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风格多变，以探险寻宝类小说
开篇，随即过渡成科幻小说，在转变成
一部夹杂着惊悚离奇的“剧中剧”的爱
情文艺作品后，最终又以恐怖电影的形
式走向高潮。作者将精妙而又无比辛辣
的比喻藏在玄幻故事之中，其字里行间
都洋溢着艾拉精妙的想象力和天马行
空般的跳跃思维，以及奇妙荒诞的超现
实主义风格。

塞萨尔·艾拉，阿根廷小说家、翻译
家，也是二十世纪末阿根廷文学的领军
人物。 他素来以空灵、澄澈、简洁，以及
天马行空的魔幻风格闻名，多?来始终
被文坛盛赞为“博尔赫斯的嫡系传人”。

其已发表的小说多达八十余部，且创作
内容包罗万象，主题覆盖了随想、科幻、

侦探、传记，和书信式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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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会议
[阿根廷]塞萨尔·艾拉

1

在刚刚完成的一次去委

内瑞拉的旅行中，我有幸得以

瞻仰著名的“马库托之索”。 那

是新大陆的诸多伟迹之一，是

由不知名的海盗留下的遗产，

富有魅力的旅游名胜，也是一

个找不到答案的谜团。 这一精

妙绝伦的奇特古迹，历经多个

世纪却不曾被破解，而在这一

进程中，它成为了那个地区天

然属性的一部分，后者是如此

丰富多姿，正如其所推动产生

的所有革新一般。 马库托是位

于加拉加斯脚下的沿海城镇

之一 ，紧邻迈克蒂亚 ，也就是

我抵达时的机场所在的城市 。

我被临时安顿到 “十五个字

母 ”入住 ，那家现代化的酒店

就建在同名客栈及餐厅的前

方，沿着同一片海岸。 我的房

间正对着大海，那广阔而深邃

的、明媚的蓝色加勒比海。 那

条 “绳索 ”离酒店也就百来米

远； 我透过窗户发现了它，随

后走过去观看。

在孩提时代，我和所有美

洲的小朋友一样，熟谙人们对

“马库托之索” 所做的各种徒

劳无功的猜想。 在它的身上，

小说中所描绘的海盗世界，变

得真实 、有形 ，留下活生生的

印迹。 各种百科全书（我的那

本名为《青少年的宝藏》，没有

什么能比那几页的内容更对

得起这本书的名字！ ）为我们

带来了关于 “马库托之索”的

简介和照片，而我又把它们誊

抄到自己的笔记本中。 在一次

次的游戏中 ， 我试图打通关

节 ，消除难点 ，去破解这一奥

秘……后来，我从电视上看了

关于“马库托之索”的纪录片，

买到了某一本以此为主题的

书籍，又在学习委内瑞拉和加

勒比地区文学的时候多次与

之相遇———在那里， 它是贯穿

其中的主导动机。此外，我也和

其他所有人一样 （尽管并没有

什么特别的利益相关），追踪着

日报上刊登的各种消息： 与之

相关的新的理论， 为了破解这

一谜团所做的新的尝试等等

……而相关尝试总是推陈出新

的这一事实， 足以说明前期所

有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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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古老的传说， 海盗们

