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 假马 丁
———《马丁·盖尔的归来》读后

吕文江

在《马丁·盖尔的归来:一个法国16世纪乡村的冒名顶替与身份认

证》(下文简称《马丁的归来》)这本精炼的著作中 ,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

(Natalie Zemon Davis)对于一则奇异的乡村故事的精致叙述 ,向我们展

示了带有人类学理论关怀的历史写作是如何实践的 。这本初版于

1983年的作品 ,数年之后便被誉为“新文化史”的滥觞 ,值得更多的读

者给予关注。

一 、真假马丁:令人惊奇的乡村故事

　　1560年 ,在法国南部的图卢斯高等法院 ,爆出了一桩令人惊异的

刑事案件之审理结果:一位在婚后长期离家出走 , “复被”家人和妻子接

受多年的回头浪子 ,最终被确定竟是一位真名叫做阿尔诺的冒名顶替

者 ,法庭以窃取财产继承权 、通奸等罪名判处该犯绞刑 ,并且焚尸 ,服刑

地点设在被冒充者农夫马丁与其妻子贝彤黛的农舍门前。

这一案件不但事后使得公众颇为称奇 ,即在审理接近尾声之时也

令当庭法官出乎意料 ,因为此前以博学多识 、机警过人的葛哈斯为首的

法官们经过反复仔细验证 ,几乎已经认定这是一起诬告:叔叔皮耶为了

霸占本属侄儿的财产 ,胁迫侄媳(也是这位叔叔的后妻的女儿)状告回

到自己身边的丈夫是假冒的。在假马丁就要被认定为真马丁的节骨眼

上 ,真正的马丁却凑巧结束了他已经厌倦的在异国西班牙的长期浪荡

生涯 ,在闻听家中发生的变故之后 ,拖着一条木腿及时走进了高等法院

的大门。在法庭分开进行的辨认试验中 ,此前坚持控告阿尔诺的皮耶 、

此前一直在为假马丁作证的马丁的几个妹妹 、此前态度游移 、暧昧的贝

彤黛一致认出了阔别已久 、音讯全无的侄儿 、兄长或丈夫。对于法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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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乡村中一些似乎不足为据的传言得到了证实 ,法庭的精明审断却几

乎误入歧途:葛哈斯在他后来对此案件的记述中 ,不禁要夸张地称能言

善辩的阿尔诺似乎懂得“魔法” ;归来的马丁却当庭指责要为这场“家庭

灾难”负责的不是自己的叔叔或妹妹 ,而是贝彤黛 ,因为有谁能比曾经

同床共枕的妻子更为了解丈夫 ?!

确实 ,即使在别的各种辨认手段均告无效的情况下 ,能有哪个高明

的骗子可以冒充别人妻子的丈夫 ,且与之长期共处 、生育子嗣而不能被

确凿地指明为假 ?虽然贝彤黛在法庭上以女人易于受欺骗 、当初也是

叔叔和小姑子首先接纳了假马丁等原因为自己辩解(须知 ,当时的法律

对与人通奸的女人课以送往修道院的惩罚 ,男女双方明知通奸而生的

子女也没有父母财产的继承权),但是 ,不说对两人婚礼上的来宾这类

显著事件的回忆 ,不说对床 之上细微感觉的回忆 ,单是对家庭生活琐

事的回忆 ,就足以使假冒的丈夫露馅;这还不要说贝彤黛是个颇有主见

的女子。然而 ,贝彤黛在受叔叔和母亲的迫使 ,终于将已经与自己共同

生活十年之久的假马丁告上法庭之后 ,为什么不将他予以彻底揭露呢 ?

不是不能 ,显然是不愿。但是对于这位注重个人名誉的女子来说 ,又为

什么不愿呢?她不担心自己的真丈夫某一天会突然回来吗 ?她不担心

这个已经欺骗过亲人和自己的阿尔诺再一次欺骗自己吗?

