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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中,荷兰出版的抵抗文

学作品数量最多.尽管大部分作品的美学水平不尽如人意,但抵抗文学展现了

荷兰抵抗纳粹宣传行动的一种独特视角.本文从阿尔贝特赫尔曼的“伪装书”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对德国民族性格的研究出发,分析荷兰抵抗文学中的

德国与德国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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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研究荷兰抵抗文学(１９４０—１９４５)中的德国形象及其在战后的演

变,主要围绕苏里南 荷兰裔作家阿尔贝特赫尔曼(AlbertHelman)展开.赫

尔曼那部富有批评讽刺意味的德语文学史«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dusSprak

Zarathustra,１９４４)可被视为荷兰文学抵抗运动之典范;而从形象学的视角看,

赫尔曼的文学史也是一桩特别的案例,因为德意志的异质形象在此书中是建立

在德语文学的自我形象之上的.

从形象研究的角度讨论抵抗文学这一主题,符合这一方法论的复兴趋势.

在今天,形象学方法的复苏主要发生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以约普列尔森

(JoepLeersen)为核心———以及意大利贝加莫大学———以曼弗雷德  贝勒

(ManfredBeller)为核心———的欧洲研究框架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当法德和解

享有最高级别的政治优先性时,在形象学框架下研究国家的自我形象、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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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陈旧观念,还被视为是文学研究中的“未来领域”(domainedavenir)①,一如马

里乌 斯 富 朗 索 瓦  顾 雅 (MariusＧFrançois Guyard)在 «比 较 文 学»(La

littératurecomparée)一书中自信满满地提出的那样.然而,这种国家视角随着

全球化进程逐渐淡出了文学研究领域.尽管如此,比利时日耳曼学学者胡戈

戴瑟林克(HugoDyserinck)在亚琛大学依旧为日耳曼学中的形象研究保住了一

块阵地.今天,他的学生约普列尔森与曼弗雷德贝勒则继续传承他的衣钵.

列尔森和贝勒认为,形象学并未过时,反而极为切合时代,因为正是形象学研究

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更清晰地聚焦文学的跨国家多样性”②.他们呼吁在当今文

学研究中保留一种“形象学的维度”,因为尽管全球化不断加深但“语言和语言学

差异在客观上的优先地位”依旧存在,尽管边界正在消融但“文学国际交流要穿

越的边界,依然很大程度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③.

关于纳粹占领时期荷兰文学的研究,可以典型地体现对一国的刻板印象如

何影响学术研究.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对纳粹占领时期的解读都存在着非

“黑”(亲纳粹)即“白”(反纳粹)的趋势.这种趋势深受历史学家路易德容

(LouisdeJong)著述的影响,并导致了在研究中尤其突出抵抗运动与同流合污

两个对立面.这就导致人们倾向于将与纳粹合作的整体罪责归结到一小部分同

流合污者———纳粹主义的民族社会运动(NationaalＧSocialistischeBewegong)成

员或党卫军志愿者———身上.直到在关于大屠杀的讨论中,这种倾向才开始受

到质疑.雅克普莱瑟(JacquesPresser)在«毁灭»(Ondergang,１９６５)一书中

清算了对占领时期的这种自欺欺人的描绘.在紧随其后的诸多批判性研究中,

形成了一幅纳粹占领时期的新图景.特别是自克里斯范德海登(Chris

vanderHeijden)的«灰色历史»(Grijsverleden,２００１)出版以来,人们在研究中

尤其突出荷兰大众向占领当局妥协的普遍倾向.这就使得抵抗运动这一曾经的

研究重点逐渐淡出了学术视野.

①

②

③

MariusＧFrançoisGuyard,LaLittératurecomparée,Paris: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
１９５１,S．５．

ManfredBellerundJoepLeerssen(eds．),Imagology:TheCulturalConstructionandLiterary
RepresentationofNationalCharacters,Amsterdam:Rodopi,２００７,p．３０．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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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说,暂时还没有一部关于抵抗运动之文化成就的批判研究.在荷

兰学研究中,占领时期的文学依然几乎无人问津.一方面,战后文学———例如哈

里穆里施(HarryMulisch)、威廉弗里德里希赫尔曼斯(WillemFrederik

Hermans)、吉拉德勒维(GerardReve)等作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清算

广受关注;另一方面,人们却更乐意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文学留给历史学

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拉尔夫格吕特迈尔(RalfGrüttemeier)和玛丽娅

特蕾西 娅  罗 伊 克 (MariaＧTheresia Leuker)最 新 出 版 的 «荷 兰 文 学 史»

(NiederländischeLiteraturgeschichte,２００６)完全没有涉及抵抗文学.而在关

于德荷关系的历史学与社会学研究,如霍斯特拉德马赫(HorstLademacher)

的«一对不平等的邻居»(ZweiungleicheNachbarn,１９９０)和弗里索维兰加斯

(FrisoWielangas)的«从敌人到盟友»(Vanvijandtotbondgenoot,１９９０)中,也

没有出现抵抗文学.然而本文试图呈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荷兰的德国形

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抵抗文学的影响.

一、抵抗文学和德国政治宣传

本文所指的荷兰抵抗文学,是指德国占领荷兰期间(１９４０—１９４５)所有不受

新当局许可而印刷的文学.就抵抗文学的生成而言,荷兰并非特例———法国的

午夜出版社(LesÉditionsdeMinuit)、波兰的家乡军(ArmiaKrajowa)以及丹麦

的自由北欧出版社(FritNordiskForlag)都是相当著名的例子.但是荷兰抵抗

文学出版物的数量是独一无二的.德克德容在他的图书编目(１９５８)里提到

了不下１０１９种图书,而根据哈里斯通(HarryStone)的研究,在其他纳粹占领

国仅有几十种或者百余种图书为人所知①.

