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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论文从比较文学的概念起文，分析“外国文学”与“本国文学”的内涵与

外延。“外国”作为“异域之地”, 其中的“异域性”与“本土性”相对应，其概念效果可

以借用《等待野蛮人》中开首段落关于太阳镜的境遇来类比。“异域性”会产生两种可能，

一种是 “让人不长皱纹”的“新发明”，另一种是成为在陌生的房间前行中“磕磕绊绊”的

障碍。对于“文学”，本文从字源的角度分析“文”字所蕴含的“关系”问题，包括“天

文”，“人文”，“地文”。本文试图建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文化视角，并以库切研究为

例进行分析实践，探究库切作品《等待野蛮人》与中国的文化渊源关系，以及库切对文学

创作、批评的相关论述。本文立意是在梳理已有西方文本批评理论基础上，例证比较文学

的研究方法可以从多元化的“异质同构”视角对经典文本进行重新阐释，以满足世界文学

研究的异域性审美需求。

关键词：多元文化视角 异质同构 置换 库切

一、比较文学与多元文化

201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外国语言文

学一级学科下设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二级学科，

相比较于1998年，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

下的二级学科，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以及与外国

文学的学科差异等问题又一次成为学者思考与讨

论的话题。实际上，学界对此类问题的讨论由来

已久，而且观点各不相同，争论也将继续下去。

但是，不能回避的是，此次在外文系设立比较文

学与跨文化研究二级学科将引出下一个问题：两

种不同学科设置下的比较文学将如何和而不同地

合力发展。而如果研究比较文学的发展历史，我

们会发现，新的学科设置不仅扩展了比较文学的

研究空间，同时也符合比较文学以及世界格局新

的发展趋势。

首先，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

学科和跨文化的研究。1962年，亨利 · 雷马克

（Henry Remak）2曾在《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

中对比较文学做了一个较明确的定义：“比较文

学是超出一国文学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

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

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

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

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

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

现领域的比较。”31998年，乐黛云在《比较文学

原理新编》中也指出，“比较文学的发展过程同样

表明，它的发展是以不断开发、不断超越为特征

的。首先是超越语言的界限，然后是学科界限和

文化界限。”不论是看比较文学在国外的百年历

史，还是其在中国国内的相对短暂的历史，都可

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后现代社群与库切文本研究”（批准号：15BWW009）阶段性成果。
2 谨以此文献给亨利 · 雷马克，笔者2002年在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系学习期间，首次听到亨利 · 雷马克教授本人的讲座，

被他的儒雅、睿智与谦逊所折服，他对比较文学学科方法论与研究范式的中肯介绍，对本文作者具有非凡的启发性。
3 亨利 · 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用》，见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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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楚地看到它与其他各学科的积极呼应。一个

