的

“泛东方想象”的特点 。⑧那些自视甚高的西方人 ,尤其愿意在“东方式野蛮”与未开化的紧张想

象中 ,松弛地升华他们的博爱情愫 。许多现代东方学家更是将自己看作是“把东方从迷惑 、异

化和怪诞中挽救出来的英雄。”⑨如果说苏珊对男主人公的接受是一种带有把东方神秘化特点

的文化误读 ,那么另一位英国姑娘伊莎贝拉·西蒙与他的交往则不仅带有“东方神秘化”的特

点 ,还兼有“东方野蛮化”的性质。西蒙曾听他神侃祖国的种种神奇景象:浩然无边的广漠中金

沙滚滚 ,密林里怪兽乱吼 ,狮子 、大象在首都街头四处漫游 ,正午时分鳄鱼爬到街心晒太阳……

她半信半疑地听着 ,时而“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窄缝” ,时而“眼睛里充满了基督徒的同情” , ⑩西

方式的博爱之情油然而生 。

对此类作品过分倾斜的译介 ,使欧美的普通读者在理解阿拉伯社会时便停留在一种非常

片面的认识上 ,很容易造成“盲人摸象”的效应。著名的巴勒斯坦裔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赛义德

曾批判东方学(Orientalism ,又译“东方主义”)的这种片面性。他说:“东方几乎就是欧洲人的

一个发明 ,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烂漫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萦绕着的人们的记忆和视野 ,有

着奇特经历的地方。”
 11

2
　　欧美文化市场对阿拉伯文学消费在长期的运作中所形成的定式与机制必然对阿

拉伯本土文学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包括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 。

其负面影响在近年来引起了第三世界学者和西方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 。他们注

意到欧美文化市场对阿拉伯文学/文化的消费已形成了一种单一性的机制:被译成英文的阿拉

伯作品只以欧美审美主体的审美情趣与鉴赏品味作为惟一的标准 ,它们必须符合欧美语境中

特有的“阿拉伯主题” ,符合欧美政界和传媒界所塑造的“阿拉伯形象” 。 12

这种特殊的“阿拉伯主题”和“阿拉伯形象”被好莱坞电影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美国影片

中涉及阿拉伯题材的仅在 20年代就有 87部之多 ,而在 60年代共有 118部中东题材的影片 。

好莱坞生产的这类影片在表现阿拉伯的异国风情和东方情调的同时 ,绝大多数突出的是一些

负面的主题 ,从本世纪早期表现阿拉伯人的诱拐 、偷盗 、妒嫉 、土匪和复仇等主题 ,到 60年代增

加了谋杀 、背叛 、折磨 、爆炸 、卖淫 、造反 、走私和叛国等主题 ,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增添了恐怖活

动的内容 ,把阿拉伯世界塑造成一片邪恶之地 。 13

其实 ,“阿拉伯主题”和“阿拉伯形象”由来已久 ,西方的东方学家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以

他们自己的眼光建构包括阿拉伯在内的东方形象 。他们津津乐道地把东方描绘成荒诞 、野蛮 、

落后之地。而当代西方人不仅没有随着对东方越来越多的了解而改变他们对东方的看法 ,反

而由于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而深化他们心目中固有的东方形象 。

这种奇怪的心理更多的是出于对东方崛起并向西方发起挑战的担心。尤其是当代伊斯兰

复兴运动(或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在中东和全球的蔓延之势 ,使得以亨廷顿为代表的一

些西方人深感不安和忧虑 ,因为“伊斯兰正在作为西方政治体制深刻的文化挑战而起作用 。” 14

伊斯兰的挑战在他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 ,具体表现在“穆斯林世界普遍出现的伊斯兰文化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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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政治复兴 ,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对西方价值观和体制的抵制。”
 15
正是由于这种设防的心理 ,

西方的东方学家们长期以来在对异族文化怀有一种敬重之情的同时 ,又保持着一种极为深刻

的“他者”的感觉 。 16

于是 ,在接受东方文学时 ,他们自然而然地以“自我”的标准来审视来自“他者”的作品 ,做

出有意识的选择 。这种选择经常置原文化主体的文艺美感于不顾。如阿拉伯作家赛利姆·巴

拉卡特(Salim Barak at)的一部与拉什 《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在主题和(魔幻现实

主义)风格都极为相似的小说《黑暗中的圣人》(Sages of Darkness),讲述一个毛拉(Mullah) 17

的新生儿超自然成长 ,在出生的当天就提出结婚的要求 ,而他的傻老爹也居然安排这位“婴儿”

