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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来和笛木乃》及其西渐
宗笑飞

摘　要：文学流传学派代表人物本菲的《五卷书》西渐深得学界认同。他的主要贡

献之一是考证《五卷书》至《卡里来和笛木乃》的演变与流传。但迄今为止，《卡里来和笛

木乃》的影响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未有人将本菲及本菲之后的流传学或影响学思想

运用到西班牙文学研究中来。这就势必造成西学东渐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学理性缺失。本

人旨在通过《卡里来和笛木乃》与西方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卢卡诺尔伯爵》的关系略陈管

见，以期填补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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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 ·穆格法的阿拉伯语版《卡里来和笛

木乃》的主要故事原型来自印度《五卷书》，这

已是不争的事实。他在序言中开宗明义，说“此

书题曰《卡里来和笛木乃》，是印度作家创作的

一部寓言故事集”。①《五卷书》的故事流传于

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十二世纪，而作品最早的

成书年代则为公元五世纪。公元六世纪，即波

斯萨珊王朝的库思老一世（五三一-五七九）

时期，《五卷书》被一名波斯医生翻译成巴列维

语，但该译本已经散佚。公元五七○年前后，

一位名叫“布德”（Bud）的教士再由巴列维语移

译至古叙利亚文，为《卡里来卡和笛木乃卡》。

这个译名更接近于巴列维语译本以及梵语原

版，因为“狮子与公牛”在梵文中的原型是两

只胡狼，分别为“迦罗吒迦”（Karataka）和“达

摩那迦”（Damnaka）。巴列维文在翻译时保留了

尾音“迦”。②公元七五○年，伊本 ·穆格法的《卡

里来和笛木乃》阿拉伯语译本问世，后者主要

依从巴列维文和古叙利亚文本《五卷书》，并且

省略了尾音“迦”，故事内容也比前两个译本丰

富一些。二十世纪初，美国语言学学者富兰克

林 ·艾爵顿出版了《重构的〈五卷书〉》。该研究

著作附有《五卷书》英译本。他在一九一五年

另一位美国学者赫特尔的研究基础上，大体还

原了《五卷书》的梵文原著（关于《五卷书》及《卡

里来和笛木乃》翻译的详细流变见表一）。

伊本 ·穆格法本《卡里来和笛木乃》描述的

是印度哲学家白德巴为了规劝骄傲自大、飞扬

跋扈的国王德卜舍利姆而讲述的一系列故事

（“事例”）。全书共二十一篇（在原来《五卷书》

十二篇的基础上，加入了波斯寓言三篇，阿拉

伯寓言六篇，其中主体故事十六篇），由大大

小小五十多个故事组成，均假托动物之口，传

述作者嘉许的各色美德，涉及交友处世、君臣

①　伊本 ·穆格法 ：《卡里来和笛木乃》，第16页，叙利

亚，大马士革，伍麦叶书局，1963。

②　见余玉萍《伊本 ·穆格法及其改革思想》，第32-33

页，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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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等诸多方面，其中比较经典的有《狮子与

