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錄

Contents



傲慢與偏見
奧斯丁《傲慢與偏見》135

可愛的魯濱孫
笛福《魯濱孫飄流記》149

浪漫派的號角
雨果《巴黎聖母院》161

永無安寧的靈魂
艾米莉．勃朗特《呼嘯山莊》179

描寫邪惡的巨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195

被遺忘的偶像
伏尼契《牛虻》207

帶閣樓的房子
契訶夫《契訶夫短篇小說選》219

沒有字的故事
麥綏萊勒的版畫創作 231

昨日的世界
茨威格《茨威格小說集》243

跋

自序

古典時期的愛情
海涅《詩歌集》 001

歌德與維特
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015

慾情漫溢思無邪
維吉爾《牧歌》031

永遠的《大衛．考坡菲》
狄更斯《大衛．考坡菲》045

神示的篇章
但丁《神曲》059

高加索故事
萊蒙托夫《當代英雄》079

流亡的琴弦的歌
普希金《高加索的俘虜》091

歷險者肯特
伏爾泰《老實人》101

湖畔的梭羅
梭羅《瓦爾登湖》121



自序

Preface



自序難忘的書與插圖

viii ix最讓我珍重的，還是普希金的《歐根．奧涅金》和《普

希金抒情詩選》的插圖。兩本書都是 20 世紀 50 年代出

版的、查良錚的譯本。不同的畫家畫的五六種達吉亞娜的

形象，都收在書中。我喜歡季莫森科筆下如同一株白樺樹

一樣的達吉亞娜，那純情、羞怯、柔弱的姿容令我怦然心

動。抒情詩《秋．斷章》的插圖，畫的是幾株葉已落盡的

白樺樹，遍地泥濘，空中飛舞着殘葉，一個人騎着一匹快

馬在林間飛馳，斗篷被風吹起。這是典型的俄羅斯秋天的

景色，列維坦的畫中經常表現的。它與我能夠背誦的詩句

融為一體，產生難以言說的情境：“啊，憂鬱的季節！多麼

撩人眼睛！／我迷於你行將告別的容顏，／我愛自然間彌留

的萬種姿色，／樹林披上華服，紫紅和金光閃閃—／在

《初升的太陽》插圖：1禮炮（柯里亞，13 歲時畫）；2前奏曲（柯里亞，14 歲

時畫）；3傍晚的鄉村小路（柯里亞，15 時歲畫）

1 2 3在我的“書夢”中，是無法把書與插圖分開的。且不

說《戰爭與和平》、《悲慘世界》這些巨著，也不說《海底

兩萬里》、《福爾摩斯探案集》之類離奇的作品，即便是一

些不太被人看重的小說，如《初升的太陽》、《遠離莫斯科

的地方》、《鐵木爾和他的隊伍》等，也都因了其中的一兩

幅插圖，使我總不能忘。尤其是《初升的太陽》，書中的插

圖，實際上是小說主人公— 15 歲即去世的少年畫家柯

里亞自己的作品：他為妹妹卡嘉畫的鉛筆肖像，為衛國戰

爭勝利而畫的《禮炮》，為屠格涅夫小說《歌手》畫的插圖

以及預兆了自己命運的水彩畫《前奏曲》—初看這些圖畫

到現在已經 45年了，但想起它們，我仍感受到當時讀書的

心情，那充滿憧憬和夢幻的年代！

《初升的太陽》插圖：1妹妹卡嘉的畫像（柯里亞，12 歲時畫）；2屠格涅夫《歌

手》插圖（柯里亞，13 歲時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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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辦》插圖

《魔沼》插圖：1壁爐前；2林中問路

1

林陰裡，涼風習習，樹葉在喧響，／天空籠罩着一層輕紗似

的幽暗⋯⋯”

有一段時間，我喜愛插圖達到狂熱的程度：把自己僅有

的幾本藏書《魔沼》、《巴黎聖母院》、《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幼年．少年．青年》、《怎麼辦》的插圖裁下來，貼到硬紙

板上，作為獨立的藝術品收藏。如今除了《鋼鐵是怎樣煉

成的》，其他幾本書都已不知去向，唯有那些插圖仍貼在紙

板上。

《幼年．少年．青年》的插圖存有三幅，一幅是在女僕

的房間裡，正在戀愛的年輕人坐在燭前，憂鬱地弓着腰，

他身邊是天真無邪、正在縫紉的少女，“她有明亮的藍眼

《普希金抒情詩選》插圖：1高加索；2秋．斷章；3奧列格之歌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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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淺黃色的大髮辮和高胸脯⋯⋯”窗外漆黑一片，牆

