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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法语文学中的“玄怪”倾向*

孙婷婷

内容提要  比利时的法语文学长期依附于法国文学，一直到1880年代才获得相对

的独立。此后，比利时作家一直致力于开发其法语文学的独特性。二十世纪中

期，“比利时文学的玄怪传统”首次明确出现在文学史上，作为比利时法语文学

的特性之一而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本文集中探讨了该传统从诞生、发展到衰落的

演变过程，并以海伦斯的作品为例，论述了比利时玄怪文学的主要特点。

关键词  比利时法语文学 玄怪 皮卡尔 海伦斯

十七世纪以后，法国文化的辉煌加强了其意识形态在语言与文学方面的影响。在

比利时和瑞士两国，法语区的学校教育几乎完全以法国的文学经典为基础：“在我们这

些国家，……语言体系的学习，几乎完全经由法国文学的‘万神殿’这一途径。没有

其他的文学规范，尤其没有直接源自言说者日常生活背景的文本，可以对‘万神殿’

所推广的世界观进行细微的补充或均衡。”A

这种世界观逐渐变得权威、专横而抽象，严重束缚了语言形式的发展和革新，进

而造成比利时法语区的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鸿沟，还让书面语具有了一种错位与陌生

的特征：法国的文学典范（“万神殿”）反映的是“宗主国”的思维方式，传播的是一

种带有高度集中性的精英文化的语言规则，这种文学典范和法国在历史、社会结构或

政权运作等方面的模式结合起来，给书面语打上了深刻的标记。

相较于法国，比利时各地的民族、语言和文化冲突更为剧烈，偶尔的“统一”

也表现出中央集权性不强、地方本位主义突出的特点。于是，被认为“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法国模式，在比利时往往成为禁锢想象力的桎梏。想要通过别人的语言模式描

述或者再现自己的现实，往往会让现实发生变形。法式花园般整饬而规范的书面语

言，与比利时作家们想要重建或者抵达的世界形成割裂，这正是两国在历史、语言与

 *  国内学界对“fantastique”有“神怪”“志异”“惊悚”“奇幻”等译法，考虑到其写作手法的“玄妙”和主题的

“怪异”，笔者在多篇论文中采用了“玄怪”这一名称。

AMarc Quaghebeur, çSpécificités des Lettres belges de langue françaiseç, dans Itinéraires&Contacts de Cultures, volume 

20, Paris:Editions l’Harmattan, 1995,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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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的错位而导致的后果。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文学意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觉醒，比利时作家们开

始思考如何发明一种（甚至多种）独特的写作形式，如何使用一套与法国的词语内涵

不完全重合的词语，以契合一段与法国历史同样“特别的”历史。1880年代比利时法

语文学获得相对的“自治”后A，比利时作家在对本国文学独特性进行阐发、对语言

加以特殊处理、对文学规范进行自由操作等方面，更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正如某位

评论家所说：“词与物之间格外不对称的尖锐关系，反而在比利时产生了毋庸置疑的美

学特性。魔幻现实主义就是最好的证明，还有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B

一、比利时玄怪文学的诞生

比利时法语文学的独特性已经得到广泛承认，玄怪文学占有的重要地位便是独

特性的一个证明。某种角度来看，玄怪的核心问题是身份的困扰，而类似的追问也同

样纠缠着探寻民族特性与文化身份的比利时作家，因此，可以理解比利时文学何以持

续地表现出对于玄怪文学的偏爱——除非我们认为，身份的问题是所有文学作品的

根源。

法国玄怪文学在十九世纪末渐趋湮灭，被继起的科幻小说取代。比利时的玄怪文

学却是在进入了二十世纪后，才经历了真正的辉煌，具体来讲，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得自于比利时几股文学潮流的共同滋养。象征主义就其初衷来讲具有一

