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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苏珊·汉德尔曼在其两部犹太教研究代表性著作中梳理了犹太教书写观 ,在她看

来 ,书写与《托拉 》在犹太教中具有神圣的地位 ,这与犹太教信仰一种 “不在场 ”的 、或者 “隐

退 ”的 、只体现为痕迹的上帝有关。同时 ,她认为犹太教长久以来都在因循一种异端的阐释

模式 ,即以移置 、重写的方式对待传统 。但是 ,也正是对这种 “异端 ”思想的不断吸收 ,才使

得传统得以在更新中传承 。在汉德尔曼看来 ,弗洛伊德和德里达等人的当代理论其实同样

遵循着这一思路 ,因此他们也被喻为 “弑摩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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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Writing),这个在后结构主义理论语境中尤为重要的关键词 ,为何会在犹太教的

信仰和思想中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 历尽沧桑的犹太教思想和上世纪 60年代肇始的理论



革命之间 ,是否存在着某些联系 ?如果存在联系 ,其意义何在 ?这些正是当代美国女学者苏

珊 ·汉德尔曼(SusanHandelman)一直在探究的问题 。近年来 ,她在经典犹太教思想与后现

代理论关联方面的研究成果 ,已经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因此 ,为了理解上述问

题 ,我们也许可以从她的理论研究中获得一些答案或启示。

汉德尔曼在犹太教经典与后现代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见之于两部代表性著作:

《弑摩西者:拉比阐释在现代文学理论中的体现 》(TheSlayersofMoses:theEmergenceofRab-

binicInterpretationinModernLiteraryTheory, 1982)和《救赎的碎片:本雅明 、肖勒姆和列维纳

斯的犹太思想与文学理论》(FragmentsofRedemption:JewishThoughtandLiteraryTheoryin

Benjamin, Scholem, andLevinas, 1991)。在这两部著作中 ,她对犹太教书写观念以及与之密

切相关的拉比阐释学传统 ,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和论述 ,并进而提出 ,犹太教长久以来都

因循一种近乎异端的阐释模式 ,以重写 、移置的方式对待传统 。但是 ,也正是对这些 “反叛 ”