把价值无可估量的战利品藏到

了海底，而“马库托之索”应该

是用来使秘密宝藏从海底升起

来的。 这些海盗中的其中一位

（所有的编年史调查和资料记

载都没能确认他是谁） 一定是

一流的艺术和科学天才， 一位

“海上达·芬奇”，这样才可能设

计出那个既能用来隐藏又能用

来找回战利品的绝妙机关。 这

套装置拥有令人赞叹的简洁

性。 它就是一条“绳索”，正如

名字所描述的那样， 仅仅一条

而已。事实上，它就是一根用天

然纤维做成的缆绳， 被架在马

库托海岸附近的一个海底漩涡

的上方，离水面大约 3 米高。绳

索的一端消失在漩涡中， 另一

端则有幸得以通过由一块在离

岸约 200 米处浮出水面的岩石

所形成的天然滑轮， 然后在地

面上一块同样也是天然形成的

方尖碑上打了几个活结并转

向，随即就从那里，上升到沿海

的群峦中的其中两座小山上，

再折回到这块方尖碑， 形成一

个三角形。 这一装置随着岁月

的流逝始终完好无损， 无须进

行维护 ， 也不需要特殊的照

料———相反， 面对着寻宝者们

（所有的人都是寻宝者）粗鲁乃

至野蛮的行径， 面对着捕食动

物、 好奇的人群以及一拨又一

拨的游客，它总是大获全胜。

我就是又一位前来的游

客……也是最后一位，将来你

们会明白这一点。 在那一刻，

我看到自己正对着“马库托之

索”，略感激动。 对于某一个著

名的事物，不管对它了解了多

少，能够身临其境完全是两回

事。 得要找准现实的感觉，卸

下梦想的纱幔———而梦想恰

恰是现实的本质，并使自己达

到那一刻的水准，珠穆朗玛峰

般的高度。 没有必要去说出，

比起其他任何人，我都更加无

法完成这一壮举。 即使如此 ，

它就在那里……伴随着无法

超越的脆弱感， 美到极致，紧

绷而又纤细，汇聚着航海和冒

险的古老光芒。 我终于验证关

于它的那个说法是真的：它从

来就不曾完全寂静无声。 在暴

风雨的夜晚， 狂风使它歌唱，

而那些在飓风来临时听到它

咆哮的人们，在其有生之年都

无法忘记它那洪荒之狼般的

嘶吼声。 所有温柔的海风则触

摸着这把只有一条弦的里拉

琴，弹奏出属于风的记忆。 然

而在那个下午，即使风声完全

静止（假使当时有鸟儿展开翅

膀 ， 那么它一定会呈直线下

坠）， 关于它的传闻依然如雷

声轰鸣。 那是低沉又敏锐的细

微声调，深深地隐藏在一片寂

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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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临遗迹的这一事实 ，

对于我个人乃至全世界， 都产

生了客观的、 历史性的巨大影

响。 我的出场，毫不引人注目，

也未曾被人察觉，转瞬即逝，几

乎只是又一个游客而已……那

都是因为，在那个午后，我最终

破解了那个奥秘， 让那个沉睡

的装置重新运转起来， 并从海

底深处取出了宝藏。

那倒不是因为我是个天才

或特别有天赋，怎么可能！完全

与之相反。事实（稍后我再对此

进行解释 ）在于 ，每个人的思

想构成， 与这一个体的经历、

记忆和知识相一致，是这一切

的总和，是所有数据的完整积

累 ， 也正是它们使其独一无

二，极具个体特色。 每个人都

是自己的思想的主人，不管其

所携带的力量大小如何，总是

独一无二的，为这一个体所特

有 。 它们使他能够完成某项

“丰功伟绩 ”，平凡也好 ，伟大

也好，都是唯独只有他才能够

完成的。 过去，在这里，所有人

都失败了，那是因为他们都试

图指望单纯依靠智慧和巧思

在数量上取得进步，而实际上

所需要的，恰恰只是任意尺度

的智慧和巧思，关键则在于应

当具备恰当的内涵。 至于我本

人的智慧 ， 我早已亲身验证

过 ，它是非常有限的 ，勉强能

够让我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中

保持漂浮。 然而它在内涵上是

独一无二的，这不是因为我事

先希望它成为那个样子，而是

因为它本就该如此。

事实就是如此，在其他人

身上所发生的也是一样的，在

所有的地方， 永远都是这样。

当然 ，用一个取自文化界 （还

能从其他哪个领域举例呢？ ）

例子就能更为清楚地来解释

这一点。 一个知识分子独一无

二的精神内涵， 可以简单地通

过把他读过的书汇总在一起得

出判断。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

人可能读过这两本书：A·波格

丹诺夫的 《生命经验哲学 》以

及埃斯塔尼斯拉奥·德尔坎波

的《浮士德》？ 我们先不去管它

们所可能引发的思考、共鸣和

同化，因为那些必然会是个性

化的、不可转让的。

（《文学会议》[阿根廷]塞
萨尔·艾拉/? ，徐泉/译 ，浙江
文艺出版社 2021 ? 2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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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安妮·普鲁《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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