上鐘錶在走動；另外兩幅畫的是野外，尤其那幅年輕人與

公爵夫人及其妹妹在樹木簇擁中的水池小橋上的插畫特別

令我喜愛，它表現了一種遙遠年代、遙遠地方的生機勃勃

而又平靜慵懶的生活場景。在這幅畫的背面，我用鋼筆寫

着，“托爾斯泰：《幼年．少年．青年》，1972”。2001 年

春的一天，我在學者李書磊、杜玲玲夫婦家裡聊天，聊到

早年讀過的書，李書磊取出他於 1993 年購於舊書店的、

1957年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高植先生翻譯的《幼年．少

年．青年》，版本與我當年所讀的彷彿。除了 22幅單頁鉛

筆素描插圖外，書中每一章的章題下還有一幅小小的綫描

題圖。《幼年》28章、《少年》27章、《青年》45章，加起

來正好是 100 幅題圖！其繪畫之生動，設計時擺放的位置

《幼年．少年．青年》插圖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插圖：1保爾和麗達在青年團會議上偶遇；2保爾在海邊

《歐根．奧涅金》插圖：1像白樺樹般的達吉亞娜；2寂寞夜裡的達吉亞娜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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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與年》插圖，魯迅先生選用並親筆書寫說明文字（見圖左側）的蘇聯插圖

百圖》（阿庚作於 19世紀 40年代），大約是一位流亡中國

的俄羅斯人為生計而變賣的。在中國，恐怕僅此一本。不

久，曹靖華先生又從彼得堡購得與阿庚同時代畫家梭可羅

夫的《死魂靈》插圖 12幅。魯迅稱這是“意外的運氣”，

把二者合在一起出版，並在《小引》中說明了這些插圖的

來龍去脈。魯迅先生還說：

果戈理開手作《死魂靈》第一部的時候，是 1835 年的

下半年，離現在足有 100 年了。幸而，還是不幸呢，其中

的許多人物，到現在還很有生氣，使我們不同國度，不同時

代的讀者，也覺得彷彿寫着自己的周圍，不得不歎服他偉大

的寫實的本領。不過那時的風尚，卻究竟有了變遷，例如男

之恰當，實在值得我們的出版家、裝幀家們學習。

2000 年 4 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精裝《列夫．

托爾斯泰文集》，共 17卷，其第一卷即《童年．少年．青

年》，謝素台譯（書名譯法不一）。書中收有三幅插圖，高

植譯本中亦有此三幅插圖，構圖、構思、人物均相同，但

又有區別，作畫者為克列緬季耶娃。不知兩書的插圖是出

自同一人之手，還是克列緬季耶娃摹仿前人所作？舊版本

中 22幅插圖，新版本僅收三幅，聊為點綴而已。100幅題

圖則被統統棄之。我真不理解，堂皇的 17卷精裝本，為何

不能在插圖上下點工夫。

忽然想到魯迅先生在 20 世紀 30 年代初，為蘇聯小說

《鐵流》尋插圖的事。他是在雜誌上得知蘇聯畫家畢斯凱來

夫為《鐵流》刻插圖一事的，當即寫信給正在蘇聯的曹靖

華先生。曹靖華先生不負所托，費了許多周折找到畫家，

終於把木刻插圖寄來，同時囑魯迅先生寄一些中國宣紙給

蘇聯畫家。沒想到宣紙寄到後，蘇聯畫家大為高興，陸續

寄來多種木刻作品，作為回贈。《鐵流》圖寄到時，書已

印完，魯迅先生決定將這些圖單獨印製出版，後因戰事，

製好的版被戰火燒燬，直到兩年後，才在《文學》雜誌上

刊出，了卻了魯迅先生一樁心事。類似的故事，還有魯迅

先生印行《死魂靈百圖》。完全出於一個偶然的機遇，翻

譯家孟十還在上海舊書店購得俄國 1893 年版的《死魂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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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伯家的苔絲》插圖