这一类抵抗文学也被德克德容称为“非法文学”.但在其中,仅有一部

分作品公开反对纳粹及其合作者.荷兰抵抗文学中的很多作品完全是通俗文

① HarryStone,WritingintheShadow．ResistancePublicationsinOccupiedEurope,London:
Routledge,１９９６,p．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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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通常是诗歌集,在秘密印刷发行后可以作为抵抗运动的收入来源.尽管占领

当局从未将清剿抵抗文学和其他“煽动性作品”作为重中之重,但是仍然有大约

７７０余人(多数是印刷工和插画师)因此牺牲.①

荷兰的抵抗文学是对德国纳粹宣传的直接回应.这一点也符合荷兰在纳粹

占领欧洲中的特殊地位.德占荷兰由民选政府治理,不同于被各自傀儡政权统

治的丹麦、挪威和法国南部,也不同于军事占领的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希特勒选

择阿图尔塞斯 英夸特(ArthurSeyssＧInquart)作为荷兰的帝国总督,这一点

当时出乎众人意料.塞斯 英夸特曾任奥地利总理,尽管在德奥合并中起到过重

要作用,但直到很晚才正式加入纳粹党.此外,他还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拥有斯

拉夫血统———他原名阿图尔查迪奇(ArthurZajtich).塞斯 英夸特不会荷兰

语,对荷兰的文化和历史认识也只局限于一般的陈旧观念.人们都知道他在被

任命为总督时对他妻子说的话:“亲爱的特鲁德,元首让我去种郁金香.”②

希特勒之所以选择塞斯 英夸特,可能与他对荷兰的“奥地利式”未来设计有

关:一个应当成为德意志帝国一部分的边陲小国.所以,希特勒不说“荷兰”而常

说“西部地区”(Westland)也并非是什么巧合,而是为了与“东部地区”(Ostland)

或“东部边疆”(Ostmark)———即先前的奥地利———对应.尽管没有任何一份文

件能够表明希特勒对荷兰有过这种极端的计划,但是有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在很

多纳粹分子眼中,莱茵河三角洲无论是在地理、民族上还是在文化、语言上来看

都属于德国.戈林称荷兰语从原则上来讲就是一种“德语方言”,希姆莱则将之

称为“低地德语”(Niederdeutsch).③ 一批纳粹的忠实信徒认为,能够成为德意

志帝国的一部分应当是荷兰的骄傲.在他们看来,并入德国对荷兰民众而言是

成为新欧洲中特权公民的唯一机会.鉴于吞并奥地利出人意料地顺利,吞并卢

森堡也在计划之中(１９４２年实现),吞并荷兰的计划看起来也是完全可行的.

将荷兰视为德国附属的想法并不新鲜.早在１８３１年,恩斯特莫里茨阿

①

②

③

FritsBoersma,Instugverzet１９４０Ｇ４５．Herinneringenvangrafici,Amstelveen:Koninklijk
Verbondvangrafischeondernemingen,１９９９．

LouisdeJong,HetkoninkrijkderNederlandenindeTweedeWereldoorlog,Band４,Teil１．
DenHaag:Staatsuitgeverij,sＧGravenhage,１９７２,S．３１．

Ebd．,S．７６u．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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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特(ErnstMoritzArndt)就在«论尼德兰及莱茵兰问题»(DieFrageüberdie

NiederlandeunddieRheinlande)中暗示,荷兰语应被看作德语的一个变种,因

此荷兰人还是与德国人并肩携手为好.雅各布格林(JakobGrimm)也坚信,

荷兰人迟早会遵奉德意志文化.① 诸如弗里茨布莱的«泛德意志运动与尼德

兰»(DiealldeutscheBewegungunddieNiederlande,１８９７)等在泛德意志同盟

(AlldeutscherVerband)框架下写就的研究更是推广了这样的理念,并且影响了

德国后来的占领政策.

塞斯 英夸特有目的地支持那些推动荷兰向德国靠拢的出版物.他的文学

政策比欧洲其他占领区的都更加严格.纳粹在夺权后不久就查抄了一批书店中

的“反德意志”文学,并宣布了严厉措施.１９４０年１０月,所有书商和图书管理员

都接到命令,必须将所有反德意志书籍从书架上清理干净.严格的审查措施和

“文字处”(ReferatSchrifttum)的成立则负责在新书稿出版前审查其中有无批评

德国的言论.接着,１９４１年又成立了由与纳粹合作的托比戈德瓦根(Tobie

Goedewaagen)所领导的“文化协会”(Kultuurkammer),其任务是按照民族社会

主义原则强制将荷兰文学统一化.成为协会会员成了文艺工作者的义务,未经

协会允许,任何内容不得印刷、陈列或者表演.尽管遭到戈德瓦根的反对,塞斯

英夸特还是下令将“文化协会”中的“文化”一词从荷兰语的“cultuur”改写为德

语化的“kultuur”;这也清晰地表明,塞斯 英夸特的长远目标并非仅是将荷兰文

纳粹化,而是要将之日耳曼化.