学科的发展不仅与自身的研究内容密切相关，也

与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乐黛云还曾经总结说：

“为了世界能有均衡的制衡 ,不至为一种霸权文化

所覆盖、以致成为单极的某一种文化对全球的统

治 ,不要让一些战争狂人来征服全人类 ,我们需要

不同的制衡。不同的制衡需要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

文化之间就需要沟通、对话 ,互相宽容 ,互相支持 ,

互相吸收。文学是沟通人类灵魂最好的桥梁 ,比较

文学的目的在于跨越文化 ,跨越学科 ,让人类通过

文学互相交流 ,互相对话 ,互相理解 ,来共同创造一

个不同文化共存和互补的和平的新时代。”1一直

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学者深知比较文学的研

究目标——通过比较研究帮助人类达到人与人之

间、科学与人文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

解，在动态的理解与沟通之中寻求有利于人类共

同和谐生存的共识。或者借用亨利 · 雷马克曾经

说过的“比较文学研究，尤其是美国的比较文学，

发生了一次大的转移，即纵向的从文学到文化的

研究，转移到横向的从文学到非文学的研究。”2

从多元化的角度来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恰是比较文

学的关键所在。

比较文学，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都

是在探究关系，要么是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

系，要么是不同学科，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综

观比较文学的发展历史，它也与全球化的进程密

切相关。在19世纪，早期的全球化时代让来自异

域的文学比以往更迅捷地延及到其他国家，不论

是平行研究、影响研究还是跨学科研究，不论是

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还是文学史研究，都需要

这一新兴学科来打破过去地理空间或学科界限的

束缚。比较文学的出现给学者以更多的机会在更

大的世界文学的范畴内，以更宏观的视角来研究

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不论是狭义的比较文学，

还是广义的比较文学，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研究

背景不同、语言不同的诸多可见文学的关系问题。

而在当下全球化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不同

区域的人们即时沟通，这里即时的沟通不仅是空

间上的（在世界各地的人，不管在哪一个物理区

域，都可以通过网络与身处异地者进行即时交

流），也是语言上的（各种翻译工具和软件，通过

词汇互译让不同语言的交流者可以部分摆脱不同

语言之间的差异），但是真正决定沟通与理解内容

的因素并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以外的文化因

素。因为一个人地域出处、生活经历、受教育程

度等诸多文化因素，决定了文学语言的解码与编

码过程，因此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关系是

当下多元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查尔斯 · 伯恩海

姆（Charles Bernheimer）的《多元文化时代的比

较文学》对比较文学的发展提出了两点建议：一

是，放弃欧洲中心主义；二是，研究重点应由文

学转向文化。在多元文化中寻找文学的生长点，

需要勇敢的“文化误读”。乐黛云先生曾说，“‘文

化误读’必然会产生的。这种“误读”并没有什

么坏处，倒是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角度 ,从不同的方

面来理解这部作品。如果一部作品永远只有一种

解读方法，那它就很难发展了。由此可见，不同

文化之间，文学作品的“误读”能够造成一个新

的生长点，使得文化向前发展。比较文学要研究

的也就是这样的生长点怎样触发新的思路 ,促进两

种文化的交融和共同发展。”3

二、从《等待野蛮人》思考异质文学的

“蛮”性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其核心是提

供了一种比较多视角，或者思维态势，其中前提

就是对差异的承认。本文将以文本研究的方式来

例证如何用跨文化研究的视角进行比较文学与文

学异质性的处理问题，所选取的文本是库切的

《等待野蛮人》。在文本分析之前，笔者先从词源

学的角度分析一下什么是“文学”。文学作为语

言文字的艺术，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与文化

一样，它是一门探究关系的艺术。《说文解字》中

1 乐黛云，《多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发展》，见《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11页。
2 亨利 · 雷马克 , 《比较文学的起源和发展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耿强译，《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3期，第14页。
3 乐黛云，《多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发展》，见《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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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为“錯畫也。象交文。”作为一种文字言

说，不论是表现人物内心，还是再现一定时期或

地域的社会关系与生活，它都是在关注一种关系，

或者说是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关系的类型

中基本包含两种：一是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二

是人与人的关系（其中也包括人与自我的关系）。

在对待文学文本，特别是来自异域文学的态度上，

如果从我们比较文学的角度来分析，人们一般也

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欣赏地认同，一种是厌恶

地排斥。比如1827年，歌德看到辗转到欧洲的中

国小说文本时，尽管那并不是中国的经典作品，

但是他没有排斥，进而创新地提出了“世界文学”