不过且慢 ,我们还是先看普通乡民以及精明的法官如何辨认及认

证一个人的身份;在现代社会经常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 ,在 16世纪

的法国为什么却这么费劲 、这么大动干戈 ,即使我们承认农民阿尔诺确

是一位手段高超的作伪者 ,但他作伪的地方毕竟发生在安土重迁 、熟人

面对面的乡村社会啊 !不过 ,我们首先需要记住的是:那时的农民不会

有照片 、画像 、录音 、指纹 ,也几乎均不会书写文字 ,而这在现代社会却

构成辨认一个人的基本手段。

对于马丁的辨识而言 ,不论在乡间 ,还是在后来的法庭之上 ,首先

涉及的都是马丁的体貌特征与特殊技能 。一些村民说他们熟识的离家

出走前的马丁是个个子高挑 、脸色白皙的青年 ,擅长杂耍与舞剑;而后

来“回来” 、如今正被叔叔起诉的马丁 ,却是个身材矮短 、肤色较黑的汉

子 ,身手并不敏捷 ,口齿却很伶俐。村里的鞋匠还质疑这位自称马丁的

人如果真是马丁的话 ,为什么鞋码反比十多年前缩短了 。不过 ,人尤其

是青年的体貌与技能经过多年会发生变化 ,更不要说村民的记忆会发

生误差 ,这一点法官是知道的 。对于这位鞋匠 ,在押的马丁反问他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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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多年前脚的尺码的说法有何根据 ,甚至指控鞋匠受了自己叔叔的

好处而要陷害他 。

口语与方言特征也会是辨识某人的手段。有人问 ,马丁及其家人

本是比利牛斯山区的巴斯克人 ,后来才向内陆方向迁到现在所在的 、语

言有所不同的村庄 ,但为什么现在这位马丁不怎么会说巴斯克方言 。

不过 ,这一质疑也不难回答:马丁的父母带着马丁和他的叔叔当年搬迁

之时 ,马丁还是个很小的孩子 ,他或许根本就没怎么学会老家的方言 。

法官或许也曾考虑鉴定笔迹 ,但马丁并不识字 ,更别提留下什么字纸用

来对照。

家庭记忆 、乡村记忆等公共 私密程度不等的集体记忆会是辨认某

人身份的可靠根据(我们或许可以参考一下法国人类学家哈布瓦赫的

说法:集体记忆造就社会团结与身份认同)。不过 ,正是在这里 ,假马丁

阿尔诺展示了他过人的能力:缜密的心思与非凡的记忆 。在他决意要

来马丁的家乡假冒之前 ,已经通过各种方式———他有可能曾与马丁是

亲密战友 ,或者在他的游荡经历中与也在游荡的马丁相遇 ,并且熟识马

丁的一两位朋友 ———尽可能详尽地了解到有关马丁的种种细节:他的

家庭 、处境 ,语言特点 、常做的事 ,与乡亲的交往 ,等等 ,并曾花费了数月

时间进行演练。就是凭借着这些技艺 ,当然也有人们期盼游子归乡的

心情 ,阿尔诺得到了马丁家人及村民的接纳———这就是十多年前与父

亲闹翻后离家出走的马丁啊! 当然 ,也并非完全没有疑虑 ,尤其对于叔

叔皮耶而言。不过 ,这些疑虑要等到后来皮耶决意将这位马丁告上法

庭之后才会明确地凸现出来。而在此之前 , “马丁”与他的妻子贝彤黛

已经度过了将近十年恩爱平静的生活 ,且育有一个女儿 。他现在还是

个理家能手 ,并在乡间做起了比如倒卖土地之类的生意 。

叔叔执意要以冒名顶替的罪名将这位侄儿押往公堂 ,起因源自家

庭内部的财产纠纷。自马丁出走 、马丁的父母亡故之后 ,叔叔皮耶成为

侄儿家产的管理者 ,这些家产不仅包括马丁父子在本地的大部家产 ,也

包括马丁作为“长门长孙”留在老家的祖产。而贝彤黛和儿子在马丁长

期音讯全无的日子 ,只有托庇于叔叔皮耶和他的续弦也即自己母亲的

门下。“马丁”回来之后 ,夫妻俩自然另立门户 。理家有方的“马丁”后

来开始向叔叔索要一些本该属于自己 、而现在叔叔无意返还的大宗财

产。长期交涉无果之后 ,这位马丁终于将叔叔讼至附近的地方法院 。

皮耶本就对回乡后似乎变得精明的侄儿出售某些祖产 ,尤其是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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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心生疑惧———因为这与巴斯克人不轻易处置祖产的习俗似乎不

