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伟大的潘神复活了 
简论费尔南多·佩索阿及其主要异名① 

阿尔伯特·卡埃罗的创作 

闵雪飞 

天才、出版与成名 

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的一生可以在两个地理名词——里斯本 

佩索阿与他同年的艾 与德班——中得到完整的解释。里斯本是葡萄牙的首都，他在这里出生，度过童年，成年 

罢茏 芝釜 后回到这里，在这里死亡。在南非的德班，他完成了智识与情感教育。幼年丧父寡母再嫁 
重的“非人格化”诗学 的生活不幸给了佩索阿接受维多利亚式教育的机缘。对英美文学的熟悉与认同使他殊 

观苍 异于深受法国文化影响的葡萄牙同时代诗人。佩索阿与他同年的艾略特几乎同时提出 

了有几分相似但各有侧重的“非人格化”诗学观念。关于这种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巧 

合”，我们或许可以从佩索阿的教育背景中得到解释。然而，佩索阿的阅读十分驳杂，在 

他所推崇的文学先师中，不仅有英美一脉的弥尔顿、爱伦·坡与伟大的惠特曼，也有葡萄 

牙文学的安东尼奥·诺布雷②．庇山耶③与色萨里奥·维尔德④。他的人生与文学打下了两 

种语言文化相遇、冲突与融合的深刻烙印。一个天才的痛苦可能在于才能太多．他有很 

多种可能成为很多种人．然而命运最喜欢捉弄上帝挑选的人。总是适时地关闭他最想进 

入的一扇门。佩索阿曾想过去英国上大学，并用英语创作，但落选留英奖学金的事实终 

于促使他下定决心渡过大西洋，永远地留在自己的祖国。回到里斯本之后，佩索阿并不 

曾放弃成为英语诗人的梦想，然而出版受阻的现实或许让他意识到那自书中得来的标 

准而华丽的英语既是他的优势又是他的劣势。之后，他终于放弃了英语书写，决定性地 

选择了卡蒙斯⑤的语言，并为它奉献了不亚于先贤的精神瑰宝。 

在中国，由于佩索阿的诗作甚少翻译出版，《惶然录》(Livro do Desassossego，亦译 

《不安之书》)压倒性地流行，人们习惯于把该书署名者贝尔纳多·索阿雷斯(Bemardo 

Soares)与真正的创造者费尔南多·佩索阿混淆，这样．在中国的文学视野中，佩索阿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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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一般的人物：视书写为一种命运，生前籍籍无名、郁郁寡欢，死后备极哀荣，且有“被 

背叛的遗嘱”增光添彩。这样的人物的确更具有悲剧般的美感，但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作为 

所谓的“几近异名(quase—heter6nimo)者”或半异名者(Semi—heter6nimo)，贝尔纳多·索阿雷 

斯的人生确实与佩索阿有相同之处：佩索阿依靠娴熟的英语找到了一份翻译英文书信的 

差事。恰如贝尔纳多·索阿雷斯是一位会计助理，两个人都做着和文学无关的琐屑工作，佩 

索阿自己也喜欢身穿黑大衣，头戴礼帽，在里斯本的大街上闲逛。然而，这个沉闷寡欢的异 

名仅仅是佩索阿的一个侧面，就真实的生命个体而论，佩索阿的文学生涯是辉煌而炽热 

的，即便生前发表不多。也不能遮掩他在葡萄牙文坛上活跃而激进的身影。他不是以诗歌 

而是以文学评论完成了文学处女秀。作为20世纪最具思想洞察力的知识分子，佩索阿主 

动放弃了对政治、经济等常规领域的批评，而是直接攻占了他心目中最高级的阵地——智 

识。1912年，佩索阿在文学杂志《鹰>>(Aguia)h接连发表三篇檄文般的文论：《从社会学角 

度思考的葡萄牙新诗》(第4期，4月)、《重申》(第 5期，5月)、《心理学层面的葡萄牙新诗》 

(第 9期、第 11期，第 12期，9月，11月，12月)，文章在葡萄牙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与 

“追怀主义(Saudosismo)”⑥决裂之后，佩索阿继续以活跃的姿态参与葡萄牙现代主义文学 

运动．写诗、发文章、办杂志、开办印刷厂。在生命的后期，他已经成为葡萄牙新一代诗 

人——以若泽·雷吉奥⑦为首的“在场(Presenqa) 代”@一 的精神导师。正是经由这些五 

六十年代成为文坛中坚力量的“门徒”的努力，佩索阿的经典化才得以实现。假设佩索阿可 

以活到惠特曼的寿数，未尝没有可能亲证自己的加冕。从文学这个角度来说，纵然没有为 

大众熟知的名气，他也不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失意人。卡夫卡在葡萄牙诗坛的投影是色萨里 

奥．维尔德，由于自然主义风格不见容于当时夸饰伤感的诗坛，这位五金店主为诗人的“名 

分”奋斗终生，但始终没有获得承认，异名阿尔伯特·卡埃罗与半异名贝尔纳多·索阿雷斯 

的创造部分地参照了色萨里奥·维尔德的生平。今天，色萨里奥·维尔德已经是毫无争议的 

大诗人．而在佩索阿所处的时代，秉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多，但是佩索阿以极大的敏锐赞 

