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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记者对法西斯独裁的反抗 
— — 浅析塔布齐小说 《佩雷拉的证词》 

郝洪健 
(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安东尼奥 ·塔布齐是意大利当代著名小说家。他的代表作 《佩雷拉的证词》创作于 1994年。作为 
一 个长期旅居葡萄牙的意大利人，作者以 1938年萨拉查独裁统治下的里斯本为背景，从小说主人公佩雷拉的角度， 

讲述他是如何从一个置身于事外的报社编辑，一步一步卷入社会变革的浪潮中的故事。本文尝试通过分析小说的 

有关死亡和有关历史与文学、文化之间关系的主题，来了解这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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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当代 意大利 著名 小说 家，安 东尼 奥 ·塔 布齐 

(1943—2012)为意大利当代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被 

誉 为伊塔洛 ·卡尔维诺之后最伟大 的作家。塔布齐是一 

位多产的作家，他从 20世纪7O年代开始创作，笔耕不辍， 

出版了多部作品。他的代表作 《佩雷拉的证词 》曾荣获意 

大利坎皮耶罗文学奖、维亚雷焦文学奖、斯卡诺文学奖， 

以及莫内欧洲文学奖。虽然他是意大利人，却长居葡萄牙， 

他把这部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在葡萄牙。作者从主人公佩雷 

拉的角度，讲述了二战前夕，葡萄牙一位置身于政治漩涡 

之外的报社编辑，如何完成对 自我的救赎并走上反抗独裁 

统治的道路 ，这里面有许多值得人们思考学习的地方。 

小说发生在 1938年的夏天，萨拉查独裁政权统治下 

的里斯本 ，那一年 ，西班牙的内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 

而在 同一时间，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法西斯国家正在把 

整个世界推 向战争边缘 。 

小说的主角佩雷拉，是里斯本一家小报文化版的编 

辑，也是一位鳏居的中年人，他承受着丧妻之痛。每天 

回到家，他都要和妻子的照片讲话，这已经成为了他的 
一 个习惯。对于 1938年独裁阴云笼罩的葡萄牙和战云密 

布的欧洲大陆 ，他置 身事外 ，他不 了解也不想 了解葡萄 

牙当时的社会情况。随着他和报社供稿人、大学毕业生 

弗朗切斯科 ·罗西，以及他的女朋友玛尔塔 的交往 ，佩 

雷拉开始意识到葡萄牙政治形势的严重性，从一个对政 

治置身事外 的人 ，一 步一步变成一个有政治觉悟 的人 ， 

在罗西被葡萄牙秘密警察追捕时 ，佩雷拉收留了他 ，并 

帮他躲过追捕 ，但这也没能挽救 罗西的性命 ，在小说的 

结尾，他在他工作的 《里斯本报》发文公开谴责萨拉查 

政权的暴行。 

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然后他走进书房，坐到 

打字机前 ，写下这样 的标题 ：无辜记者惨遭杀害。然后 

他另起一行 ，开始写 ：遇害记者名叫弗朗切斯科 ·蒙特 

罗 ·罗西 ，原籍意大利。他与本刊合作 ，撰写新闻评论 

和讣文 ，文章主题涉及当代知名作家 ，比如马雅科夫斯基、 

马里 内蒂、邓南遮 、加西亚 ·洛尔卡。他 的文章暂时还 

未刊出 ，但也许会有 出版的一天。他是一名乐观的青年 ， 

热爱生活，却受聘本刊负责撰写死亡主题的文章。而他 

本人最终也无法逃脱死亡的宿命 ，于昨夜被死神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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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方式 ，佩雷拉展现了他作为一名记者为每个 

公民争取 自由平等的信念。 

对死亡 的思考是贯穿于整部小说 的一个主题。在小 

说的开篇 ，主角佩雷拉便考虑有关死亡 的问题 ：考虑人 

死后是否有灵魂以及 肉体是否会复活⋯⋯不知是否因为 

他身体肥胖并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自己感觉时日无多， 

还是沉浸在对他的亡妻的思念中。总之死亡这个念头在 

他的心头萦绕不去 。巧合的是 ，佩雷拉交 给罗西的任务 

便是 给那些重要作家写讣告 ，写讣告跟死亡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在小说的最后，罗两被秘密警察杀害，他的 