二、反 德 宣 传

从根本上说,荷兰的抵抗文学针对的是塞斯 英夸特的这一系列计划.德国

的宣传越有侵略性,抵抗文学的应对就越强烈.匿名发表的«德意志文明»

(Duitschebeschaving)就是一首反德名诗:

① UlrikeKloos,Niederlandbildund deutsche Germanistik１８００Ｇ１９３３,Amsterdam:Rodopi,
１９９２,S．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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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荷兰人已经站在地上

拥有了人类的思想

而条顿人依然挂在树上

还在用爪和尾摇晃①

这首讽刺诗接下来罗列了马尔腾特龙普(MaartenTromp)、米夏尔

德罗伊特(MichieldeRuyter)等海上英雄的壮举,并称同一时代的“德国人还

处于襁褓之中”.诗歌在结尾处宣称,德国人至今仍未学会像成年人一样说话,

一张嘴就只是喊叫.这首诗传达的信息很明确:荷兰这个国家比德国古老得多,

因此,质疑荷兰存在之合理性的德国宣传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在纳粹当局不遗余力地试图宣传荷兰人和德国人是“日耳曼兄弟”的同时,

抵抗文学反复强调两者的不同和荷兰自身的特性.比如,反对纳粹宣传的爱国

抵抗运动开始表达自己对荷兰皇室的忠心.在纳粹占领之前,荷兰女王威廉明

娜(Wilhelmina)早就失去了各个社会阶层的支持,许多荷兰人仅仅将她视为既

有政权的代表,社会主义者们更是对皇室鲜有认同.但是随着纳粹占领荷兰,流

亡伦敦的威廉明娜变成抵抗运动的象征.威廉明娜的“二次加冕”,主要归功于

塞斯 英夸特.正是他对皇室的持续抨击,使得威廉明娜越来越受欢迎.她成为

抵抗文学中的女英雄,代表皇室的橙色也成为民族的象征,历史上第一次受到全

体民众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在抵抗文学中不断出现与“八十年战争“(１５６８—１６４８)的类

比.人们很早就开始在创作中运用这场对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的主题.甚至于

第一位为人熟知的纳粹抵抗者伯恩哈特伊吉尔德拉特(BernardIJzerdraat),

就根据八十年战争中的那一批自由斗士将他所领导的抵抗运动命名为“丐军”

(Geuzen),还在１９４０年５月１８日写的«丐军报道»(Geuzenbericht)中将德国人

称为新西班牙人,说他们不久将会引入宗教裁判所,将这个国家洗劫一空并限制

民众自由.像奥兰治的威廉(WilhelmvonOranien)起义时一样,荷兰也出现了

① M．G．SchenkundH．M．Mos(hrsg．),Geuzenliedboek１９４０Ｇ１９４５,naardeeditie１９７５,AmＧ
sterdam:Buijten&Schipperheijn,２００５,S．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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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匿名发表的)抗议歌曲,它们被收入(同样是匿名发表的)诗集«丐军歌集»

(Geuzenliedboek)并且广为流传.在纳粹占领期间,这样的“丐军歌集”印刷过至

少４００００册.尽管大多数丐军诗歌是新作,但也有一些是翻印了１６世纪的诗

歌.八十年战争期间诗歌的成功复兴,也使得所有丐军诗歌中最著名的一

首———«威廉颂»(Wilhelmus)———成为受到各个社会阶层,甚至包括社会主义

者们所认可的国歌.

记者兼作家伊戈佛佩玛(YgeFoppema)在被囚禁期间曾写作了一部关于

丐军诗歌的研究作品.他得出的结论是:荷兰人身份认同的本质在过去４个世

纪里未曾改变.① 这个简单的论断正契合了抵抗文学的目标.人们确实在试图

传递一种情绪:“荷兰人的身份”几个世纪以来丝毫未变地保留了下来,反对德国

人的斗争是反对西班牙人的八十年战争的合理延续.对自由的信仰,以及在这

种自由一旦受到威胁时人们奋起反抗的权利,是此时尤被突出强调的荷兰身份

认同的本质.

这种情绪因为德国身份被定义为对自由的侵害而更得到加强.正如霍斯

特拉德马赫所指出的,早在１９世纪时,就出现过借助与德国的对立来定义荷

兰身份认同的倾向.② 通过系统地构建与普鲁士德国的军国主义和卑躬屈膝之

间的对立,自由和宽容被视为荷兰身份的本质特性并得到了强化.这一自１９世

纪便开启的事业,在纳粹占领期间达到了顶峰.读过荷兰抵抗文学的人会产生

这样一种印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德国人和荷兰人的区别更大.

阿尔贝特赫尔曼也在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５日的抵抗杂志«自由艺术家»(De

VrijeKunstenaar)中明确区分了“自由这一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的民主思

想与民主意愿之传统的真正民主国家中的首要武器”,以及“作为人和民族的德

意志人的内心不自由”.而这也是他的“性格研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根

本观点.

①
②

YgeFoppema,OudeenNieuweGeuzenliederen,Amsterdam:DeBezigeBij,１９４６,S．５．
HorstLademacher, DeutschlandunddieNiederlande．ÜberWandelundKontinuitätdesBildes

vomanderen ,in:H．Süssmuth(hrsg．),DeutschlandbilderinDänemarkundEngland,inFrankreich
unddenNiederlanden,BadenＧBaden:NomosVerlagsgesellschaft,１９９０,S．３９２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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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阿尔贝特赫尔曼

阿尔贝特赫尔曼(１９０３—１９９６),曾用笔名“路德维克”(Lodewijk)、“洛”

(Lou)和“里希特菲尔特”(Lichtveld),出生于南美洲的荷兰殖民地苏里南.他

于１９２２年迁至荷兰,学习音乐和荷兰文学.和来自殖民地的众多学生一样,赫

尔曼十分思念自己的家乡.在«南—南—西»(ZuidＧZuidＧWest,１９２６)和«寂静

的种植园»(DeStillePlantage,１９３１)中,他表达了自己对于荷兰殖民政策的

批判.