许色萨里奥·维尔德是葡萄牙第一个现代主义诗人，在组诗《守羊人》的第三首中，我们可 

以发现他对维尔德的称许与超越的自信。 

佩索阿生前只出版了一部作品《音讯>>(Mensagem)，其他作品不曾结集付梓，只在少数 

杂志上发表，以手稿形式存留于世，几十年来，佩索阿研究者们索引钩沉，整理出版了大部 

分作品．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佩索阿全集的出版。 

然而，对于伟大的佩索阿，对于这位曾写过“成为诗人不是我的野心／而是我独处的方 

式”的诗人，发出任何怜惜其生前未获得应有荣誉的哀叹，都是一种乡愿，因为他早已在散 一位不为人所知的 

文《成名是一种庸俗》(A Celebridade Ⅱm P2e6e ，加)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名声的不 芸 荨 
屑：“有时，我一想起那些名人，就会为他们的名声感到悲哀。成名是一种庸俗。所以，成名 照而带来的微喜 

会伤害娇贵的心灵⋯⋯一位不为人所知的天才可以尽情享受无名与天才两相对照而带来 

的微喜，而且，当他想到只要他愿意便可成名，他便可以用他最好的尺度，亦即他自己来衡 

量他的价值。然而，一旦他为世人所知，回到籍籍无名将不再是能掌控的事。成名无可弥 

补。就像时间。没有人能回头或者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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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 ，从阿尔伯特·卡埃罗的这首诗 

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诗人对出版的 

看法： 

如果我年少夭亡． 

不曾出版一本书． 

不曾看到我的诗行印成铅字。 

如果你们因为我的缘故而忧伤． 

我恳求你们不要忧伤。 

如果这样发生，这样便理所应当。 

即便我的诗行从来不能付梓． 

如果它们是美丽的，它们便拥有美丽。 

但是它们不能因为美丽而不被刊印． 

因为根须深埋在土地下． 

而花儿盛放在空气中与 目光前 

必须用力才会如此 没什么可以阻止 

不需要为应该是而没有是的一切感到 

浪漫主义以降，无论 担忧或难过。这是“导师”卡埃罗教给“门 

荠 差 墨 徒”与读者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 
写”的趋蛰 生前的无名成就了作为诗人的名声，正如主 

要异名亦即门徒之一里卡多·雷耶斯在怀 

念卡埃罗时所说：“我们相信阿尔伯特·卡 

埃罗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落寞 

地生活，无名地死去。在神秘主义者看来， 

这是导师的特征。”如卡埃罗一般的无名与 

落寞，是诗人佩索阿的殷切期望，唯有如 

此．他才能真切地体认到自己的天才，并在 

现实中以肉身的形式成全导师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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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异名与异教 

1935年 1月 13日．已成为青年诗人 

精神导师的佩索阿在寄给卡萨伊斯·蒙特 

罗⑨的信中。陈述了“异名”产生的过程。他 

说他想捉弄一下萨一卡内罗⑩。因此决定创 

造一位性格复杂的田园诗人，就在他觉得 

难度太大准备放弃的一刻，难以置信的事 

发生了：“那是 1914年 3月 8日——我走 

近一张高台，拿过一张纸，开始写，我是站 

着写的，只要有可能，我总这样写。在一种 

我无法定义的狂喜状态里，我一下子写出 

三十多首诗。那一天是我生命里胜利的日 

子，我再也没这样过。我起了个题 目：《守羊 

人》，接下来，某个人在我体内出现了，后 

来，他有了个名字：阿尔伯特·卡埃罗。请原 

谅我说出这么荒唐的话：在我的体内诞生 

了我的导师⋯⋯阿尔伯特·卡埃罗就此显 

形，随后，出于本能与潜意识。我为他找到 

了一些门徒，就这样，我创造了一个不存在 

的团伙 ” 