思想的不断吸收 ,才使这一伟大传统始终处于一种不断更新的传承过程中 。同时 ,她还认

为 ,当代思想家弗洛伊德 、德里达等人的理论也遵循着相同的思路 ,他们也因此被喻为 “弑

摩西者 ”(SlayersofMoses)。

无独有偶 ,当代神学家大卫 ·特雷西也认为 ,德里达和罗兰·巴特的理论实践可以被视

为是对犹太教书写理论的一种再思考。
①
这样 , “书写”理论也许并不是 1967年后的全新理

论独创 ,而在与犹太教书写理论的关联中重新审视它 ,也就成为了一种必要的理论探讨。在

很大程度上 ,汉德尔曼相关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此。

一

基督教源出于犹太教 ,然而两者关于书写的观念却迥然有异 ,而汉德尔曼对犹太教书写

观念及阐释体系的界定 ,也正是以明确与之对立的希腊 -基督教传统的书写观念作为开始

的 。她在《弑摩西者》中提出 ,在逻各斯哲学对不可见 、不可感知世界的热望背后 ,隐藏的其

实是希腊人对 “注视”的推崇 ,一种去见不可见之理念的冲动 ,即使见到的不过是 “太阳的影

子 ”。所以 ,当承继了 “逻各斯 -道 ”观念的保罗(Paul)在一个希腊化世界中阐发基督教神

性时 ,便不可避免地使上帝成为一种物质性形象 ——— “道成肉身 ”的耶稣 ,作为实质性存在

和纯粹在场 ,他成为唯一也是最终的参照 ,书写文字也就失去了效用(Handelman, Slayersof

Moses17 , 84-100)。

然而 ,基督教毕竟还是需要有一部用文字书写的 《新约 》来与犹太教相区别 ,并以此阐

发教义 。因此 ,保罗便试图向异教世界说明:在圣经物质性的文字背后 ,其实隐藏着可以为

希腊人所接受并追求的精神性真理 ,文字是暂时性的 ,而精神性的阅读和解释却能还恰切之

意于文本 ,正所谓 “字句是叫人死 ,精意是叫人活 ”(《哥林多后书》3:6)。在汉德尔曼看来 ,

保罗对文字和精神的区分 ,奥利金(Origen)的 “字面义”和 “内在义 ”之分 ,以及奥古斯丁

(Augustine)的符号理论 ,都试图在显义和隐义之间设置一种截然相对的关系 ,并将文字视

为指向精神的符号和工具 。而且 ,在奥古斯丁以降的大多数基督教理论家看来 ,符号和事物

间若是出现任何形式的混淆 ,就是一种偶像崇拜;文字不可能表达真理和人天性间的完美相

似性 ,只有道成肉身的耶稣才能成为跨越两者间鸿沟的桥梁(Handelman, SlayersofMoses

86 , 99-120)。于是 ,尽管被称为 “圣书的子民 ”,书写《圣经》在基督教中也只是圣言的记录

和见证 ,本身并不具绝对中心地位。在汉德尔曼看来 ,由保罗开启的这种希腊化的基督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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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观念 ,长期占据着西方思想的主导地位 ,即使历经宗教改革 、启蒙运动甚至现象学的时代 ,

仍被潜移默化地传承和不曾间断地接受下来(Handelman, FragmentsofRedemption98)。

汉德尔曼指出 ,与希腊人对 “注视 ”的现象性追求和基督教对 “道成肉身 ”的耶稣基督的

“观看”不同 ,希伯来的上帝虽不可见 ,但他却言说 ,不可见的启示也因此可以通过 “倾听 ”来

感知(Handelman, SlayersofMoses17)。然而上帝的启示如何才能被倾听到 ?这启示是直接

的还是需要中介的? 作为汉德尔曼重要理论资源的肖勒姆(GershomScholem)这样认为 ,希

伯来语是原初的神圣语言 ,因而希伯来字母本身就是神圣力量的载体或浓缩 ,其各种组合和

重组便是造物的规则;文字由此获得了与它所传达圣言间的奇妙联系 ,而不再仅仅是种工

具 ,人与上帝之间的交互性关系就在其中得以实现 ,书写及文本也因此获得一种神圣的地位

(Handelman, FragmentsofRedemption84)。

与基督教思想中文字与本质 、显义与隐义的二元对立不同 ,在犹太思想里并不存在文字

与本质内涵间的根本差异 ,犹太人之所以谨守文字符号 ,是因为他们认为本质与文字符号密

不可分(Handelman, SlayersofMoses89)。他们并未如奥古斯丁指责的那样 ,将符号当成本

质 ,并就此沦为偶像崇拜;相反 ,在犹太人看来 ,若是抹杀文字的作用 ,将它与所表现的本质

割裂开 ,并最终推出一个具象的上帝 ,这才是一种偶像崇拜。更重要的是 ,与基督教上帝的

存在和神性是通过基督呈现不同 ,犹太教上帝的存在和神性是被铭写于文本之中的。正如

列维纳斯(EmmanuelLevinas)所说 ,上帝与犹太人的亲近关系 ,并不体现为 “与道成肉身之

上帝的情感交流 ,而是一种通过 《托拉 》(Torah)为中介的精神联系 ,它是一种对话 ,而不是

具象为一个活在我们中间的上帝”,所以 ,只有 “热爱 《托拉 》更甚于上帝 ,才可以防止直接与

上帝接触这种疯狂的念头 ”(Levinas, “ToLovetheTorahMorethanGod” 219)。

关于一般认为由 《摩西五经 》构成的《托拉》以及犹太教典籍 《塔木德》(Talmud)是这样

表述的:“上帝把他珍爱的放在优先的位置 ,因为他珍爱 《托拉 》甚于他造的其他一切 ,所以

他先创造了 ”(转引自柯恩 149)。因此 , 《托拉》是先于世界的 ,在世界的空间和时间尚未被

创造之时 , 《托拉 》就以黑火的文字被书写在白火的背景之上。换言之 , 《托拉 》并非人工造

物或宇宙的产物;相反 ,它恰恰是造物的蓝本 ,存在的一切方面都与 《托拉 》相关联 ,没有什

么能够外在于它 ,人们若想探寻造物的秘密 ,就必须借助《托拉 》的文本。汉德尔曼认为 ,德

里达的 “文本之外别无它物 ”完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Handelman, SlayersofMoses37-

39 , 166;Derrida, OfGrammatology163)。而德里达在解读犹太诗人雅贝斯(EdmondJabès)