公牛》（讲述狮子与公牛最初交好，但在臣属

的挑拨之下渐生嫌隙，终至两败俱伤的故事）、

《猫头鹰与乌鸦》（讲述乌鸦如何通过反间计战

胜了欺压它们的猫头鹰）等，流传较广且变体

最多的有《老人与三个儿子》（讲述老人如何考

验三个儿子的生存本领）、《修士与蜜罐》（想

入非非的修士打翻了蜜罐，致使发财梦成为泡

影），等等。伊本 ·穆格法对《五卷书》进行了

丰富和改写，不少故事更显生动 ；有些则删减

点繁，使之变得更为简单明了。但同时他又掺

入了大段的说教，直陈观点，规劝君主要体恤

民情、宽容慎怒、品行端正、赏罚分明。可以

说，他的《卡里来和笛木乃》以优美典雅的语

言，细致入微的描述，繁简相宜的故事，开启

了阿拔斯时期清新质朴、雅俗共赏的文风，因

而也备受文史学界的推崇。由其从出的译本可

谓奕代继作、迭见不鲜，成为“借各种意图和

语言文字流行、传播”的古老作品之一。①

一、从《卡里来和笛木乃》到
《卢卡诺尔伯爵》

《卢卡诺尔伯爵》（全名《卢卡诺尔伯爵和

帕特罗尼奥的故事》）是他的代表作。它不仅

是西班牙短篇小说的第一个里程碑，也是罗曼

司欧洲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成书于一三三五

年，比卜伽丘的《十日谈》早十多年，比乔叟的

《坎特伯雷故事集》早五十多年。巧合的是，这

三部作品，尤其是《卢卡诺尔伯爵》和《十日谈》

无论形式还是意境，都十分相似。《十日谈》是

十个青年男女在十天中讲述的一百个故事，

《坎特伯雷故事集》是三十一名香客讲述的一

系列故事，而《卢卡诺尔伯爵》则是由谋士帕

特罗尼奥讲述的五十一个故事。这些故事作为

谋士进言的“例证”，几乎独立成篇。只不过引

出这些故事（“例证”）的是卢卡诺尔伯爵有关

世道人心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贯串始终，

起到了线绳作用。

自卡斯蒂利亚用俗语编撰了《西班牙编年

通史》、《世界大通史》和《卡斯蒂利亚语语法》

之后，卡斯蒂利亚语便开始成为卡斯蒂利亚的

官方语言，并逐渐擢升为西班牙通用语言。然

而，拉丁文的强大惯性依然存在。据统计，在

《卢卡诺尔伯爵》之前，只有少数歌谣和民间

故事使用卡斯蒂利亚语，如阿尔丰索十世的

《聪敏的悔过者》、《长梦》、《勇敢的主教》，贝

尔塞奥的《无耻的司事》，佚名之作《猫之书》、

《训诫故事书》，以及一些翻译作品（如《伊索

寓言》、《卡里来和笛木乃》②），等等。

《卢卡诺尔伯爵》堪称西班牙第一部“俗

语”小说。作品既有寓言故事，也有历史传说，

可谓虚构与写实并重。小说由五部分组成，第

一部分为五十一个事例，系作品主体 ；第二部

分为《堂胡安因感谢赫里卡领主唐哈伊梅的厚

爱而作的解释》，主要内容包括一百条谚语和

警句 ；第三部分是《帕特罗尼奥向卢卡诺尔伯

爵致歉》，即五十条谚语和警句 ；第四部分为

《帕特罗尼奥向卢卡诺尔伯爵所作的解释》，是

三十条谚语和警句。最后一本分为《关于圣体

和其他道德方面的说明》，是关乎神学的说教

或解脱“罪责”的辩护。与其他部分相比，第一

部分不仅重要，而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内

容丰富多彩，素为文史学界所推崇。③本章所

要讨论的，是其与《卡里来和笛木乃》的关联。

问世于一三三五年的《卢卡诺尔伯爵》对

《卡里来和笛木乃》的借鉴与模仿是十分明显

的。前者不仅直接攫取后者的故事，而且在叙

事手法上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印度学者D. P. 

辛加尔曾在《印度与世界文明》一书中指出，

印度的《五卷书》对西方寓言故事产生了极大

的影响，但它无疑是以《卡里来和笛木乃》为

媒介的。④为便于比较，且让我们通过表格一

来看看《卡里来和笛木乃》的翻译史 ：

①　伊本 ·穆格法 ：《卡里来和笛木乃》，第354页，李唯

中译，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②　印度故事集，来自《五卷书》，经阿拉伯人或犹太人

演绎后于中世纪引入西罗马帝国，13世纪（阿尔丰

索十世时期）再由拉丁文译成卡斯蒂利亚语。其中

比较著名的故事有《食铁鼠的故事》、《四个旅伴的

故事》、《变成老鼠的姑娘》、《魔鬼和小偷之争》等。

③　刘玉树译本即据此而来。胡安 ·马努埃尔 ：《卢卡诺

尔伯爵》，刘玉树译，北京 ：昆仑出版社，2000。

④　辛加尔 ：《印度与世界文明》，第232页，庄万友等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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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古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语译