这一段 “福至心灵”般的描述既是事 

实，又非事实。根据佩索阿研究者对手稿字 

迹的分析，那三十多首诗不可能是一下子 

写出来的，因此，异名于“狂喜”中产生只是 

佩索阿将书写神秘化的伎俩。实际上，“异 

名”的产生具有心理上的因素，佩索阿六岁 

时便在孤独寂寞之中创造了最早的异名 

Chevalier de Pas。通过这些自我的碎片，他 

与外部世界联系、沟通。同时 ，异名也是一 

种长期发展深化的诗学思索。浪漫主义以 

降，无论是葡萄牙国内还是国外。均呈现出 

“复数书写”的趋势，比如罗伯特·布朗宁的 

“戏剧诗”，叶芝的“面具”，安东尼奥·马查 

多的“伪歌者”等。而在哲学层面，丹麦哲学 

家克尔凯郭尔著名的三组署名．以及他在 

作品中对于“他者”的探讨．对佩索阿的“异 

名”书写系统也产生过深远的印象。葡语中 

的heter6nimo源出希腊语．意为“另一个 

人”。佩索阿用这个词与笔名 pseud6nimo 

区分，笔名完全取代了作家的本名，但并没 



有改变文学个性．而异名则不同，是作家自 

创的文学上的“我之非我”(ser minhamente 

alheias)．具有与本名(ort6nimo)佩索阿迥 

异的风格、语言与题材。根据研究者特蕾 

莎·丽塔·洛佩斯(Teresa Rita Lopes)统计， 

佩索阿一生共创造了七十二个不同的异 

名。这七十二个异名承担着不同的职责，活 

跃程度不尽相同，最主要的异名有三个：阿 

尔伯特·卡埃罗(Alberto Caeiro)，阿尔瓦 

罗·德 ·冈波斯 (Alvaro de Campos)与里卡 

多·雷耶斯(Ricardo Reis)，他们与本名的 

费尔南多·佩索阿共同构成了一个书写的 

“家族”。 

依照佩索阿的设计，这些异名拥有完 

整的传记与独立的风格，彼此关联，相互影 

响。阿尔伯特·卡埃罗是所有异名的核心与 

母体。他关注自然，蔑视任何一种哲学思 

索，自称是一位反形而上学者：阿尔瓦罗· 

德·冈波斯在苏格兰接受教育，曾前往东方 

闯荡，是未来主义的典型代表，“一位内心 

装着希腊诗人的瓦尔特·惠特曼”：里卡多· 

雷耶斯是医生、保皇党人、异教徒。1919 

年，因为政治原因离开葡萄牙，流亡巴西。 

他曾在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别人的教育 

使得他成为拉丁学者。自我教育使他成为 

半希腊学者”；佩索阿同时区分了“佩索阿 

本我”(Pessoa ele—mesmo)与“佩索阿本名” 

(Pessoa ort6nimo)．前者是以肉身存在的诗 

人自己，是异名的创造者与包纳所有异名 

的容器。而后者与“异名”并无差异，是异名 

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佩索阿本我” 

创造出导师卡埃罗，这一事件对“本名”造 

成了影响，就在那一天，“佩索阿本名”写下 

了交叉主义组诗《斜雨》，标志着“从卡埃罗 

到佩索阿本名的回归”。 

异名不仅仅是一种极具冲击力的诗 

学。更是一种“孕育着众多诗学的诗学”，每 

一 个“异名”与“本名”，都具有独特性，是彻 异名并非仅仅是一 

底而新奇的创造。佩索阿希望通过异名与 莩轰 孝摹萼 
本名之间的继承、近似、紧张、矛盾与对抗 宗教上的雄心一  

系统地阐发现代主义的诗学思考。然而，异 毒 上实现“异教” 
名并非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更蕴藏了佩 

索阿在哲学与宗教上的雄心——在文学上 

实现“异教”的重建。 

在《不安之书》中，佩索阿借用半异名 

贝尔纳多·索阿雷斯之口．对他生活的时代 

及其精神做出了精准的描述： 

当我所 归属的那一代 出生时．世界 已 

经不再为拥有心与魂的人提供援助 前几 

代人摧毁性的工作令这个我们为之降生的 

世界不再具有将我们安放于宗教秩序之中 

的安全感．也不再拥有把我们归并于伦理 

秩序中的支撑．同时失去了平静，令我们在 

政治秩序中无法找到路途。我们于彻底的 

形而上学焦虑、绝对的道德苦恼与完全的 

政治不安中降生⋯⋯但我们父辈的批判主 

义失败 了。如果说它把成为基督徒的不可 

能性传承给我们．却并没有让我们继承拥 

有这种不可能性的满足感：如果说它传承 

给我们对 已建立的道德模式的不信任 ．但 

并没有把面对道德模式与人道生存规则的 

无动于衷传承给我们 ：如果说 它将政治问 

题变得不确定，却没有在面对如何解决这 

个问题时让我们的灵魂 变得无动于衷 我 

们的父辈心花怒放地摧毁，因为他们生活 

的时代对于过去依然有坚固的反射 正是 

他们摧毁的一切给予社会以力量 ．让他们 

尽情摧毁而且没有感觉到大厦的倾覆 我 

们继承 了摧毁及其结果。 

佩索阿认为，在这样一个矛盾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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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一神论成为了文明的病征与堕落的象 

征．世界亟需摆脱基督教一神论的控制，建 

立一种如同希腊罗马时代奥林匹斯的众神 

一 般的多神信仰，亦即异教(paganismo)。 

但异教的重建并非意味着简单的向古代回 

归 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基督教统治后．人类 

再也不能轻易地返回众神居住的世界。佩 

索阿(尤其是异名里卡多·雷耶斯与安东尼 

奥·莫拉@)强调，单一神祗的基督宗教造成 

了西方人思想意识的绝对理性化 ．因此 ．对 

于现代西方人来说 ．已经没有可能返回奥 

林匹斯山下。因此，为了重新建立神与人之 

间的关系，首先要返回一种使多神的存在 

成为可能的本质。在佩索阿的“异教”或“异 

教主义”里，这个本质是由阿尔伯特·卡埃 

罗形塑的，正如里卡多·雷耶斯在《序言》中 

所指：“卡埃罗的作品代表着异教的完整重 

建。” 