在他的作家生涯初期,赫尔曼属于围绕在«共同体»(DeGemeenschap)周围

的天主教作家群体,与他们一样对法西斯主义抱有(模糊的)好感.① 然而,他在

之后疏远了守天主教团体,并在长居西班牙期间与乔治奥威尔(GeorgeOrＧ

well)一起参与反对弗朗哥(Franco)的斗争.他在３０年代创作的作品反映了明

确的反法西斯思想.«疯了的独裁者»(Dedolledictator,１９３５)乍看之下是一

部关于阿根廷独裁统治者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JuanManueldeRoＧ

sas)的长篇小说;但从罗萨斯的种族仇恨、空洞修辞和狂妄自大中可以很明显地

看出,这部作品实际上就是对希特勒的讽刺.在«错过换乘»(AnschlussverＧ

passt,１９３６)和«千百万的苦难»(Miljoenenleed,１９４０)中,赫尔曼则探讨了犹太

难民的悲剧与纳粹德国的反犹主义.

在纳粹占领期间,赫尔曼拒绝加入文化协会.他销声匿迹,靠卖桌游棋牌艰

难为生.因为宵禁和缺乏娱乐,桌游棋牌竟意外地成为一门很好的生意.赫尔

曼也作为伪造个人证件的专家加入了抵抗运动,到战争接近尾声时已在抵抗组

织“不法分子大委员会”(GroteRaadvandeIlligaliteit)中担任颇具影响力的

职务.

① MartiendeJong,DeDichterenzijnrechters．Eenpleidooivooreerlijkheidenbegripinzake
NederlandseschrijversonderDuitsebezetting,Baarn:DeProm,１９８８,S．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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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赫尔曼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出版于１９４４年,是一部“伪装书”(TarnＧ

schrift),实际上并非尼采那本名著的译本,而是一部以引述德语文学为基础的

关于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批判研究.对于自己在纳粹占领下研究德语文学这一出

人意料的决定,赫尔曼日后写道:“自古以来,特别是作家和诗人,不仅仅对国家

歌功颂德,更发表过批评的文字,这些文字证明了他们对自己所属民族之性格的

深刻认识.”

赫尔曼并不是第一个将德国文学作为批判德国之镜的人.早在纳粹占领期

的第一年,坊间就流传着一篇匿名的文章,引用尼采和尤里乌斯朗贝恩(Julius

Langbehn)来佐证德国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野蛮人的国度.① “老师自己说的”

(magisteripsedixit)的原则,即用敌对阵营的论据强化自身断言的可靠性,在抵

抗文学界一直备受欢迎.人们可以在«自由艺术家»杂志中找到各种这样的例

子.当１９４２年文化协会的官方成立仪式上奏响贝多芬的«哀格蒙特序曲»

(EgmontＧOuventüre)时,这本艺术家杂志用歌德«浮士德»中的名句“唯有每日必

要征服自由和生命者,才配享有之”来支持抵制文化协会的号召.一篇发表于

１９４４年５月的批评文化协会日耳曼化政策的檄文,也引用了歌德.这段德语引

文出自１８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歌 德 与 弗 里 德 里 希  封  穆 勒 (Friedrichvon

Müller)之间的谈话:“我现在又在详细研究早期法国文学他们无穷的

文化不知已过去了多少,可我们德国人却还是粗鲁的傻小子.”②令人惊讶

的是,«自由艺术家»杂志１９４４年８月甚至还把阿道夫希特勒当作“老师”,用

他的话呼吁德国人民反抗“元首”.这段极为到位的(德语)引文出自«我的奋斗»

①

②

R．S．ZimmermannＧWolf,Hetwoordalswapen．KeuruitdeNederlandseondergrondsepers
１９４０Ｇ１９４５,DenHaag:MartinusNijhoff,１９５２,S．８２．

L．P．J．Braat,DeVrijeKunstenaar１９４１Ｇ１９４５．Facsimileherdrukvanalletijdensdebezetting
verschenenafleveringen,Amsterdam:Grüner,１９７０,S．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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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nKampf,１９２５):“如果一个民族在某个天才的压迫者的暴政之下备受煎

熬,那么就会有一位大无畏的勇士从人民中一跃而出,把死亡的利刃捅入那

备受憎恶的毒夫胸膛.”①

甚至连赫尔曼以希特勒夺权为契机开展德意志民族“性格研究”的想法也不

是新的.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有许多欧洲知识分子都试图用“德意志精神”来解

释纳粹的成功.在这里值得提到的有冈扎格德雷诺(GonzaguedeReynＧ

old)的«德意志从何而来»(DoùvientlAllemagne,１９３９)、埃德蒙维尔梅尔

(EdmonVermeil)的«试析德国»(LAllemagne,essaidexplication,１９４０),以

及埃里希卡勒(ErichKahler)的«欧洲史中的德国性格»(DerdeutscheCharaＧ

kterinderGeschichteEuropas,１９３７).在荷兰国内,德国社会学家赫尔穆特

普莱斯纳(HelmutPlessner)也发表了类似研究.他于１９３３年失去了科隆大学

的教职,多亏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博伊藤戴克(FrederikBuytendijk)的介绍受

聘于格罗宁根大学.他在那里以“市民时代末期德意志精神的命运”(Das

SchicksaldesdeutschenGeistesimAusgangseinerbürgerlichenEpoche,１９３５)

为总标题作了一系列关于德意志民族性的演讲,这些演讲构成了他的名著«迟到

的民族»(DieverspäteteNation)的基础.不过,该书直到１９５９年才最终出版.