种思辨性，针对屈从于感官、直接而又“猥琐”的现实，它刻意地加以拒绝。换句话

说，象征主义随时会与“不真实”和 “超自然”擦肩而过，并通过微妙的类比，进入

阴影和光明交错的“朦胧”地带，在这种暧昧的区域，“现实”虽未被撼动，却已受到

了不动声色的挑战。采用象征主义手法，的确就是整合了所有要素，去引发“现实”

的崩塌。大概正因如此，象征主义作家才会对讽喻故事、寓言、童话、传说等体裁格

外痴迷。以梅特林克为例，在写出最优秀的剧作和诗歌以后，他开始在现实世界的框

架以外寻找可能的延伸，寻找星际之间的联系，甚至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交流（如

A保尔·阿隆在其著作《比利时作家与社会主义（1880—1913）》一书中，对比利时文学的自治进行了严谨的论

证，概况起来有如下三点：文学场与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场域出现了断裂；文学活动实现了制度化（专业人员的配

备、出版社和杂志等实体机构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建立）；文学场部分地从法国的监管下解放出来（Paul Aron, 

Les écrivains belges et le socialisme, 1880-1913, Bruxelles: Labor, 1985, pp. 153-170）。

BMarc Quaghebeur, çLa première des littératures francophonesç, dans Studia Universitatis Babes-Bolyai, Philologia 1-2, 

Cluj-Napoca, 1991,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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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境研究》《陌生来客》《四维空间》《太空生命》等）。意大利著名作家帕皮尼 

评价《陌生来客》时指出：“梅特林克在当代文学中的独特性，在于他对神秘的掌控，

让神秘听令于敏感的灵魂。……他激发细微的焦虑，他和战栗、抽泣一起游戏……

（他是）庄严的调皮鬼、清教徒式的小丑、刻板的精灵。”A比利时的象征主义于是

营造出一种氛围，勾勒出相当有趣的文学图景，只需将这一图景细致地加以描摹，经

典玄怪文学的构成要素——例如现实的断裂、超自然现象的侵入、恐惧的效果和阐释

的模糊性等——即可逐一显现。

比利时玄怪文学也扎根于乡土和农民的比利时现实主义潮流，因为受到年代久远

的迷信的影响，也不乏巫师、占星家、术士、水源卜测者等经常在传统玄怪作品中出

现的离奇人物及其相关情节。“阅读十九世纪下半叶流行的小说，读者经常有这样的

感觉：现实主义如果采取夸张的手法，也会触及玄怪文学的边界。”B更不消说玄怪

故事几乎都是开始于现实生活，都以“在撕裂真实之前，首先要编织真实”C为前提

条件。作为现实主义潮流的领军人物，埃克豪特（Georges Eekhoud，1854—1927）的

代表作《我的圣餐》和《露天市集》已经具有鲜明的玄怪文学色彩，其《钟表磨坊》

和《成串爬行的十字架》都应列入玄怪小说的范畴，1920年发表的《卢塞恩古桥的魔

舞》更是一部优秀的玄怪作品。

比利时玄怪文学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按照玄怪文学研究专家巴罗尼昂的说法，

要从僵化刻板的社会现象中寻找。当外部世界已经确立，当每个人的行为都大同小

异，当出生、成长与死亡开始遵循苦涩的单调，甚至做爱和谋生也沦为“萎靡的激

情”的时候，玄怪文学就成为一种绝妙的抗议之声——挑衅现存秩序的绝对权威、推

翻过度的理性与常识。总之，外部世界的平庸与功利，让玄怪文学染上了某种咄咄逼

人的色彩。比利时的玄怪文学“尤其是对抗性的，它顽强地抵抗惯例和习俗……不时

地打开若干缺口，制造某些扭曲，让我们隐约看见‘不真实’与‘难以接受’嬉戏的

区域……”D于是，相较于法国，在时代、地域、语言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都被“边

缘化”的比利时作家们，迫切地需要在同样具有反抗意识形态的玄怪文学中找到庇护

所，从而栖身于另一处也许让人焦虑、却总要胜过先前之“不存在”的“所在”。 

AGiovanni Papini, Le Démon m’a dit, traduit de l’italien par Paul-Henri Michel, Paris: Payot, 1923, p. 164.