本书中第一部分呈现了阿尔伯特·卡 

埃罗的组诗《守羊人》，这是一部具有奠基 

性质的作品。组诗共有四十九首，但实际上 

可以看成一首诗，或者一句话：世界是部 

分，而非整体。以基督一神论为信仰基础的 

理性精神要求现代人把“自然”作为整体来 

认识，而不是石头、河流与树木无休无止的 

相加。而佩索阿认为这种理性阻碍人们正 

确认识自然。因此，为了重建异教，或者建 

立新异教 ．首先要通过消灭绝对理性与拒 

绝形而上学重现异教的本质。在佩索阿一 

卡埃罗的诗歌中，不相信任何业已存在的 

哲学与形而上学的他建构了一种新的面对 

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首先强调“观看”的 

重要性 ： 

我相信世界就像相信一朵雏菊， 

因为我看到了它。但我不去思考它， 

因为思考是不理解⋯⋯ 

创造世界不是为了让我们思考它 

(思考是眼睛害了病) 

而是让我们注视它，然后认 同。 

佩索阿放弃了观看与理解的二元对 

立，将观看与理解同一起来。必须先有这种 

观看与理解的同一与同时性 ，之后才能理 

解真正的自然、世界与宇宙。在单纯的观看 

与感受 中．自然并非以观念性的浑然天成 

的整体形象出现．而是部分相加构成的直 

接集体： 

我看到没有自然， 

自然并不存在 ． 

有山峦，山谷和平原， 

有树木，花朵和青草， 

有河流与石头． 

但这一切并不属于一个全部． 

真实的真正的整体 

是我们观念的疾病。 

自然是部分，而不是整体。 

这也许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神秘。 

承认自然是部分而并非是整体是异教 

的本质。按照雷耶斯与莫拉的说法，“自然 

是部分而不是整体”标志着卡埃罗诗中“绝 

对客观性”的诞生．从此．一种多神宗教的 

建立成为可能。在“谋杀”了单一的神祗上 

帝之后。便可以在自然的每一样事物中体 

认出神的栖身： 

但如果上帝是树，是花， 

是山脉，是 月亮，是太阳， 

我为何要称它为上帝? 



我会称它为花，树，山脉，太阳与月亮； 

因为，如果为了让我看到，他变身为 

太阳，月亮，花，树与山脉， 

如果他 出现在我面前，就像树 ，就像 山 

脉 ． 

就像太阳，月亮与花朵， 

这是因为他希望我认识他． 

就像认识树，山，花朵，月亮与太阳。 

所以．佩索阿一卡埃罗观念中的自然 

是无数属神之灵所构成的集体栖居之地。 

佩索阿最重要的作品，包括异名本身，都与 

呈现、解释这个“复数精神”相关。卡埃罗为 

其他异名及本名提供了信仰基础，从而催 

生了一种文学上的多极异教。这个异教的 

组成结构一如阿尔瓦罗·德·冈波斯在《回 

忆我的导师阿尔伯特·卡埃罗》中的陈述： 

“我的导师卡埃罗并非异教徒：他是异教本 

身。里卡多·雷耶斯是异教徒，安东尼奥·莫 

拉也是异教徒，至于费尔南多·佩索阿，倘 

若不是内心如一团乱麻，也会是异教徒。然 

而，里卡多·雷耶斯是性格上的异教徒，安 

东尼奥·莫拉是智慧上的异教徒。我是反叛 

上的异教徒，亦即脾气上的。卡埃罗身上没 

有对异教的解释；有的只是同质。”卡埃罗 

与异教同质，他以《守羊人》宣告了异教的 

完整重建．从此，“伟大的潘神复活了”．这 

位希腊罗马神话中半人半兽的牧神以新的 

形象成为了一种全新宗教的图腾。 

卡埃罗、守羊人与伟大的潘神 

关于“导师”阿尔伯特-卡埃罗，佩索阿 

在《守羊人》手稿中有一句批注：“(卡埃罗 

是)一位神秘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卡埃罗 

及其作品正是在“神秘主义”与“唯物主义” 

的冲突与矛盾中得到了完美的定义。悖论 

是卡埃罗最大的特征，无论是人生还是文 

学。以“导师”身份存世的卡埃罗言说世界 

的方式是老人式的，而佩索阿设计中的卡 

埃罗非常年轻，甚至比佩索阿自己还年轻， 

仅仅二十六岁就离开了人世。卡埃罗在诗 

中始终呼吁简朴与自然，然而这简朴与自 

然之下潜藏的是复杂、机巧与阐释的多种 

可能。卡埃罗只上过四年学，没有接受过 

高深的教育．只会使用浅显的文字表达．与 

文采斐然的雷耶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但 

是，这种浅近的语言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卡埃罗在诗作中强调“观看”，反对一切哲 

