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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弗拉迪克 · 门德斯是以埃萨 · 德 · 奎罗斯为中心的葡萄牙现代主义者创造的虚

拟人物。在19世纪后期，弗拉迪克先被用作震撼葡国文坛的革新先锋，后又成为解决现代

主义与浪漫主义对立、提供第三条出路的前现代主义代表。一个世纪后，安哥拉作家阿瓜

卢萨在后现代、后殖民的语境下，以补充、颠覆和挪用的方式对这一经典文学形象进行了

重塑，将其转化为“克里奥尔性”的代表人物。本文探究弗拉迪克 · 门德斯作为文学形象

和文化象征的跨时空、跨文化演变，重点研究阿瓜卢萨的《克里奥尔国度》和埃萨的《弗

拉迪克 · 门德斯书信集》之间的互文性，揭示前者如何对后者进行批判性继承和颠覆性革

新。

关键词：埃萨 · 德 · 奎罗斯 弗拉迪克 · 门德斯 若泽 · 阿瓜卢萨 克里奥尔国度 互文

若泽 · 爱德华多 · 阿瓜卢萨（José Eduardo 

Agualusa）1960年出生在安哥拉的万博市，是葡萄

牙移民的后裔，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接受过大学

教育，现和葡萄牙、巴西及安哥拉的多个媒体有

合作关系。从阿瓜卢萨早期作品起，无论是在长

篇小说《密谋》（A Conjura, 1989）、故事集《堂尼

古拉 · 阿瓜－洛萨达》（Don Nicolau Água-Rosada, 

1990）、中篇《惊悚集市》（A feira dos assombrados, 

1992）还是在非虚构作品《非洲里斯本》（Lisboa 

africana, 1993）当中，作家均有意识地在情节中混

杂有着多种出身和国籍的人物 1。无论是从生平还

是作品主题来看，阿瓜卢萨都是“葡语文化圈”

（Lusofonia）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巴西社会学家

吉尔伯托 · 弗雷雷（Gilberto Freyre）曾提出影响

深远的“葡国热带主义”（Luso-tropicalismo）概

念 2，强调葡萄牙的殖民更人道，而之后葡国政客

推广的“葡语文化圈”概念多被批评未能逃离此

窠臼，目的是推广新形式的、以语言为媒介的殖

民主义。但阿瓜卢萨所理解的“葡语文化圈”建

立在克里奥尔性和身份的流动性上，对殖民主义

和当代后殖民葡语国家的社会、文化及种族关系

的批判更明确，强调个人和国家身份的流动性、

不确定性以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身份的模糊性。3

1997年出版的《克里奥尔国度——弗拉迪

克 · 门德斯的秘密书信集》（Nação Crioula: a 

correspondência secreta de Fradique Mendes）（以

下简称《国度》）体现了阿瓜卢萨对“葡语文

化圈”的系统理解。在后现代、后殖民的语境

下，阿瓜卢萨以补充、颠覆和挪用的方式对葡

萄牙经典文学形象弗拉迪克 · 门德斯（Fradique 

1 Thomas O. Beebee, “The Triangulated Transtextuality of José Eduardo Agualusa’s Nação Crioula: A Correspondência Secreta de 
Fradique Mendes”, Luso-Brazilian Review 47.1 (2010), p.195.

2 该理论认为，相较其他帝国主义殖民者来说，葡萄牙更适应热带的气候，殖民政策更温和，更愿意和土著通婚，因而更为
人道、更为成功。代表著作为《华屋与棚户》（Gilberto Freyre, Casa-grande e senzala: formação da família brasileira sob o regime de 
economia patriarcal, Rio de Janeiro: Maia & Schmidt, 1933）。

3 Malcolm K. McNee, “José Eduardo Agualusa, and Other Possible Lusofonias”, Luso-Brazilian Review 49.1 (2012),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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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s）进行了重塑，将其转化为“克里奥尔