BJean-Baptiste Baronian, La Belgique fantastique, avant et après Jean Ray, Bruxelles: Editions Jacques Antoine, 1984, 

p. 7.

CRoger Caillois, Images, images, José Corti, 1966, p. 28.

DJean-Baptiste Baronian, La Belgique fantastique, avant et après Jean Ray, Bruxelles: Editions Jacques Antoine, 1984,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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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许多评论家注意到，擅长玄怪文学的首批作家中的绝大多数（如梅特林

克、罗司尼），以及后来的不少代表作家（如海伦斯、让·雷），都出生在佛兰德地

区。以此为基础，他们发展出一种观点：该地区的弗拉芒人阴郁的性格和对于荒诞

离奇的癖好，当地迷信鬼魂的民间故事，自然景物中雾霭的弥漫和幽灵起舞般的杨

柳……尤其是常以鬼怪为主题、让人感到刺激和惊悚的绘画传统，也是比利时玄怪文

学繁盛的原因。不可否认，某个特殊的地点、某种独特的氛围对于超自然现象的出现

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们有助于超自然现象不着痕迹地进入现实世界，而当作家在心

灵深处意识到“真实”的脆弱性，隐约感受到也许还有其他的“存在”或者“意念”

可以左右事物进展的时候，他们尤其会鼓励超自然现象的登场。

二、比利时玄怪文学的发展

毫不夸张地说，比利时是玄怪文学的家园。如前所述，在早期的象征主义作家梅

特林克等人的作品里，已经可以找到玄怪文学的萌芽。

1920年代，主要有两位作家促进了玄怪文学的发展：弗兰茨·海伦斯（Franz 

Hellens，1881—1972）与让·雷（Jean Ray，1887—1964）。前者以富有诗意和思辨性

的手法取胜，后者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藐视学院主义与正统文化的“越界”与激情。海

伦斯的作品，如《夜祷》、短篇故事集《玄怪的真实》和《新玄怪的真实》很快取得

成功，为他赢得巨大的声誉。让·雷的影响则局限在较小的文化圈子里：1927年，他

的一篇小说入选法国出版的首部玄怪文学选集《制造恐惧的大师们》（Les Maîtres de 

la Peur）；1934和1935年，《威士忌故事》中的四个短篇陆续刊登在美国的著名杂志

《怪谭录》上。

从海伦斯开始，比利时可谓出现了公开承认自己归属的真正的玄怪文学作家。其

小说集的标题《玄怪的真实》（1923）、《新玄怪的真实》（1941）表明了对“玄怪”

这一具体文类的参照。从法国前辈诺迪埃、奈瓦尔或者美国先驱爱伦·坡的作品中，

海伦斯孜孜寻找“精华、活力、心灵的酵母，让令人兴奋的‘真实’不断胀大，从而

形成……真正的玄怪”A。他的玄怪作品“远离哥特式恐怖以及英国黑色小说的狂

暴”B，力图挖掘日常之中的“奇异”。作家缓慢而隐蔽地接近目标，让理性受到最小

AF. Hellens, Le fantastique réel, Bruxelles: Labor, 1991, coll.Poteau d’angle, p. 13.

BJacques Carion, çLes Jeux de miroir de la littérature fantastiqueç, dans La Belgique francophone Lettres&Arts, Philologia 

1-2, Cluj-Napoca, 1991, 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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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击，“早期的作品里，他就观察到了梦境与现实之间的模糊边界，在这条边界上尝