学、宗教与形而上学，不过，他却于反对之 

中发展了自己的哲学和形而上学．于对观 

念的否定之中把 自身建构成一种原初的 

观念，使其他异名与本名成为这种观念的 

演绎，并最终获得了一种作为哲学或宗教 

的“异教”系统。 

整部诗集也呈现出悖论式的结构 卡 

埃罗的诗共分三个部分：《守羊人》、《恋爱 诗人没有传记。他的 
中的牧羊人》与《未结之诗》。三分式结构显 作品便是他的传记 

然经过精心设计。《守羊人》与《未结之诗》 

篇幅较长，内蕴相似，《恋爱中的牧羊人》篇 

幅短小．表达的内容与其他两部分截然相 

反．作者凸显结构与内容的对照的意图显 

而易见。在《守羊人》与《未结之诗》的内部， 

矛盾更是比比皆是，诗中存在着两位不同 

的卡埃罗——“生病”的卡埃罗与“健康”的 

卡埃罗，佩索阿自己也进入了诗歌，与守羊 

人展开张力十足的对话。墨西哥诗人奥克 

塔维奥·帕斯在《费尔南多·佩索阿：不识自 

我之人》的开篇中这样说：诗人没有传记。 

他的作品便是他的传记。这的确是对佩索 

阿一卡埃罗一生的真实描述。整部诗集是 

卡埃罗作为“唯一的自然诗人”的人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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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在《守羊人》的第一首诗中，卡埃罗把自 

己限定为诗人。一位“守羊人”，他有了一个 

身份，可以存活于世，自由地观看、倾听；在 

《未结之诗》的最后一首诗中，在那首被他 

自己命名为Last Poem的诗中，卡埃罗走 

向了死亡，他的死一如活一般平凡，他只是 

向太阳挥手作别，仿佛平El里向它问好。正 

如里卡多·雷耶斯在序言中所说。他的一生 

“无法讲述，因为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他的 

诗便是他的生活。没有轶事，也没有值得大 

书特书之事”。《恋爱中的牧羊人》是佩索阿 

不多的书写爱情的诗．组诗的内蕴与其他 

两部分相悖，因为恋爱中的牧羊人“生了 

病”．并非正常状态下的守羊人。这组诗的 

写作日期与佩索阿同奥菲莉娅·格罗什 相 

爱Et期接近．有些人认为是佩索阿为纪念 

那段感情而作，但雷耶斯似乎更有道理，那 

不过一段“短暂而荒唐的插曲⋯⋯与其说 

是件轶事，不如说是一场忘却”。或者，如某 

些刻薄的佩索阿研究者所言。与其说佩索 

阿因为谈了那场恋爱而写下这组诗，不如 

说他是为了写下这组诗而尝试了恋爱。 

《守羊人》不但是卡埃罗最重要的作 

品，也是佩索阿全部作品的分水岭。这组诗 

里同样充满了各种悖论。当看到题目《守羊 

人》时，我们会认为阿尔伯特·卡埃罗是一 

位真正的牧羊人，正如费尔南多·佩索阿书 

信中说的“一位田园诗人”．然而在组诗的 

开端．我们便看到了卡埃罗对这重身份的 

否认：“我从来没有看守过羊群。”守羊人只 

是比喻，他看守的并非真实的羊群，而是思 

想：“我注视着我的羊群，看到了我的思想， 

／或者．我注视着我的思想，看到了我的羊 

群。”因此，尽管《守羊人》的题目会让我们 

联想到西方具有悠久传统的牧人诗，但开 

篇这个巨大的悖论已经把诗人限定为思想 

的牧者，而在第七首中，卡埃罗更用“不去 

阅读维吉尔”直接否定了这份遗产。然而， 

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阅读中发现维吉尔 

《牧歌》及《农事诗》草蛇灰线的影响，组诗 

的内部张力正体现于此。 

定义了自己之后，卡埃罗转而定义目 

光，这是他从色萨里奥·维尔德那里学到的 

客观．也是新信仰的核心：“我的目光清澈， 

宛如一株向Et葵。”目光的喻体只能是向日 

葵．而不能是其他的花朵，表面的自然与简 

单恰是深思熟虑与精心设计的体现，唯有 

向El葵才能如同诗人在接下诗行中的描 

述 ，往左看看 ．再往右看看，有时还向后看。 

角度的变换带来了持续的新奇。卡埃罗声 

称“我相信世界就像相信一朵雏菊”，告诉 

所有人他看待世界的方法．接着用“思考是 

眼睛患了病”表明了反形而上学的态度。在 

卡埃罗看来。所有的哲学与形而上学都是 

病苦，“健康”是像守羊人那样用澄澈的目 

光观看，如向日葵一般好奇 ，否定所有形而 

上学与哲学。 

当诗人写下“就像一个孩子，甫一出 

生，／便察觉到了他真的出生⋯⋯／面对世界 

永恒的新奇，／我感到我每一刻都是新生”， 

他便把自己与西方文明史上最知名的一个 

孩子——圣婴基督——连接起来。在否认 

了“守羊人”词义层面上对希腊罗马牧人诗 

的继承 。暗示无法返回希腊与罗马之后 ，卡 

埃罗又用《守羊人》第八首。这首堪称葡萄 

牙乃至西方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弑神之 

作”．表达了与横亘西方文明长达两千年的 

基督教的决裂。迈出这一步需要极大的勇 

气，只有“与异教同质”的卡埃罗才能实现， 

对佩索阿自己，这一首诗也仿佛是难以接 

受的：“我于坐立不安与极大的反感中写下 

了《守羊人》第八首，那里有幼稚的渎神与 



绝对的反唯灵论。我本人既不渎神也不是 

反唯灵论者。然而卡埃罗是。” 