本《卡里来和笛木乃》问世于一二五一年，且

之前已有希伯来语的两种译本存在。彼时，安

达卢斯处在多语言、多文化并存杂糅的非常时

期，《卡里来和笛木乃》的许多故事早已在民

间流传，为人们所耳熟能详。堂胡安 ·曼努埃

尔在创作《卢卡诺尔伯爵》时，适值古西班牙

语译本问世半个世纪之后（一三三五年）。而

他作为博览群书，又十分熟悉和关注安达卢斯

的一代文豪，必然对其中的许多故事了熟于

心。《卢卡诺尔伯爵》的许多事例便是明证。

二、《卢卡诺尔伯爵》对
《卡里来和笛木乃》的借鉴

同样，为便于比较，此处特将艾爵顿版《五

卷书》与《卡里来和笛木乃》和《卢卡诺尔伯爵》

的部分故事内容（顺序有所调整）列表如下（表

二），以期探析三者的同源关系，特别是《卢卡

诺尔伯爵》对《卡里来和笛木乃》的借鉴、模仿：

表一

版本 年代 内容及特点

《五卷书》梵文原本 公元前六世纪-公元六世纪 共十二篇，主要内容见艾爵顿复原本

藏文译本 时间不详，应早于六世纪 已散佚

巴列维文译本 公元六世纪初
正式将此故事名为《卡里来卡和笛木乃卡》（据古叙利亚译
本推测），已散佚

古叙利亚译本 大约五七六年 取名《卡里来卡和笛木乃卡》

阿拉伯语译本（伊本 ·穆格法）公元七五〇年 据巴列维文译出，将内容由原来的十二篇扩充到二十一篇

右侧均为
据阿拉伯
译本直接
译出的版
本

古叙利亚第二译本 公元八-十世纪 内容不详

希腊文译本 约一〇八〇年
后又被译为拉丁文（疑为犹太人彼得吕斯 ·阿方西《教士的
故事》一书，他将其带至英国）

波斯文新译本 约一一二〇年 又被称为《安瓦尔 ·苏海里译本》

希伯来文译本（由
此译本衍生出诸多
新文字译本）

十二世纪初
被一位叫罗比 ·哲尔的犹太人译为希伯来语，后被犹太教徒
卡普瓦转译为拉丁文，由此又被译为多种欧洲现代文字

一二二七年
雅各布 ·本 ·阿齐尔（《西夫尔 ·希沙里穆》的编者）的希伯来
文译本，近乎全译本

古西班牙语译本 一二五一年 由此又衍生出另一个拉丁语译本《雷蒙德译本》

拉丁文诗译本 十三世纪 名为《勇敢的伊索普斯》，诗体文译本

土耳其文译本 十六世纪
该译本因被译为法文（一七二四年出版）和西班牙文（一六 
五二-一六五八年出版）而出名

英文译本 一八一九年 神父温德汉姆 ·纳什布勒翻译

俄文新译本 一八八九年 译者为米哈伊尔 ·阿塔亚

注 ：此表依从李唯中译本《卡里来和笛木乃》（天津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四）。

表二

《五卷书》 《卡里来和笛木乃》
《卢卡诺尔伯爵》
（故事顺序有调整）

《卢卡诺尔伯爵》
的借鉴与影响

第一卷朋友的决裂
（狮子与公牛）

第一章狮子与公牛（共十八个故事） 共五十一个故事，摘录三十七个

一级故事 二级故事 一级故事 二级故事

猴子木木匠 老人与三个儿子 人与恶狼的故事 老人和儿子骑驴 阿拉伯民间笑话

胡狼与鼓 猴子和木匠
英王理查德在对摩尔人作战中奋
力一跳建奇功

书中唯一一个带
有嵌套的故事

和尚与
骗子

胡狼与公羊
狼与鼓的故事

织工与鸨母

老鸦与黑蛇
老鸦与黑蛇 鸬鹚与螃蟹

狐狸与乌鸦 《伊索寓言》故事

鸬鹚与螃蟹 燕子看见播种亚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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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兔与狮王 小兔与狮王 两匹马与一头狮子