试了微妙的滑移，最后，这些滑移改变了边界的性质”A。海伦斯把“真实”之中某些

让人困惑的方面展示出来，唯有敏感的艺术家，才可以凭借诗意的想象或者对梦境的朦

胧记忆，对此有所感知。某种程度上，海伦斯的玄怪作品呈现的，是在一个极为敏感的

诗人的眼光下被改变的“真实”，用布里翁的话说，是“梦幻的自然主义”B。

同一时期的让·雷，遵循的则是一种迥异的玄怪文学旨趣。没有让·雷，大概也

不会有“比利时奇幻流派”（l’ñcole étrange belge）的说法。他的创作不仅吸引了批评

界对其作品的注意，还引发了研究者对于比利时玄怪文学这个领域的兴趣。海伦斯有

多么执着于“真实”（细致地探测其微小的错位），让·雷就有多么偏爱夸张与过度。

他的作品永远不乏惊悚与恐惧，平行世界的插入经常让人物和读者紧张得屏住呼吸。

然而让·雷没有真正地开宗立派，只有托马斯·欧文（Thomas Owen）一度延续了他

的手法，使用过让·雷式的有轰动效果的主题。后来，欧文也逐步远离了这种风格，

作品在写法与心理效果上都更趋含蓄。

如果把比利时的玄怪文学比拟为一座山峰，海伦斯与让·雷便分别代表了它的两

个坡面，以各自的方式激发了玄怪文学的创作活力。其后的每一位比利时玄怪文学作

家，或多或少都是他们的继承人。当然，这些玄怪文学作家才华不等，又因为各自的

幻想或者执念而具有鲜明的特点：盖得罗德（Michel de Ghelderode）笔下的惶恐不安

的人偶，蒂里（Marcel Thiry）与现实保持的令人惊叹的距离，布莱（Robert Poulet）

对于悲剧性与神经质的敏锐，欧文以隐秘的方式而点滴注入的恐怖，普雷沃（Gérard 

Prévot）的形而上的写作风格，斯登伯格（Jacques Sternberg）笔下荒诞的日常，瓦窦

（Monique Watteau）对于人体的着迷……

二战以后，玄怪文学专家巴罗尼昂以玛拉布出版社（Marabout）为阵地，大力推

进玄怪文学的发展，许多作家得以陆续发表他们的玄怪作品。1961年，玛拉布出版社

推出让·雷的《黑色与玄怪故事精选25篇》，1969年，该社又专门推出“玄怪文学”

丛书。1971年，巴罗尼昂倡议成立让·雷文学奖，专门用以奖励玄怪文学的优秀作

品。同时，以国别区分的大开本的玄怪文学选集相继出版。总之，相当完备的出版条

件让玄怪文学的兴盛持续到1977年——当玛拉布出版社无力抗衡来自法国的袖珍图书

之冲击的时候。

AJacques Carion, çLes Jeux de miroir de la littérature fantastiqueç, p. 59.

BMichel Brion, çLe fantastique dans l’oevre de Franz Hellensç, dans Le dernier disque vert. Hommage à F.Hellens, Paris: 

Albin Michel, 1957, 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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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玄怪文学发展的这一段黄金时期里，让·雷的作品得以多次再版，托马

斯·欧文找到了自己的读者群，普雷沃、瓦窦、孔佩尔（Gaston Compère）等作家联系

上了可以出版其全部玄怪作品的出版商，蒂里终于被公认为玄怪文学作家……当然，

也有一些作家游离于玛拉布的出版体制之外，例如拒绝任何归类却经常进行玄怪文学

创作的斯登伯格，以及让·穆诺（Jean Muno）和安娜·里希特（Anne Richter）等人。

三、比利时玄怪文学的特点

海伦斯是比利时玄怪文学的领袖及理论家。我们以他的作品为例，探讨一下比利

时玄怪文学的主要特点。

1910年，“真实的玄怪”（le fantastique réel）被用于描述海伦斯的《风之外》一书，

在挖掘比利时所特有的文学灵感的过程中，这个概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47年，保

尔·菲兰斯（Paul Fierens）就是以它为出发点，努力界定一种比利时法语文学特有的

创作方式，甚至把传统回溯到波希和布勒哲尔的时代A。于是，在比利时文学史上，

首次明确出现了“比利时的玄怪文学传统”这个观点。B

实际上，“真实的玄怪”这一表述最先出现于法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爱伦·坡的

作品经由波德莱尔的翻译和研究，掀起了法国玄怪文学创作的第二次高潮（第一次是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得益于浪漫派对霍夫曼作品的介绍），巴黎的评论界与霍夫曼所

