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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亚·科托：为了捡起一种声音
本报记者 张滢莹

长篇小说《梦游之地》《耶路撒冷》《母狮的忏悔》引进出版

如果像村上春树一样面临“高墙和鸡

蛋”的问题，米亚·科托必定是选择鸡蛋的

那个人。 莫桑比克作家的这一身份，是他

向全世界的昭告。 作为出生在莫桑比克的

葡萄牙后裔， 米亚·科托求学时期便是一

位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坚定的反殖

民主义者，坚定支持莫桑比克脱离葡萄牙

的殖民统治，并决意在这片非洲土地独立

后继续扎根于此，承载着将非洲文化通过

写作向全世界传递的责任。

对国内读者而言，2018 年之前，米亚·

科托是一个较陌生的名字。 如今，借由中

信大方引进出版的 《梦游之地》《耶路撒

冷》《母狮的忏悔》三部长篇小说，越来越

多的读者得以倾听这个当代葡语文学中

重要的声音。 当一个人的写作被贴着浓重
的政治意味标签时，许多人会想象一种严

肃、凝重的书写，其实翻开他的小说，你感

受到的只有清晰、诗意的故事讲述。 即使

在许多评论者把他定义为 “魔幻现实主

义”作家时，他的故事从来没有离开过非

洲大地上真切发生着的事件，只是因为当

传统遭遇现代、当弱势文化被强权肆意涂

抹时，一切都显得如此魔幻。

作为一位欧洲裔的非洲人、一位写小

说的生物学家、 一位口语社会中的书写

者， 米亚·科托坦诚自己的内心有很多的

断裂区域，但正是对这些裂隙的审视和探

究，使他的写作拥有了与众不同的视角和

力量。 他也曾走过很多弯路。 在译者闵雪

飞眼中，自 1986 年以来，米亚·科托的文

学创作从僭越语言的边界转向了圆融纯

熟的叙事探索，从民族身份建构的象征表

达转入了对历史的深入钩沉。 和许多作家

一样， 他试图深入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

将目光投向时间这个既有限也无垠的主

题：“人类从未像当代这般生活富足。 我们

也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现在的时间并

不属于我们。 我们全都生活在一种当下之

中，而这种当下过多地被它自身占据。 这

是一种不允许我们在场的现在。 ”

在这个全球化的村庄中，喧哗者更加

喧哗，失语者继续失语，这也许就是米亚·

科托所谓“不允许我们在场的现在”，也是

他生命中所不能承受之轻 。 他曾有个比

喻：我们的存在就像卡拉 OK 的场景般展

开，在其中模仿着他人的歌曲与唱词。 在

这个始终在表演的村庄里，完全听不到独

属于我们的声音。 这不仅因为别人不肯聆

听我们，更因为我们已经丢掉了自己的声

音。 而他所有的书写，都是为了重新捡起

这种声音， 站到开阔之地对着所有人歌

唱，“在这里，没有孤独也没有同情”。

“语言存在，构成了更为辽阔的文化

宇宙。 有人为了保卫濒死的语言而斗争。

这种斗争功德无量，不禁让人想起我们生

物学家挽救濒危动植物的行为。 但是，倘

若其扎根的文化能保持活力，语言便可以

被拯救。 一如物种，唯有在其栖息地与自

然进程得以保护的情况下，才能够拯救。 ”