以上这些研究似乎都没有对赫尔曼产生过直接的影响.不过可以肯定的

是,他对安德烈  纪德的«关于德国的反思»(RéflexionssurlAllemagne,

１９１９)一文相当熟悉.这篇文章在纳粹占领时期由马克斯诺尔德译出,于

１９４５年以«论德国»(OverDuitschland)为题在勤蜂出版社(DeBezigeBij)这一

荷兰最著名的抵抗文学出版社付梓.和赫尔曼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一

样,纪德也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歌德来支持自己有关德国的观点.而对赫尔曼

而言更为重要的材料来源是埃德加亚历山大的«德意志精粹»(DeutscheBreＧ

vier,１９３８).在该书中能找到众多后来被赫尔曼逐字逐句转引的文字,包括歌

德、伯尔纳(Börne)、格里尔帕策(Grillparzer)及其他作家.

如果说亚历山大是将他的“政治读本”呈现为对希特勒在德国大受欢迎这一

① L．P．J．Braat,DeVrijeKunstenaar１９４１Ｇ１９４５．Facsimileherdrukvanalletijdensdebezetting
verschenenafleveringen,S．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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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一场实事求是的研究”,那么赫尔曼顾及研究的客观性.① 他不在意客

观,而是要将笔杆当作反抗占领当局的枪杆子.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

描绘的纯粹是一幅德国的刻板印象,并将之与同样流俗的荷兰形象对立起来.

借助“自由”这一基本思想,他在最大程度上将荷兰人与德国人区分开来:荷兰人

在本质上是热爱自由的民族,而德国人的特征则体现为极度的卑躬屈膝、盲目的

服从以及野蛮的军国主义.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作者展现出了对德国文学令人惊异的谙熟.

尽管人们知道赫尔曼有德国血统,他的妻子、雕塑家莉莉科尔尼尔斯(Lili

Cornils)也是德国人,但他能够引用中世纪直至２０世纪初这样一长段时期内的

德国作家,甚至有时还引用部分相对不知名的作家,着实令人惊叹.

１９４４年夏,阿姆斯特丹的出版人弗兰索霍伊斯(FransoHoes)发行了２７５本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版缺少了最后一章.这是因为负责

印刷的G．G．范埃尔伯格在印制第１７２页时遭到突击搜查.尽管他及时销毁了

这部分清样,但当局还是发现了其他的非法印刷物并因此逮捕了他.获释后,范

埃尔伯格拒绝继续印刷最后一章,因此这本书只能以未竟之貌出版发行.这一不

完整的初版也没有按照原先的计划被冠以阿尔贝图斯帕尔乌斯的«条顿之镜»

(SpeculumTeutonicum)这一煽动性的标题,而是伪装成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

是说».

直到战争结束,这项研究的完整版本才以«条顿之镜»(Teutonenspiegel,

１９４６)为题得以出版.在导言中,赫尔曼解释道,他将自己的这项研究作为对“一

个产生了如此众多的艺术家和哲学家的民族怎会如此深陷野蛮与奴役之泥淖”

之问的回答.赫尔曼认为,“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中,都完全能够整理出作家

和诗人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一系列消极评述”,但他同时强调,德国的情况相当

特殊,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我们已知的民族文学,在几个世纪以来不断重复着这

种批评”.这种主观性也体现在了他翻译时诗意的自由发挥.比如,赫尔曼将一

首１６世纪的诗歌中的“新状态”(dieneueVerfassung)翻译成了“新秩序”(die

① EdgarAlexander,DeutschesBrevier．PolitischesLesebuch,Zürich:EuropaVerlag,１９３８,S．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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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uweorde),以便更加明显地指向纳粹主义.

五、作为抵抗武器的德国文学史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章从中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１７世纪.在这

一章里,赫尔曼强调了德意志王侯的傲慢与无能.他用引文生动地展现了这一

点,引用的作家包括埃尔萨斯地区的讽刺作家汉斯米夏埃尔莫谢罗施

(HansMichaelMoscherosch)以及西里西亚的箴言诗作家弗里德里希封洛

高(FriedrichvonLogau).但赫尔曼最重要的引文来源还是汉斯雅各布克

里斯托夫封格里美豪森(HansJakobChristoffelvonGrimmelshausen),因

为他在后者的«痴儿西木传»(Simplicissimus,１６６９)中找到了可以与纳粹占领

时期相对照的内容,例如书中所描述的一个英雄的春秋大梦:征服半个世界,让

西欧所有的君主都向德意志民族称臣纳贡.

第二章讲的是１８世纪文学史.赫尔曼在本章中引述了莱辛１７６９年８月２５

日写给克里斯多夫弗里德里希尼可莱(ChristophFriedrichNicolai)的一封

信:“如果您设想在柏林甚至也像现在的法国和丹麦一样,出现了这样一个为臣

民的权利而斗争的人,大声疾呼反抗统治者的敲骨吸髓和独断专横,那么您马上

就会认识到,哪个国家才是欧洲直到今天奴性最盛的国家.”