与痴呆的堂妹成亲 ,他们之间有多次怪诞的性遭遇 。这部对阿拉伯读者没有多少文学美感 、甚

至读后生厌的作品 ,从一个完全外在的 、与阿拉伯经验无涉的角度叙述一个荒诞的故事。许多

阿拉伯读者对之不屑一顾 ,而它却竟然被译成英文在西方世界流传 ,原因就在于西方读者认为

这样的作品体现了阿拉伯世界的野蛮 、荒诞和变态色情诱惑 ,它符合西方读者心目中的“阿拉

伯形象” 。

为了抵御东方价值和美感的渗透 ,西方的有些东方学家甚至在介绍 、翻译作品时有意抹杀

原作内容的复杂性。阿拉伯女作家哈南·谢赫(Han aa ash-Shaykh)的处女作《宰哈拉的故事》

(The S tory of Zahra)英译者将其介绍为一部描述“封闭的中东社会”里否定阿拉伯妇女之人

类天性的小说 ,却故意回避作品中对西方妇女的冷嘲热讽。 18阿拉伯女作家奈娃勒·赛阿达薇

的代表作之一《女人与性》(1972 ,英文版易名为 The Hidden Face of Eve)在 1980年译成英文

后 ,西方评论界和读者只对作品所描述的阿拉伯妇女的身体与性感兴趣:“首要的是 ,她对`阴

蒂切割术' 的描写才是所需要的 ,没有人想去倾听她对伊斯兰的辩护 、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评

论和对不符合西方原型的阿拉伯妇女的透视 。” 19

西方这种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对阿拉伯文学进行选择性引进本来无损于阿拉伯本土文

学 ,但由于现代科技与信息的发展 ,世界范围内的交流日益方便发达 ,西方的这种单一性消费

机制得以迅速反馈到阿拉伯本土 ,从而驱动一些唯西方马首是瞻 、急欲得到承认的阿拉伯作家

为了自己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或法文而转向面对西方读者的创作。这种创作必然置阿拉伯读

者的审美趣味于不顾 ,放弃对阿拉伯语言 、文学美感的追求 ,从而对阿拉伯文学的生产造成一

种潜在的危险。

这种“为翻译而写作”(Writing for Translation)的现象虽然在阿拉伯世界还只是少数作家

所为 ,但个别有影响的作家也加入了“为翻译而写作”的行列则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前述提及

的女作家哈南·谢赫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她后来创作的小说《沙与没药的女人》(Women of

Sand and Myrrh)虽然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 ,却完全是以西方人作为假想读者的 。作品中出

现的阿拉伯文化所特有的所指和阿拉伯人所司空见惯的传统习俗 ,作者不惜花费笔墨大加阐

发。如小说中解释进口的布娃娃等玩具被当局销毁的理由 ,在于不允许生产真主创造物的变

形物体。而这点对于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来说都是再清楚不过的 ,根本无需解释 。

相反地 ,小说中出现了不少西方文化所特有的所指 ,如芭比娃娃(Barbie Doll)、斯努皮(Snoop-

ies)、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s)等事物对于绝大多数的阿拉伯读者来说是陌生的 ,但是

作者却丝毫不作解释 。如此做派对于阿拉伯文学的发展有损无益。

所幸的是 ,阿拉伯文坛的主流仍然是追求阿拉伯的文学美感 ,面向阿拉伯的读者的。著名

作家马哈福兹 、赛阿达薇等无不以惊人的勇气 、批判的眼光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审视着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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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残酷的现实 。在这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西方文学的积极影响 。一方面 ,阿拉伯的作家们以

叛逆和创新的精神学习并借鉴超现实主义 、意识流 、时空交错 、内心独白等现代主义手法甚至

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某些技巧 ,接受存在主义 、精神分析学等文艺思潮的影响 ,从而促成现当代

阿拉伯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比如马哈福兹就是一个典范。他在重视阿拉伯传统的叙事模式的

同时 ,十分注意吸收借鉴西方小说的形式。他曾一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作家应当模仿欧洲小

说的写法 ,世界上只有西方小说的形式是神圣的 、正确的。” 20在授予马哈福兹诺贝尔文学奖的

颁奖词中也特别指出:“由于他在所属的文化领域的耕耘 ,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

均已达到国际优秀标准 ,这是他融合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 、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艺术才

能的结果。”
 21
但我们不能因此把马哈福兹列入“为翻译而写作”的阿拉伯作家之列 ,因为他一

直是面向阿拉伯读者写作的。

另一方面 ,阿拉伯作家在价值观念 、思想意识上也受到西方文化一定程度的影响 。自由 、

平等 、博爱等理念通过作家们的宣扬 ,已经渐入阿拉伯普通民众之心 。而出于对东方传统的专

制思想的批判 ,阿拉伯的作家们尤其重视以自由的理念作为改变社会的武器 。当前大多数阿

拉伯作家所思考的核心问题 ,即埃及评论家拉贾乌·纳卡什(Raj a' an-Naqq ash)所说的“费克尔

(思想)问题” ,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自由 ,公正 ,伊斯兰宗教与世俗主义的谐调 。 22在这三个方

面当中 ,公正是伊斯兰教传统所固有的 ,而自由精神和世俗主义的科学精神则更多地受益于西

方。(那些“为翻译而写作”的阿拉伯作家更是崇奉西方的价值观念)。

推崇科学精神并努力在伊斯兰信仰与科学之间进行协调 ,这一点在马哈福兹身上表现得

最为突出 。他的作品中一直贯穿着信仰与科学的线索。他本人亦承认这一点。90 年代初 ,

《金字塔》报社曾组织一次关于“阿拉伯文化工程”的研讨会 ,马哈福兹致函与会者 ,说:“任何一

项阿拉伯文化工程都必须建立在伊斯兰与科学的基础上。”别人要求他解释时 ,他说:“我们所

理解的埃及人 ,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埃及人和我在书中谈到的埃及人 ,都生活在伊斯兰教之