合 ,如今对于他将自己告上法庭的行为更为恼怒 ,再加可能也是出于贪

婪(如“马丁”所控),他对这位侄儿的真实身份发生严重疑问 ,在村中开

始传播这位侄儿其实是个假冒者 ,甚至要雇凶杀掉他 。亲属和乡邻围

绕这位马丁的身份莫衷一是:皮耶的支持者与“马丁”的支持者可以说

旗鼓相当;从村外还传来一些流言:比如有位路过的士兵说真马丁曾在

战争中丢了一条腿 ,现在这位四肢健全的马丁肯定是假的 。皮耶这时

四处探查 ,甚至已经风闻这位侄儿的真实身份 ,是家住百里之外某个村

子绰号“鹏赛特”(意为“大肚子” ,指生活堕落)的不良农民。

叔叔终于伙同他人以冒名顶替者的罪名将这位侄儿押往邻近的地

方法院 ,他是盗用侄媳的名义起诉的 ,其间对不情愿的贝彤黛自然少不

了胁迫。案件在地方法院审查判决之后 ,被认为是冒充者的被告不服 ,

上诉至图卢斯高等法院。在这里 ,如上文所说 ,如果不是真实的马丁在

最后关头突然出现 ,他几乎要赢了这场性命攸关的重大官司 。

回头来讲贝彤黛 。在假马丁的身份遭到叔叔质疑 ,以及后来在两

所法院接受法官百般盘查的过程中 ,如果不是她有意回护 ,假马丁再机

巧的谎言恐怕最后也要穿帮。对于这位注重名节的女子来说 ,在她当

初觉察到对方的作假而不予揭破之时 ,这桩“私定的婚姻”可能已经给

她带来了焦虑。如果说对假马丁是否还会欺骗自己的焦虑随着两人的

长久相处而得到消解 ,那么万一假马丁的身份以后暴露出来 ,甚至不会

暴露 ,她与他事实上也是在“通奸” ?! 这种道德的困境可能更折磨人 ,

并且随着叔叔开始怀疑“马丁”的身份之后愈趋紧张。

是新教教义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这位注重名誉的农妇的道德困

境。16世纪的这一时期 ,正是遍及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初起阶段 ,

具有个人解放作用的新教对此前占支配地位的保守的天主教形成挑战

(顺便说一句 ,史家据此认为这一时期已不属于中世纪 ,而已经进入近

代早期)。在法国这个内陆乡村 ,假马丁和贝彤黛都已受到周围弥漫的

新教气息的影响 。新教的教义 ———人可以直接面对上帝述说 ,而毋庸

通过人间的媒介来做沟通 ———对于这对有真爱的假夫妻来说无疑提供

了一种慰籍:或许他们执意打造的生活有一部分正是出自上帝的意旨 。

对于贝彤黛来说 ,马丁失踪之后 ,她面对的本土法律是:不论丈夫失踪

多少年 ,如果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已经死亡 ,妻子无权提出离婚及再

婚。而此时 ,她或许已经听说 ,日内瓦受新教影响的新婚姻法规定: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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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在妻子未有过错而出走 、遗弃她超过一年之久后 ,宗教法院经过调查