———米亚·科托

记者：14 岁时，你就选择用诗歌来描
述这个世界。 对当时的和如今的你来说，

诗歌的意义在时间中似乎发生了嬗变。

米亚·科托：14 岁时，我以为我可以用

一首诗描述整个世界。 而现在，我知道这

世界的多元性，也知道了没有一个诗人敢

于理解这样的无穷的多元性。 诗人想要理

解自己，并使用诗歌来更好地理解他与其

他部分的关系。

记者：在大学时期学医时 ，你亲历了
莫桑比克从殖民地到独立成为国家的过
程，这是否对你形成了文学思考上的重大
影响？ 你有很多小说作品是以这段时期为
背景的。

米亚·科托：我 17 岁时参加了独立战

争。 在今天看来，对我当时的决定可以这

样理解：那时或许有一点天真，认为一个

新的政体可以立即为所有人带来幸福。 但

在这个年少的决定里有一些我想保护的

东西，一种献身的精神，一种服务于一项

慷慨的事业的愿望。 这种想成为简单和谦

虚的人的愿望对我的写作大有助益。 我知

道我是由那些让我的生活与不同种族和

文化的人们创造的纽带组成的。

记者：对世人来说，大部分非洲国家
仍处在积贫积弱的状态中，也有研究者认
为，如果说今日世界还有哪种文学是孕育
在灾难和希望之中， 那一定是非洲文学，

这使得非洲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中是
不可或缺的独特构成。

米亚·科托： 非洲文学是世界文学的

一部分，因为非洲人也是人类。 如果非洲

文学处于边缘，被人遗忘是因为政治的原

因，也是因为至今仍然存在的对于非洲的

极大偏见。 非洲文学并不只有伤痛和希

望，它与其他文学一样多元。 如今，很多非

洲作家通过他们的作品推动世界，这是一

件令人感到幸福的事情。 在这里，没有孤

独也没有同情。 只有不同大陆文学之间的

丰富交流。

记者：就非洲文学本身而言 ，其实也
拥有很丰富的构成，其中中国读者比较熟
悉的有沃莱·索因卡、阿契贝、提安哥等非
洲本土作家， 但在普通读者的印象中，或
者说某种“偏见”中，非洲文学总是在“伸
张一种主见”， 热切地希望发出自己的声
音。 这一方面与世界文学格局本身就向欧
美倾斜有关，另一方面是否也是一种误读
的态度？ 你对这种误解如何看待？

米亚·科托：这个问题，我在上一部分

已经给出了一些答案。 非洲作家，事实上，

想声明的，是他的尊严。 但从另一方面来

说，想仅仅以一位作家的身份被接受。 他

们属于世界，而非仅仅属于非洲。 当我们

提到其他的作家， 如莎士比亚、 米格尔·

德·塞万提斯，当说到他们时，我们想到的

是他们闻名世界的文学作品。 因此，作为

非洲作家，也希望被看作为这些作品的一

部分。 当某人被看作是非洲的代表，就好

像只有非洲只有一面，这是一种误解。 非

洲是一个无限的概念，而作家想要创造一

个独属于自己的世界。

记者：在阿契贝的作品中曾提出一个
观点：一个文明凋落的真正原因，不是单
纯来自外力的打击，更是从文明内部的撕
裂开始。 这一点在所谓的“后殖民时期”似
乎得到了更加清晰的验证，也在你的作品
中似乎有所影射。 对你而言，这种位于文
明内部的撕裂所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米亚·科托： 我们所有人都是这种衰

落的原因，把一个民族、一项制度，一种创

造的凋落仅仅归为外部原因是错误的。 文

学（不仅仅是阿契贝）教给我们一件事情，

那就是最大的敌人通常在我们中间。 在非

洲后殖民主义时期，政客们在演讲中总是

将此归于之前的殖民者。 这种言论有一部

分是对的，因为殖民给非洲国家带来了毁

灭性的灾难，但这也体现了新一代非洲精

英的不负责任。

记者：非洲文化的特殊之处在于很多
国家的文明缺少系统化的文字，而是依靠
口口相传，这并不利于文明的传承，但是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似乎也塑造了充满音
韵、节奏感的口语体系。 某方面来说，他们
的语言是充满诗意的、承载着文化的特殊
口语体系。 这是否也是你在近年来的写作
中将当地口语融入葡语创作的原因之一？