虱子与跳蚤 三尾鱼 清洗肝脏者的苦恼

雄狮的随从与骆驼 虱子与跳蚤 羽扇豆充饥的穷汉

海鸥与海怪
小故事鸭子与月影、蜂蜜与睡莲、苍蝇与象
王

圣地亚哥教长与托莱多大魔法师

野鸭与乌龟 雄狮、乌鸦、狐狸和狼 狐狸与公鸡

三尾鱼 海鸥与海怪 野鸭与乌龟 猎石鸡者的眼泪

猴子、萤火虫与鸟 猴子与萤火虫 圣徒多明各为死亡富豪祈祷

骗子与傻子 傻子与坏人 堂洛伦索 ·苏雷亚斯在保卫塞维
利亚之战中立功白鹭、蛇与幼鼠 吃铁的老鼠

吃铁的老鼠 第二章笛木乃的审判 堂佩德罗 ·梅伦德斯 ·德 ·巴尔德
斯因祸免灾（塞翁失马）商妻、画师、女仆

冒充医师丧命记 国王被炼金术士欺骗

耕夫与其二妻（五十步笑百步） 哲人教育国王

猎隼、鹦鹉和隼匠 狮子与公牛
《卡》中第一二章
的缩写

第二卷朋友的获得
（斑鸠）

第三章鸽子（每一列均为前列的嵌套故事） 蚂蚁的谋生之道辛苦劳作

老鼠与和尚

鸽子、老鼠、
羚羊、乌鸦

老鼠、修
士与客人

女人换芝
麻

狼、猎人、
野猪与羚
羊

国王考验三个儿子
《卡》中《老人与
三个儿子》

换芝麻的故事 普罗文萨伯爵如何逃脱囚禁

贪心的胡狼 谎言是如何欺骗真理的

捕获鹿的故事 一只躺在路上装死的狐狸

第三卷战争与和平
（猫头鹰与乌鸦）

第四章猫头鹰和乌鸦（后一列均为前列同行
的嵌套故事）

塞维利亚国王的故事（穆阿台米
德与爱妃）

披着豹子皮的驴（该
故事同样见诸于《伊
索寓言》）

猫头鹰与乌
鸦

白鹭与乌鸦

象王、兔王、月
王

乌鸦的苦肉计
《卡》中猫头鹰与
乌鸦故事的梗概

群鸟选王
野兔、黄莺与狸
猫 一位国王与谎称能指出奇妙布匹

的骗子们之间的故事
《皇帝的新装》原
型

象王、小兔与月亮 修士与骗子的故事

鹧鸪与小兔 商人妻子与小偷 猎隼与老鹰和草鹭的故事

婆罗门与恶人们 修士、盗贼与魔鬼 一个小伙子娶了一个凶悍女子 《悍妇记》原型

老人、年轻妻子与贼 木匠与妻子 汉子身背宝石溺死河中

婆罗门、贼与食人妖 雌鼠择夫 汉子与燕子、麻雀周旋

戴绿帽的木匠 蟒蛇与蛙王 一个阴险女人

处女老鼠 猴子与雄龟 雄狮与胡狼 善、恶，聪明人与疯子

黑蛇与青蛙王子 修士与黄鼬 修士与蜜罐 堂娜特鲁阿娜的空欢喜
《卡》中《修士与
蜜罐》

第四卷得而复失（猴
子和雄龟）

老鼠与老猫 骑在象牙上的人 侠义三骑士侠义忠君

缺心少耳的驴 国王与芳兹鸟
甘心听命于魔鬼的汉子贪得无厌
一位哲人误入烟花巷

第五卷不思而行（婆
罗门与鼬鼠）

狮王与胡狼（信任）

建造空中楼阁的婆罗
门

依拉泽、毕拉兹和
王后

雌鸽屈死 考验朋友（真友谊难得）

猴子与扁豆 苏丹企图霸占臣属之妻

杀害和尚的理发匠 母狮、猎人与胡狼
一个傲慢的国王

修士与来客 乌鸦学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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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卢卡诺尔伯爵》至少有四个