时也提出 “世界存在因书存在”,书才是本源的 ,所有事物在进入世界之前就已经从属于书

(Derrida, WritingandDifference76-77),这的确可以视为对 “《托拉》先于世界”的一种重新

表述。

《塔木德 》中还有这样的说法:“你们可以抛弃我 ,但要保留我的 《托拉 》”(Levinas, “To

LovetheTorahMorethanGod” 218)。这也就是说 ,在犹太教的上帝看来 , 《托拉 》甚至比他

更为重要 ,研读《托拉 》本身就是侍奉他 。而当不可见的上帝通过 《托拉 》来传达他的启示

时 ,他借助的其实恰恰是自己的一种 “不在场 ”,犹太教的信仰也正是以对 “不在场”上帝的

信望来定义的。汉德尔曼强调 ,这种 “不在场 ”并不意味着在别的某处 ,那不过是转换了一

个在场 、感知或解释的位置而已 ,仍然摆脱不了二元对立模式的窠臼(Handelman, Slayersof

Moses171-73)。

在汉德尔曼的论述中 ,适合用来描述这种 “不在场”的是 17世纪喀巴拉主义者卢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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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ria)提出的 “隐退”(tzimtzum)。所谓 “隐退 ”是指为给有限的宇宙留下空间 ,上帝必须撤

回到自身之中 ,隐退它的无限性 ,以这种 “自我否定”来造物(Handelman, FragmentsofRe-

demption93-95)。此外 ,与 “隐退 ”相似的还有列维纳斯的 “上帝的痕迹 ”(traceofGod)。

在列维纳斯看来 , “上帝仅仅以他的痕迹来显示自身 ”(Levinas, “TheTraceoftheOther”

359)。在此问题上 ,德里达甚至走得更远 ,他认为世界也许并不是 “上帝的痕迹 ”的效果 ,而

是 “上帝本身就是痕迹的效果”。在这里 ,德里达将上帝的 “隐退 ”和 “痕迹”观念当作了一

种直义的隐退 、分裂。在他看来 ,诫碑的破裂实际上是上帝自身的一种分裂 ,它以缄默的方

式中断了和人们的交流 ,使得人们更需要委身于痕迹之中(Derrida, WritingandDifference67

-73)。这样 ,不论是否信仰上帝 ,上帝都在犹太教的信仰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中渐渐隐