克里斯蒂安舒巴特(ChristianSchubart)的«德意志编年录»(Deutsche

Chronik,１７７４—１７７８)也成了赫尔曼实实在在的宝库.在舒巴特对这个“所有报

纸皆大同小异”的“奴性世纪”发出一声长叹之后,赫尔曼补充道:“这一判断和第

三帝国报界的情况完全相符,而绝大多数德国人都已经听话地适应了这种状态,

因此这里所谓的奴性世纪,倒更应该被称为奴性永恒.”

赫尔曼还详细地引述了歌德和席勒,例如«赠辞»(１７９６)中关于“德意志民族

性”这一主题的短诗:“德意志人啊,你们希望形成民族,却徒然无功;/你们应更

自由地发展为人,你们能够做到.”而在歌德与爱克曼１８２７年５月３日的谈话

中,赫尔曼找到了更进一步的论据:“我们德国人是昨日的民族.尽管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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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我们形成了相当不错的文化教养,但恐怕还得等上几个世纪,才能有足够多

的精神和更高雅的文化灌输给我们的同胞,才能让他们人人都像希腊人一样崇

拜美,人人都为一首优美的歌曲倾心,人们才能说,距他们尚是野蛮人的日子已

过去了很远.”

他还大量引述了路德维希蒂克的讽刺作品«蠢人大事记»(Denkwürdige

GeschichtchronikderSchildbürger,１７９６)以 及 约 瑟 夫  格 雷 斯 (Joseph

Görres)于１８１４年刊发在«莱茵水星报»(RheinischerMerkur)的一篇虚构的拿

破仑关于德国人的思考.赫尔曼在评述中都附上了自己的中心思想:希特勒并

不是某一历史过错的不幸后果,而是德意志民族性合乎逻辑的产物.

在论及１９世纪早期的第三章中,海涅的作品居于中心.赫尔曼将海涅视为

一位洞察德意志特性的预言式思想家.在赫尔曼看来,这一点源自海涅在«法国

现状»(FranzösischeZustände,１８３２)中对德意志精神气质的观察,而在«科布斯

一世»(KobesI,１８５３)一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首诗里,一位平民被加冕为

皇帝,而他则因为愚蠢而受到钦佩:

他们夸口说,/大学他从未上过,/不师承任何学派,/却能自己写出书

来./他获得他所有的无知,/全凭他自己的本事,/外国的教育和科学,/从

未败坏他的心情. 他想必会情不自禁,/率先入侵法兰西,/让阿尔萨

斯、勃艮第和洛林,/回到德国怀抱里.

随着讨论１９世纪晚期的第四章的结束,这部研究戛然而止.第四章的中心

人物是这本书的假托作者:弗里德里希尼采.赫尔曼强调,纳粹错误地理解了

尼采哲学,因为实际上,尼采是最尖锐的德国批评者之一.为了要证明这一点,

他引用了«瓦格纳事件»(DerFallWagner,１８８８)中的段落:“德国人在历史上

就是拖延者的代名词,如今又是欧洲最落后的文化民族.”赫尔曼以一段警告结

束了对尼采的思考.他号召读者要谨防德意志民族紧迫的改造教育工作落入那

些人手中,“他们出于自身利益以及对人文主义的错误理解,恐怕会表现得太过

软弱”.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符合德国罗曼语文学家爱德华韦克斯勒(Edu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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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chssler)的“本质学”研究传统.韦克斯勒的«法国精神与德国精神»(Esprit

undGeist,１９２７)被认为是一部经典著作,通过研究某个文化或民族(在这里是

法国)来强调差异(在这里是与德国的差异)从而强化本国的民族概念.而赫尔

曼的研究同样着眼于“在德国历史的第一道曙光到如今的诸神黄昏之间,搜寻德

意志民族性的阴暗面”,从而构建出一种与荷兰热爱自由、民主宽容的固有民族

形象截然相反的德国形象.尽管在很多抵抗文学中都能找到这样的现象,这一

研究仍然具有独特性,因为———借用形象学的术语———德国的“异质形象”(HetＧ

eroＧImage)是由其“自我形象”(AutoＧImage)的拼贴构成的.因此,尽管书中存

在诸多刻板印象,赫尔曼关于“德国人内心的不自由”①的观点,依旧比其他用外

部视角构建德国“异质形象”的作品更加深刻.

六、另一个德国

但是,在抵抗文学中这种绝对负面的、刻板化的德国形象之外,还应补充指

出,有许多德语作家和技术人员也参与到了抵抗文学的生成之中:德国和奥地利

的流亡者们为他们的家乡塑造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形象,并得到了荷兰抵抗运动

的广泛认可.值得注意是,一部分(尽管数量有限)抵抗文学是以德语出版的.

这也证明,荷兰抵抗运动中的反德意志修辞首先是一种抵制德国煽动文学的政

治策略,它并不排斥与反纳粹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开展友好合作.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斯弗里德兰德(MaxFriedländer)于１９４２年在地

下出版的«论文化学的界限»(VondenGrenzenderKunstwissenschaft),以及库

尔特巴施维茨(KurtBaschwitz)关于巫术史的研究,后者于１９４１年被译成荷

兰语,题为«论奥德瓦特城的女巫秤»(VandeheksenwaagteOudewater)并以笔

名卡西米尔K．维瑟尔(CasimirK．Visser)出版.除了德语流亡作家的作品之

外,一些德国文学的经典文本也得以出版,少数译成荷兰语,多数则保持了德语

① Braat,DeVrijeKunstenaar１９４１Ｇ１９４５．FacsimileherdrukvanalletijdensdebezettingverＧ
schenenafleveringen,S．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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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貌.抵抗文学中最珍贵的出版物之一要属１９４１年马丁布伯(MartinBuＧ

ber)«哈西迪犹太传奇»(ChassidischeLegende)的荷兰语译本,由艺术家亨德里

克尼可拉斯魏克曼(HendrikNicolaasWerkman)绘制插图.１９４３年,由贝

尔图斯阿弗耶斯(BertusAafjes)自由译出的德语民歌集«男童的神奇号角»