惨死 ，让佩雷拉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也让他走上了反抗 

萨拉查独裁统治的道路。 

佩雷拉和罗西之间，既有着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 

伟大的友谊，又有着父子一般的感情，在小说中，佩雷 

拉也把罗西形容为他从未有过的儿子：身材修长、在气 

质上是非常害羞和安静 的，但 内在却有着与萨拉查独裁 

政府斗争的勇气 。 

小说另一个 重要 的主题是文化和历史之间的关 系。 

随着小说情节 的发展，佩雷拉改变了 自己的观点 ，最开 

始，他一直在强调自己是非政治性的报纸 《里斯本报》 

的文化版编辑 ，这家报社一直避免刊登那些可能会惹恼 

当局的新闻，佩雷拉第一次和罗西通话时这样介绍 ： “我 

们是非政治性 的独立报纸 ，不过我们相信灵魂 ，也就是 

说我们有天主教倾向。” 此外 ，他还认为 ，文学是游离 

在世界之外 的东西。比如在小说前i章 ，佩雷拉期望从 

罗西这儿得到一些有关天主教作家的讣告 ，而在罗 两写 

的讣告中，却显露出他对受萨拉查政权欺压的作家的同 

情和对支持法西斯主义的作家的鞭笞，可以说，罗西对 

这些作家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批判性的见解。在通读这些 

讣告之后，佩雷拉却认为，一篇讣告应该着重评论一个 

作家的作品 ，而不是评论作家的思想或者讨论他的死亡 

原因。佩雷拉之所 以这样是因为葡萄牙那时严格的新 闻 

审查制度 。随着跟罗西的深入交往，佩雷拉一步一步地 

陷入 了认 同危机 ，于是他找到 了他的老朋友席尔瓦 ，他 

俩在一个浴场里会 面，席尔瓦在一家研究所T作 ，负责 

收集和研究葡萄牙王 国时期 的民歌 ，他一心从事研究 ， 

从不过问政治。佩雷拉问他，作为一个 (下接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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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将春雨与以上的哪种情感融合，都能够为春雨的文 

学意象增添文化内涵。 

“惜春”是文人把对春雨两种不同心理感受的描绘， 

是古代文学对春雨两种不同情感 的表达。一种是对春雨 

滋润万物 、惠泽人 问的由衷赞美 ，而另一种则是对春雨 

将盛开的花朵摧残的感伤、对美好的事物总是短暂的以 

及时光易逝的哀伤。在我国古代文学中，“春恨、惜春” 