没 ,再难辨寻他的源头所在 ,惟留文本中的痕迹 。

二

德里达提出了与众书(books)相对的大写之 “书”(Book)(Derrida, WritingandDifference

10),罗兰·巴特也有与 “作品 ”(work)相对的 “文本 ”(text)(Barthes156),在汉德尔曼看

来 ,相似的对立也存在于犹太教的经书文本与基督教的大写圣书之间。首先 ,犹太教的文本

不是一部总体性的 、封闭的已完成之书 ,而是先于世界存在的 《托拉 》,也是从未完成的 《塔

木德》,是早已经开始 、却又永远不会终结的敞开文本(Handelman, SlayersofMoses89)。其

次 ,犹太教文本追求的也不是文字背后的单一隐义 ,而恰恰是文字本身的含混和多义性。上

帝的启示是神秘莫测的 ,但也正由于其自身的无形式 ,它才能够以种种没有限制的不同形式

得到体现;何况相对于上帝思想的无限深奥 ,任何一种用人类语言所作的解释 ,都不可能包

括 《托拉 》的全部意义 。

汉德尔曼认为 ,多重含义是一种需要阐释的编码速记 ,它总是以无逻辑的碎片面目出

现 ,所以文本中的每个字母都浓缩着许多暗含的意义 ,就像弗洛伊德的 “梦的文本”(dream

work)一样 ,需要在阐释过程中去解读这些暗含意义(Handelman, SlayersofMoses147-50)。

正如列维纳斯所说 , “文本不会凭借自身展现意义 ,而需要特别的人作为阐释者来阐发这种

意义”(qtd.inHandelman, FragmentsofRedemption315)。

汉德尔曼解释说 ,提倡阐释与提倡书写并不矛盾 ,正如对于罗兰·巴特而言 ,书写 、阅读

和批评解释共同构成了一种总称的书写一样 ,犹太教的书写 《托拉 》和口传《托拉 》其实也被

视为同一启示的两面 ,具有同样的神圣地位。书写 《托拉》故意书写得不完整 ,且含糊不清 ,

以待口传《托拉》的阐释 ,后者就像《托拉》的第二次生命 。因此 , 《托拉 》不仅仅是用包含着

造物秘密的火焰文字写就的 ,同时也是由阐释的适当方法所构成 。 《托拉 》固然有一个神圣

作者 ,但它也在为其读者的阐释所不断地重新创造和重新书写着 ,这种对圣经重写的阐释活

动 ,与经文本身存在的时间一样长久 。这种观念可以说是一种矛盾的混合 ,它一方面相信一

种绝对起源和权威 ,另一方面又相信人去改变它的能力(Handelman, SlayersofMoses31-

43 , 78-80)。这样 ,人不再是被动接受者 ,而是启示发生之所在 ,正如巴特的读者也是文本

意义的创造者 ,而非消费者一样(Barthes161-63)。

口传《托拉》最初只是经由口头传承 ,至公元 2世纪 ,由于实际情况的需要 ,它也开始被

书写下来。从此 ,释经活动与书写活动就更加难分彼此了。例如 ,在 《密西拿 》(Mishnah)、

《米德拉什》(Midrash)、《托赛夫塔 》(Tosefta)等书写文本中 ,口传 《托拉》的内容仍然被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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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 ,所有导师和学生之间的问答 、辩论 、对话 、争议 ,以及拉比之间的不同意见全都写在了

律法的周围 ,一起呈现给读者。在核心神圣文本周围的这些注解 ,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甚

至在个别论题上还是自相矛盾的 ,从而构成了一种真理的多元性 。而这些注解和讨论之间

互相指涉 、竞争 、模仿或对话的关系 ,以及 《塔木德》的布局本身 ,又为巴特等人追求的 “互文

性 ”(intertexuality)提供了绝佳的诠释。因此 , 《托拉 》文本成为意义的 “生产 ”,而不是意义

的 “再现 ”,解读《托拉 》不再是赋予或接受其唯一的意义 ,而是要去发掘它蕴含的多义性

(Handelman, SlayersofMoses80)。难怪汉德尔曼会认为 ,在这种文本观念当中 ,已经可以发

现后结构主义能指无中心的嬉戏 、解释的无穷性以及反权威性等理论的先声(Handelman,

FragmentsofRedemption91)。

在肖勒姆看来 ,圣书最后变得有些违背原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后人所揭示出的新意