可判决离婚 ,并允许女方再婚 。在观念中 ,她或许已经把这样的法律搬

用到了她与阿尔诺私定的婚姻上了 。自然 ,这并不能完全解决她的

焦虑 。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发生在16世纪法国乡村的这个真假马丁的故

事 ,是一则有关爱情与财产 、身份与名声的真实而又离奇的故事 。只

是 ,真马丁谈不上对妻子的爱 ,而有爱的假马丁最终却被送上绞刑台 ,

这不能不说是人世曾有的一幕悲剧 。

二 、身份塑造与人的命运:

具有人类学理论关怀的历史写作

　　从以上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出 ,历史学家娜塔莉绝不仅仅是想讲述

历史上的一则奇闻轶事 ———她可能压根就没有这种猎奇心理 ,而是要

通过这则离奇的故事 ,透视对历史上的农民 、甚至整个社会具有普遍性

的一般主题。她的这一历史写作带有浓重的人类学理论关怀。以田野

调查为其基本作业方式的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曾被人表述为“小地

方 ,大问题”(small place , large issues),这一特点用在娜塔莉这里或许可

以改写为:“小故事 ,大问题” 。作者在导言中这样自陈:

葛哈斯讨论马丁·盖尔的著作①,结合了法律文献与文学故事

两者的特征 ,引导我们进入农民情感与抱负的隐秘世界。对我而

言 ,它是个非常有用的案例 ,因为引人注目的争执有时能暴露出在

平日的纷扰里 ,看不见的动机与价值观。我想表明 ,这三位农民的

奇特遭遇 ,跟邻人的寻常阅历 ,相去不远;也想表明 ,冒名顶替者捏

造的这一切 ,跟产生个人身份的更普遍方式有若干关联。我也想

解释 ,为何似乎仅适于通俗小册子的故事会变成某位法官一部专

著的主题;而且也想指出 ,为何我们会在这里 ,看到农民的命运与

富贵且博学者的命运之间 ,有种罕见的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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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段表述 , 《马丁的归来》的一个基本主题可以说是:人 ,包括

被认为缺乏主体能动性的底层农民 ,如何在社会的规定与限制下通过

对身份的塑造 ,甚至虚构 ,来选择自己的生活 、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其

实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恒常的主题。假马丁阿尔诺冒充失踪的丈夫进入

别人家庭的故事 ,只是以突出而极端的方式表现了这一点。

从他直到在图卢斯的法庭上彻底暴露之前 ,也未向甚至包括贝彤

黛在内的当事者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来说 ,阿尔诺的确是个骗子 。但

是 ,在简单的道德谴责之外 ,我们应该追问的较为精微的问题是:在假

冒身份的过程中 ,他的自我形塑(self-fashion)与谎言欺骗的界限在哪

里? 通过假冒身份 ,他的个体生命产生了什么真实的改变?

如我们已经提到的 ,不安分的阿尔诺也曾有过一段浪荡的经历 。

而等到前往距离自己家乡百里之外的地方去冒充人夫之后 ,这位农民

身上表现出了某些自制 、勤恳 、真诚的素质:他在与贝彤黛同处之前 ,有

意先治好了自己此前染上的梅毒;他的到来以及精于理家 ,改善了此前

处境尴尬的贝彤黛在大家庭中的地位:他向叔父索要本该属于“自己”