性”的代表人物。本文将探究弗拉迪克 · 门德斯

作为文化象征的跨文化、跨时空演变，重点研

究《国度》和《弗拉迪克 · 门德斯书信集》（A 

correspondência de Fradique Mendes）（以下简称

《书信集》）的互文性，关注前者如何对后者进行

批判性继承和颠覆性创新。

一、属于葡萄牙的弗拉迪克：从革新到

调和

弗拉迪克最初是19世纪下半叶由一批葡萄牙

学者和作家集体创造和维护的虚拟人物形象。这

个群体被称作“文艺社”（Cenáculo）或“七零一

代”（Geração de 70），目标是利用弗拉迪克填补

葡萄牙没有波德莱尔式撒旦诗人的空白。1 1870年

前后，葡国多种报刊杂志上均发表了署名弗拉迪

克 ·门德斯的诗作，这些作品实际上由埃萨 ·德 ·奎

罗斯（Eça de Queirós）、安特罗·德·昆塔尔（Antero 

de Quental）、雅伊梅 · 巴塔利亚 · 雷耶斯（Jaime 

Batalha Reis）等人执笔，而且还有部分最终署名昆

塔尔的诗作原本也准备以弗拉迪克的名义发表。2 

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假名，弗拉迪克的形象更加

丰满，通过以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出现，他开始

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在埃萨和拉马略 · 奥尔蒂冈

（Ramalho Ortigão）1870年合著的《辛特拉路之谜》

(O mistério da estrada de Sintra，1884年出版 )中，

弗拉迪克是一位“真正新奇且高等的名人”，既是

情场浪子，衣冠楚楚，大提琴大家，更是交游广

阔的“大道哲学家”。书结尾提到，弗拉迪克正在

与人合写的书将会“挣开在葡萄牙占统治地位的

文学流派想要强加在不可亵渎的自由灵魂上的束

缚”。3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的弗拉迪克作为一种

文学运动的一部分，其主要宗旨在于革新。

然而，弗拉迪克这一文学项目在惊鸿一现后

却经历了十余年的沉寂。学界一般将这段空白归

结为七零一代逐渐远离波德莱尔的诗风（Beebee, 

2010: 195），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自然主义的写作当

中 4。而中心人物埃萨 · 德 · 奎罗斯（1845-1900）

在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理念转变后，

从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意识到现实主义描写刻

板、观点单一的问题，从而重新考虑利用弗拉迪

克做些文章。弗拉迪克的第二个阶段从1885年开

始，和前期相比有几点显著差异：一、从“文艺

社”的集体创作向埃萨的个人异名转变；二、写

作宗旨从震荡、革新葡国文艺理论向讽刺讽喻转

变；三、弗拉迪克的身份从诗人、小说人物向信

件作者的转变。

初期的弗拉迪克是集体创作的产物，这不但

体现在发表诗作的实际作者各异，而且可以从建

构这一虚拟人物的生平时所采取的元素中略见端

倪。例如出生在亚速尔群岛、从教士处接受过教

育、在科英布拉大学学习期间首次发表诗作、对

意大利加里波第军事生涯的赞许等等，都是安

特罗和弗拉迪克共有的特质；雅伊梅则以 J.特谢

拉 · 德 · 阿泽维多的假名经常和弗拉迪克有意见分

歧（Simões, 1992: 7）。与之相对，后期的弗拉迪

克主要是埃萨 · 德 · 奎罗斯个人的贡献，以至于部

分学者声称弗拉迪克可以被当作埃萨的他我，一

个更激进、更现代的埃萨，接近后来被葡萄牙现

代主义诗人费尔南多 · 佩索阿定义的“异名”概

念。唯一限制其现代性的因素在于，尽管埃萨和

弗拉迪克在理念上多处相异，但行文风格尚属统

一（Reis, 1984: 58），没有完全达到佩索阿笔下诸

异名彻底的独立性，因此也有学者将弗拉迪克归

为“前异名”。5

后期的弗拉迪克不再发表诗歌，而是通过私

人信件与读者见面。埃萨在1885年给史学家奥利

维拉 · 马丁斯（Oliveira Martins）的信中宣告了出

版《书信集》的计划，随后部分信件陆续发表在

1 Antero de Quental, In memoriam, 1896. 2nd ed, Ed. Ana Maria Almeida Martins. Lisbon: Presença, 1993, pp. 460-461.
2 Manuel G. Simões, “A função intertextual de Carlos Fradique Mendes”, Resegna Iberistica 44 (1992), p. 3.
3 Eça de Queirós, Ramalho Ortigão, O mistério da estrada de Sintra: cartas ao Diário de Notícias. Lisboa: Livraria Clássica Editora, 