面对两千年来西方宗教想象的核心人 

物耶稣基督。卡埃罗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关 

系，为耶稣赋予了新的意义。这首诗可以部 

分地看作西方悠久的反教会与弑神传统的 

结果，亦即贝尔纳多·索阿雷斯所言“父辈 

的批判主义”。在这首诗中，神圣家庭俨然 

普通资产阶级家庭的化身，生活沉闷且无 

聊。圣子的“无原罪降生”本是他无上地位 

的保障．但在卡埃罗的笔下，这是他比不上 

普通人类的原因。卡埃罗如同父辈一般“心 

花怒放地摧毁”了基督教的基本价值．然而 

卡埃罗又超越了父辈，因为他不但摧毁。而 

且建构——他创造出一个不同以往的耶稣 

基督形象，那是一个永恒的孩子．用一种 

时时刻刻都焕然一新的目光观看着这个 

世界 ： 

今天，他在我的村落与我生活。 

他是个喜欢笑的孩子，漂亮且自然。 

右胳膊擦擦鼻子． 

水坑里 打打水漂 ． 

摘花，爱花 ，忘在脑后。 

这是一种新的“道成肉身”。以这样的 

耶稣基督为核心 ，卡埃罗创建的宗教拥有 

了全新的三位一体——诗人、孩子与存在 

的一切： 

新生的孩子与我同住， 

他一只手伸向我． 

另一只手伸向全部的存在 ， 

这样，我们三人沿着路走． 

跳着，唱着，笑着， 

分享着共同的秘密． 

那是彻底地知晓． 

世间没有奥秘的存在， 
一 切都是值得的。 

对自己在这种新的神学体系中的价值 

与地位，卡埃罗拥有极大的自信：“上帝也 

这样想，他会把我变成一种薪的圣徒”。佩 

索阿在 1915年“杀掉”了自己的导师 成全 

了卡埃罗的封圣。然而卡埃罗又不仅仅是 

圣徒，他是救世主。关于他的死亡，病中的 

卡埃罗早有预感，他淡然地告诉众人这是 

众神的接引： 

请在我的坟墓上刻下： 

没有十字架。阿尔伯特·卡埃罗 

在这里安息． 

他去寻访众神⋯⋯ 

有或没有众神是你们的事。 

而我却听凭他们把我接走。 

里卡多·雷耶斯为他挚爱的导师写了 

另一首悼亡诗。在这首诗中，他呼应着导师 

关于“接引”的说法：导师过早地离开，只是 

因为众神的喜悦，导师的死亡，是为了实现 

救赎： 

你年轻夭亡，因为众神爱你， 

希望你如此。 

你年轻夭亡，因为你已归去， 

哦!你这无意识的神祗!你已归去． 

那里，在克罗诺斯之后， 

你的伙伴苦候着救世主。 

克罗诺斯之后巨大的真空对应着《不 

安之书》中描述的那个混乱的、无序的、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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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路途的现代。在这个无法拯救的当下， 

卡埃罗是唯一的救世主。导师死去了，他用 

死亡释放了其他异名．他自己也因死亡而 

封神成圣。与其他的圣徒相比，他属于一种 

“人类不相信的普世宗教”，是全然的异类， 
一 如两千年之前的潘神，这个与众神殊异 

的半人半羊的怪物．如卡埃罗一般守护着 

牧野。潘神是神，然而并非不朽，普鲁塔克 

的《道德论集》中描述过潘神之死与民众的 

恸哭 。潘(Pa)有“全部 、完全”之意，在斯多 

葛主义者眼中，潘神与宇宙是相连的。随着 

那一声风中传来的呼喊——“潘神死了”， 

希腊罗马人的奥林匹斯诸神也逐渐死去。 

他们被唯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所代替， 

世界进入了被绝对理性统治的时代。在序 

言中，里卡多·雷耶斯在结尾处呼喊出“伟 

大的潘神复活了”，宣告了基督教时代的结 

束与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绝对客 

观的时代里，“全部”并非整体，而是“部分” 

的相加，信仰“部分”的卡埃罗与代表“全 

部”的潘神本质上是统一的。卡埃罗以自身 

的死亡成就了潘神的复活．就像耶稣以死 

亡实现了救赎，在耶稣基督“沿着攫获的第 

一 缕光”的“下凡”与卡埃罗“被众神接走” 