的财产 ,也是为了他们夫妇及两个孩子的家庭;他与贝彤黛真心相爱 ,

以致后来在法庭上向法官许诺:如果受叔叔胁迫控告自己的贝彤黛发

誓说他不是她的丈夫 ,他愿意接受任何一种死刑(而她当时的确一语不

发),而在最后服刑的地方 ,他在做了当众忏悔并走向绞刑架的时候 ,还

向马丁发誓说贝彤黛是个重名誉 、有美德且忠贞的女人 ,要他不要苛责

她。我们或许可以说 ,农民阿尔诺已经过分投入到他所“饰演”的角色

中 ,以至于比真的丈夫还要合格。从这个有限的意义上说 ,他又并非存

心在窃夺别人的财产与妻子。从阿尔诺的假冒身份及其暴露的整个过

程 ,我们也的确可以看到:个人身份的塑造如何受到乡村社会中家庭内

部个人之间的关系 、家庭与社区的关系 、社区与国家的关系的调节。

扩展开来 ,如娜塔莉所说的那样 ,这其实表现了当日法国乡村普通

农民身份塑造与身份认同的一般情形。比如在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马

丁的家人在他孩提之时迁到内陆的村庄之后 ,为了适应当地的生活 ,改

变了作为巴斯克人的某些特征:比如将自家的姓从原来的达盖尔

(Daguerre)氏该为盖尔(Guerre)氏 ,日常口语也会改变(不过巴斯克人诸

如财产继承的规范之类的根深蒂固的习俗 ,对于他们来说不会轻易摆

脱)。与当地人家的联姻 ,表明这户家境殷实的农家已经较为成功地融

入了新的社区。类似这种以“改变”身份来适应 、创造生活的情形 ,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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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普遍而又普通的现象 。

这里 ,我更联想到晚近以萧凤霞 、科大卫 、刘志伟等人为代表的华

南宗族研究。在他 她们之前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里德曼曾经采取功

能主义视角研究华南社会的宗族现象 ,而前者的一个具有范式转变意

义的论断即是认为:华南的宗族是在明清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种文化

创造 。比如刘志伟曾经这样明确地说道:

　　(明清时期)大多数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声称他们的血统来自中

原 ,这种“历史记忆”是将自己转变为帝国秩序中具有“合法身份”

的成员的文化手段。通过认同国家文化的方式 ,强调自己的行为

合乎礼法 ,炫耀功名以及宗族门第。编写族谱 、建立祠堂 ,是他们

加强这种形象的有效方式 。通过确认自己的“汉人”身份 ,他们划

清了自己同当地原住民之间的界限 。

一句话 ,这些宗族的身份是他们自己虚构的 ,虽然不无文化上的基

础。在这一点上 ,我们的确可以将之与阿尔诺的个人假冒联系起来 ,加

以思考有关身份塑造的逻辑与机制等更一般性的问题 。

在用九章的篇幅写完真假马丁的故事之后 ,娜塔莉又用了三章的

篇幅 ,对曾经审理此案的法官葛哈斯进行了描述 ,不但记述他作为博学

精明的法官以及信仰新教的人文主义者对案件的思考 ,而且分析他的

命运与假马丁阿尔诺的一致或暗合 ———某种超越阶级界限的一致或暗

合。有人认为在《红楼梦》中 , “晴为黛影 ,袭为钗副” ,是说作为丫环的

晴雯与袭人在性格与命运上分别是主人林黛玉与薛宝钗的影子 。在我

看来 ,娜塔莉似乎在有意无意间 ,把作为上层精英的葛哈斯写作底层农

民阿尔诺的“副本” ,正是在这里 ,体现了她更深一层的理论关怀:透视

法国社会当时的社会风气与整体动向。

法官葛哈斯作为事业有成的上层精英的人生轨迹 ,竟然与曾是他

的阶下囚的农民阿尔诺存在某些重要的相似之处 ,其中包括 ,与父亲的

财产之争:在葛哈斯的母亲去世之后 ,老葛哈斯拒不执行她的遗嘱———

将属于她的财物归儿子所有 ,青年葛哈斯愤然将老子告上法庭 ,并胜

诉;与妻子的真挚爱情:葛哈斯与妻子来往信件上的信息 ,显示了他们

彼此之间有真挚的爱 ,他甚至对妻子怀有出自爱的“惧怕” ;死:在阿尔

诺服刑12年之后 ,57 岁的葛哈斯因为支持新教运动 ,身着红色法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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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任职的图卢斯高等法院门前 ,被一群信奉天主教的群氓私刑处死 。