往往比原意更重要 ,甚至可以说是圣书的新生(肖勒姆 14)。基于这样的观点 ,汉德尔曼进

一步指出 ,弗洛伊德 、德里达以及众多后结构主义思想家 ,其实都共享了这种异端式的阐释

模式 ,都在对起源进行一种重写和移置 ,甚至篡夺了 “父亲 ”的地位 。对于这种精神上的弑

父行为 ,她借用弗洛伊德的 《摩西与一神教》中犹太人杀死摩西 、但又压抑谋杀记忆的假设

加以说明(弗洛伊德 79-81),将弗洛伊德 、德里达等异端阐释者一并喻为 “弑摩西者 ”。汉

德尔曼指出 ,在这些 “弑摩西者 ”身上 ,无不存留着父亲的复杂印记 ,在他们心中 ,混杂着悖

逆的负罪感和挣脱 “父亲”权威的愉悦感;能使他们真正自由的 ,正是这样一种个性化的异

端阐释模式 ,一种有意的 “误读”。这些 “弑摩西者 ”的实践 ,与犹太教用重写的方式阐释文

本的作法相似 ,看似抛弃了上帝和传统 ,实际上却是以自己的背叛使 《托拉》或传统在不断

更新中不朽 。而 “通过异端来回归传统 ”,正是肖勒姆所定义的喀巴拉之核心所在 ,甚至是

所有犹太教神秘主义的一种共性(Handelman, SlayersofMoses137-40, 166)。

就像德里达等人并不愿人们将他们视为传统的颠覆者一样 ,喀巴拉主义者也不认为他

们自己是异端 ,而恰恰是 “传统 ”(“喀巴拉 ”一词在希伯来语中的原义)的接受者 ,那些被传

授以 “喀巴拉 ”奥义的人 ,也都是每一代人中的佼佼者 ,比如族长 、先知和塔木德时代的一些

拉比 ,他们惟有达到一定的圣洁程度 ,才可能通晓被授予的 “喀巴拉 ”。这样一来 , “传统 ”也

就意味着反叛与继承的结合 ,确立与废除的同时进行 ,这样的传统才是犹太教保持活力的秘

要所在 。在希伯来语中 ,表示 “传统”的 masorah一词 ,正是源自 “交托 、传递 、放弃”之意 ,上

帝在将圣书交给摩西之后抽身而退 ,就等于将阐释的权威交托给人 ,只有存在于神圣的生命

与人类的书写和重释活动之间的这种能动过程 ,才是上帝启示意义不断产生的源泉(Han-

delman, FragmentsofRedemption166, 288)。

深受肖勒姆影响的哈罗德 ·布鲁姆几乎完全接受了他对喀巴拉的阐述 ,甚至在肖勒姆

对 “传统 ”的重新定义基础上提出 “异端的可以被认为是传统的 ”(Bloom, “TheMasksofthe

Normative” 23)。汉德尔曼甚至认为 ,正是布鲁姆将喀巴拉认知为一种有关书写的根本性理

论的 ,而这是连德里达都没有认识到的 ,至少是没有明确地指出的 (Handelman, Slayersof

Moses218)。布鲁姆更将他对喀巴拉主义的认识运用到其文学批评理论之中 ,对于他而言 ,

喀巴拉就是一种能够使诗歌和批评变得更为有力的模式 ,甚至就连犹太教本身也被他解释

为一种文学的修正论 ,以及一种努力克服过去并成为自身起源的尼采式诗学 ,这正是他的

“影响的焦虑 ”和 “误读 ”理论的根基所在(Handelman, FragmentsofRedemption164-165)。

在传统的观点中 ,往往把 “影响 ”视为是前辈对后辈的传授和支配 ,以及后学对于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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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仿与继承 ,然而在布鲁姆看来 , “影响 ”并不意味着是对前人的简单继承 ,而更多的是对

前人的 “误读 ”。后来的诗人渴望跻身于所谓的 “强者诗人 ”(strongpoet)之列 ,然而在他之

前所有前辈诗人形成的 “传统”,就像不怒自威且咄咄逼人的 “父亲”一样 ,使得后辈诗人无

可遁逃地处于传统的阴影之中 ,因为时至今日 ,诗歌的各种主题和技巧已经几乎被前辈诗人

们使用殆尽 ,很难再推陈出新。而为了回避 “传统 ”所带来的这种 “影响的焦虑” ,后来的诗

人就会选择对于前辈诗人进行 “误读 ”,采取一种有意的误解 、歪曲和修正的态度 ,对传统进

行背叛和颠覆。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在接受了一部分前人影响的情况下 ,开创一种独创性的