米亚·科托： 从我创作我的第一本书

开始，我始终认为口头表达是一个丰富的

源头。 我始终认为自己应该奋战在口语和

书面语的边界，并在这两个世界之间进行

旅行和交流。 口头表达并非因为文字的缺

失才会存在。 它是另一种感知和思考世界

的方式。 口头表达创造了诗歌和隐喻性的

思维。 这些可以丰富写作，如果没有这些，

写作将会变得冰冷而灰暗。 口头表达并不

是那些所谓的“原始人”的贡献，所有人都

生活在口头表达的世界，在我们依靠口头

表达的童年，所有人都有一个家园。

记者： 在你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将

来的人们需要学会两种语言：用于日常表
述和交流的语言和处理“看不见的日常和
梦境”的语言，也可以说是让我们存世的
语言，和让我们出离这个世界的语言。 这
让我想到中国古代关于庄周梦蝶的故事。

米亚·科托： 一种与我们自身存世的

语言不相联系的关系是让我们保持和世

界非直接联系的重要纽带。 我们所说的现

实有多个层面构成。 一些层面可以被理解

为“存世的语言”，但也有一些只有在我们

与诗歌保持密切联系时才会看到，它教会

我们这样诗意的世界是属于诗人和孩子

们的。

记者：你曾坦言自己的写作受到巴西
作家吉马良斯·罗萨的影响，在语言上，他
所呈现的复杂性和探索性令许多读者望
而却步， 这一点在你的写作中却很不一
样———在糅合不同语言体系，甚至是口语
和书面语体系时，我们在你作品中看到的
是尽量简洁、清晰、充满诗性和易读、易感
受的文字，有一种不经意的刻意。

米亚·科托：我同意。 我的追求是多样

化的。 吉马良斯·罗萨是一位巴西作家，他

在语言上贡献了一个国家。 他在一个创造

出的世界里，创立了自己的语言，他创造

的世界叫做 “sertao”, 这不是一个地理上

存在的国家，而是一个文学上的创造。 而

于我而言，需要懂得，莫桑比克与巴西不

同，这里有 25 种不同的非洲语言，这些语

言用自己的方式与官方语言葡萄牙语共

存，在这样一个语言共存的条件下，有交

流、借用和创造，这些是我的原材料。

记者： 在新近引进中国出版的你的
《母狮的忏悔》中，可以说是为一群“发不
出自己声音”的女性说话，虽然发出的是
属于莫桑比克女性的声音，但引起的却是
世界范围关于女性主义的共鸣 ， 对你而
言，为何这种也许是“微弱的呼唤”如此重
要？ 通过这部作品，你希望唤醒的是什么？

米亚·科托： 这本书是我作为生物学

家在莫桑比克北部偏远地区工作的时候

写的。 在那个村子里，狮子开始袭击人类，

在 4 个月中， 狮子吃了 26 个人， 其中 25

个人是女性。 我了解那个社会，也认识那

些被野兽吞掉的人中的一些。 我想文学写

作是唯一一种处理这样一个让我印象深

刻的现象的方式。 我知道有具体原因来解

释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是女性。 但

我想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东西 。 事实

上，这些女人的世界是被一些盗取他们尊

严和幸福的某些东西吞噬了。 因此才有了

这本书。

记者：作为葡语作家，在谈及你的作
品时很容易让人联系到身份认同的问
题———我们知道你出生 、 成长在莫桑比
克，但是你的血脉和种族也许距离他们并
不近，观察和写作的视角也并不一样。 关
于这一问题，在许多作家笔下，比如库切
的笔下也曾有所表述。 你是如何看待这个
问题的？

米亚·科托： 是的， 我的血脉来自欧

洲，是一位欧洲裔的非洲人。 但在我的内

心有很多的断裂区域，比如，我是一位写

小说的科学家。 是在这样一个宗教社会的

无神论者。 是一个以口头语为主的社会的

书写者。 这种从属于不同世界的关系并不

是一出戏。 我将此看作一种特权。 我是边

界的创造者，我可以在不出离自身的情况

下到访不同的世界。 在这样的旅途中我懂

得了这样的不同。 但是其中的相似无疑是

更为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