其实 ,早在 12年前 ,他已因受新教教义的影响而对贝彤黛甚至假马丁

怀有同情之心。另外 ,在此需要一提的是 ,虽然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 ,

娜塔莉还是大胆地猜测:在当日假马丁的身份遭到质疑时 ,村子内外维

护与反对他的人大致并不是沿着亲属线划界的 ,而是因宗教信仰的不

同而区分的 ,比起新教人士 ,道德态度保守的天主教徒更加倾向于怀疑

此人 。

葛哈斯与假马丁人生与命运之间的相似 ,其实并不过于奇特或偶

然。一个时代的特质往往可能规定了不同个体之间的若干相似性 。

《马丁的归来》显示出了 16世纪法国的特质 。

三 、后台故事:学问是一门手艺

　　如果以上所说是历史学家通过著作文本告诉我们的“前台故事” ,

那么以下所要讲述的则是帷幕之后的“后台故事” ,我们要探查的是:这

出有关农民社会的精彩“戏剧”是怎样被制作出来的。以下的叙述多是

纲要式的 ,我不做过多解释的原因在于 ,对一门“手艺”的磨练来说 ,永

远是行胜于言的 。

(一)史料的搜集:拼接与推断

想要描述历史上底层农民的史学家 ,必然面临一个不小的挑战:这

些绝大多数时候处于“日常沉默”状态中的个人或群体 ,难以发出并留

下“自己的声音” ,而史家也几乎绝无可能通过类似田野调查的方式去

接近他 她们 ,常常只有求助于出自国家权力机构与文化精英所生产的

文献资料一途。诚如福柯所说的那样:“这些仿佛根本不曾存在过的生

命 ,常常只是因为与权力相撞才有机会幸存下来 ,而这个权力本来只希

望清除他们 ,或至少抹消他们的痕迹” ——— 一道偶然来自国家的强光 ,

可能暂时照亮他们原本模糊的身影与面目。

国家司法机构对于刑事案件的调查记录 ,往往成为史家搜索的目

标。对于娜塔莉来讲 ,图卢斯法院四百多年前有关马丁一案的审理档

案早已遗失 ,所幸的是曾经审理此案的法官(如葛哈斯)、曾经旁听过案

件审理的文人(如蒙田)对涉案者的信息 ,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与“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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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做出了记录 。如果没有这些记录 ,《马丁的归来》对 16世纪法国乡

村农夫农妇生活的描写就是不可能的。类似这种以刑案记录为文献来

源的史作 ,我们在国外的中国研究著作中也见到不少 ,比如史景迁的

《王氏之死》 、孔飞力的《叫魂》等。

不过 ,即使通过类似刑案记录方式留下的有关底层社会的信息 ,也

一样充满许多空白 ,史家必须通过诸种方式来填补它们 ,其中史料的

“拼接”就是一个重要的方式:研究者尽可能搜集相关的零散信息 ,并将

它们有效地组织起来 。比如法官葛哈斯虽然记录了马丁一家早期的迁

移 ,但他并不对迁出地与迁入地的经济 、社会状况做出交待 ,因为这些

情况对于他主持的案件审理可以是无关的 、或者可以因为时人熟悉而

无需交待 ,娜塔莉作为研究者则必须对这种背景予以补足乃至重构 ,为

了这种补足 ,资料的来源可以是也应该是不拘一格的 。她甚至根据间

接史料还对马丁一家迁移的原因做出了有根据的推断 。这种史料拼接

与史实推断的工作 ,常使我联想到考古学家复原已有残损的文物的工

作:其中同样不但有碎片的拼接 ,也有对于缺失的推断与猜测。

(二)历史的可能性:想象的力量

说到推断与猜测 ,其实涉及史家的想象力(决不是臆想)这样的重

要问题。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想象力的有无与强弱关乎史学(其实不仅

是史学)的生命与活力。娜塔莉曾经提到历史的诸种可能性 ,我对之的

理解是:不同的人对于一段历史固然都可以构想与连接出一种可能性 ,

但富有才气与性情的史家给我们呈现的历史可能性常常别有洞天。而

才气与性情与个人人生经历特别有关。

说起《马丁的归来》一书的写作 ,其实跟娜塔莉对她此前曾参与制

作的一部法国同名电影的不甚满意有关 。虽然这部电影公映之后反响

不错 ,但作为历史学家的娜塔莉认为它存在若干恼人的缺点:比如马丁

一家的巴斯克人的出身背景和乡村的新教信仰均被忽略了 。而与想象

力尤其有关的是:影片对于贝彤黛的表现过于简单 ,娜塔莉的著作则充

分展示出了这位 16世纪的农妇在多重约束下选择自己的生活的形象:

比如她在“私定婚姻”中的内心冲突 、在法庭上围绕假马丁的身份问题

与法官的博弈 ,等等 。

妇女生活是娜塔莉法国史研究的一个主题 ,她就此一主题曾写有

专著《处在边缘的妇女:17世纪的三个人生》 ,以及包括《性别与类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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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作家的妇女》 、《16世纪里昂从事手工业的妇女》在内的一系

列论文。对妇女 、对身份认同这类问题的关注 ,我想与娜塔莉本人的人

生际遇有着密切的关系:她 1928年出生于美国底特律一个犹太家庭 ,

在学期间学业优异 ,性格活跃反叛 ,政治态度左倾激进 , 50年代曾与丈

夫同受麦卡锡政治恐怖之害 ,多年辗转 ,于 70年代后期在学界崛起 ,曾

当选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作为犹太女性被主流社会视为“局外人”的感

受 ,后来在她的研究与写作中被转化为一种极具创造性的经验。我们

甚至可以略带夸张地说:《马丁的归来》中对三个主要人物的描写 ,带有

娜塔莉本人人生阅历的烙印。不过 ,作者的写作并未受到她的政治态

度的支配 ,如勒华拉杜里所称:在《马丁的回来》这本堪称一流的著作

中 ,没有丝毫的意识形态偏见 。

(三)真实与虚构

提到史学想象的问题 ,必然涉及到史学与文学 、真实与虚构之间的

界限问题 。在后现代主义涉入史学写作之后 ,这种有关真实与虚构的

分辨变得更为复杂。与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曾经遭受的质疑相似 ,娜

塔莉的《马丁的归来》在一片喝彩声中 ,同样被人指责有虚构甚至曲解

史实的嫌疑。娜塔莉本人对于这类质疑当然做出了自己的回应 。在本

书的开头和结尾 ,她就真实与虚构的问题曾给出了如下表述:

　　在此我提供给你们的 ,有一部分虽是我的虚构 ,但仍受到过去

的声音的严格检证……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诉说着马丁的往事 ,因

为这提醒我们 ,出人意料的事情是有可能的。即使对解读它的历

史学家来说 ,它仍有完全的活力。我认为 ,我已经揭露了这段往事

的真实面貌 ———要不然 ,让鹏赛特(注:假马丁)再演一遍吧 !

作者这里表达了对“历史真实”之存在的基本信念 。或许我们真是

应该多多聆听来自过去的声音 ,培养更加敏感的感觉与直觉 ,以此对抗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之真的挑战甚至瓦解 。

(四)写作:表达的艺术

对于一项最终要以专著形式呈现的研究而言 ,写作 ———即如何系

统表述的问题 ,绝对是一门艺术 ,这里涉及到文笔的优劣 、谋篇布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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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等等 。我们看到 ,曾有一度 ,假借科学分析的面目出现的史著放弃

了对于文字 、篇章之美的追求 ,而自 1970年代开始叙事史学的复兴 ,又

将史学注重文字艺术的传统带了回来。有趣的是 ,叙述史学的复兴与

劳伦仕·斯通(Lawrence Stone)所讲的史学开始向人类学汲取资源在时

间上的重叠也许不只是巧合。

作为本文结语 ,我想引用出自《英国历史评论》的这样一句话:

我们不但不认为 ,值得信赖的历史作品是乏味的 ,反倒相信 ,

乏味的历史作品往往是拙劣的 。对于能以易懂又有效的方式表达

其研究的历史学家 ,我们应该给予最高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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