的观点。本文所引为例的小说——《等待野蛮人》

则从反方面演绎了异质性文学“蛮”性形成的可

能性及过程。

在《等待野蛮人》中，来自第三帝国的官员认

为边疆小镇将要受到野蛮人的攻击，开始大肆驱赶

和打击边境上的原住民。在这个过程中，老行政长

官从帝国体制的支持与维护者逐渐转变为批评者。

他在边境野蛮人领地的亲身生活经历以及他在那里

得到的野蛮人女孩的帮助让他重新审视所谓的“野

蛮人”与他们的文化。经历过比较之后，他对自己

原来所处的帝国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他对其霸权主

义与统治手段发出批判：“帝国注定要存在于历史

之中，并充当反历史的角色。帝国一门心思想的就

是如何长治久安，苟延残喘。在明处，它到处布下

他的爪牙，处心积虑追捕宿敌；暗地里，它编造出

一些假想敌：城邦被入侵，民不聊生，尸骨遍野，

赤地千里，并以此来巩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1在

小说的最后，边疆小镇的居民惴惴不安中等待着被

第三帝国激怒的野蛮人的到来。那状态就如同贝克

特笔下的《等待戈多》，尽管“他并没有说一定要

来”，但是他们却 “必须等待”。应该说，该书引发

的谁是野蛮人的问题与比较文学异质性问题研究殊

途同归，它让我们再次反思“蛮”性是人为臆造产

物的可能。

在现代汉语中，“野蛮”带有贬义的含义，但

是研究“野蛮”语义的发展历史，不论是英文还

是汉语，其原始生成并非如此，其贬义化的过程

体现了人类对异质性事物的本能恐惧与贬低。在

英文中，“野蛮”是“Barbarian”。这一英语词汇

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4世纪，在拉丁语中，其词

形是“barbaria”，在希腊语中是“barbarous”, 词

汇含义是“外国的”“来自异域的”。同时在希腊

语中，还可以找到名词词性的“barbaroi”，泛指

“所有不是希腊人的人”；到了1610年，字典中开

始记录其贬义的含义“野蛮、粗鲁的人”。该英

语词汇意思的变迁，可以看出，在罗马帝国、古

希腊时期，“文明”的罗马人或希腊人，自信于

自身的文明优势，逐渐将与其不同的异质文化贬

义为“野蛮的”。2无独有偶，在汉语中，“蛮”这

个字在形成之初本义也非“野蛮的”。“蛮”的繁

体字是“蠻”。《说文解字》中有介绍“南蛮、北

狄，东夷，西羌”的来历：“南方蠻闽从虫，北方

狄从犬，東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唯東夷从

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

國。”3此引文说明，“蛮”只是用来形容在南部区

域居民的生活特点，因为南方是多蛇虫出没之地。

但是在词义演变过程中，它的含义逐渐演变成可

以被误读为“用绳索束缚的野蛮之性”。而处于东

方的“夷”，“从大从弓。東方之人也。”自我的形

象完全是伟岸的，没有任何贬义。这里面体现着，

不同文明的对话中，文明的持有者会倾向于美化

自我、丑化他者。

那么“文明”的东西，就一定是永远文明进

步的吗？库切小说《等待野蛮人》中关于故事叙

述者——老行政长官对“太阳眼镜”的观察具有

深刻的寓意：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两个圆圆的小

玻璃片架在他眼睛前的环形金属丝上。他是

瞎子吗？如果他是个盲人想要掩饰这一点，

我倒可以理解。但他并不瞎。那小圆玻璃片

是暗色的，从里面看出来并不透明，但他就

1 J. M. Coetzee,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Harmondsworth, Eng.: Penguin, 1980, p. 131.
2 https://www.etymonline.com/word/barbarian
3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78，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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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透过这样的玻璃片看过来。他告诉我，这