代表的浪漫主义模式拉开距离，转而盛赞爱伦·坡的作品表现了一种“本质上是心理

的……玄怪”C，“演绎与分析扮演了以往梦境或幻象所承担的角色”D。在这种氛围

里，1885年克拉尔迪（Jules Claretie）在一篇序言中声称“大脑的亢奋或抑郁（状态）

是真实的存在……人的思想也和音乐一样，存在许多‘音差’，而这些无限微小的脑

部意识很值得注意”，坡的“分析性玄怪文学”第一次将研究的重心从外部转向“人

的内部”，这种进步的成果即为“真实的玄怪”。

两年后，这一观点跨越国界，出现在爱德蒙·皮卡尔（时任《现代艺术》主

A吉罗姆·波希（Jérçme Bosch）和老皮特·布勒哲尔（Pieter Bruegel）都是弗拉芒画派的主要代表。

BPaul Fierens, Le Fantastique dans l’Art flamand, Bruxelles: Editions du Cercle d’Art, 1947, p. 7. 书名虽然叫《弗拉芒

艺术中的玄怪因素》，其内容却远未局限在弗拉芒语区。按照当时的习惯做法，菲兰斯也把“弗拉芒”当做了“比

利时”的近义词。

CEric Lysçe, çFranz Hellens et le‘fantastique réel’: quelques jalons pour l’arpenteurç, dans La littérature belge de 

langue française (Itinéraires et Contacts de Cultures, volume 20), Paris: Editions L’Harmattan, 1995, p. 89.

DJean-Luc Steinmetz, La littérature fantastique, PUF, 1990, p.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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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的一篇名为《真实的玄怪》的长文中。皮卡尔效仿克拉尔迪，敦请同胞不再局

限于浪漫派的“想象性的玄怪”，转用崭新的眼光观察事物。他说，要重视“古怪”

（étrange）的最为隐秘的表现，要参照癔症与神经官能症，观察那些“精致的心理疾

病”、体会“思想和情感被‘失衡’侵入时难以察觉的、略微有害的过程”A。

不过，1887年的皮卡尔完全没有把“真实的玄怪”据为比利时“己有”的想法。

直到1910年，他在评述《风之外》的一篇文章中，才重提此说，并把它看作一种具有

地域性的独特禀赋。发明“真实的玄怪”概念的克拉尔迪，遵循的是自然主义法则；

皮卡尔却没有陷入自然主义的窠臼：他接受自然主义，同时也不放弃某种主观性，将

主观性视为天才的绝佳保障；他赞同现实主义，同时也不否认自己的理想主义倾向。

他的态度折射出多数比利时人的心理，并且成为国家形象的一个构成要素：比利时本

就是欧洲地理和文化上的“十字路口”，其时更被视为“矛盾纷呈的国度”，比如境

内弗拉芒荷兰语区与瓦隆法语区的并立，比如文学上同时推崇“现实主义”和“神秘

主义”（既看重“真实”，又追求“玄怪”）B。

1920年代以后，《风之外》的作者海伦斯承继皮卡尔的观点，试图建立一种所谓

的“玄怪现实主义”或曰“真实的玄怪文学”，其特点正是“综合性”，亦即在美学

层面上把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乃至浪漫主义结合起来：“该表述（真实的玄怪）具有双