的“升天”中，在卡埃罗与潘神的同质中，在 

由佩索阿所有的异名与本名所承担的焕然 

一 新的神学谱系中，希腊罗马的文明、耶稣 

基督的宗教与卡埃罗创建的异教得到了统 

合，各种神祗，包括基督之神，并非是对立 

的关系，它们必须臣服于另一个神性的偶 

然意图，抑或无法驱策的命运。所以，用雷 

耶斯的这首诗，我们为这一切作结： 

潘神没有死。 

每一块田野 

争将刻瑞斯 

赤裸的胸膛 

献给阿波 罗 

迷人的笑魇。 

你们会看到 

不朽之潘神． 

于彼处现身。 

悲伤的基督 

是多余之神 

或缺乏之神。 

没杀别的神 

潘神依旧将 

长笛的乐音 

送入 刻瑞斯 

敏感的耳中。 

众神却依然故我 

他们清澈又平静 

承装着一切永恒 

和对我们的轻蔑。 

他们带来昼与夜 

与那金 色的收获 

并非是为了馈赠 

白天黑夜与麦穗 

而是因为另一个 

神性的偶然意图。 

o 异名写作(heteronomia)是费尔南多·佩索阿 

最重要的写作特征。“异名”与“笔名”的不同之 

处在于前者拥有独特的人格。他一生共创造 了 

七十二位异名者。其中最重要的有四个：阿尔伯 

特·卡埃罗．里卡多·雷耶斯，阿尔瓦罗·德·冈波 

斯与费尔南多·佩索阿。值得注意的是费尔南 

多·佩索阿自身也构成了异名之一。阿尔伯特· 

卡埃罗的诗歌在所有异名中占据核心地位。异 

名写作谱系比较复杂，具体可见文章第二部分。 



9 Ant6nio Pereira Nobre(1867—19oo)：葡萄牙“世 

纪末一代”代表诗人，在科英布拉大学短暂求学 

时期，参与学生之间的诗歌活动。后前往法国留 

学，广泛接触象征主义诗歌。生前发表诗选《孤 

独》，这部具有强烈象征主义风格的作品引起 了 

以费尔南多·佩索阿和马里奥·德 ·萨一卡内罗为 

代表的“俄尔甫斯一代”的关注。安东尼奥·诺布 

勒在很多方面堪称葡萄牙现代主义文学的先行 

者，他也创造了与自己疏离的另一个 自我，或者 

人格，启发了佩索阿创造异名系统。 

o CamiloPessanha(1867—1926)：葡萄牙诗人．象 

征主义代表人物，公认的葡萄牙现代主义文学 

先驱。庇 山耶长期在澳门生活，与葡萄牙国内文 

坛长期保持疏离状态．只有回国度假的时候偶 

尔参与文学活动。据说佩索阿曾经在一次朗诵 

会上听到庇山耶本人朗诵．对他的诗作大为赞 

赏。庇 山耶的诗作大多散佚，诗集《滴漏》有中译 

本．1997年 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o Cesdrio Verde：(1855—1886)：生于商人之家， 

不同于同时期其他诗人专治文学，他年少 时便 

继承 了家中的生意．一边在城市的商店里售卖 

五金，一边忙碌于乡下农场里的水果生意．同时 

致力干文学创作。城市与乡村两分式的生活深 

刻影响了他的写作，在他的诗中，城市与乡村互 

为参照，城市代表着恶、轻浮与毁灭，而 乡村则 

是天真与纯洁的象征。有评论家认为他是葡萄 

牙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启者 ，因为或许正是这种 

心有旁骛使他的诗歌获得 了一种反感伤的气 

质，从而向现代性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o Luis de Cam~es(1524--1580)：葡萄牙最伟大 

的诗人，也是葡萄牙及葡萄牙语文化的象征。卡 

蒙斯没有确切 的身世资料流传 关于他的传记 

都是在传说与推测的基础上写成的。他应该出 

生于小贵族家庭，在科英布拉大学接受教育．为 

王室短暂服务过，并在非洲与柏柏尔人作战中 

失去了一只眼睛。他是西方世界第一位越过赤 

道来到东方的诗人，传说中他曾在澳门停留．在 

现存于 白鸽巢公园的山洞中完成了葡萄牙最重 

要的民族史诗《卢西塔尼亚人之歌》，在这部作 

品中，东西方不同语言与文化的遭遇与冲突得 

到完整的呈现。卡蒙斯同样擅长抒情诗的写作， 

有大量的十四行与短歌(redondilha)存留于世。 

o “追怀主义”为葡萄牙复兴(1911-1932)运动 

中最重要的一个流派。特谢拉·德·帕斯奎伊斯 

提 出了这个概念。大部分文章发表于葡萄牙复 

兴运动的机关刊物《鹰》杂志，费尔南多·佩索阿 

的“赛巴斯特昂主义”也被认为是“追怀主义”的 

组成部分。“追怀主义(saudosismo)”来源于“追 

怀(saudade)”一词。帕斯奎伊斯认为这个词是葡 

萄牙民族精神的最佳代表。“saudade”是葡语中 

独有的词，有专家认 为它的词源 由solitude(孤 

独)与saudar(致意)两部分组成，因此，它具有过 

去和未来两方面的向度，既是一种对过去的思 

念与感伤，又包含着对未来的渴望，期待过去失 

去的事物或失去的人在未来 回归。“追怀主义” 