(DesKnabenWunderhorn)以«号角»(Detooverfluit)为题面世.同年,匿名创

作的歌曲«十个小牢骚»(ZehnkleineMeckerlein)也得以付梓.这首讽刺歌谣改

编了儿歌«十个黑小子»(ZehnkleineNegerlein),从柏林北部的奥朗宁伯格集中

营(KZOranienburg)被偷运出来,又由阿姆斯特丹的奥古斯特艾弥巴克马

(A．A．Balkema)编辑出版.卡夫卡的作品尤其受欢迎.妮基布伦特(Niki

Brunt)翻译的卡夫卡«变形记»(DieVerwandlung)印了千份,如此高的印数在

抵抗文学中相当罕见.有另外两部卡夫卡的作品以德语原文出版,不过印数相

对较少.

占领区绝大多数的德语作品都由在地下活动的半人马出版社(DieKenＧ

tauerdrucke)出版.这家出版社由德国流亡者沃尔夫冈弗罗莫尔(Wolfgang

Frommel)和沃尔夫冈  科尔丹(WolfgangCordan)———本名海因茨  霍恩

(HeinzHorn)———创立①,二人都属于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George)的圈

子.在匈牙利出版商卡尔曼科拉尔(KálmánKollár)———阿姆斯特丹的的万

神殿(Panthéon)出版社也在他名下———的帮助下,两位流亡者成功出版了一系

列颇具文学品味的书籍,包括荷尔德林、赫尔德、鲁道夫潘维茨(RudolfPanＧ

nwitz)、约翰戈特弗里德索伊莫(JohannGottfriedSeume),当然还有斯特

凡格奥尔格的作品.格奥尔格的年轻信徒珀西戈特海因(PercyGothein)也得

以在该社托名彼得封乌里(PetervonUri)出版了诗集«暴政»(Tyrannis).

半人马出版社和万神殿出版社的书销路很好.矛盾的是,德国国防军士兵

却是其最好的顾客之一,他们不仅不惜重金购得精装藏本,而且还给流亡者们赠

送食物.弗罗莫尔用这些食物养活了一批躲藏在他们那里的犹太青少年.在弗

① KarlhansKluncker,CastrumPeregrini:eenuitgeverijinhettekenvanStefanGeorge,Brüssel:
KoninklijkeBibliotheekAlbertI,１９７９;GünterBaumann,DichtungalsLebensform．WolfgangFrommel
zwischenGeorgeＧKreisundCastrumPeregrini,Würzburg:Königshausen& Neumann,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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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莫尔自己命名的“异域城堡”(CastrumPeregrini)中,人们活在文学经典的精

神之中,保持平和.“异域城堡”里有这样一条规定:每当听到“现在我们开始

读!”这句话时,年轻人们就都要坐下,而其中一人则要朗诵一首诗.当外面成千

上万的犹太人被纳粹以德意志帝国的名义强行驱逐的时候,弗罗莫尔用这样一

种方式在他的阿姆斯特丹避难所中创造了一个德语文学的平行世界.①

尽管德语文学只占了抵抗文学中的一小部分,但它却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刻

板的负面德国印象的重要选项.作为反例,抵抗文学中的德语文学令人意识到,

德国文学不仅可以像在赫尔曼那里一样提供反抗纳粹的武器,还能成为与德国

和解的机会.正是这些地下的德语出版物,使著名作家西蒙维斯特戴克(SiＧ

monVestdijk)得以在圣米歇尔监狱服刑期间发表一次关于卡夫卡的演讲.对

于这一出人意料的决定,维斯特戴克辩解道,卡夫卡应当被视为抵抗运动的一

部分.②

当维斯特戴克于１９４７年反对文化部部长盖里特波尔克施泰因(Gerrit

Bolkestein)终止在中学继续教授德语的计划时,他所想的正是这“另一个德国”.

尽管这一计划从未落实,但战后人们学习德语的热情仍旧大大消退,不可能再达

到之前的程度.③ 即便在今天,相较于德国的其他邻国,在荷兰学习德语文学的

大学生数量也明显更少.④

但对德语文学的兴趣之所以在荷兰并未消失殆尽,显然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那些投身于支持德语流亡文学事业的人所扮演的文化交流者角色密切相关.阿

姆斯特丹的科维利多(Querido)出版社德语部创始人之一弗里茨赫尔姆特

兰茨霍夫(FritzHelmutLandshoff)在战后结束了在美国的流亡,回到德国,并

于１９４８年出任新成立的贝尔曼费舍尔/科维利多出版社总经理.不过,尽管

出版社在荷兰坚持经营了下去,但它的德国分部不久就停业了.更为成功的则

①
②
③

④

LisetteLewin,Hetclandestieneboek１９４０Ｇ１９４５,Amsterdam:VanGennep,１９８３,S．２３４．
HansVisser,SimonVestdijk．Eenschrijversleven,Utrecht:Kwadraat,１９８７,S．３００．
FrisoWielenga,Vanvijandtotbondgenoot:NederlandenDuitslandna１９４５,Amsterdam:

Boom,１９９９,S．３３．
Arjenvan Velen,Wasistlos?,http://www．kennislink．nl/publicaties/wasＧistＧlos (０１．１１．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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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数海因茨科恩(HeinzKohn).他在１９３４年流亡荷兰时,按照德国古登堡

书业协会(BüchergildeGutenberg)的模式建立了“团结书会”(Boekenvrienden

Solidariteit).科恩在战时成功隐居,逃过一劫,在战后则成为德国文学在荷兰

图书市场上最重要的代理商.几乎所有的德国大出版商———彼得苏尔坎普

(PeterSuhrkamp)、恩斯特罗沃尔特(ErnstRowohlt)、莱因哈特皮珀(ReinＧ

hardPiper)、库尔特德施(KurtDesch)———都让科恩代理他们在荷兰的业务.