重性……‘玄怪’延伸至梦境和神秘主义，‘真实’则指向现实主义、指向画家眼中

的对于细节的考量，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定义‘比利时灵魂’的要素。”C

《风之外》里有对自然主义作家都德和左拉等人的借鉴，主人公多是被物化的底

层或者边缘人物，妖魔化的机器构成小说的背景；同时也汲取爱伦·坡的《奇异故事

集》的经验，细腻刻画人物面对玄怪现象时的心理逻辑；不仅如此，由于对“人与人

偶的混淆”这个主题的青睐，海伦斯更是与“第一代”玄怪文学重建了联系——霍夫

曼对人偶等自动装置的暧昧性早就有所阐发。于是，在法国文化圈里被认为是互相抵

触的几种“程式”/“主义”——或者因为它们处于同一时期而造成客观上的对立，或

者因为它们属于不同时代的美学观念（这是最为普遍的情况）——却在海伦斯的作品

里得到了完美的综合：共时性的综合融汇了自然主义与象征主义，历时性的综合吸纳

AEric Lysçe, çFranz Hellens et le‘fantastique réel’: quelques jalons pour l’arpenteurç, p. 89.

BEric Lysçe, Les kermesses de l'étrange ou Le conte fantastique en Belgique du romantisme au symbolisme, Paris: 

A.G.Nizet, 1993, pp. 253-255, pp. 505-511.

CPierre Piret, çGénéalogie du fantastique réel. ç propos des Hors-le-Vent, de Franz Hellensç, dans Textyles ［En ligne］, 21 

(2002), mis en ligne le 15 aoçt 2005, consulté le 08 mars 2018,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textyles/893 ; DOI: 10.4000/

textyles.893［202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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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浪漫主义与当代的文艺潮流。

这种对各式“主义”博采众长的美学原则，足以从总体上概括海伦斯作品的特

点，是其真正的统一性所在。进一步说，海伦斯作品的统一，就在于它内部各要素的

绝对的“异质性”。相较于作为文学样板的“巴黎模式”，这种异质彰显了一种很大

的独立性，与十九世纪末开始于法国境内的“净化玄怪文学”的运动恰恰相反A。向

童话、灵异故事甚至科幻小说等文类借鉴经验，从先锋派和民间文学中获取灵感的海

伦斯，切实践行了其比利时文学前辈勒蒙尼耶（Camille Lemonier）的肺腑之言：“……

我不喜欢把自己封闭在土地测量员划定的区域里。……我的疆土……延展到我狩猎和

把猎物打倒的所有地方，延展到我面前的阳光投射到的所有地方。”B

海伦斯因此代表了比利时的文学实践，正是凭借这种绝对的自由，他继承了由勒

蒙尼耶和皮卡尔等人开创的传统。虽然持续地聆听和追逐巴黎，他却从未让自己沦为

某个潮流的奴隶。他不轻忽任何的“时尚”，却又有着重拾往昔的癖好，正如他笔下

的人物，同时留驻在“风之里”和“风之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比利时鲜有玄怪文学的新锐作家出现。世纪末的读者

（或观众）似乎更喜欢好莱坞式的恐怖和血腥刺激的场景，斯蒂芬·金作品的销售奇

迹、布鲁塞尔等地的惊悚电影节的成功等等都是一种证明。而多数玄怪作家擅长的，

却是隐晦的烘染与间接的暗示，传统的玄怪文学遭遇了读者群匮乏的危机。

此外，文学实践的发展——后现代文化把旧与新、大与小、崇高与可笑等相悖的

概念混合在一起——使得文类有了灰飞烟灭的趋势，玄怪文学似乎也在自我蜕变的同

时，分散融汇到其他文学领域。尽管玄怪文学始终存在，“玄怪”这个词语本身却淹没

在了更加模糊和广义的范畴之中，不再被明确使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再确定

哪些是“标准的”玄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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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十九世纪末，一股新的非理性思潮席卷法国，玄怪因素侵入到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然而作为一个文类，它已

经渐趋消亡：一方面，作家和文评家们纷纷改换字眼，很少使用fantastique这个词语；另一方面，当时法国的文学

机构力推诗歌与小说（或曰象征主义与自然主义）的两极分化过程，作为处于中间位置的“交叉”文类，玄怪文

学于是被“分解”“稀释”，走向非此即彼的文类划分的极端，详见Eric Lysçe, Les kermesses de l'étrange ou Le conte 

fantastique en Belgique du romantisme au symbolisme, Paris: A.G.Nizet, 1993, pp. 14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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