是一种新发明的玩意儿：“它能保护眼睛，不

受阳光的炫照，戴上它就不必成天眯缝着眼。

也可减少头痛。瞧——他轻轻触一下自己的眼

角，“不长皱纹。”他重又架回那一对玻璃片。

这倒不假，看皮肤他真比他的岁数显得年轻多

了。“在我们那里，人人都戴这玩意儿。”  我们

坐在旅馆最好的房间里，我和他之间隔着一个

长颈瓶，还有一盆坚果。彼此都没有提及他此

行的目的，他来这儿肯定是出于事情的某种紧

迫性，明白这一点就够了。我们只是谈些打猎

的事儿。他说起前不久一次驱车大狩猎的经

历，当时成百上千的鹿、猪和熊被杀死，漫山

遍野都是动物尸体，多得没法收拾，只好让它

们去烂掉（“那真是罪过”）。我告诉他每年都

有成群的野鹅和野鸭迁徙到这儿的湖里，当地

人怎样设陷阱去捕捉。我向他建议，到晚上带

他去坐当地人的船钓鱼：“这可是不容错过的

好事。”我说，“打鱼的人在水边擎着燃烧的火

炬，敲着鼓把鱼驱赶到他们设下的网里。”他

点点头。又跟我说起他曾去过的其他一些边境

地区，那里人们把蛇肉当做美味佳肴，还有他

射到一只大羚羊的事儿。

他在一堆陌生的家具当中走来走去时免

不了有些磕磕碰碰，但他就是不肯取下遮挡

眼睛的暗玻璃片。1

对于观察者老行政长官而言，关于“太阳

镜的功用”的判断经历了至少三次变化。在最

初，他觉得这是盲人戴着用来帮助掩饰自身缺

陷的用具；在佩戴者解释了其作用是保护眼睛

不受阳光炫照，少生皱纹后，他也觉得佩戴者

确实看着很年轻；而后到了第三自然段，在陌

生的室内环境里，佩戴者因为坚持不摘下太阳

镜而在室内磕磕绊绊地行走时，观察者明确感

受到了这一新鲜物件在某些情境下可能是碍事

的。在这三个关于太阳镜功用的判断中，太阳

镜这个文明世界的新发明被赋予了新的象征意

义。它象征着整个人类文明可能遭遇的不同境

地：它可能不被理解；可能被膜拜；也可能被

发现是无所适从的。对于来自异域的文学，读

者也会有类似的反应——因为不熟悉而盲目美

化；亦或因为不熟悉而盲目丑化。在这个时候，

比较文学研究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它持有一

种异质互补的思维态势，在接受文学异质性的

同时，也在促进阅读主体逐渐消解本国民族文

学的中心主义，形成一种共情态度。所谓共情

就是能够设身处地地体会他者的于己不同的经

历与感受，能够在情感上形成共鸣。这是当下

多元文化主义和谐发展的必要因素。纵观当下

出现的冲突，多源于不同文化归属之群体的无

效沟通。来自不同区域背景与文化背景的人，

必然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正是因为缺乏共同的

背景，缺乏对于他者所拥有的陌生的世界观和

价值观标准的理解与宽容态度，才会导致沟通

的无效，甚至陷入战争。所以说，比较文学的

“和而不同”首先认同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只有这样才能为共情找到方向和切入点。

三、去“蛮”性与多元文化视角

继续分析上文中老行政长官的观察，从他那

种些许类似于中国“和而不同”的观察态度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值得学习的多元文化视角。这里

面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承认差异的存在。老

行政长官能够接受这个戴在对方眼睛上的新装置

是陌生事物。如果深入分析老行政长官将眼镜看

作是盲人所掩饰用的物件的根源，我们会发现这

里体现了对异质的恐惧。从心理学上讲，恐惧的

本质是对不可预见的异质所做出的本能反应，它

的本源在于新生事物相关知识的匮乏，也就是说，

一个人因为不知道，所以会本能地假想自己是知

道的，并以一种高高在上的角度，尝试俯视判断

以弥补对新鲜事物无知所带来的心理落差。作为

一个视力良好者，老行政长官首先是将对方想象

成可能是因为视力缺欠而佩戴眼镜。

1 J. M. Coetzee,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Harmondsworth, Eng.: Penguin, 1980,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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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他也能够很快积极接受异质性。当对