中 ,实践其最高的价值 ,毫无喧嚷 ,也不多言。这一切意味着他们的纯正 、宽容 、说话诚实 、勇于

发表意见 、忠于自己的立场和温暖的人际关系 。这便是埃及人对他们的伊斯兰教明确的表达 。

但我在致研讨会的谈话中加上了必须接受科学 ,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不以科学为基础安排

他们的事情 ,那么在民族之林中将丧失其未来 。我所有的书 ,无论新的 ,旧的 ,都遵循这两个轴

心。伊斯兰是我们民族善之观念的源泉 ,而科学则是我们当前和未来进步 、振兴的工具。” 23

在阿拉伯作家自由意识的发展方面 ,虽然在自由的道路上障碍重重 ,但他们仍然在进行着

持续不断的思考与探索。许多阿拉伯作家的身上都体现出强烈的自由意识 。上述提到的作家

穆尼弗对专制暴虐 、个人崇拜 、践踏人权和奴性行为的大胆批判始终指向着自由;白雅帖不仅

在作品中寻求个人和民族的自由解放 ,而且他曲折的人生就是争取自由的艰难历程:马哈福兹

的创作更是紧紧围绕着自由而展开的 ,一位评论家指出:马哈福兹前期作品的“脊柱”就是“自

由的悲剧 ,是面包 、性与知识的悲剧” ; 24赛阿达薇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则更多地关注阿拉伯妇女

的自由解放。她在小说《一钱不值的女人》中揭示了女性自由与金钱 、性的关系 ,把女性自身的

自由看得重于一切。女主人公“宁愿当一名妓女 ,也不愿当一名被人欺骗的圣人 , ”
 25
就是因为

她选择了自由。赛阿达薇和其他一些阿拉伯女作家一样 , “已经献身于谴责社会 ———一个无法

容忍那些敢于或要求走出深闺之妇女的社会” ,  26通过对阿拉伯女性艰难的生存境遇和任人宰

割的命运的揭露 ,把妇女的自由解放与人类整体的自由解放联系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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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欧美文化市场对第三世界文学/文化的单一性消费及其负面影响 ,我们尽可

以提出质疑和批评 ,但从其对阿拉伯文学生产的影响来看 ,只要“为翻译而写作”的现

象不占据主导地位 ,我们就大可不必担心欧美“世界文学”生产机制的全球化蔓延 。

因为第三世界也可以有自己的“世界文学”生产机制。“世界文学”的真正构成不是靠某种单一

的生产机制在一时一地形成的 ,而是长期以来由不同民族以不同的语言载体和不同的生产机

制创造出的 、各具民族特色的丰富多彩的总体文学。第三世界文学不会因为欧美文化市场的

片面性消费而被抹杀其整体的存在 。另一方面 ,在欧美对阿拉伯文学的再生产中 ,阿拉伯读者

作为阿拉伯文学最主要的审美主体对他们自己文学的美感毫无发言权 ,对此 ,一些阿拉伯评论

家愤愤不平。其实 ,我们还是可以心平气和地对待它的 ,因为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发生“文化

误读”是很正常的。最重要的是在第三世界自身的文学生产中 ,审美主体必须对自己民族的文

学之美感保持发言权 ,即在阿拉伯本土保持阿拉伯文学美感的合法性或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

保持汉语文学美感的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 ,一些学者对“为翻译而写作”倾向的担心和对欧

美“世界文学”生产机制全球化的顾虑 ,是向第三世界那些媚西方中心之俗的作家和其他文艺

工作者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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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刊 重 要 启 事

　　一 、北京大学向有广延天下贤才的传统 ,本刊决不囿于学府高墙 ,竭诚欢迎校外社会各界

专家学者赐稿 ,竭诚欢迎港 、澳 、台和国外专家学者赐稿 ,在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 ,努力

办成与北大地位相称的 、跻身世界一流水平的学术刊物 。

二 、本刊坚持学术探索和创新 ,欢迎理论联系实际 、学术结合时代 、追踪社会思潮 、理论前

沿和学术热点 、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稿件 ,注重论文的新理论 、新观点 、新方法 、新

材料 ,除系统研究某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重大学术问题的稿件可以篇幅长一些外 ,尤其欢迎观

点鲜明 、材料充实 、论证有力的篇幅简短的论文。

本刊只受理学术论文 、书评 、读书札记等 ,不受理不适合刊物发表的书稿 、一般宣传报道性

稿件 、有关情况反映和工作咨询等 。

三 、本刊再次重申 ,凡作者投稿 ,编辑部都负责审阅 ,有些稿件还要送请专家评审 。凡采

用的稿件 ,三个月内通知作者 。三个月内未收到通知者 ,请转投他刊 。

本刊由于人手有限 ,不负责退稿 ,也不奉告评审意见 ,务请作者自留底稿或复印件 。此点

敬请海涵 。

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

1999年 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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