不可避免地带有弥赛亚主义与预言主义倾向 

费尔南 多·佩索阿前期曾在文论 中热情讴歌 

“追怀主义”的某些理念．后来终因观念不同而 

决裂。 

e Jos6 R6gio(1901—1969)：葡萄牙作家，在多个 

文学体裁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担任《在场》杂志 

的主编。早在科英布拉上大学期间，就完成了毕 

业论文《葡萄牙现代诗歌的流派与个体》，这是 

第一篇系统评论佩索阿作品的文章。若泽·雷吉 

奥一生挣扎在神与人之间，他的创作大多以神、 

人与魔鬼之间的冲突与社会、个人之间的矛盾 

为主题 

o 文学杂志，1927年3月在科英布拉创刊，在 

二十世纪20年代末与3O年代葡萄牙文坛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场》杂志上刊载了大量“俄 

尔甫斯一代”作家的作品。本名佩索阿，异名阿 

尔瓦罗·德·冈波斯，里卡多·雷耶斯．阿尔伯特· 

卡埃罗与贝尔纳多·索阿雷斯均有署名作品发 

表。 

o Adolfo CasaisMonteiro(1908—1972)：葡萄牙诗 

人、文学评论家与小说家。蒙特罗与佩索阿之间 

一 共有十二封通信，这封 日期为 1935年 1月 l3 

日的信最为重要。蒙特罗是最早推介与研究佩 

伟 大 的潘 神 复 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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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阿作品的评论家，对于佩索阿作 品的传播与 

经典化居功至伟。 

I田9 M6rio de sd—Caneiro(1890—1916)：葡萄牙诗 

人．佩索阿密友。在父亲的资助下，与佩索阿一 

同创办《俄尔甫斯》杂志，成为葡萄牙现代主义 

诗歌运动的重要基地。两期之后父亲不再资助， 

《俄尔甫斯》杂志最终停办。萨一卡内罗与佩索 

阿之间关系极为亲密，通信频繁，可惜诗人在法 

国自杀，佩索阿寄给他的信件全部散佚。萨一卡 

内罗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大量的诗歌与评论 ， 

与佩索阿共同成为葡萄牙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 

人物。 

o Ant6nio Mora：佩索阿所创造的异名之一。安 

东尼奥·莫拉不是诗人，而是哲学家。有评论家 

把佩索阿的异名系统比作“化圆为方”，本名佩 

索阿、卡埃罗、冈波斯与雷耶斯是 四边形 ，而贝 

尔纳 多·索阿雷斯与安东尼奥·莫拉代表着 曲 

线。在佩索阿的异教谱系中，莫拉 占据着理论家 

的地位，《众神的回归》被归在安东尼奥·莫拉的 

名下．在这部作品中，莫拉探讨了异教与基督教 

之间的关系．说明了异教的本质及其形而上学、 

伦理、美学与政治。 

@ Of6lia Queiroz(1900—1991)：十九岁时结识佩 

索阿．与他发展 了一段亲密的关系，但这段感情 

并未开花结果。后来两人之问有过短暂的复合。 

她与佩索阿之间的通信于 1978年出版。在给她 

的分手信中，佩索阿所陈述的分手原因具有强 

烈的神秘主义色彩：奥菲丽娅，这“不同的情感”， 

这“不同的路”是你的，而不是我的。我的未来为 

另外的法则支配，奥菲丽娅，你不知道那法则的 

存在．我的未来 日渐被导师操纵，他们不会容忍 

原谅这一切。 

普鲁塔克的《道德论集》没有中译本。但在 

《希腊的神与英雄》(劳斯著，周作人译，海南出 

版社，1998年)中，关于潘神之死，有几乎相同的 

段落(P'252)： 

有一天晚上．这个大转变正在进行的时候， 

一 个旅客从希腊乘船往意大利去。风停止了，船 

也不能前行 。那时正在西海岸外在一群小岛中 

间穿行着，这就漂流走进帕克索斯岛去。乘客们 

都吃了晚饭，在甲板上闲步，忽然听见有一个大 

叫的声音从岛上传来，说道： 

“嗒慕士!”这使得他们大为吃惊，因为嗒慕 

士乃舵工的名字。他不答应，第二个叫声又来 

了： 

“嗒慕士!”随后是第三个 声：“嗒慕士!” 

于是那舵工答应了，说道：“喂，什么事呀?” 

那声音回答到：“在你走过帕罗台斯的时候，告 

诉他们说大潘死了!” 

这使得他们更加诧异，大家便讨论要不要 

往那边走。未了那艄公说道： 

“假如有 了风．我将一直开船走 了，但是若 

是我们漂流下去走进那地方 ，我便告诉他们这 

个消息。” 

风还是不来．他们漂流下去，不久那船靠近 

那地方了。舵工走上船头去，向着陆地大声叫喊 

道： 

“大潘死了!” 

立刻他们听见在岸边有一阵大声，哭泣、号 

角、哀悼、于是风忽然发生，他们径 自航行去了。 

大潘真是死了，还有所有阿棱坡斯的神们。 

他们并不是如他们所想的那么长生不死的。他 

们在世界历史上演过了他们的脚色，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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