1972, p. 312.
4 Carlos Reis, “Fradique Mendes: origem e modernidade de um projecto heteronímico.” Cadernos de Literatura 18 (1984), p. 48.
5 Américo A. Diogo, Osvaldo M. Silvestre, Les tours du monde de Fradique Mendes——A Roda da História e a Volta da Manivela, 

Sintra: Câmara Municipal de Sintra, 1992,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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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杂志上。《书信集》成书则是在1900年埃萨

去世后方才出版，且内容并不完整，之后又陆续

有增补信件经整理后出现。埃萨回炉重铸的弗拉

迪克保留了原先贵族花公子、交游满天下的形象，

但也修改了原先的不少设定，其中最重要的也许

是新弗拉迪克成为了一个不愿发表作品的天才。

如此一来，将私人信件整理出版就成为了没有完

美作品出现的补偿（Reis, 1984: 58）。在现行版本

收集的24封信件中，弗拉迪克与各式人等探讨多

方面的问题，琐碎如向人推荐伦敦的裁缝和西班

牙语教师，深刻如宗教的虚无和国家的前途，既

有和女友克拉拉间从求爱到倦怠再到分手的情感

起伏，也有向教母茹阿尔夫人事无巨细的旅行报

告。这些信件并没有统一的主题，但从字里行间

能了解弗拉迪克的美学品味、文学趣味和哲学思

想。换句话说，埃萨希望能够借此全方位展示弗

拉迪克，这位“真正的伟人，独特的思想者，有

倾向于强力行动的性情，有高雅敏感的灵魂——

说到底，就是魔鬼！”1。葡国学者卡洛斯 · 雷耶

斯将后期的弗拉迪克看作“反现实主义的文学工

具”，认为埃萨希望通过引入这一全新的声音及

其秉持的文学理念，化解葡国文坛浪漫主义和现

实主义的尖锐对立。2在理念压力逐渐激化和“内

容”占主导地位的年代，弗拉迪克 · 门德斯代表

的是纯粹的“风格”，是永不满足的知识分子的独

立自由，因此有评论家认为弗拉迪克比埃萨要先

进三十年。3

不过，这位被奥利维拉 · 马丁斯称为“19世

纪最有趣的葡国人”（Queirós, 1900: 54），也因为

太过完美而给人以“超人”的印象 4。《书信集》

前半部是埃萨的8篇“记忆与注解”（Memórias e 

Notas），占据了和弗拉迪克的信件一样多的篇幅。

在该部分中，埃萨以弗拉迪克故交和信件整理人

的身份出现，但在介绍这位伟人的过程中，埃萨

大量使用夸张手法和最高级形容词，对比当时葡

萄牙全方位的衰落，给人以弗拉迪克这样的人不

可能存在的印象，因为他“没有根本，也没有凡

人的问题”5，更像是漫画人物 6。这种塑造固然

是埃萨本人有意识的行为，但也遭到了脱离现实

的批评。

上述负面评价并没有影响葡国文坛和民众对

弗拉迪克的喜爱。时隔百年，这个玩世不恭的浪

子形象仍然在不断激发着葡萄牙作家的创作灵感。

费尔南多 · 维纳西奥1999年发表了《弗拉迪克图

表》7，讲述了记者追寻弗拉迪克后代的悬疑故事；

若泽 · 佩德罗 · 费尔南德斯2002年出版的《卡洛

斯 · 弗拉迪克 · 门德斯自传》8则声称弗拉迪克并

未死亡，并且决定写作自传。这些作品无疑均与

埃萨的原作有着深层次的互文，但相对来说对弗

拉迪克的重构最有兴味和张力的并不是葡萄牙人

的作品，而是作为葡萄牙前殖民地、西非国家安

哥拉作家阿瓜卢萨的《国度》。

二、阿瓜卢萨的弗拉迪克：补充、颠覆

与挪用

埃萨笔下的“完人”虽然周游世界，但生活

重心始终在西欧。《书信集》中曾经提到，埃萨和

弗拉迪克熟识是在1880年后者从南部非洲回到巴

黎之后，并且其后弗拉迪克也曾在南美进行长时

间的旅行，但文中并未提及这两段行程的任何具

体经历。当埃萨建议弗拉迪克以非洲旅行为题写

一本书时，后者先是声称自己在非洲见到的东西

其他人都已讲述过，后来更是从根本上怀疑写作

描摹现实的可能性（Queirós 1900: 143）。《国度》

正是从此处入手，提供了弗拉迪克在非洲和巴西

1 Eça de Queirós, Correspondência, Ed. Guilherme de Castillo,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Casa da Moeda, 1983, p. 478. 
2 Carlos Reis, “The Last Novels of Eça de Queirós: Realism as a Problem”, Portuguese Studies 14 (1998), pp. 86-88.
3 Peter Demetz, “Eça de Queiróz as a Literary Critic”,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4 (1967), pp. 303-305.
4 Ana N. Piedade, “Estratégias de modernidade em A correspondência de Fradique Mendes”, Congresso de Estudos Queirosianos. IV 

Encontro internacional de Queirosianos. Actas. Vol. 1: 299-300.
5 António J. Saraiva, Para a História da Cultura em Portuga, Vol. 1. Lisboa: Gradiva, 1996, p. 50.
6 Gerald Moser, “O mito de Fradique Mendes (Eça e Doudan)”, in Livro do Centenário de Eça de Queirós, Lisboa/Rio: Edições Dois 

Mundos, 1945, p. 390.
7 Fernando Venâncio, Os esquemas de Fradique: romance, Lisboa: Grifo, 1999.
8 José P. Fernandes, Autobiografia de Carlos Fradique Mendes, Lisboa: Editorial Notícia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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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的一个后现代、后殖民版本。安哥拉和巴西