故事直接移植自《卡里来和笛木乃》。这四个

故事分别是事例七《堂娜特鲁阿娜的空欢喜》

（原型为《卡里来和笛木乃》中的《修士与蜜罐》

的故事）、事例十九《乌鸦的苦肉计》（原型为

《卡里来和笛木乃》中的《猫头鹰与乌鸦》的故

事）、事例二十二《狮子与公牛》（原型为《卡里

来和笛木乃》中的《狮子与公牛》的故事）、事

例二十四《一位国王考验三个儿子》（原型为

《卡里来和笛木乃》中的《老人与三个儿子》的

故事）。这四个故事内容上完全一致，叙述形

式也如出一撤，只不过《卢卡诺尔伯爵》更为

简约，其所攫取的大抵是《卡里来和笛木乃》

的故事精髓。本文不妨择其一二，以为例证 ：

在《乌鸦的苦肉计》中，帕特罗尼奥讲述

了一群受猫头鹰欺诈的乌鸦，决定实施反间

计，于是拔掉了一只乌鸦的大部分羽毛，使其

仅可勉强飞行。他们借此迷惑猫头鹰，让后者

失去警觉，误以为脱毛乌鸦是来投靠它们的。

然而，一只足智多谋的的猫头鹰识破了乌鸦的

诡计，所憾其他同类不仅不听从它的忠告，反

而引发了内讧。最终，猫头鹰被歼灭，乌鸦大

获全胜。

这个故事与《卡里来和笛木乃》中《猫头

鹰与乌鸦》的故事完全相同，尽管叙述更加简

明，全文不过六百字。而在《卡里来和笛木乃》

中，这个故事前后嵌入了九个小故事，全文洋

洋洒洒，达二万三千余字，仅主干部分也多达

有五千余字。

再看《狮子与公牛》。它同样照搬《卡里来

和笛木乃》，讲述狮子与公牛如何反目成仇。

受狐狸（在《卡里来和笛木乃》中，狐狸即笛木

乃）的挑拨，狮子与公牛渐生罅隙，并最终兵

戎相见、两败俱伤。《卢卡诺尔伯爵》中的这个

故事比较简练，全文不过一千二百字，其规模

较之《卡里来和笛木乃》相去甚远。后者嵌套

的十八个故事使主干大为延宕、扩展。

还有《堂娜特鲁阿娜的一场空欢喜》亦复

如此。故事的内容是 ：有个女人叫堂娜特鲁阿

娜，家境相当贫穷寥落。一天，她头顶一罐蜂

蜜去赶集。路上，她幻想卖了蜂蜜换鸡蛋，再

用鸡蛋孵母鸡，如此鸡生蛋、蛋生鸡，她就能

比所有邻居更富有了。然后，她想象着如何让

子女结婚成家，如何子孙满堂。那样以来，她

就会在众多女婿、儿媳的簇拥下大摇大摆地走

上街头，享受人们羡慕的目光和无数的赞许。

想到这里，她不禁开怀大笑，还在脑门上拍

了一掌，结果蜜罐掉到地上碎个粉碎。这个故

事，迄今已有多种变体，有版本置主人公作婆

罗门，有版本置主人公为修士，在《卢卡诺尔

伯爵》中主人公化身为一个女人。值得一提的

是，此故事的篇幅与《卡里来和笛木乃》中的

《教士与蜂蜜》相当。

大体上说，《卢卡诺尔伯爵》的故事比较

简略。除直接源自《卡里来和笛木乃》的四个

故事外，其它故事也大多短小精悍，有的甚至

只有寥寥数语 ；长不过三千，短则四五百字。

这或许是因为罗曼司语短篇小说形成之初，作

者有意为之。而《卡里来和笛木乃》，特别是

《一千零一夜》的套盒技术容易将故事敷衍成

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在《卢卡诺尔伯爵》中，

仅有《英王理查德在对摩尔人作战中奋力一跳

建奇功》一个故事有二级嵌套，但叙述仍然简

约。这从另一个侧面见证了作者的创作意图 ：

表达政见、规劝君主、告诫世人，因而作者每

每在事例之后进行富有哲理性的归纳总结、阐

明观点。

除内容模仿之外，《卢卡诺尔伯爵》的叙

事架构和文学灵感同样受惠于《卡里来和笛木

乃》。美国俄勒冈大学罗曼司语系教授大卫 ·A·

鼠王米赫拉伊兹
尼罗河
国王

驴子与驯鹿

行者与银匠、蛇、猴子和老虎

王子与旅伴

鸽子、狐狸和苍鹭

注 ：此表参考了余玉萍教授对艾爵顿版《五卷书》与《卡里来和笛木乃》的比较研究，见《伊本 ·穆格法及其改革思

想》，第116-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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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克斯在《伊比利亚框架叙事——中世纪西班