方告诉他这个装置可以遮阳，他对此信息积极吸

纳，并能够摒弃自己原有的偏见，消除自身的认

识局限，看到这个装置的益处——让人少长皱纹。

第三，他并不急于表述自己的观点。比如当他看

到该官员戴着太阳镜，在房间里走路磕磕绊绊的

时候，他并没有马上指出这个问题。当然，这里

面涉及到了有效沟通的干扰因素。老行政长官之

所以不能坦诚相告，是因为对方是来自第三帝国

的官员，上下级的关系成为了一个干扰因素，让

他不能畅所欲言。但是此实例表现出老行政长官

比较注重观察，而非表达意见。这一交流过程，

值得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从对方的角度考虑。

比如，对于这个新的装置，从始至终，老行政长

官都努力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所以，关于它的

作用问题，不论是帮对方掩饰；还是让对方不长

皱纹、亦或影响对方在室内的行走，他都是站在

对方的角度评判这一新鲜物件。

在这场二人的交流中，我们看到双向沟通的重

要性。关于新鲜事物的作用，如果老行政长官不与

第三帝国派来的官员进行对话，他将永远处于猜测

状态之中，也就无从了解其真正作用。这说明沟通

是一个相互影响的交互过程。它需要信息发出者与

信息接收者就信息本身做彻底的沟通。从某个角度

上说，老行政长官与第三帝国官员对此沟通并不完

全彻底，因为有效的沟通需要沟通双方都参与进入

对信息的解码与编码过程。而老行政长官在了解了

太阳镜的功能之后，并没有坦率提出在阴暗的室内

环境可以摘下太阳镜这个观点。

同样从上面引文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

野蛮：来自第三帝国的长官在讲他们如何开车狩

猎，将成群的鹿、熊和野猪杀死；老行政长官也

会讲当地人如何设计陷阱去扑杀迁徙至此的野生

鸟类。这些行为并不是出于人类的求生需要，只

是为了满足人类猎杀动物的快感，它们体现的是

人类残暴的野蛮。关于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在

小说中有这样的情节展现。老行政长官耐心地向

刚来到边疆驻扎的年轻军官解释他对边疆移民与

当地原住民以及自然之间的潜在关系。他告诉这

些驻扎官员，这片土地是帝国的殖民者从这里的

原住民手中抢来的，并建立起来他们所谓的文明

世界。但是在他们建立了文明世界之后，这里的

自然环境在不断恶化。看到军官不赞同的神情，

老行政长官说：“你觉得可笑？——湖水正在逐年

变咸。——野蛮人知道这事。他们时时刻刻对自

己说，‘耐心等一等，总有一天他们的庄稼会因为

盐分太多而枯萎，那样他们就不能养活自己了，

他们就不得不离开这里。”1库切笔下人物这种从

殖民地原有文化出发，提醒第三帝国殖民者注意

自己的思维误区，实际是在解构帝国文化的殖民

主义与霸权主义，也是在警示人类小心业已形成

的根深蒂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剖析貌似劣

等文化中的被忽略之处。

研究《等待野蛮人》的多元文化视角，同时

我们也可以带着多元文化视角来研究这部作品本

身的异质同构性与巧妙置换性。比如这部小说从

创作过程看，本来可能是一个与亚洲的中国有关

的故事。根据澳大利亚作家兼学者尼古拉斯 · 周

斯（Nicholas Jose）的研究，当库切在1977年9月

首次开始创作此书时，他写的版本和我们最后读

到的正式出版的《等待野蛮人》有很大的不同。

该书曾经有三个创作手稿。在1977年的手稿中，

蒙古因素很浓厚，多处迹象表明，小说中的女主

人公——野蛮人女孩，可能是一位来自丝绸之路

的楼兰区域的裹着三寸金莲的小脚女子，最初小

说人物长途跋涉的交通工具是骆驼，而不是后来

的马。在1979年的手稿中，题目直接就是《中国

故事》（Chinese Story）。2另外，野蛮人女孩所养

的宠物最初是猴子，但是后来被改作狐狸，也许

是因为库切读到过《聊斋志异》类的狐仙与书生

故事受到影响。不得不承认，直到该书最后出版

的版本，尽管库切已经修改了其中多处中国或者

说中亚风情的元素，但是在野蛮人女孩饲养的宠

物类型这一点上，他还是没有将其改写为欧美或

南非风格。因为如果是那样的风格，那么典型的

宠物应该是狗或者猫等，宠物狐狸的选择让这本

1 J. M. Coetzee,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Harmondsworth, Eng.: Penguin, 1980, p. 50.
2 Nicholas Jose, Coetzee in China,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Volume 58, Number 4, Winter 2016, pp. 458-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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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仍然具有强烈的中国元素。总之，尼古拉斯 ·周