被当时的欧洲文明斥为野蛮之地，阿瓜卢萨的弗

拉迪克却在这里获得了新生，不仅找到了真爱安

娜 · 奥林匹亚（Ana Olímpia），有了女儿，而且重

塑了人生观和价值观，积极参与了废奴运动。由

此可见，《国度》的出彩之处在于，它不是将埃萨

创造的弗拉迪克简单地“翻译”到安哥拉、巴西

等前葡萄牙殖民地的现实中，其中更包涵了对原

作精神的颠覆与挪用，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将关

注中心从葡萄牙扩展到葡萄牙、巴西、安哥拉组

成的跨大西洋文化圈。

这种对文化圈的认知在《国度》的题目中就

可见端倪。弗拉迪克和安娜 · 奥林匹亚从安哥拉

逃亡去巴西时 ,所乘坐的船名叫“克里奥尔国度

号”，据称这是历史上最后一艘跨大西洋运奴船。

与此同时，“克里奥尔国度”也是葡萄牙、安哥

拉、巴西这三角通过共同历史、共同语言所缔造

出的跨国空间。而副标题中的“秘密”，原因在于

安娜 · 奥林匹亚的起先拒绝埃萨出版这部分通信，

直到1900年她改变了主意，但最后这封信在埃萨

死后方才到达。通信的失败可以扩展为殖民者对

被殖民者视角的无知和忽视，而如今的出版则代

表了后殖民时期两者权力关系的转换。

在后殖民时期的安哥拉，重新唤起百年前葡

国经典文学形象既是一种批判性继承也是颠覆性

创新。具体来说，阿瓜卢萨和埃萨作品之间的互

文关系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对弗拉迪克等

人物形象以及信件作为主要叙事形式的“回收”；

二、对原文空白的增补和主题的突破；三、在空

间、时间、文化上的戏仿性移位。

前述近代葡国作家将弗拉迪克的形象化用在

悬疑小说、自传等新的文学形式中，《国度》却沿

用了书信集的表现形式，但阿瓜卢萨和埃萨选用

书信作为结构主体的出发点截然不同。除了前文

提到的，埃萨将出版弗拉迪克的书信作为其没有

太多发表作品的代偿，书信的零散性和历时性还

便于构造一个知识渊博、在多领域均有独特见解

的天才形象。按照佩西尼奥的观点，除了写给克

拉拉的情书以外，这些信件大都体现了弗拉迪克

对种类繁多的问题发表自己意见、从而和同时代

人批评性交流的需要。另一方面，每一封信件体

现的都是一个处在不同时段、不同情景下全新的

弗拉迪克，为了不同的收信人调整主题、论述与

文风，从而以片段化、离散化的方式展现他的世

界观 1。与之相对，安哥拉作家的作品从标题起就

有更为明晰、更有指向性的主题。2阿瓜卢萨版书

信集所发挥的主要是信件“跨越在场与不在场的

鸿沟”的作用，目标是构建葡语文化圈网络，彰

显这一流动空间中“通过信件相见的两者既没有

完全隔开也没有完全联合”的特性。3

从通信对象的角度对比，《书信集》中弗拉迪

克的交流对象更加零散，有多位收信人只有一封

信件收录。而《国度》中弗拉迪克的通信人只有

三位：教母茹阿尔夫人、爱人安娜 · 奥林匹亚和

埃萨 4。这种集中一方面呼应了标题中的“秘密”：

弗拉迪克在非洲和巴西的经历并不为多数人知晓；

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印证了《国度》中相对统一的

主题和《书信集》碎片化的对立。

两书在形式上还有两点重要区别。首先，埃

萨不再有发言权，这体现在《国度》中没有类似

《书信集》前半段埃萨撰写的“记忆与注解”的

部分。《国度》的读者无法从第一手得知埃萨的想

法，仅仅作为收信人出现的他被剥夺了话语权，

这种禁言体现了大西洋三角（葡萄牙、巴西、安

哥拉）之间权力关系的转变 5。最为引人注目的区

别是，《国度》不完全是弗拉迪克书写的文字，还

1 Ana T. Peixinho, “Epistolaridade e narratividade nas cartas de Fradique Mendes: Análise de uma carta a Ramalho Ortigão”, in Actas 
do Congresso de Estudos Queirosianos. IV Encontro Internactional de Queirosianos, Coimbra: Almedina, 2002, Vol. I, p. 351. 

2 阿瓜卢萨1997年获得葡萄牙广播电视文学大奖时定的题目是《罗安达来信》（Cartas de Luanda），后来作家觉得这个题目
“太过白人化”。见Sepúlveda, Torcato, “Um Fradique Mendes Angolano”, in Leituras e Sons Público (26 Abr. 1997), p. 3.对比《书信集》
标题表面上的中立，阿瓜卢萨对《国度》的定位显然更具意识形态参与性。

3 Janet G. Altman, Epistolarity: Approaches to a For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43.
4 一个有趣的事实：《国度》中弗拉迪克书写的信件总数是25封（不算最后安娜 · 奥林匹亚写给埃萨的信），恰好比《书信集》

多一封。我们无法知晓这是否是阿瓜卢萨有意识超越前作的行为，但了解这一点可以让我们多一个观察对比两书的视角。
5 Katy Stewart, Audrey Small, “Writing the Transatlantic Imaginary in Agualusa’s Nação Crioula and Monénembo’s Pelourinho.” 

e-cadernos ces 26 (2016),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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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最后一封安娜 · 奥林匹亚写给埃萨的长信。安