还有伊丽莎白奥古斯丁 格拉瑟(ElisabethAugustinＧGlaser)、海因茨维勒

克(Heinz Wielek)、康拉德莫尔兹(Konrad Merz)和汉斯凯尔松(Hans

Keilson),他们都在战时流亡荷兰,战后却没有返回德国,而是在当地致力于于

德国与荷兰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身为记者和翻译家的尼克罗斯特(Nico

Rost)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作为曾驻柏林的通讯记者,他积极支持德国流亡

文学.在纳粹占领期间,罗斯特曾被捕并被遣送至达豪集中营.战后,他凭借自

己的道德威望,投身于德国和荷兰的文化交流事业.他认识到德国文化的意义

远远超过纳粹暴行,而他在集中营中所写日记的标题«歌德在达豪»(Goethein

Dachau,１９４６)尤其体现了这一点.

而奥托弗兰克(OttoFrank)与社会学家巴施维茨在荷兰流亡期间结下的

友谊,则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巴施维茨是第一批视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日记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人之一.① 正是得益于巴施维茨等友人

的不懈支持,老弗兰克才能最终找到书商出版女儿的文字.在德国流亡者的语

境中,就这样产生了«安妮日记»这部世界上最著名的荷兰文学作品.

七、抵抗文学在战后

在解放后最初的几周内,人们还给予抵抗文学一种近乎神圣的尊重.阿姆

斯特丹市立博物馆首次举办的抵抗文学专题展“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之书”(Het

① DavidBarnouw,AnneFrankvoorbeginnersengevorderden,DenHaag:SduUitgevers,１９９８,
S．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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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ijeboekinonvrijetijd)专门为“自由之声的烈士”设立了一个单独的展厅.

进入这一展厅的观众都被要求对那些在创作抵抗文学的过程中失去生命的人们

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一展览还曾远赴巴黎,荷兰语文学家赫尔曼德拉封

丹 费维(HermandelaFontaineＧVerwey)在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０日接受法国«世界

报»(LeMonde)的采访时表示,抵抗运动不仅拯救了荷兰民族,也拯救了荷兰

文学.

虽然如此,人们对于抵抗时期文学作品的兴趣却消退得很快.尽管勤蜂出

版社于１９４４年１２月自豪地宣布将出版整个抵抗文学的精选集«丐军新歌»(Het

NieuweGeuzenlied),但这一项目却在解放后由于人们缺乏兴趣而不得不中断.

１９４７年,人们就已经能在书店中看到抵抗时期文学作品最低五折的促销广告.

抵抗文学已经完成了使命,地下出版物的魔力也不复存在.短短几个月前还被

视为荷兰文学救星的抵抗文学,现在只不过是藏书家热衷搜寻的藏品.

尽管抵抗文学已经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然而在很大程度上,由它共同构建的

消极的德国这一“异质形象”却继续留存.打造一个宽容而热爱自由的国度这样

一种纯洁的“自我形象”,并以此与消极的德国“异质形象”相对比,完全符合战后

荷兰政府把本国军队的迅速溃败、自身抵抗的软弱、外国军队的长期占领以及最

终通过外国军队实现的解放重新解读为民族胜利的努力.这样一来,抵抗运动

的光晕就远远超过了那２５０００名真正的反抗斗士.而关于自身在占领时期与德

国在经济上的紧密合作,以及对迫害犹太人的实际支持,荷兰政府却闭口不谈,

对荷兰人民在占领期间普遍的态度不是反抗而是顺从这一事实也保持缄默.所

有的责任都被推卸到一小批同流合污者,当然还有德国人身上.其结果就是德

国丑恶的异质形象得到延续.因此,在占领时期用于抵抗纳粹宣传的策略,在解

放后就摇身一变,变成了一种推卸责任的自我辩解.一切都是条顿人的错.

“世界若要与德国人共存,必须教化之”,赫尔曼以这句话结束了他的«查拉

图斯特拉如是说».我们不能说赫尔曼认定荷兰就是这个教化过程中的老师.

荷兰解放后不久,他就不得不意识到,一度作为抵抗运动大旗的自由精神竟被人

恬不知耻地滥用于政治目的.更有甚者,新选举的民主政府在１９４７年重印当年

的抵抗文学,竟是为了以自由之名为印度尼西亚的殖民战争赢得支持.赫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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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被说服共同创作战后的第一部自由戏剧«自由之民»(Vrijvolk),但却拒绝参

加议会竞选.战后所有主要的政治势力都不愿意让殖民地人民分享新的自由,

这一事实令赫尔曼感到极度失望.拒绝参选时他说道:“在我自己的国家甚至连

普选权都没有.”１９４９年,他离开荷兰,义愤填膺地返回了苏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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