子的衣服，和現在雖小異大同，而閨秀們的高髻圓裙，則已

經少見；那時的時髦的車子，並非流綫形的摩托卡，卻是三

匹馬拉的篷車 …… 凡這些，倘使沒有圖畫，是很難想像清

楚的。

這確是簡單而明瞭的道理。電影《戰爭與和平》的人

物和道具，是直接取自小說的插圖，尤其是彼埃爾的善

良、聰明而又笨拙可愛的樣子；18世紀英國女作家奧斯丁

的《傲慢與偏見》，中譯本中收有 40幅綫刻銅版插圖，所

繪當時的服飾與髮式，伊麗莎白和達西的形象、性格和風

致，均為近年重新拍攝的電影所借鑒，達到酷似的程度。

在這一點上，可以說，畫家對小說的闡釋，超過了研究者

和評論家。

插圖之於文學作品的作用，當然不僅是闡釋。常常

是，插圖內容的豐富性超出了文本，表達着畫家獨立的藝

術精神，而圖像的特點，是表達的不確定性，使不同的讀

者產生不同的聯想。這就是插圖有時可視為單幅作品而獨

立存在的原因了。此時，插圖起着擴張文本容量，調節閱

讀節奏，以及裝飾書籍的作用。

我想，一個畫家，為自己所喜愛的小說作插圖，是一

件美妙、愉快的事情吧。比利時木刻家麥綏萊勒竟為《約

翰．克利斯朵夫》刻了 600多幅插圖，美國畫家肯特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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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間情歌》插圖（張光宇畫）

2《神筆馬良》插圖（張光宇畫）

3豐子愷的封面畫

悅了。

遺憾的是，以上提到的種種插圖，都是許久許久以前的作

品了。奇怪，據說“讀圖時代”已經到來，而文學插圖事業卻乏

善可陳。似乎是，這一行已經過時了，只能留在像我這樣老腦筋

人的記憶裡。

1 3

2

鯨》作了 300 多幅插圖。這些插圖精美絕倫，其中許多可

以製成大張，鑲之鏡框，裝飾房間，並不弱於世界名作。

稱得上精美絕倫的，還有薩佛其（Steele Savage）和哈舒伯格

（Mac Harshberger）為《十日談》所作的插圖、格里布爾為《德

伯家的苔絲》所作的插圖。這幾種插圖的共同特點，是有濃郁

的裝飾風格，是超越寫實和高度概括的，有極強的藝術感染

力。在這方面，中國畫家豐子愷為雜誌畫的封面畫和張光宇的

《神筆馬良》和《民間情歌》插圖，有異曲同工之妙。畫家們

在畫這些插圖時，心中所充溢的靈動之氣，躍然紙上。有這樣

的插圖在目，文學好像更加搖曳多姿，閱讀生活也更加飽滿愉

《十日談》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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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詩歌集》
Buch Der Lieder

By Heinrich H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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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海涅