牙玛卡梅和框架叙事》中“框架叙事”这个概

念指代受阿拉伯叙事影响的早期伊比利亚叙

事方式，认为框架叙事自十四世纪初始现于安

达卢斯，并迅速影响了当地的叙事文学。①英

国作家多丽丝 ·莱辛在谈到《卡里来和笛木乃》

时也曾断言 ：这类“故事以其独特的方式——

故事套故事，环环相扣——展开。在此之前，

西方并没有这种叙事方式”，及至薄伽丘和乔

叟等几位受到来自东方的影响⋯⋯②然而，堂

胡安 ·马努埃尔首当其冲，是受到东方影响的

西方文人，他的名字理应在“框架叙事”中占

有一席之地。而《卡里来和笛木乃》正是其作

品所从出的主要源泉。

自《卡里来和笛木乃》的故事主体部分（第

五篇）以降，每篇故事均以下列方式开启：“国

王德卜舍里姆对哲学家白德巴说 ：‘请给我举

一个例子，说明XX情况吧。’”抑或“国王德

卜舍里姆对哲学家白德巴说 ：‘关于XX情况，

我已经知道了，如果方便，请给我举例谈谈

吧。’”而在每篇故事的结尾，则会有“这便是

关于XX的例子”，甚或哲理性的总结如“对怀

有敌意的那些人，无论他们的表现怎样友好、

谦恭，也不应该受他们的骗、上他们的当”，

如此云云。

在《卢卡诺尔伯爵》中，这种框架结构或

叙事范式被完全承继下来。在作品序言中，马

努埃尔就曾写道 ：“序言到此结束，后面开始

正文。本书以一位大领主与其谋士谈话的形式

写就，这位领主名叫卢卡诺尔伯爵，谋士名叫

帕特罗尼奥”，而正文的开篇恰似《卡里来和

笛木乃》：“有一次，卢卡诺尔伯爵与其谋士帕

特罗尼奥密谈，伯爵对他说 ：‘帕特罗尼奥，

（陈述问题），我希望听取您对此事的意见，并

给我出谋划策。’”或者“一日，卢卡诺尔伯爵

在密室中对其谋士帕特罗尼奥说了如下一番

话”，诸如此类，与《卡里来和笛木乃》并无二

致。更为重要的是，《卢卡诺尔伯爵》的每则事

例恰恰是《卡里来和笛木乃》主体故事的呈现

方式，而且每则事例皆由谋士进行总结，道出

个中意蕴 ；卢卡诺尔伯爵听后便会感到心情

舒畅，抑或对结果十分满意。与《卡里来和笛

木乃》不同的是，《卢卡诺尔伯爵》每篇结尾均

有作者的评议，或“有诗为证”，如“舍己利人

必有因，平白无故切勿信”、“莫管他人说短长，

是非利弊自掂量”，等等 ；有时甚至引经据典，

与我们通常所谓的子曰诗云颇有几分相似。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或可得出如下结论 ：

问世于十四世纪的《卢卡诺尔伯爵》对《卡里

来和笛木乃》的借鉴毋庸置疑。但是，问题在

于反复出现于《卡里来和笛木乃》和《一千零

一夜》的复杂嵌套结构并未受到堂胡安 ·马努

埃尔的关注（仅一处除外）。当然，《卡里来和

笛木乃》中的嵌套或套盒模式，较之于《一千

零一夜》（定型于十五、十六世纪）的多层嵌套

模式又显然简单了许多。这多少印证了小说

由简单到繁复、丰富的发展轨迹。相形之下，

《卢卡诺尔伯爵》只能用“短小精悍”一言以蔽

之了。而《卡里来和笛木乃》在流传过程中，

又相继对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产生了影

响。《智慧宫》记述了犹太人彼得吕斯 ·阿方西

（Petrus Alfonsi）约于十一世纪在其改写的《教

士的故事》中，将嵌套式框架叙述结构带到了

英国③（见表一）；拉封丹寓言、薄伽丘的《十

日谈》则进一步从《卡里来和笛木乃》汲取营

养。尤其是在后者，嵌套方式已臻圆熟，其内

容也更为丰富。但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总之，《卢卡诺尔伯爵》作为西班牙和罗

曼司俗语小说的开山之作，借鉴了《卡里来和

笛木乃》，继而影响了西方文学的发展进程。

这是东学西渐的一个显证，也是东西方文化交

融、化合的重要环节，理应得到东西方学界的

更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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