娜 · 奥林匹亚可谓是阿瓜卢萨意义上典型的克里

奥尔人，一生中经历了身份的多次转变 1，比她的

历史原型更富有流动性。2这封信对弗拉迪克的叙

述提出了多方面修正，同时鉴于它是全书的最后

一个声音，因此也取得了压过弗拉迪克、获得最

终话语权的效果。

安娜 · 奥林匹亚这一人物及其信件是阿瓜卢

萨对埃萨原作所作增补的一部分，而给这种补充

提供条件的正是前文所述的《书信集》的碎片化

形式和零散的出版历程。《书信集》在埃萨死后

方才出版，使其丧失了拥有经作者审定的最终版

本的机会。再加上在《书信集》前半部分，埃萨

本人塑造了弗拉迪克的通信资料极为丰富的形象

（Peixinho, 2002: 341），这给阿瓜卢萨此时声称掌

握一部分秘密通信铺平了道路。

然而，与1900年后整理出版但仍然是埃萨遗

作的信件不同，阿瓜卢萨的增补从本质上就带着

颠覆性，是对弗拉迪克背后作者身份的攫取。按

照热奈特的定义，增补本（Supplement）在形式上

是补充，但在内容是替换，因为在添加的文字中，

前文本（hypotext）中的意义和价值变化了 3。《书

信集》中提及但未详述的非洲和南美之旅在阿瓜

卢萨笔下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将弗拉迪克从一个

欧洲人转变成“接近非洲人”4，从埃萨笔下反现

实主义的工具转化成后殖民时期全新国际关系的

代言人。这种差异来自于空间、时间与叙事的移

位，试举一例说明：有评论家认为阿瓜卢萨的弗

拉迪克反殖民主义的态度沿袭自《书信集》5，但

其实两者拥有迥异的出发点：埃萨的弗拉迪克更

多是对葡国的海外政策怒其不争，考虑的更多的

是葡国付出代价却在做无用功，他怀念的是过往

黄金时代的葡萄牙。而阿瓜卢萨版的弗拉迪克通

过在南方的经历，一步步认识到自己对未来有历

史责任，因而主动参与废奴运动；也认识到欧洲

人掌握的并不全是真理，本地知识不可替代，从

而以后现代的方式消解了欧洲话语权威。

阿瓜卢萨对埃萨使用的书信集形式和某些人

物进行了“回收”，经过类似巴西“食人主义”6

的消化过程，“吞噬”百年前的作品从而滋养壮大

自身。《国度》中以南方为根据地的写作是对《书

信集》中欧洲中心的颠覆，弗拉迪克作为本身被

定义为“半边缘”国家的葡萄牙人 7，在非洲和巴

西同样经历了克里奥尔化的过程。正如佩德罗 ·马

科斯指出的，《书信集》中喜欢体验各地事物的

弗拉迪克仍然保留着“本质上的同质性”，而在

《国度》中弗拉迪克体验到的是另一种异化，一

种“通过构建个人叙事、包含了过去和未来的变

化过程”，并在弗拉迪克和安娜 · 奥林匹亚的女儿

索菲亚（Sophia）身上得到人格化体现（Marques 

2012: 98-99）。在《书信集》中，埃萨宣称弗拉迪

克“兴趣中最纯净、最本质的部分一直给了葡萄

1 安娜 · 奥林匹亚的父亲是被葡萄牙人拘留的刚果王子，母亲是黑人女奴，因此她出生即成为奴隶。后来她被安哥拉本地大
商人看中，接受欧洲教育，并在14岁时嫁给对方。继承丈夫遗产后，她一跃成为安哥拉首府罗安达的风云人物，却被亡父贪婪的
兄弟发现自己的奴隶身份从未获释，因此又沦落为奴并遭转卖。被情人解救出来以后，他们乘坐名为“克里奥尔国度号”的船只
到达巴西，又经历了买下种植园成为奴隶主、受废奴思想影响释放家奴等转变，并在弗拉迪克死后再次回返非洲，此时当地人已
经用“巴西女人”称呼她。