可上，就大讀特讀從各個中學被砸的圖書館裡流散出來的

書。我迷戀外國抒情詩，達到癡迷的程度：歌德、彭斯、

拜倫、雪萊、普希金、萊蒙托夫、裴多菲⋯⋯無論是哪位

詩人，也無論是甚麼樣的譯本，都想盡辦法找來通讀。書

來之不易，所以讀得仔細，還抄了不少。

《詩歌集》裡的詩，是海涅 20歲至 29歲寫的，分為 5

輯，即《少年的煩惱》（題目顯然來自歌德）、《抒情插曲》、

《還鄉曲》、《哈爾茨遊記插曲》、《北海》。其中最重要的

是愛情詩。海涅初戀的姑娘是一位劊子手的女兒，會講許

多民間故事和傳說，影響到他早期的詩歌，帶有神秘恐怖

色彩；他第二次戀愛的對象是堂妹阿瑪莉，她是一位百萬

富翁的女兒，對海涅有好感，但並不愛他，不久就與別人

結婚，對海涅打擊很大。海涅鬱鬱寡歡兩三年，寫了許多

一般人們的印象裡，德國是一個擅長思辨、行為古板

的國度，法國則是擅長藝術、行為浪漫的代表。其實不

然，整個 19世紀歐洲浪漫主義文學，都開始於一位德國詩

人，開始於他的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這位詩人就是大

名鼎鼎的歌德。小說以書信體描寫一位因堅持感情自由，

不顧傳統習俗，而遭受社會和愛情雙重打擊的少年自殺的

故事，纏綿悱惻，啼泣悲歎、充滿哀婉的詩意，1774年發

表後立即風靡整個歐洲。此後，德國又有沙米索、艾興多

夫、海涅、施托姆等詩人，繼承歌德衣缽，反復吟唱古典

時期的愛情。海涅的《詩歌集》被認為是這類作品的頂峰，

其中的許多短小的情詩被舒曼、門德爾松、舒伯特、勃拉

姆斯、柴可夫斯基等眾多音樂家反復譜曲，多達 5,000 餘

首。這一點，即便是歌德也無法與之相比。

海涅生於 1797年，父親是猶太商人，母親是醫生的女

兒。19歲時，他被送到漢堡跟伯父學習經商，但他顯然沒

有這方面的才能，後進入波恩大學和柏林大學學習法學，

然而他的興趣也不在法學上，而是迷戀文學和藝術，喜歡

聽黑格爾的哲學課。他從學生時代就開始發表詩歌，至

1825 年取得法學博士學位時，已經以詩人自居。1827 年

《詩歌集》出版，使他一舉成名。

我是在 1967年讀到《詩歌集》的，錢春綺的中譯本，

新文藝出版社 1957 年版。那時 “文革”正酣，我們無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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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傷的、想入非非的詩。

堂妹阿瑪莉結婚後，海涅似乎自虐般，寫了好幾首詩

想像婚禮盛況，其中有這樣的句子：

新郎斟滿了他的杯子，／喝了一口，然後溫文有禮地／

把杯子遞給新娘；她莞爾道謝—／天哪！他倆喝的是我的

鮮血。

新娘拿來一隻可愛的蘋果，／把它交到了新郎的手裡。／

新郎拿起刀，一切兩份，／天哪！他切的是我的心。

—《少年的煩惱．夢影曲．5》

這分明是噩夢，直白、強烈，毫不掩飾地呈上自己

受傷的心。我想，他一定會想方設法把它們交給阿瑪莉

的—這是失去理智的少年的慣常做法。在心靈的煎熬和

掙扎之後，他暗自呻吟：“起初我幾乎完全要絕望，我想，

我絕不能忍受；可是我畢竟忍受過來—只是請莫問：怎

樣忍受？”（《少年的煩惱．小曲．14》）

1823年 5月，海涅從柏林回呂內堡探望父母，順便去

了漢堡。這是阿瑪莉的家鄉。舊地重遊，他十分哀傷。阿

瑪莉的妹妹台萊賽與姐姐長得很像，海涅無法宣泄的戀情

找到了出口。這又是一次失敗的戀愛，但百受磨難的心已

經比較成熟，寫的詩也充滿悲憫：

《詩歌集：少年的煩惱》（1817～1821）插圖：

在那碧綠空地的當中，／有一棵巨大的槲樹，／瞧啊！我那神秘的少女，／正用斧頭

砍伐那棵槲樹。／／一斧一斧地砍個不停，／她一面揮斧，一面哼出歌聲：／“亮晶

晶的斧頭，亮光光的斧頭，／趕快造好一具棺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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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集：還鄉曲》（1823～1824）插圖：

人魚鑽出了波面，／到海濱坐在我身旁；／從鮫綃的衣裳裡面，／突出了雪白的乳

房。／／她抱住我，她摟緊我，／弄得我痛苦難當。

你好像一朵花，／這樣溫情、美麗、純潔；／我凝視着

你，我的心中／不由湧起一陣悲切。

我覺得，我彷彿應該／用手按住你的頭頂，／禱告天主

永遠保你／這樣純潔、美麗、溫情。

—《還鄉曲．50》，據說這首詩被譜成 250 種曲調

我背誦最熟的海涅的詩句，也是他此時寫的：

我的心也像大海，／有風暴，有潮退潮漲，／也有些美麗

的珍珠／在它的深處隱藏。

—《還鄉曲．8》，馮至譯

我不明白為甚麼海涅的戀愛總是失敗。從他的畫像上

看，相貌俊美，很有詩人風度。然而現在想來，如果不是

他的戀愛失敗，就不會有《詩歌集》了，世界就會失去許

多美妙的情歌，甚至德國的形象都會失去許多光彩。尤其

是那位劊子手的女兒講述的民間傳說、鬼怪故事，和海涅

的初戀情感奇妙地融為一體，對他的藝術風格產生了難以

言說的影響。

不過，當時我並不喜歡海涅。我覺得海涅的詩個性直

露外顯，想像不着邊際，情景上天入海，詩中到處是玫

瑰、百合、夜鶯、蝴蝶、星辰、月光、海洋，調子激昂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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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有點俗氣，有點淺薄。我知道，海涅自己十分在意這