斯的该篇文章通过对库切创作《等待野蛮人》的

手稿的细读与详细研究，进一步例证了一部优秀

文学作品的形成不一定会拘泥于某一个特定区域，

它在有形中，或者无形中，都可能会涉及多元的

因素，关注的是人类可能共有的问题。比如，该

书的美国版本在书封页印着评论家伯纳德 · 莱文

的话： “库切先生看到了所有社会中的黑暗之心，

逐渐地读者明白了他想谈的根本不是政治，而是

探究我们每个人内心中潜伏的兽性。”1这是对库

切这部带着多元文化背景所创作的作品的异质同

构性与巧妙置换性做出的非常中肯的评价。

库切本人从南非到欧美求学工作的经历也激

发了多元文化因素对他文学评论风格的影响。在

英国阅读诗歌作品时，库切曾抱怨英国期刊杂志

上的诗歌很无味，抱怨说“难道他们没有从庞德

和艾略特那里学到些什么吗？ 2更不要说从波德

莱尔和兰波、希腊讽刺短诗作者或中国人那儿学

到什么吗？”此表述说明他也深知文学创作应该

是具有文化外诉求的，正如比较文学学科所关注

的各种文学以及理论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借鉴。作

为本科专业曾经专修数学的理科专业的学生，他

本人的文学品味也深受自己数学背景的影响，比

如他就非常欣赏休 · 肯纳对庞德诗歌所做的关于

诗歌与数学关系的评价：

“诗是一种带有灵感的数学，它会给我们方程

式，但不是抽象的数字、三角形、球体什么的，

而是人类情感的方程。如果一个人的头脑倾向于

魔法，而不是科学，那他会喜欢讲这些方程式的

咒语，它们听起来更玄奥、更神秘、更高深。”3

因为篇幅的关系，本文只是对《等待野蛮人》

的多元因素做分析，实际上，多元文化的视角非

常适合分析研究库切的诸多文学作品，比如此处

涉及的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也可以像库切分析

和欣赏文学评论的方式那样，不必局限于文学本

身，而是放眼文本以外有多重的跨学科、跨国界

的因素，对其作品与创作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结论

库切的创作体现了多元文化的视角，他关注

各种社群人文，特别是被边缘化的弱者，比如旧

时殖民地的居住者、来自不同区域的移民、监狱

中的犯人，处于弱势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甚至

也包括动物。正是通过这样多元文化的视角，库

切用他的作品告诉我们，用包容的态度去理解不

同的社群，不同的文学，不同的文化，也包括理

解可能出现的不同的个体自我，才可能真正达到

去“蛮”性。人类进步的障碍和对他者“蛮”化

的定义源自对差异的不了解与恐惧。库切作品中

的大多数人物都处于困顿之中，而根源就在于人

们对于国家、种族、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差异

的恐惧。库切用其作品强调，差异是必然存在

的，坦然地面对差异、承认并尊重差异性，这是

合作的前提。在接受差异性之后，人类才能够有

能力运用共情的手段，形成爱的社群。关于这一

点，《等待野蛮人》的情节发展清晰地展现了其发

展路径。库切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是以老行政长

官那样的“同理心”态度来创作的。这种“同理

心”是一种能力——能够理解他人感情的行为或

能力，正是源于对这种同理心的真正把握，库切

能够自然而然地呼吁人类对自然界与动物多一些

尊重。在他看来，善待动物与自然不仅仅是利他

的，更是利人类自己的。因为只有通过善待动物，

理解与接受差异，人类才可能学会善待人类，才

有可能消除任何其他形式的、与平等相对立的霸

权、暴力与战争。在全球化不可逆的大潮之下，

深入理解多元文化的内涵，用比较文学的思维态

势，清除非黑既白的态度和认知习惯，包容差异，

合力建设成熟的文学多元社群，让不同观点成为

新创造的契机而非导致恐怖主义的借口。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外语学院）

责编：施敏

1 Bernard Levin’s review of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in London Sunday Times of 23 November 1980.
2 J. M. Coetzee, Youth, London: Vintage, 2003, p. 24.
3 Hugh Kenner, The Poetry of Ezra Pound,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1, p.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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