诗性空间 ,成为并取代父亲(Bloom, TheAnxietyofInfluence30-42, 83-86, 119-22, 141-

52),这无疑也是一种 “弑摩西者 ”的逻辑。

此外 ,布鲁姆还将许多喀巴拉的观念用一种解构的方式解读为文学性术语 。比如卢里

亚的 “隐退”就被他与 “反讽 ”联系起来 ,因为它意味着与表面所说的相反之物:隐藏其实是

揭示 ,只有通过收束和隐匿 ,上帝才能在创造之中显示自身 , “他不在场的形象在所有为其

在场而树立的形象中是最佳的 ”(Bloom, KabbalahandCriticism70-74)。从这种解构式的

读解中 ,我们不难看出后结构主义的批评理论与喀巴拉主义在精神气质上不容忽视的相近 。

在汉德尔曼看来 ,尽管肖勒姆和布鲁姆赋予阐释和重写的分裂性力量为碎片中救赎敞

开了空间 ,但本身就是个激进非正统派的肖勒姆和深受其影响的布鲁姆 ,实际上也都是将

“正统”犹太教定义在一种空洞贫乏的律法主义基础上的。在异端与非异端之间实现泾渭

分明是不大可能的 ,肖勒姆用喀巴拉模糊了这种界限 ,可同时也带来了完全用异端取代正统

的倾向(Handelman, FragmentsofRedemption56-57 , 166)。

因此 ,汉德尔曼将目光转回到本质上仍接近拉比犹太教的列维纳斯身上 ,并用他的 “多

产 ”(fecundity)理论对传统与异端的问题进行了另一个角度的探讨 。虽然就父子关系而言 ,

“多产”与肖勒姆和布鲁姆的 “弑父”有很大不同 ,但列维纳斯所强调的同样是:在这种传承

关系中 ,孩子永远是父亲的重新开始 ,传承不是对同一的重复 ,而是差异和他者的引入 ,从而

也就存在着一种朝向无限未来的积极的可能性 ,它涉及了与过往的关系 ,但又包含了某种全

新之物 ,能够以一种不为时代所累和自由地重返过往的方式去宽恕 、治愈 、纠正过往(Levi-

nas, TotalityandInfinity247-283)。对于汉德尔曼来说 ,不同于 “弑父 ”这多少有些令人触

目惊心的隐喻 ,列维纳斯对于 “多产”的描述也许更有助于人们认识犹太教阐释传统的积极

性和建构性(Handelman, FragmentsofRedemption205 -207)。而且 ,这同样也适用于德里

达等人的后结构主义理论 。

如列维纳斯所说 ,尤利西斯永远都是在回家中获得同一和对自我的认知 ,而亚伯拉罕却

必须离开自己的故土 ,去一个永远都不能完全属于他们的陌生异乡 ,才能意识到自己的他者

身份。
②
犹太人自古以来就被视为流亡在荒野中的他者 ,就像他们所推崇的书写在西方形而

上学传统中的地位一样。德里达不就曾将犹太教定义为一种 “书写的激情 ,对文字本身的

钟爱和坚持 ”吗? 在德里达眼中 ,书写这一延异的游戏 ,正反映了犹太人作为无根流亡者的

境遇:他们生活在对一个承诺的期望之中 ,而这一承诺却只能在一个不断推迟的时间中实

现 ,他们所期望的弥赛亚 ,也是一个处在不断到来却永远没有真正在场的幽灵(Derrida,

WritingandDifference64-67)。所以 ,汉德尔曼认为 ,犹太人的传统就是一种在流亡中的学

习 ,以每一时代的重新书写 ,来获得一种对灾难的坚忍。 《托拉 》在犹太教中核心地位的确

立 ,正是在巴比伦之囚的流亡与复归过程中完成的;卢里亚以 “隐退”观为代表的喀巴拉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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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西班牙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驱逐的背景下出现的;列维纳斯的 “热爱 《托拉 》更甚于上

帝 ”,也正是在经历了大屠杀和集中营后才提出的 。每一次苦难似乎都在呼唤 、甚至逼迫犹

太人重新立足当下 ,审视从前 ,在舍弃与流亡中获得新生 ,这才是这一历经磨难的宗教至今

仍然屹立的原因(Handelman, FragmentsofRedemption275-278)。在已经进入 “理论之后 ”

的今天 ,汉德尔曼也许正是要在犹太教的这种精神中为陷入困境的理论找寻一种前行的方

向 。

注解【Notes】

①SeeDavidTracy, “Writing, ” CriticalTermsforReligiousStudies, ed.MarkTaylor(Chicago:TheUofChica-

goP, 1998)390.

②SeeLevinas, “TheTraceoftheOther” , 348-50.

引用作品【WorksCited】

Barthes, Roland.ImageMusicText.NewYork:Hill＆Wang, 1977.

Bloom, Harold.TheAnxietyofInfluence.NewYork:OxfordUP, 1973.

---.KabbalahandCriticism.NewYork:SeaburyPress, 1975.

---.“TheMasksoftheNormative.” Orim:AJewishJournalatYale1 (1985):9-25.

亚伯拉罕·柯恩:《大众塔木德》 ,盖逊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 1998年。

[ Cohen, Abraham.Everyman' sTalmud.Trans.GaiXun.Jinan:ShandongUP, 1998.]

Derrida, Jacques.OfGrammatology.BaltimoreandLondon:TheJohnsHopkinsUP, 1974.

---.WritingandDifference.Chicago:TheUofChicagoP, 1978.

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 ,李展开译。北京:三联书店 , 1989年。

[ Freud, Sigmund.MosesandMonotheism.Trans.LiZhankai.Beijing:TheJointPublishingCompany, 1989.]

Handelman, Susan.FragmentsofRedemption:JewishThoughtandLiteraryTheoryinBenjamin, Scholem, and

Levinas.BloomingtonandIndianapolis:IndianaUP, 1991.

---.SlayersofMoses:TheEmergenceofRabbinicTraditioninModernLiteraryTheory.Albany:SUNYPress,

1982.

Levinas, Emmanuel.“ToLovetheTorahMorethanGod.” Trans.HelenStephensonandRichardSugarman.Ju-

daism28 (1979):216-23.

---.TotalityandInfinity:AnEssayonExteriority.Pittsburgh:DuquesneUP, 1969.

---.“TheTraceoftheOther.” Erring:APostmodernAltheology.Ed.MarkTaylor.Chicago:TheUofChicago

P, 1986.345-59.

肖勒姆:《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 ,涂笑非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00年。

[ Scholem, Gershom.MajorTrendsinJewishMysticism.Trans.TuXiaofei.Chengdu:SichuanPeople' sPublish-

ingHouse, 2000.]

责任编辑:杨革新

144外国文学研究　2010年第 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