些青年時代的詩。他曾說：“處女詩集！它應該寫在散亂

的褪色的紙上，同時還應該在前後各頁之間夾着枯萎的花

兒，或者一縷金髮，或者一段褪色的絲帶，在很多地方還

應該看到眼淚的痕跡⋯⋯可是，被印刷成書的處女詩集，

這種亮光光的黑字印在非常光滑的紙上，它就失去了那種

甘美的少女般的魅力，同時給著者引起了一種可憎的不愉

快的心情⋯⋯”

我之所以珍愛這本《詩歌集》，原本是因為它的插圖。

這是我在那個年代所能看到的最為唯美的圖畫：無論男

女，都精緻高雅，美艷絕倫；連樹林、花草、海浪、家具

也一筆不苟，很有古典氣息，讓人想起拉斐爾、安格爾的

作品（那時我也在迷戀西方繪畫）。那個正在揮斧砍樹的

姑娘身姿多麼優美，長髮和披肩飄飄，眉目安詳，神情專

注，怎麼也想不出，她砍樹是為了給愛她的男子做棺材！

那兩位騎在飛馬上的少男少女，雖已完全忘情，但純潔的

光彩照人；海中女妖隨着浪花輕盈躍起，雙臂纏繞礁石上

少年的脖子，與他深深親吻。豐腴的臂膀和微露的乳房讓

人心醉；還有互相傾訴的和漂泊北海的戀人們⋯⋯這是古

典時期的愛情獨有的魅力，充滿遙遠傳奇的色彩和塵世之

外的幻夢。遺憾的是，書中沒有記載，也無法查到，這些

插圖是甚麼年代何人所作。

《詩歌集：抒情插曲》（1822～1823）插圖：

 我們要在那兒下降，／降到棕櫚樹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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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集：北海》（1825～1826）插圖：

你嬌小的年輕的少女啊，／請投入我廣闊的胸懷，／我的心和海和天，／都要為了愛

情而枯爛。

《詩歌集：哈爾茨遊記插曲》（1824）插圖：

小屋裡有一張安樂椅，／雕刻得非常精細，／坐在上面真是福氣，／這位福人就是我

自己！／／在矮凳上坐着那位幼女，／把手臂擱在我的膝上……她那百合花似的手

指，／頑皮地放在紅薔薇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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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男人的服侍。最小的雜音他也不能承受。他的痛苦是

這樣強烈：為了求得一些安寧，多半只是為了 4 小時的睡

眠，就必須用三種不同的方式服用嗎啡。”儘管如此，海

涅一直沒有放棄寫作，詩、小說、遊記、政論、哲學著作

和文學批評都吸引着整個歐洲的目光。

1956年，海涅去世 100周年時，曾被列為當年紀念的

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如今，人們仍舊沒有忘記他，究

其原因，其實主要就是他的這本《詩歌集》，是其中那些

歌詠愛情的歡樂和痛苦的美妙篇章。

有一件事當時讓我驚奇，至今也不解：我們熟知、熱

愛的外國抒情詩人，幾乎都是同時代的，而且大多短命。

彭斯，1759∼1796，壽命 37歲；拜倫，1788∼1824，壽

命 36歲；雪萊，1792∼1822，壽命 30歲；濟慈，1795∼

1821，壽命 26 歲；普希金，1799∼1836，壽命 37 歲；

萊蒙托夫，1817∼1841，壽命 27 歲；裴多菲，1823∼

1849，壽命 26 歲⋯⋯難道這就是上帝安排的時代寵兒們

的命運？相比，海涅算是長壽的，活了 59 歲，可是他的

“長壽”是以何等可怕的病痛為代價的啊—

第三次戀愛失敗後，海涅心灰意冷，離開漢堡，周遊

各地。曾去魏瑪訪問歌德，歌德年事已高，十分冷淡，令

他大為失望；1831年後定居巴黎。在巴黎他與巴爾扎克、

大仲馬、雨果、喬治．桑等作家，柏遼兹、肖邦、李斯特

等音樂家交往，1843 年與年輕的馬克思成為好友。他也

結識了不少女友，但直到 1841 年，44 歲時，才與一位法

國女工結婚。此時他身體已很虛弱，視覺也日漸麻痹，幾

近失明。幾年後的一次中風，使他原有的癱瘓症加重，到

1848 年完全失去行走能力；1856 年去世。生命的最後 8

年他自稱為生活在“床褥墳墓”中。據他的秘書記載：“海

涅的聽力衰弱了，他的眼睛閉上了，乾瘦的手指很費力才

能把疲倦的眼皮掀起⋯⋯他兩腿麻痹，全身縮在一起。每

天早晨整理床鋪時，他被婦女的手抬到扶椅上—他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