2 在采访中阿瓜卢萨透露，安娜 · 奥林匹亚的原型是安娜 · 乌伯塔里（Anna Ubertali），她从女奴成长为罗安达最有影响力
的人物之一。见“Nação Crioula é relançado depois de dez anos.” O Povo Online 17 February 2007. <http://www.opovo.com.br/opovo/
vidaearte/671551.html>

3 Gérard Genette,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 Jane E. Lew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05.
4 José E. Agualusa, Nação Crioula: a correspondeñcia secreta de Fradique Mendes: Romance, 2nd Ed, Rio de Janeiro: Gryphus, 

2007, p. 25.
5 Pedro Marques, “A sorte intertextual de Eça De Queirós. Considerações gerais e estudo de um caso: Fradique Mendes e Nação 

Crioula de José Eduardo Agualusa”, Tinta, Research Journal of Hispanic and Lusophone Studies 7 (2012), p. 102.
6 食人主义 (Antropofagia)为巴西现代主义时期提出的重要概念，代表性著作是1928年奥斯瓦尔德 · 德 · 安德拉德 (Oswald de 

Andrade)发表的《食人主义宣言》(Manifesto antropófago)。食人主义借用土著认为吃别部族勇士可以获得其力量的传统，认为巴西
的民族性要建立在对欧洲文明的“吞食”上，取其精华壮大自身。

7 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将全球划分为中心、半边缘、边缘地区，而桑托斯则声称葡萄牙从16世纪始已经沦为半边缘国
家，其殖民过程中弱势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见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6:4 (1974), pp. 387-415;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Between Próspero and Caliban: Colonialism, Post colonialism, and Inter-identity”, Luso-Brazilian Review 39.2 (2002), pp.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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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的人和事”1，有评论家认为埃萨的弗拉迪克代