的意识最早体现在屈原 的 “惟 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 

迟暮 ”作品 中。直至唐宋时期 ，以春恨为主题的文学达 

到了创作的高潮 ，充分表达 出对春雨滋养 了万物 、催开 

了百花 ，但同时又作为摧花者的悲悯之情。 

“离别相思 ”则是将 文人细腻柔软的性格以春雨绵 

绵、淅沥的特征衬托出来，表现出春雨对其敏感心理的 

触动。同时在人的所有情感中，离别相思之情是最让人 

觉得迷茫和伤感 的，这种情感就如同春雨来临时那种如 

丝如缕、如炯如雾的形态极差不多，因此，古代文学中 

将离别相思之情用春雨比喻 ，使其别具情感蕴意。 

“思乡怀人”其实与 “离别相思”所表达的情感相似 ， 

只不过前者是利用春雨意象细腻 的情感韵 味以及 明媚 的 

春色为背景，通过清丽的文笔来表现，使其与自身落寞 

的情绪形成鲜明的对比，表达出一种良好的艺术效果。 

例如在南朝何逊的 《临行与故游夜别》一诗中写到 “夜 

雨滴空阶 ，晓灯 暗离室”就利用对 夜雨 的描绘表现 出离 

别之情。除了上述几种情感蕴意之外，春雨意象还包含 

了一种闲暇意趣 。这主要是 由于一般春雨来临时 ，许多 

农耕活动或是其他户外工作都不能进行 ，这就使得平时 

忙于劳作的人们能够在春雨绵绵的日子里 “偷”得半 日 

的清闲。所以古代文学作品巾，常常采用春雨来体现闲暇、 

愉悦的生活与心情 。 

四、结语 

总的来说，基于我国古代属于农耕社会，以及人们 

靠 “天”生活的传统观念，使得人们将生活的希望都依 

托于春雨之上，只有春雨滋润土壤才能保证五谷繁盛、 

春耕秋 收 J。而春雨作为生活希望的意义在人们心 中不 

断加深 ，使其成为春雨意象形成 的基础。而经过古代文 

学作品的描绘 ，春雨意象的文学内涵以及情感蕴意不断 

丰富 ，使春雨逐渐从一种 自然气候现象发展为能够 唤起 

全民族共 同记忆的一一种符号。 

参考文献： 

【1】渠红岩 ．论梅雨的气候特征、社会影响和文化意义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14，(03)：157—161． 

I2】潘小文 ．会景生心体物得神——杜甫 《春夜喜雨》 

赏析 卟 科教文汇 (中旬刊 )，2013，(07)：162+166． 

【3J王丹丹 ．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春雨意象 Ⅲ．长江丛 

干Ij，2016(33)：9—9． 

作者简介： 

张晓红 (1976一 )，女，山西临县人，本科学历， 

山西吕梁教育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 

(上接第266页) 

记者，应不应该告知读者社会的现实情况。席尔瓦认为， 

在文化和政治之间存在着不小差异，而他却不明白，文 

化是基于意识形态而存在的，这一点正是艺术家们想要 

贯彻的。 

《佩雷拉的证词 》讲述的是主人公佩雷拉从抱着 “事 

不关 己高高挂起 ”的态度 ，一步步走 向为争取新 闻 自由 

和反抗独裁统治道路的故事。作者选择这个角色是很成 

功的 ，主角佩雷拉是一个可怜 的普通人 ，而不是英雄 ， 

使很多读者对这个角色 的遭遇感 同身受。小说是以主人 

公的角度来叙述的，好像小说主角是在出庭作证一样， 

小说的每一个章节都以 “佩雷拉坚称”开始，也都以这 

个词来结束。这便是这部小说独特的艺术风格，也就是 

文本的重复性。 

在小说 中，这里 的重复性不仅是指词汇的重复，也 

指小说人物 、主旨的重复。这些重复不但可 以使 文本更 

加紧凑，也可以使小说的意义更加丰富多彩。当读者在 

阅读小说的时候， “佩雷拉坚称”这几个字好似钟声不 

断地在他们脑海 中回鸣 。叙述者并不是无所不知的 ，而 

是遵循主角叙述事件的过程来讲述这个故事的。读者是 

不可能忘掉小说叙述 的是佩雷拉讲述 的故事。这样 ，现 

实读者的视角就会 聚集到佩雷拉愿意展示 的东西上。塔 

布齐的语言简洁优美 ，可以被读者大众所接受。 

小说 凭借它对独裁统治下 的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困 

境下 的危机描写吸引了大量的读者 ，这本小说不到十万 

字，但它的信息量十分丰富，从文学到政治，从历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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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作者信手拈来 ，驾轻就熟 。有 艺术特色的是塔布 

齐通过佩雷拉 和罗两 ，为不少欧洲作家撰写 了回忆性的 

文章 ，这也从侧 面表达了他对这些作家 的看法。此外， 

小说中充满了人物之问的对话 ，通过这些对话来展现作 

者对 当时欧洲政治情况的看法和对文学 、历史关系的看 

法 。 

总而言之， 《佩雷拉的证词》告诉人们：自由和民 

主是需要争取才能得来的。虽然这部小说是在讽刺 1994 

年代表新法西斯 主义的意大利 力量党登上意大利政坛， 

但是也可 以看出，安东尼 ·奥塔布齐的创新之处和高超 

的创作技巧。这也是为何他和 《佩雷拉的证词》广受读 

者欢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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