表着葡萄牙未能实现的可能性，对葡萄牙爱恨交

加的他对祖国的态度既有批判又有同情 2（Forster 

1972: 32-33），但哪怕是说出“多语言者永远不是

爱国者”（Queirós, 1900: 139），葡国的命运仍然

是让他魂牵梦绕的主题。而《国度》中的弗拉迪

克通过他女儿领悟到新的智慧（Sophia在希腊语

中意为智慧），自己不仅仅属于那欧洲一隅，更属

于这跨大西洋的广阔空间。比如在《国度》中弗

拉迪克书写的最后一封信，就显示他破除了《书

信集》中对葡国过往的理想化印象，认识到葡人

宣扬的英雄远航只不过是出于生存的本能，并且

指出“要建设一个葡国的非洲，需要让葡萄牙变

成非洲国家”（Agualusa, 2007: 133）。

三、克里奥尔国度：船只、跨国空间与

世界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评论家指责阿瓜卢萨

推崇克里奥尔性，因为是在沿袭“葡国热带主义”

为殖民主义的背书 3，但这种批评其实是对名词的

误解。坎金堡将阿瓜卢萨视为另一位安哥拉作家

马里奥 · 安东尼奥的追随者，后者在1968年发表

了文集《罗安达：克里奥尔群岛》4，强调安哥拉

被葡萄牙人殖民后被动受欧洲文明影响所形成的

文化弹性，但事实上这和阿瓜卢萨意义上的“克

里奥尔国度”并不是一回事。明显的区别首先体

现在《国度》中列举了几种“坏的”克里奥尔人。

安娜 · 奥林匹亚回到安哥拉后，见证了历史上在

黑奴贸易中起中间人作用的罗安达克里奥尔商人

阶层的衰落；弗拉迪克则辛辣讽刺了在巴西忘记

自己黑人血统的混血儿。如加布里埃拉 · 桑塔玛

丽娜（Gabriela Santamarinha）这样文化混杂的畸

形产物 5，则通过怪物般的表现反衬出“好的”克

里奥尔性为什么是正常且值得追求的。6

阿瓜卢萨作品的克里奥尔性一贯以人物作为

根基。《国度》中夹杂着史实与虚拟人物，来自不

同国籍、不同出身的人共同建构了一个杂语性空

间。阿瓜卢萨版本的弗拉迪克描写非洲时说：“很

难想象还能有比这更有趣的一群人集合在同一片

天空下，不管是从身体、心理甚至病理角度都一

样。”（Agualusa, 2007: 22）

除了人员的杂处以外，阿瓜卢萨描绘下的

“克里奥尔国度”还是物质和思想流动、碰撞的

跨国、跨洋空间。交流带来的并不是理想化的大

同，而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模糊性与矛盾

性，这点在文中有精彩的体现。比如在最后一艘

运奴船“克里奥尔国度号”上，有水手吟唱了

巴西废奴主义诗人卡斯特罗 · 阿尔维斯（Castro 

Alves）谴责黑奴贸易的名诗《黑奴船》（Navio 

Negreiro），但在弗拉迪克询问他有没有意识到该

行为的讽刺意味时，那位水手回答的却是：“这只

是一首歌而已。（Agualusa, 2007: 74）也许水手

并没有意识到这首歌的历史意义，但他会吟唱这

首歌本身，即是对这种跨国接触空间和文化流转

的见证。从这种意义上讲，这艘“克里奥尔国度

号”作为“移动的、鲜活的微型文化、微型政治

系统”7，正是“克里奥尔国度”的集中体现。福

柯将海船视为最典型的异托邦（heterotopia），储

藏着人类最多的想象 8，而在阿瓜卢萨的“克里奥

尔国度号”上，承载的不仅是个人命运转变的可

能，更是跨国社会演变的窗口。

穿越“中间航程”（Middle Passage）完成

身份流转是困难且危险的。弗拉迪克和安娜 · 奥

1 Eça de Queirós, A correspondência de Fradique Mendes (Memórias e notas), Porto: Chardron, 1900, p. 83.
2 Merlin H. Forster, “The Returning Traveler and Portuguese Reality in Eça de Queiroz”, Luso-Brazilian Review 9.1 (1972), pp. 32-33.
3 Luís Kandjimbo, “Angolan Literature in the Presence of an Incipient Canon of Literatures Written in Portuguese”, Trans. Russell G. 

Hamilton,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38.1 (2007), p. 29.
4 Mário António de Oliveira, Luanda: “ilha” crioula, Lisboa: Agência-Geral do Ultramar, 1968.
5 桑塔玛丽娜是一位弃婴，被一位加利西亚神父抚养长大并继承其姓氏和财产。她不但相貌奇丑，而且以折磨奴隶为乐。其

家中养的都是白人奴隶，并曾将弗拉迪克的英国男仆史密斯认为是奴隶并求购。在安娜 · 奥林匹亚再次沦为奴隶期间，她曾被卖给
桑塔玛丽娜并受尽折磨。

6 Ana M. Martins, “From Adamastor, with Love: Unthinking Lusofonia Through the Female Monstrous in José Eduardo Agualusa’s 
Nação Crioula: A Correspondência de Fradique Mendes”, Romance Studies 35.2 (2017), p.128.

7 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4.
8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Trans. Jay Miskowiec, Diacritics 16.1 (1986),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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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匹亚为了逃亡伪造了死亡的假象，让安哥拉

报纸信以为真；他们在巴西买下庄园后释放的

豪萨老人科尔内尼奥，执意回归非洲“寻找自

我”（Agualusa, 2007: 96），却被反释奴主义者杀

害以儆效尤。阿瓜卢萨并没有对这一空间作乌托

邦化的描绘，混杂的人员和思想有平和的交流也

有残酷的对抗，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寻找自我，因

为这动态系统里有无限可能。有评论家指出，弗

拉迪克对安娜 · 奥林匹亚一见钟情的时刻具有象

征意味，因为当时这位传奇女性正在跳雷比塔

（rebita），一种融合了欧洲和非洲传统音乐的舞蹈

形式（Martins, 2017: 131）。而两人的爱情结晶索

菲亚，一个“绝美的女孩”，作为欧洲人弗拉迪克

和非洲人安娜 · 奥林匹亚的女儿，在位于南美的巴

西出生，她代表着三大陆联合和克里奥尔国度确

立的可能 1 （Silva, 2015: 218）。“索菲亚是个强壮健

康的孩子，她黑色的大眼睛热切地注视着周围的

生活，还带着自信的微笑，仿佛准备去征服世界。

她会征服世界。”（Agualusa, 2007: 129-130）

结语

安哥拉作家阿瓜卢萨在巴西的书店买到了一

本葡萄牙人写的《书信集》，之后萌生了写作《国

度》的想法（Beebee, 2010: 193），因此这本书从

诞生起就是克里奥尔国度人与物混杂交流的体

现。《国度》在“葡语文化圈”内各地区受到的

评价重点不同，则体现了这一模糊的统一空间内

部的复杂性。安哥拉批评界则对和执政党安人解

（MPLA）关系紧张的阿瓜卢萨的作品持保留态度

（Kandjimbo, 2007: 29）；巴西人倾向于强调这本

书对于承认非洲文学与文化价值的意义，以及探

讨巴西自身的非洲性（Beebee, 2010: 207-208）；

而葡萄牙人更多地注意到他们的作家埃萨创造的

人物形象在葡语圈内经久不衰，这证明了埃萨直

到今天仍有时效性 2，仍然吸引着新一代的作家就

文明考量、艺术创作等方面与其进行建设性对话

（Marques, 2003: 97）。这种分歧是不同文化情境的

自然表现，而比这种分歧更为重要的是，弗拉迪

克在诞生百年后仍在不断邀请新的对话。葡萄牙

作家维纳西奥的《弗拉迪克图表》比《国度》晚

一年出版，其中就接受了《国度》中安娜 · 奥林

匹亚、索菲亚等人的设定，从而实现了新一层次

的互文。弗拉迪克本人最早是葡萄牙“七零一代”

思想碰撞的集体产物，在埃萨手中突出了勤于通

信交流的形象，而克里奥尔国度中的弗拉迪克更

期待来自各方的对话，这也许是为什么这一文学

形象能够跨越时空，成为跨文化交流的象征。

(作者单位：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

责编：施旻

1 Maurício Silva, “História e identidade na ficção de José Eduardo Agualusa”, Anuário de Literatura 20.1 (2015), p. 218.
2 Isabel P. de Lima, “Eça hoje: diálogos ficcionais”, Camões: revista de letras e culturas lusófonas, 9/10 (2000), p. 134.

比
较
文
学
与
跨
文
化
研
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